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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荷蘭Flower Trial 參訪紀實

文／圖 ■ 王美琴

前言
本次行程蒙社團法人中華盆花發展
協會提供相關資訊而得以成行，考察時間

Agriom、Takii

自2015年6月8日至6月15日，總計8天，

Floral Holland花卉拍賣市場位於荷

參訪內容以介紹荷蘭於每年6月份舉辦的

蘭史基浦機場旁，地處優勢，可快速集散

Flower Trials為主，參觀盆、草花育種及生

貨到世界各地，為世界大型花卉拍賣市場

產公司，提供目前荷蘭花卉育種趨勢與高

之一。在拍賣市場內的流通過程：(1) 前一

效率生產模式，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皆可

日下午至晚間進行集貨，將世界各地運進

參與此項盛事。

來之花卉 (出貨時已打標、分級) 部分進行

荷蘭地處西歐偏北，鄰近北海，國土
面積約有4,100平方公里，國土中有1/4土
地低於海平面以下，全國總人口約1500萬
人。在荷蘭農業用地約占達60%，其中生產
花卉的土地面積約有48,672公頃，其中又
以球根作物 (23,561公頃)、切花 (2,690公
頃)及盆花 (1,464公頃) 為主。因荷蘭港口
及機場為歐洲大陸交通運輸之樞紐地，以
荷蘭2013年統計資料顯示，荷蘭為世界第

14

Aalsmeer地區-Floral Holland 花
卉拍賣市場、Koppe、Florist、

重整作業。(2) 確認項目及數量之花卉進行
冷藏保鮮。(3) 拍賣日早上6點進行拍賣。
(4) 拍賣完畢後立即進行物流配送。拍賣之
花卉大約有75%來自荷蘭境內，其餘由國
外進口，以增加花卉多樣性，及應付荷蘭
當地因季節性無法供貨的種類。交易模式
分為拍賣與議價兩種，多數花卉會在議價
環節便全數售出，剩餘未成功交易者才會

一大切花出口國，占全世界切花出口總值

進到拍賣的程序。買家可預先下單、直接

的52%。荷蘭又為玻璃溫室主要發展國，所

至現場議價或參與拍賣，也可透電腦連線

有花卉作物幾乎都以溫室栽培，進行高度

遠端拍賣系統參與整個交易過程。在此拍

機械化生產，其栽培模式值得臺灣花卉生

賣市場內還設有品質檢測中心，測試各式

產業者作為參考，而本次以重點式摘錄進

花卉包含國外進口花卉之瓶插壽命，以了

行Flower Trials的介紹。

解花農送來之花卉品質。拍賣市場也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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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處，日本與美國皆有派駐檢疫人員在

3
1

花卉拍賣市場旁的批賣商場內販售的組合盆栽

2

Koppe公司育成的麗格海棠品種，可作為盆花或
懸垂性盆栽

3

Koppe公司紙缽栽培麗格海棠及人工扦插情形

此，檢疫費用則由貿易商支付。在拍賣市
場內有批發賣場，可提供cash & carry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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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小型批發商或是零售花店，可至此處

土裝填於紙缽的方式，人工扦插生產種苗

買到當日剛完成拍賣之花卉，且購買種類

(圖3)，從扦插至發根存活約5至6週時間，

與數量不受拍賣交易有最小成交數量的限

其中主要流程：(1) 完成人工扦插後約有

制影響，非常受到小型花商與花店的青睞

2週在塑膠隧道棚環境下，同時進行保溫

(圖1)。此拍賣市場有位於機場旁的地利之

(23℃) 及保濕動作。(2) 接著掀開塑膠膜，

便，花卉運送至東歐及南歐可在當日完成

於20℃環境下進行約4週較強光栽培，使

配送，若運輸至美國地區，則因有時差關

植株生長強健，必要時以高壓鈉燈補光。

係，到貨日也仍在拍賣當天，意即在48小

(3) 最後進行人工分級，主要分大、中、小

時之內便完成整個配送物流鏈，有效保持

苗出貨。種苗出貨方式依運輸地來分，於

產品鮮度與觀賞價值，實為荷蘭花卉王國

荷蘭當地運送者以台車出貨，若運輸至荷

之美譽的強大後盾。

蘭境外則以紙箱出貨，每箱裝66棵。此行

Koppe公司以海棠類育種聞名世界，

同時參觀該公司灌溉系統設備，Koppe公

其中主力為麗格海棠，單、重瓣品種皆有，

司進行100%回收水使用，回收的水會經過

目前單瓣品種Barkos與其他品種相較下，

UV殺菌後再重新使用，而冬季加溫部分則

可較適應高溫環境，另還育成重瓣大花型

是利用地熱水蒸氣發熱產電。

(Valentino pink) 及半懸垂性品種，提供

Florist公司以非洲菊的盆花及切花育

海棠類植物多面向的景觀應用性 (圖2)。此

種聞名，大花及小花型品種皆有，現階段

次並參觀溫室生產線，Koppe公司以泥炭

已育成之品種較適於溫帶國家涼溫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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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另有育成可
於室內栽培

4

Florist公司育成可於室內栽培之非洲菊品種

5

Agriom公司以自有長壽花及繡球花等品種佈置
展場

6

ABZ seeds育成之可食用觀賞草莓品種

之品種 (Flori
line) (圖4)；

5

其中大花品
種由 播 種 至 開
花約需100天，小花品種只需40天便可來
花，所育成之品種通常經3～4代自交，同
時確定有85%以上的均一度。品種進行販
售前皆會進行種子檢查，包含檢測種子大
小 (看純度)，及依種子重量來進行分級。
Florist公司也表示，為了因應氣候變遷，氣
溫越來越高的趨勢，未來也將會進行耐熱
育種，育成適合熱帶國家種植之品種。

16

增加盆栽植物分枝性更加緊密的程度 (圖
5)。Takii公司則與ABZ、Evanthia等多家
育種公司聯展，Takii公司主要展出洋桔梗
盆花、切花品種及向日葵，其中ABZ seeds
今年主打觀賞與食用兼具之草莓品種，植
株多花多果植株緊實，又可作為懸垂性的
景觀植物 (圖6)。

Westland地區-Syngenta FloriPro
Services、Fides、Benary

Agriom花卉以繡球花及重瓣長壽花

Syngenta公司主要以生產草花及盆

育種為主力，同時也是繡球花育種者協會

花種苗為主，主要供應地區為全歐及北非

(Hydrangea Breeders Association B.

地區等國家，另設有多年生植物育種部門，

V.) 所在。該公司有進行育種之盆花種類，

進行相關研究。現場展示了代理生產的天

其育種方向以選拔多分枝之性狀為主軸，

竺葵、海棠類及各式一二年生草花品種，

育成較緊實之植株，並可同時配合摘心，

其品種特性都強調植株生長緊實，花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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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湊之特性。本次參訪還特別開放參觀溫

後，即晾乾再使用，但此清洗過的熱水是

室區 (禁止拍照)，參觀仙客來及香堇菜種

不進行回收的。

苗生產流程：(1) 種子播種後進行低溫前處

Fides公司主攻長壽花及盆菊育種，為

理 (precooling)，仙客來放置22℃環境3

荷蘭第一家開始進行重瓣長壽花育種的公

週，香堇菜18℃環境1週。(2) 種子發芽後

司，目前重瓣品種皆較適合溫帶地區種植，

利用影像自動選別機，由264孔穴盤移至

單瓣品種則可適種於熱帶地區，但高溫

72孔穴盤繼續生長。(3) 缺苗的穴格以機

超過35℃以上，仍然會有生長障害問題，

械手臂自動進行補植動作 (補植前自動吹

展場展出各式花色、雙色及滾邊長壽花品

氣將缺株之殘土移除)。扦插區生產流程：

種，提供有興趣的業者進行諮詢 (圖7)。

(1)由介質攪拌裝填機裝填介質，進行人工

在Benary公司為多家育種公司聯展，其中

扦插。(2) 扦插存活後進行影像選別分級，

PRUDAC公司展出自行育種之觀賞與食用

缺株部分同樣有機械手臂自動補苗。(3) 出

兼具之蔬菜品種，包含心型番茄及香菫菜

貨前會再進行人工選別，使種苗分級更為

與花椰菜，另外該公司還育成多年生蔥品

一致。Syngenta公司以雨水做為灌溉水來

種，其壽命可達15年之久 (圖8)。

源，並且100%回收水再利用，回收水會先

德國自動介質攪拌機
及選別機使用農戶參訪

經過UV殺菌後再使用，同時肥料水也以相
同方式回收使用，但會偵測水中元素含量
及EC值，調整後再使用。育苗用的穴盤也

此次行程至德國農業區參訪自動介質

是回收使用的，經過80℃熱水浸洗約10秒
7

Fides育成長壽花單瓣品種區

8

PRUDAC育成之觀賞與食用兼具之小型花椰菜品種

7

攪拌機、介質裝填機與影像選別機，在歐
洲地區因人工昂貴，因此農戶為節省人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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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

10
9

德國農戶使用的自動介質攪拌紙缽裝填機

10

德國農戶使用的自動澆水機

11

garden center戶外盆栽區

則，遇到問題時也會至協會內進行反映，使

成本，多進行機械化生產 (圖9)。首先參觀
的農戶，生產總面積有4公頃，2公頃為露
天環境，2公頃為玻璃溫室，真正長期雇工

18

量，大家會共同遵守由協會制定的各項規
每個會員權益完全受到保障。

荷蘭garden center參觀

的人力只有3人，因此從作物生產、選別、

在德國拜訪自動機械化生產的農戶

運輸及噴藥等工作，皆已完全機械化。該

時，該農戶提及所有栽 培所需用到的介

農戶使用的影像選別機，主要運用迴歸分

質、肥料、農藥及簡易農機具等，皆購自

析將作物以開花比例及株高來分級選別，

garden center，因此增加行程至garden

但在進入影像選別前，會先進行人工剪花

center參觀。在garden center (本身即

(雇用短期人力)，將過開之花朵剪除後，再

是一座大型溫室) 內又分為露天區、單層

進行選別。選別完成之盆栽，由輸送帶運

遮蔭溫室區及雙層遮蔭區，露天區以販售

送至大型輸送區再由工人進行機械輸花，

灌木、大型苗木等需光性強植物為主 (圖

依不同盆徑大小運用不同的盆栽運輸輔助

11)，單層遮蔭溫室區則以需光性較低的作

器械，將盆栽運至溫室的指定地點。澆水

物為主，包含各式盆栽、觀葉植物、種苗

部分則以淹灌為主，配合機械手臂由上方

等，雙層遮蔭區則以種子、盆器、肥料、介

補水噴溼葉面降溫，淹灌頻率則依不同季

質、及農具機械為主 (圖12)，另外還有包

節來做調整 (圖10)。栽培介質則因這幾年

裝用品區，提供各式緞帶，擺飾等供選擇綁

環保意識抬頭，已不再使用泥炭土，改用

束切花，另外還規劃有溫控區，有現場紮束

由法國進口的wood fiber。在德國農戶生

的切花束及花藝作品供選購，凡在garden

產作物種類與數量，每年會經過民間組成

center內消費，即可免費提供切花束、盆

的協會來進行開會溝通，確實掌握生產數

栽等商品包裝的後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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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arden center內組合盆栽及盆器區

13

漂浮花市販售之裸球根

14

漂浮花市販售九重葛切枝

Singel flower market 水上漂浮花市
此處為荷蘭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著名的
觀光花市，沿著Singel運河延伸過去，主要
以販售各式球根植物為主 (圖13)，販售的
球根多只經過簡易塑膠袋或紙袋包裝便直
接出售，也可直接挑選自己喜歡的種球，算
好數量即可向櫃台結帳，也有販售切花與
盆花植物，其中有販售九重葛的切枝，切口
處均已用不同顏色封蠟塗住，方便消費者
買回家後進行種植 (圖14)。

結語

14

一種花卉進行育種，且育種者間似無固定
交流。(2) 在德國由民間組成協會的力量龐
大，且公信力十足，為德國農業發展的強
大後盾，值得臺灣多觀摩學習。(3) 栽培方
面，參展的種苗生產公司無不強調育成率
與溫室周轉率，及如何運用先進的設備，
在設施下發揮最大效能。(4) 拍賣市場多元
化面向應用，讓買賣不只限於拍賣室，也可
透過雲端競價下單，並且落實產銷資訊(電

本次行程無論在育種、量產、栽培與

子條碼)的提供。(5) 高度機械化，為因應歐

後端銷售方面，皆實地在荷蘭與德國地區

洲地區昂貴人工而發展，對於農村人力日

參觀，歸類為以下幾點供參考：(1) 育種方

漸短缺的臺灣值得參考。(6) 園藝綠化觀念

面，各育種公司間的良性競爭，是促成品

落實，幾乎家家戶戶都會有盆景擺飾，且

種更新交替最有利的辦法，反觀臺灣育種

有大型園藝商場輔助，有需求才會有產業

則多流於業餘玩家或賴公務機關，針對單

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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