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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   胡唯昭

前言

蝴蝶蘭是臺灣外銷旗艦農產品，同時亦

是國內最大宗的外銷花卉作物，約占所有外

銷花卉的80%以上。根據農委會統計，2018
年蝴蝶蘭外銷產值高達1億4564萬美元。主要

輸出國家為美國最大宗，占39% (約5,665萬美
元)，其次為日本 (3,606萬美元，占25%)、越
南 (1,547萬美元，占10%)、澳大利亞 (832萬美
元，占6%)、加拿大 (521萬美元，占3%)、巴西 
(385萬美元，占3%)，其餘依序為荷蘭、英國、

新加坡、南韓等國。 
美國除了進口大量花卉外，

事實上根據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2018
年統計結果顯示，美國國內整體花卉生產產

值共47.7億美元 (含切花及盆花等)，較2017年
成長5%；加州為生產花卉最大州，產值12.2
億美元，占全美整個生產值25%以上，佛羅

里達州次之，占全美20%，其次為密西根州、

紐澤西州等。若以盆花 (Flowering Plants for 
Indoor or Patio Use Sold in Pots) 而言，全美盆

花生產值共8.77億美元，其中蘭花為最大宗項

目，產值達2.93億美元，加州仍為盆花生產最

大州，占41%，計1.2億美元。

本次參訪主要因應美國蘭花文摘 (Orchid 
Digest) 之邀請參加其所辦理之蝴蝶蘭國際
研討會並擔任講者，以及隨同美國蘭花協

會與當地蘭花園藝業者參訪美國蘭花花卉

產業、聖地牙哥夏季蘭展，亦參觀美國農業

部洛杉磯機場檢疫站。

美國蘭花文摘蝴蝶蘭國際研討會

美國蘭花文摘 (Orchid Digest) 成立於
1937年，是美國歷史悠久的蘭花非營利

組織，其宗旨為蘭花教育及推廣。本次研

討會於美國加州漢庭頓植物園 (Huntington 
Botanical Gardens) 舉辦，邀請講者包含Har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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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筆者於研討會上台主講蝴蝶蘭小花育種成果及 
跨屬雜交育種

Koopowitz，為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UC Irvine) 生
態演化學教授，其講題「蝴蝶蘭屬分類學之

瞭解」，以形態學及分子層次的角度及證據，

對蝴蝶蘭屬 (Phalaenopsis) 最新分類提供良
好依據。Michael Gregory Fong為亞馬遜公司 
(Amazon.com, Inc.) 西雅圖總部植物園 (Amazon 
Spheres) 經理，主講「中南美洲蘭花原產地巡

禮」，美輪美奐的蘭花不論是高掛樹石岩壁，

抑或俯拾即是，原產地處處驚奇，無不使聽眾

宛如身歷其境。王子蘭園負責人陽洋先生，帶

來的主題為「新興珍奇類 (Novelty) 蝴蝶蘭育
種及白化象耳蝴蝶蘭 (Phalaenopsis gigantea 
f. alba) 之育種應用」，其為目前世界珍奇類

蝴蝶蘭最新育種趨勢。筆者 (胡唯昭助理研究
員) 主講「小花蝴蝶蘭及跨屬雜交蝴蝶蘭育

種」，除了介紹本場蝴蝶蘭新品系 (白花黃唇) 
於臺灣國際蘭展或地區型蘭展屢次獲獎，及

跨屬雜交蝴蝶蘭部分，展現本場育種成果外，

亦介紹高雄場故蔡奇助博士對遠緣跨屬蘭花

育種之卓越貢獻，在場聽眾反應相當熱烈。

雅風蘭舍 (Yaphon Orchids) 帶來其世界著名

品種「Phal. Yaphon's Lover介紹及其育種後代
優良表現」。接下來美國諾曼蘭園 (Norman's 
Orchids) 負責人Norman主講「基改蘭花的昨

日、今日、明日」，以育種者、市場及消費者

的觀點切入，暢談未來新型態蘭花育種之可

能性，令人耳目一新！

本研討會承襲傳統，除演講外，也舉行

蘭花競賽、現場蘭花展售、蘭花拍賣競標等活

動，行程有幸隨行進入蘭花競賽評審團協助，

雖表面上為伴隨研討會而舉辦，但因與會者

多為專業栽培育種者，故參賽品質及蘭花個

體審查與大型蘭展相比毫不遜色，瞭解國外

蘭展之競賽評審與國內蘭展評審之異同，收穫

良多。

蘭花產業參訪

美國農業部動植物衛生檢驗署植物檢疫站

美國農業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動植物衛生檢驗署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APHIS) 於
美國加州有3處植物檢疫站 (Plant Inspection 

3  研討會後與講者群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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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分別位於洛杉磯國際機場 (LAX) 檢
疫站 (本次參訪之檢疫站)、舊金山國際機場 
(SFO) 檢疫站及聖地牙哥邊境檢疫站，前二者

皆受理空運及海運貨櫃檢疫，惟聖地牙哥辦

公室以空運陸運為主，不受理海運，臺灣亦無

直飛班機至聖地牙哥，因此，對我國輸美之蝴

蝶蘭影響不大。

本次參訪為洛杉磯國際機場檢疫站，因

洛杉磯位於美國西岸加州，相較於美國東岸 
(如紐約州或佛羅里達州等地)，距離臺灣更
近，且其鄰近眾多蘭園，腹地寬廣，檢疫辦公

室亦較新，地理位置之便，故臺灣蘭花業者約

有75%的貨櫃運送至洛杉磯站進行檢疫。

我國蘭花 (蝴蝶蘭、石斛蘭、文心蘭) 為

美國核可帶水苔輸美之種類，業者主要輸美

蘭花大多以海運為主，海運之植株多以紙袖

套包裝後裝箱，可減少葉片相互磨損、水氣凝

結過多。一箱箱蘭花出貨櫃堆疊於棧板，方便

數量清點及抽檢，較小、短紙箱裝有1.5寸盆
植株，而高的紙箱則為2.5、3、3.5寸盆所用，

檢疫站自動感應門將檢疫區及下貨區分開，

防止昆蟲進入檢疫區。每個海運、空運貨櫃

共需抽檢幾箱、幾號，被視為最高機密，必須

等到USDA檢疫官現身才會告知報關行抽檢數
量，並由電腦逢機選號，若以往紀錄上曾發生

檢疫問題之蘭園，檢疫官傾向增加抽檢數量。

USDA檢疫官穿戴手套，開箱將植株攤於白色

辦公桌，雜物及蟲體等落下可輕易察覺，病蟲

害並經鏡檢確認，不合格者可能面

臨植株浸藥或整貨櫃燻蒸，甚至退

運等後果。

4  海運貨櫃抵達後下貨，蘭花紙箱以棧
板為單位整齊堆疊，便於清點數量及
檢疫官抽驗

5  蝴蝶蘭苗以紙袖套包裝後裝箱，減少
葉片相互磨損，再以膠帶固定

6  USDA檢疫官穿戴手套，開箱將植株攤
於白色辦公桌，雜物及蟲體落下可輕
易察覺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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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花卉市場

洛杉磯花卉市場最初為1912年日裔美
國人在洛杉磯地區組成的第一個南加州花市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Flower Market)，後由歐
裔美國花卉業者繼續將其發揚光大，最終發

展成著名的洛杉磯花卉市場 (The Original Los 
Angeles Flower Market)，正式成立於1919年，

至今橫跨一世紀之久。隨著園藝栽培技術、溫

室設施、冷藏冷鏈、貯運技術及物聯網的進

步，洛杉磯花卉市場茁壯為高度國際性的組

織，除經營銷售盆花、資材至當地花卉業者、

苗圃花卉市場外；因坐落於洛杉磯昂貴的精

華地帶，人口密集，進口切花 (包含重要切花
材料如玫瑰、洋桔梗、星辰花、百合水仙、秋

石斛、蝴蝶蘭及其他切葉植物等) 在近年更為

洛杉磯花市帶來

經濟效益。

此外，蝴蝶

蘭盆花亦為洛杉磯

花卉市場主要大宗

品項，幾乎囊括臺灣市

場上可見之蝴蝶蘭種類，包含大白花、大紅

花、大黃花、斑點花、黑花、各色小花、大唇

花等。若抽雙梗植株基本上價格更佳，如大白

花Phal. Sogo Yukidian` V3 之́3.5寸盆雙梗開
花株，一盆售價10美元；若為單梗或次級品，

則價格滑落至7～8美元，常以整盤共10株出
清販售；小花或色花，不論朵徑大小，約為

每株5～7美元。盆花銷售行為以零售管道遍

及各大連鎖賣場或超市，如Costco, Walmart, 
Albertsons, Whole Foods Market, Smart & Final 
Extra等。除此之外，因加州毗鄰墨西哥等多肉

植物原產地，因此多肉植物日益受歡迎，於花

卉市場亦佔有一席之地，品項眾多、價格低

廉。在整個花卉市場宗旨為確保購物品質，因

此進入洛杉磯花卉市場需先繳納入場費，亦

是與臺灣花市總是免費供民眾進出參觀的作

法迥異。

7 8

9

7  蝴蝶蘭為洛杉磯花卉市場
主要品項之一，各式花形
花色幾乎都能於此購得

8  大白花蝴蝶蘭Phal. Sogo 
Yukidiam ‘V3’雙梗株 (右) 
與單梗株 (左) 售價之差距

9  各式切花自工資相對低廉
的國家栽培後進口美國，
具有良好的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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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夏季蘭展

歷史悠久的聖地牙哥蘭展由聖地牙哥蘭

花協會 (San Diego County Orchid Society) 主
辦，每季舉辦一次，本次參訪的為夏季蘭展，

場地位於頗負名氣的聖地牙哥巴爾波公園 
(Balboa Park)，雖然固定每年舉辦四次，仍具

有相當規模，包含個體花競賽、蘭花展售、蘭

花栽培教學、兒童蘭花入門等攤位，專業育種

者、趣味栽培者、一般賞花民眾、甚至兒童都

能在此找到自己的蘭花天地，將蘭花融於生活

之中，從小紮根培養美學素養，值得臺灣的蘭

展學習借鏡。此外，相較於臺灣大型蘭展主要

都在春季舉辦 (較多種類蘭花之開花期)，聖地
牙哥蘭協安排四季蘭展，不僅活絡蘭友情誼、

助於蘭花銷售，亦使不同時節開花的蘭花種

類都有機會登上萬眾矚目的舞台，頗具巧

思。

蘭展個體花競賽遵循美國蘭花協會 
(AOS) 審查系統，依蘭種分組並

選出優勝者獲得大會掛獎，

受評審青睞的植株再移至

辦公室內進行詳細審查評

分，受審授獎的蘭花並非

只是漂亮即可，每一株蘭

花均透過AOS出版的Orchids 
Plus軟體搜尋其親本資料，以及

過去獲獎紀錄，無論該花的客觀性狀有多優

良，唯有其超越親本時，才能稱為成功的育種

而被評分授獎。每株審查花量測其性狀，包含

花朵數、朵徑、各部位長度等，詳實描述其他

未能量化之性狀及該花卓越處，評分亦需參

考過往紀錄對照比較，此系統成功使幅員廣

大的美國及為數眾多的蘭花評審員有共同的

審查依據及標準。

結語

本次應邀擔任美國蘭花文摘  (Orchid 
Digest) 蝴蝶蘭國際研討會講者，提升本場國

際能見度及展示研究成果。美國在地的蘭花

組織，諸如美國蘭花文摘、美國蘭花協會、各

地蘭協、趣味者社團，挹注許多經費及心力資

源辦理蘭花推廣教育及國際活動，臺灣蘭花

具悠久栽培歷史且有優秀的育種成果，惟舉

辦蘭花推廣教育及國際交流仍力有未逮，殊

為可惜，建議未來能多支持及鼓勵研究人員

或學生參與相關國際活動。

10  聖地牙哥夏季蘭展，
雖為地區性活動，但
參展花眾多，令人目
不暇給

11  每株審查蘭花經過蘭
花查詢系統核對親本
及過去獲獎資料，並
進行評分及後續量
測、性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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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