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麗雅蘭切花保鮮技術

農業新知與技術

文／圖 ■ 胡唯昭、楊颺

前言
嘉德麗雅蘭的名稱來自於屬名Cat-

tleya 的翻譯，為蘭科附生蘭類，原產於
中南美洲之熱帶及亞熱帶地區，附生於
樹木或岩壁上。其實嘉德麗雅蘭不只有

Cattleya 這個屬，而是包含了非常多近緣
屬間的雜交種，進而成為所謂嘉德麗雅蘭類
(Cattleya Alliance)，是相當龐大的一個蘭

花家族，各品系品種的型態五花八門，大
花品種花朵華麗碩美，中小輪品種多花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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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爭豔，其色澤濃厚飽和，且許多品種芳

1

香撲鼻，故嘉德麗雅蘭素有「洋蘭之王」
的美譽。

2015年臺灣嘉德麗雅蘭出口國家之出口金額（資料來源：財政
部關務署）

其餘為種苗、瓶苗，切花出口稀少。內銷部
分，據2015年農產品批發市場資料顯示，

嘉德麗雅蘭產業現況
臺灣之嘉德麗雅蘭不論內銷或外銷，
目前為生產盆花或開花株販售為主，切花

盆花交易量共7,177盆，切花16,587朵。
嘉德麗雅蘭花朵大、顏色鮮艷多彩而討
喜，近年來因應市場需求，發展成切花。嘉德

僅佔相對小的一部分，採後保鮮不易為原

麗雅蘭切花產地多集中於臺南、屏東及臺中、

因之一。2015年嘉德麗雅蘭外銷金額於蘭

彰化、南投等地，尤以臺南為大宗，主要集中

花之中排名第五，外銷出口對象以越南居

銷往北部市場，依序為臺北 (86.3%)、臺中

冠，佔嘉德麗雅蘭外銷金額14%，之後依

(6.2%)、高雄 (4.6%)、彰化 (3.0%)。切花生

序為留尼旺11.5%、南韓11.0%、新加坡

產分別是5～6月及10月～隔年1月，後者為主

8.4%等。外銷近八成以開花株型態出口，

要產期。價格方面，原則上與產量成反比，但
臺南區農業專訊

2017年03月

99期

1

農業新知與技術
專題報導

嘉德麗雅蘭切花保鮮技術

位僅帶有一小段的花柄用以吸水，故
其保鮮更加不易。嘉德麗雅蘭花朵於
植株上之壽命僅約2～3星期，當切花
用途，其壽命更短，尤其夏季溫度高
時，從植體切離起算，只需3～4日即
萎凋而失去商品價值，故利用性相當
有限。若能開發嘉德麗雅蘭保鮮劑及
建立其切花保鮮流程，將其商品壽命
延長至5日以上 (加貯運時間達一週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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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便可望改善切花的問題。

103年至104年嘉德麗雅蘭切花內銷之平均價及交易量月趨勢(資料
來源：農產品批發市場交易行情站)

5～6月產期，因為時逢夏季、氣溫漸高，其它

範圍涵蓋廣闊，包括切花形式、品

種類切花相對量少，故嘉德麗雅蘭切花也有

種、栽培管理、採收時的成熟度、採收時

相對不錯的價格。秋冬產期則因本身產量大，

間、預措 (pretreatment)、乙烯拮抗劑或抑

又其它切花競爭也多，故價格是全年的最低

制劑之使用、保鮮劑、溫度等面向。本文將

點，以近兩年的兩個產量最高峰，103年12月

針對採收後之預措、乙烯拮抗劑、保鮮劑探

及104年11月為例，該月平均價格分別為11元

討。

/朵及12.2元/朵 (全年平均價約30元/朵)。

1.預措

目前臺灣的大宗嘉德麗雅蘭切花品種均
為大花系統，如鹿港 (Blc . Memoria Crispin
Rosales ‘Lu Lang’)、歸仁11號(Blc . Lucky
Strike x Lc . Albert Hollingsworth)、C .

預措劑或稱前處理劑，目的是在長時
間缺水或貯運期間之前，先給予切花充分
吸水，通常處理2～12小時，於採收後能越
快處理越好，以免萎凋後吸水效果較差。

Monte Elegante x Lc . Mildred Rives、Blc .

最簡單有效之預措處理劑為清水，這也是

Memoria Robert Hack ‘Villa Park’等，多做

目前嘉德麗雅蘭切花業者主要採用的方

為胸花或會場佈置使用。

式。建議可加入次氯酸鈉及蔗糖，調配成

嘉德麗雅蘭切花保鮮技術

2

影響花卉作物的切花保鮮因子

0.005%次氯酸鈉混合5～10%蔗糖的溶液

作為預措，以達到初期切口消毒及養分供

嘉德麗雅蘭大花品種花朵碩大、普遍具

給之目的。若次氯酸鈉濃度太高，會加速嘉

有芬芳香氣，依植物生理的觀點檢視，此類

德麗雅蘭花瓣表面色變，失去商品價值；而

相當耗費母株能量，產業上嘉德麗雅蘭切花

蔗糖若加至15%以上，則只需要若干小時

生產，為切取其子房下方基部，近花鞘之部

就會使切口處皺縮、加速切口褐化，可能造

臺南區農業專訊

2017年03月

99期

嘉德麗雅蘭切花保鮮技術

農業新知與技術

成後續吸水阻礙。此外，高溫影響
嘉德麗雅蘭切花壽命甚鉅，故預
措時可搭配預冷 (precooling) 措
施，以降低切花本身持續呼吸作用
釋放的熱能，及在田間受日照曝曬
的熱能，維持商品價值。
2.乙烯拮抗劑

3

3
3

乙烯是促使園產品老化的一種

保鮮液對Blc . Mem. Robert Hack 'Villa Park' 切花挺立程度之影響
（左：對照未處理 右：處理第4天）

氣態的植物荷爾蒙，植物生長發育
即會有乙烯生合成，尤其在遭受逆境、創傷
時會產生更多乙烯，而更年性水果在後熟時
亦產生大量乙烯來自我催熟。外來的乙烯也
會對植體產生效果，尤其像是切花本身就帶
有傷口產生大量乙烯，更需留意。乙烯拮抗
劑1-MCP (1-Methylcyclopropene，C4H6)
是一種乙烯反應的拮抗藥劑，它能阻斷乙烯
與植體上乙烯受體的結合，主要是以燻蒸的
方式處理。
1-MCP一般推薦處理濃度是900 n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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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鮮液對Rlc . Duh’s Wisdom ‘Dreamy Star’切花色變及真
菌感染之影響（左：對照未處理 右：處理第10天）

l-1，需視燻蒸空間大小及切花種類增加或

於嘉德麗雅蘭切花，常見保鮮劑成分，分項

減少用量，嘉德麗雅蘭切花因花朵大、劣變

說明如下：

快，故仍應照建議濃度使用，任意減量將增

1.蔗糖：常見的保鮮劑都含有不同濃度

加風險。於密閉空間，溫度20℃的環境處

的蔗糖，濃度從很低到極高都有 (如帝王花

理4小時以上，即有良好效果。

可用到25%蔗糖)，普通切花使用約1～5%

3.保鮮劑

蔗糖即有不錯的效果。瓶插試驗顯示嘉德

保鮮劑常利用於維持切花採收後之品

麗雅蘭切花使用5～10%蔗糖比僅使用1%

質與延長瓶插壽命，各種保鮮劑成分可能

蔗糖有延長切花壽命之效果，惟切花長時

有所不同，一樣的成分對於各種切花也可

間浸在保鮮液中，蔗糖濃度不宜超過10%，

能有不同效果，不過保鮮劑的核心功能不

蔗糖高於15%則使切口皺縮、加速褐化。

外乎抑菌、養分供給、調節生理、減緩老化

2.次氯酸鈉：功能為抑制微生物，嘉德

劣變、增加吸水量、抑制乙烯等。針對應用

麗雅蘭切花使用0.005% 濃度即有良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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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次氯酸 鈉之濃
度不宜 過高，否則
將加速花瓣及唇瓣
色變。
3.8-HQ (8-Hydroxyquinoline)：
8-HQ作用為抑制微

生物，協助莖部水

5
5

分 流 動，防 止 維 管

5

嘉德麗雅蘭舊式的遮陰網室栽培，無防雨功能(左圖)，及後期塑膠布溫室栽培，具防
雨功能(右圖)

束阻塞以利水分吸

嘉德麗雅蘭品種繁多，遺傳背景複雜，

收。惟8-HQ之抑菌效果與次氯酸鈉相比，

品種間之切花壽命也差異甚大，例如同樣

效果較不顯著。

的保鮮劑處理及瓶插環境下，大黃綠花品

4. Aminoethoxyvinylglycine (AVG)，

種Rlc . Duh’s Wisdom ‘Green Star’及Rlc .

是一種乙烯生合成的抑制劑，適量使用有

Duh’s Wisdom ‘Dreamy Star’較大紫紅花

助於延長切花壽命，而嘉德麗雅蘭對 AVG

品種Blc . Mem. Robert Hack ‘Villa Park’

的反應良好，可減輕花瓣及唇瓣癱軟的狀

及Blc. Mem. Crispin Rosales ‘Lu Kang’可

況，亦可延緩花瓣色變。

多出達一週之切花壽命，故耐貯運及耐瓶

5. BA (Benzylaminopurine)：BA為植

插之品種篩選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物荷爾蒙的一種，在切花上有延緩植體老
化之效果，惟嘉德麗雅蘭對於保鮮劑中添
加BA的反應較不顯著。

4

結語
嘉德麗雅蘭於臺灣具有悠久的栽培歷

其他重要影響因子

史，是許多蘭花愛好者最早所接觸的「洋

1.栽培設施環境

氣，為人們對嘉德麗雅蘭最鮮明的印象，做

蘭」，其品種多樣、花朵色彩鮮艷及醉人香

傳統嘉德麗雅蘭栽培方式，採上層為

為切花使用更是突顯其繽紛壯麗與大氣，具

60%遮陰網，此類設施造價相對較低，通

有其他切花難以取代的特色。雖然嘉德麗雅

風良好，缺點為不防雨，亦無防寒功能，較

蘭切花保鮮較其他花卉不易，但如在預措、

易有衛生、病蟲害問題而影響切花品質，建

保鮮劑等地方加以改善，搭配溫室改良、耐

議嘉德麗雅蘭業者新建之設施至少能採用

受品種篩選，則可大幅改善現今嘉德麗雅

防雨之設施，以維護產品品質。

蘭切花難以外銷之困境，拓展國內外切花市

2.品種篩選

場，提升嘉德麗雅蘭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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