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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蘭 設施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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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文心蘭(Oncidium spp.)原產於中南美

生育開花習性，適於大面積規格化生產，

洲安地斯山脈，由墨西哥、哥斯大黎加到

加上近年海運技術開發成功，大大降低運

哥倫比亞，分佈的地區從平地一直到海拔

銷成本，距離最大文心蘭切花消費市場日

2,000~3,000公尺的山地，原生種的數目

本又最近，相較於東南亞產地，具有更大

約有700種左右，其與堇花蘭屬(Miltonia

的競爭優勢。但是台灣的文心蘭產業亦有

spp.)、齒舌蘭屬(Odontoglossum spp.)和

隱憂存在，單一品種，單一花色，單一市

蜘蛛蘭屬(Brassia spp.)等皆為近緣屬，皆

場，產期又過份集中於每年的五、六月及

可以雜交成功，也有甚多屬間雜種品種

九、十月，切花數量大，造成銷售失調，

育成。文心蘭因其花形類似穿著蓬蓬裙

價格崩跌，又由於網室露天栽培，環境控

跳舞的女孩，因此俗稱跳舞蘭(Dancing

制不易，確定有效的產期調節技術無法突

Orchid)。有少數盆花，很早就已經引進

破，此外貿 易體系紮亂，遲遲未能開發成

台灣，但經濟栽培者不多，因此一直未能

功日本以外的市場，加上部分業者出走，

成為重要的產業，一直到1980年代，切花

轉移國內技術至東南亞國家高冷地栽培等

品種南西(Onc . Gower Ramsey)自東南亞引

等俱是隱憂。

進，因其切花長(可達100公分以上)，分

二、品種

叉多(可達10個分叉以上)，花朵數多(可達
100朵以上)，色澤鮮黃，十分吸引人，廣
受插花業者用為花材，一時蔚為風行，於
內銷市場廣受歡迎。後經產官學研多方努
力，成功外銷日本，且因品質優良，迅速

文心蘭在植物學上的分類地位是
屬 於 蘭 科 (O r c h i d a c e a e ) ， 和 堇 花 蘭 屬
(Miltonia )、齒舌蘭屬(Odontoglossum )和
蜘蛛蘭屬(Brassia )同為近緣屬。一般所

取代原先由東南亞國家所供貨的市場，近
幾年每年外銷日本的切花數量皆在2,000萬
支以上，佔有日本八成半以上的文心蘭切
花進口市場。
目前台灣的文心蘭切花栽培面積約有
170公頃左右，主要產地集中於中南部地
區，包后里、埔里、古坑、大林、玉井、
內埔、塩埔、美濃和旗山等地。台灣中
南部的氣候環境適於文心蘭切花的生產，
品種單純，只有單一品種南西，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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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文心蘭的切花品種南西(Oncidium Gower Ramsey)

文 心 蘭 設 施 栽 培

謂的文心蘭（Oncidium alliance ）是一個

士與白色的白玉，另97年初自日本引進全

概括性的名稱，通常是包括純的文心蘭

黃的突變體，如Pure yellow、Honey drop

屬（Oncidium spp.）、相關近緣屬及它

等。在台灣的環境下，純的文心蘭屬內，

們之間的屬間雜交品種等。純文心蘭屬

品種間的雜交不易成功，因此育成的品種

（Oncidium spp.）依照其植株的型態可

甚為稀少，如南西幾乎雜交不成功，沒後

分為四類：一、標準型文心（或稱薄葉

代也沒新品種育成，部份的業者引入近緣

型文心），切花品種南西（Onc . Gower

屬品種，和純的文心屬品種進行屬間雜

Ramsey）即屬此類，具有肥厚的假球莖

交，可以得到果莢、種子，播種後可選得

與狹長而薄的葉片。二、三角文心（或稱

少數的盆花品種，如明翠谷一號等，但是

迷你文心），沒有假球莖，葉片轉為短而

這些近緣屬大都原產於溫帶地區，由此而

肥厚的三角型，為儲藏器官，植株短小，

育成的品種，也必須在冷涼的地區種植，

一般稱為迷你文心。三、棍棒文心（或稱

才能正常生育開花。

鹿角文心），同樣沒有假球莖，其甚為狹

三、栽培設施

長的葉片捲曲形成圓筒狀（或棍棒狀、或
鹿角狀），同樣是儲藏器官。四、厚葉文
心（或稱童子軍刀文心），假球莖短縮在
基部，甚小，發達的葉片，長、大而肥
厚，平展如刀片狀，故俗稱童子軍刀文
心。文心蘭屬及其近緣屬台灣完全沒有原
生種，因此早期零星在台灣出現的品種，
皆由國外引進，而且都是盆花品種，一直
到1980年代自泰國引進切花品種南西，才
開始台灣的文心蘭切花栽培產業。切花品
種南西是由三個原生種雜交而成，類似三
系雜種，自國外引進時，除了營養系如
Hamana、Volcano Queen 等外，尚包括甚

文心蘭的栽培設施主要是露天網室，
網室的主要支撐結構一般為圓型的錏管，
少數較講究者使用鋼管，外面披覆一層
50%的黑色針織遮光網，偶而可見上空再
加一層內網者，但事實上不需要。網室內
皆為固定植床，構造簡單，一般皆利用錏
管做垂直的及上端水平的支架，自地面起
支撐上面的網格，材質皆鍍鋅，以防生
銹，植株即種植於盆缽中，置於其上。文
心蘭園澆水極頻繁，自動噴水系統是文心
蘭網室的必要設備，管路可置於植床下或
懸吊於半空中，利用馬達加壓，將水透過

多的實生苗後代，經過業者長期的篩選，
早期最代表性的營養系為”黃金二號”，
目前栽培的品種大部份皆屬於此營養系，
只是一般業者大都由所栽培的組培分生苗
中，再度選拔合適的單株，做為進一步製
作分生苗的母株，多個世代下來，因不斷
累積分生苗的細小突變，故型態與最原始
的黃金二號稍有差異。近幾年出現兩個花
色明顯不同的突變體，皆已依種苗法登
記，受品種權保護，分別為橘色的香吉

▲ 圖2.文心蘭切花生產栽培設施—露天簡易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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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新生的側芽或是幼嫩的花梗為起始材
料，經過適當的消毒後，誘導擬原球體
(PLB)製作母瓶。增殖瓶階段快又大量，
培植體除了擬原球體增殖外，尚包含不少
的芽體增殖，甚至有一小部份為癒合組織
的增殖。增殖瓶放置時間稍久，即會叢生
芽體，可進一步定瓶，製作子瓶。一般一
個側芽中的一個小芽體，如果誘導擬原球
體成功，最終製作10,000株分生苗，可將
▲ 圖3.文心蘭切花生產栽培設施—自動噴水及噴藥
設備

變異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子瓶中的分
生苗，種植前可馴化一段時間，再挑出種
植於2寸軟盆中進行育苗，介質可用單質
的水草，或是椰纖、蛇木屑、人造土、珍
珠石、木炭屑和小碎石等等，不同種類及
不同比例的混合物，利用N-P2O5-K2O為2020-20液肥2,000~3,000倍澆灌，或是利用
N-P2O 5-K 2O為14-12-14長效性粒肥，每盆
施用2-3g左右，即可有良好的生育，育苗
期約8~10個月左右，小苗具有2顆假球莖
及1個新芽時，即可定植於5寸盆。

▲ 圖4.文心蘭切花生產栽培設施—植床及碎石地面

噴頭均勻灑佈於盆鉢中。有愈來愈多的蘭

五、切花栽培

園設置自動噴藥的系統，省工又維護人員

文心蘭的切花栽培分成兩個階段，

的安全。網室內通風不易，尤其面積太大

前面2~3年種植於5寸盆中，後面3~5年換

時，夏天溫度可接近40℃，目前有極少數

盆種植於8寸盆中。所使用的介質經過20

的蘭園加裝高壓噴霧降溫系統，但須注意

多年來的改進，已有甚大的變化，早期最

水質的處理，以防噴頭阻塞。由於噴水頻
繁，網室內地面經常泥濘不堪，苔蘚類雜
草叢生，可於建園時，於地面加舖10cm厚
的碎石，即可保持乾燥方便作業。

四、種苗供應
早期由於組培技術不發達，文心蘭
切花栽培時，種苗的來源大都是採用分株
苗，但此法容易傳播病蟲害，尤其是病毒
病，目前已經100%完全使用分生苗。文
心蘭分生苗的組培技術困難度較低，一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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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文心蘭切花生產5寸盆定植所用種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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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介質為蛇木屑：碎石：人造土＝

在每年的5~6月及9~10月，造成價格大幅

2：2：1的混合物，慢慢的有業者開始加

滑落，有部份業者採用如下一些方法進行

進其他的介質，包括樹皮、椰塊、海綿、

花期調節，一、調整肥料施用比例，一般

木炭和珍珠石等等混合使用，亦有業者使

業者最常使用的長效性粒狀肥料，N-P 2O5-

用單一介質樹皮或椰塊栽培者。定植於5

K2O的比例為14-12-14，有業者調整比例，

寸盆後，約半年植株會開始抽梗開花，此
時為試花階段，品質較差，有的業者會將
其剪除，等待第2次花的來臨。此後植株
不斷長出新芽，一段時間假球莖形成，成
熟即抽梗開花。約2年的時間，5寸盆內略
嫌擁擠，即須換到8寸盆，文心蘭切花生
產，8寸盆換盆，和5寸盆種植時相同，皆
是大工程。換盆時，5寸盆內的介質不必
去除，將盆缽移除後，將根部緊密包住的
舊介質，直接置於8寸盆中，週圍填入新
介質即可，亦有盆缽不移除，整盆放入，

▲ 圖6.文心蘭切花種植的介質(一)—蛇木屑：碎石：
人造土＝2：2：1

於周圍的空間填介質者。剛換8寸盆時，
前面數月偶而會有切花生產停頓的現象，
約半年後即可恢復。在8寸盆中亦可生產
約2年，在第5年時植株又太擁擠並已甚衰
弱，切花的產量及品質皆下降，即須全園
更新。
栽培過程中有兩項特殊的操作，可
以考慮進行，一為修剪老頭，一為花期調
節。文心蘭切花採收後，原來的假球莖老
頭會接著萌發新芽，開始下一世代的切花

▲ 圖7.文心蘭切花種植的介質(二)—碎石：樹皮：科
技土＝5：5：1

生產循環，但是前面幾個世代的老頭(包
括父代，祖父代及曾祖父代…等等)，一
般皆無切花生產價值，反而消耗養份，而
且分糵叢生，太過擁擠，通風不良，造成
病蟲害管理上的問題，因此部份的業者有
修剪老頭的動作，即將祖父代以上沒有生
產價值的老頭完全剪除，或是只將老頭的
葉片剪除，一方面減少養份消耗，一方面
增加通氣性，但是剪除時須注意傷口消毒
的問題。為避免文心蘭切花產期過於集中

▲ 圖8.文心蘭切花種植的介質(三)—100％塊狀椰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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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N肥，增加P2O5和K2O的比例，即所謂

色帶捆把，以利辨認，分級捆把完隨即利

高磷鉀的配方，可明顯的提早抽梗開花。

用農試所文保一號保鮮液進行預措，置於

二、剪梗或是剪芽，文心蘭在花梗抽出約

處理室中，同時進行噴藥消毒，一般所使

10~20cm以內剪掉時，會有再度抽梗的傾

用的藥劑為萬靈2,000-3,000倍左右，並加

向，部份業者剪除預計會在5~6月或9~10

1-MCP做燻蒸處理，經過一個晚上，次日

月採收切花的新花梗，使其再度抽梗，會

移出，套保鮮管(內含農試所文保一號保鮮

有延遲花期的效果，但是此法須在花梗幼

液)，裝箱打包，進行預冷，約於第三天進

嫩時進行，且只能有一定的比例會再抽新

行裝櫃並外銷。

梗，如果花梗太長後剪除，會有不再抽梗

七、文心蘭切花生產養液
栽培新技術

的危險。近年發現有做法更激烈的業者，
甚至剪除預計會在5~6月或9~10月採收切
花的新生芽體，其花期延遲的效果更佳，
但是如果植株不夠強壯，則不再長新芽的
風險更大。三、近年有極少數種於塑膠布
溫室內的文心蘭，因冬季有加溫，夏季有
水牆、風扇降溫，新芽形成的時間與露天
網室栽培者錯開，因而有花期調節的效

檢討國內文心蘭切花產業 ，面臨的
第一個難題是產期過於集中在每年的5~6
月及9~10月。第二個難題是黃色的切花品
種南西，栽培已超過20年以上，亟待開發
其他花色的品種加入日本市場，以刺激買
氣。第三個難題是文心蘭生育與栽培特性

果。

六、切花採後處理
文心蘭切花採收後相關的分級包裝、
消毒保鮮及海運外銷等技術，在各界共同
努力之下，已經建立一套成熟的標準作業
模式。概述如下：當田間生產的切花約7
成左右的小花苞開放時，即進行採收，採
收後隨即依10~20支用報紙包成一把，置
於內有清水的大塑膠桶內，於田間插水，

▲ 圖9.文心蘭採後處理—保鮮液預措

乾淨的水源即可，當全園採收完畢，運
送到包裝場，進行分級捆把的動作，分
成4級，除了花朵品質、花朵數目及花梗
形態，皆須具備南西品種的特性外，一般
接受的切花長度及分叉數的分級標準如
下，A級：長度90公分以上，分枝8~9分叉
以上；B級：長度70~90公分，分枝5~7分
叉；C級：長度50~70公分，分枝5分叉以
下；剩餘的為不良品。不同等級利用不同
▲ 圖10.文心蘭採後處理—噴藥消毒及1-MCP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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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缺陷，生育上的缺陷如生長緩慢、葉

號”)分生苗，已經具有兩個假球莖，少

片數少、根數少、營養生長期長且須長時

數並已另長出一個新芽。以例行的5寸盆

間栽培始能開花等；栽培上的缺陷包括：

缽栽培為對照，養液栽培處理分成兩種，

一、栽培介質老化變質。二、新生芽體節

一為滴灌栽培處理，仿例行5寸盆缽栽培

位愈來愈高變成爬樓梯，根部懸空不易吸

方式，但是澆水及施肥則仿照如下水耕栽

收養分。三、沒有生產價值的老頭競爭養

培處理，利用主滴灌管外接 小分管，尾

分。四、植株分糵叢生愈來愈擁擠，病蟲

端再接Spray stake(Netafim公司)立柱式噴

害管理不易。前面兩個難題已經陸續有解

頭，插於介質中，定時由噴頭朝植株基部

決的方案出現，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針對前

噴灑養液，進行滴灌提供養分及水分，盆

述第三個難題，近年內積極開發文心蘭養

缽內多餘的養液可滲出盆缽掉於植床下。

液栽培技術擬加以解決，利用養液行水耕

另一為水耕栽培處理：容器為寶麗龍蔬菜

或滴灌栽培的諸項優點，如生長快速、植

栽培箱(57x37x17cm)，箱蓋上挖洞以固定

株高大、根系發達且收穫期提前等，以改

植株，每箱種植6株，水耕栽培處理養液

善文心蘭前述生育與栽培特性上的缺陷。

供給方式，如同前述滴灌栽培處理，利

文心蘭養液栽培的試驗材料為切花品

用主滴灌管外接小分管，尾端再接Spray

種南西(Oncidium Gower Ramsey “黃金二

stake(Netafim公司)立柱式噴頭，以每株為
一單位，插於株旁的寶麗龍箱蓋，每天
早上由噴頭朝植株基部噴灑養液(春夏秋
Peters20-20-20；冬天Peters10-30-20， EC
為0.8dS/m)一次，類似滴灌的狀態，但是
大部分的養液會隨著植株基部2寸盆時所
遺留的介質縫隙流入寶麗龍箱內儲存，形
成水耕的狀態，當箱內的養液儲滿，則會
隨箱蓋的縫隙流出，具有更新的作用。
試驗結果顯示，養液栽培二處理種植

▲ 圖11.文心蘭養液滴灌栽培

後生長較快，萌發的芽體數目及芽體種類
較多，假球莖較大，進而花期較對照的例
行盆缽栽培提前約半年，18個月的試驗期
間共有三次花期收穫，對照的例行盆缽栽
培只有二次。試驗期間全部切花產量例行
盆缽栽培為43支、養液滴灌栽培為66支、
養液水耕栽培為73支。開花品質調查顯
示，包括瓶插壽命、切花品質等級、花梗
長、分叉數、花朵數及花苞數等，養液滴
灌和養液水耕栽培兩處理與例行盆缽栽培

▲ 圖12.文心蘭養液水耕栽培

的對照表現皆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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