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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心蘭產業現況與展望

　　文心蘭產業是否還有繼續發展的潛力？

永續發展策略應該從那些方面進行思考與改

善？實際執行上，從品種、種苗、生產、保

鮮、行銷等過程應如何運作與串連，以便在

國際市場上能持續供應品質穩定的文心蘭？

這些都是目前亟需思考的問題。要了解一個

花卉產業的規模，須先從花卉栽培面積與市

場銷售的金額來看。現今我國文心蘭栽種面

積超過200公頃，十二年間銷售量增加8倍，

主要栽培地區為臺中縣后里、新社、東勢，

台中市大坑，南投縣埔里、草屯，雲林縣斗

南，嘉義縣大林，臺南縣玉井、歸仁，高雄

縣美濃、旗山、大寮與屏東縣佳冬、里港、

內埔、竹田等地。2007年銷日切花達2064萬

支，佔日本進口數量的87.6％，產值達新

台幣3億元，為日本進口文心蘭切花第一大

供應國，遙遙領先其他國家，也是我國內外

銷切花最大宗之蘭花。日本花卉市場1990年

開始至1999年，自產內銷比例由96％下滑為

88％，主要原因是其國內生產成本高漲、經

濟結構改變，花卉栽培面積逐漸縮減，再加

上國外地區價格較低廉的花卉產品品質趨於

穩定，於是進口產品逐漸取代日本國內自產

產品的佔有率，由此看來，我國文心蘭外銷

日本仍具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我國文心蘭已達一定產業規模，要持續

維持強大國際競爭力的方法，可以從下面幾

個方向來思考：

（一）積極開發新品種與健全智慧財產權保

　　　護

　　我國文心蘭栽培技術不輸荷蘭、日本等

花卉強國，所缺乏的只是新品種的開發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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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產業的最大隱憂是長期以來只栽種同

一文心蘭切花品種「南西」，隨時可能因其

他國家新品種研發成功，取代原有舊品種，

或因專利權等問題無法順利接續栽培，將導

致整個產業一蹶不振。最近日本新研發‘純

黃’的文心蘭切花品種，普遍受到市場歡

迎，拍賣價格高出「南西」數倍，未來勢將

嚴重威脅我國文心蘭產業，雖然業者已透過

各種管道引種繁殖，並已栽培百萬株以上純

黃新品種文心蘭因應，但隨後的品種權利問

題將如影隨形地困擾我國農民與文心蘭產

業。

（二）以合理的生產成本進行國際競爭

　　生產成本高低受投入的硬體設施設備、

人力、種苗費、栽培材料費等因素決定。合

理降低生產成本的方法可考量由硬體設施及

管理人力費用的合理投入來減少，亦可由栽

培技術提昇及擴大生產面積，平均分擔成本

費用來因應。文心蘭生產已不再是單純農業

栽培，以目前外銷實力來說，實已結合了品

種、種苗、生產、包裝、保鮮、儲運及行銷

等各專業人士串連與運作，發展成共同生存

的現代化產業經營架構，今後發展應朝向企

業化經營，所謂企業化就是生產制度化和規

模的擴大化，並能適時對產品產出作調控，

以便達到全年供貨的能力。

（三）加強國際市場行銷能力，穩固已有的

　　　國際市場流通管道與品牌地位

　　由於資訊的取得與流通快速，加上運輸

的便利和物流的暢通，花卉在國際市場上

的競爭程度越來越白熱化，要進入國際市場

公平競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台灣文心蘭

之所以如此蓬勃發展，導因於擁有天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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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和等有利條件。天時，台灣擁有四季

如春的氣候，簡易網室即可生產高品質的

文心蘭；地利，位置靠近花卉消費大國的

日本，以海運運輸節省高額的運銷成本；人

和，花農技術純熟，以產銷班為生產團體，

配合產、官、學共同努力研究制定一套標準

生產流程。在國際市場上，我們要能長期、

穩定地供應文心蘭切花，才能穩定市場售

價，甚至利用供需來調整市場價格，這樣才

能真正建立與厚植文心蘭產業獨特的地位，

才能夠永續經營下去。

二、生產與行銷結構

　　我國文心蘭產業的基本單位主要是以產

銷班為主，政府與研究單位的輔導也以產

銷班為主要對象，唯目前各產銷班的組成形

式、參與人員、經營方式等各有差異，要達

到企業化經營模式，尚有一段成長空間。目

前或許可再往上提升至集貨場、產銷發展協

會，讓集貨場轄區內擁有多個產銷班，產銷

協會轄區下擁有許多集貨場，達到共同採

購、共同選別、共同運銷、共同計價的企業

經營運作模式，提升文心蘭切花品質，降低

產銷成本，提高經營管理效率，共同開拓國

內外市場。

　　文心蘭切花運銷通路繁多，內銷方面約

佔全國產量的26％，花農將花送往產銷班

集貨後，再送往國內各拍賣市場拍賣，以台

北拍賣市場為主，約佔內銷市場的1/2，其

餘台中、彰化、台南及高雄四個拍賣場共約

佔1/2；外銷方面約佔全國產量的74％，以

產銷班為單位，共同集貨後以委託或賣斷方

式交由貿易商出口，目前以日本為主要的外

銷市場。賣斷方式，由貿易商依等級以固定

價格方式向花農購買，其優點為銷售盈虧風

險由貿易商承擔，花農利潤固定；缺點為收

購量不穩定，下一年度的價格易受貿易商銷

售盈虧之影響。委託拍賣，花農將文心蘭委

託貿易商出口至日本拍賣，由拍賣價格中扣

除各項管銷所需費用後，將剩餘款項匯給花

農，花農所得約拍賣價的43％，其優點為外

銷量不限；缺點為價格波動大，花農不易掌

握或預估盈虧。

　　就生產與行銷結構而論，賣斷方式似乎

對花農較為有利，不用分擔風險，又有固

定利潤，是賣方的市場；相對地以此方式買

賣，買方需自負銷售盈虧，將承受非常大的

銷售壓力，稍有不慎，即有倒閉風險，在產

銷結構鏈中，缺少貿易商角色亦是一個很嚴

重的問題。委託拍賣又似乎對貿易商較為有

利，貿易商不用負擔銷售盈虧，每筆委託都

有利潤可得，即使委託過程中不積極銷售或

有任何差錯，也可從拍賣所得中扣得應有報

酬，付出與獲得不成比例，是買方市場。在

多年的委託拍賣經驗累積下，貿易商與供貨

農戶間也逐漸形成一種默契，當委託拍賣價

低於一定成本時，花農賠錢，貿易商亦能共

體時艱，少收或停收手續費，讓產銷結構鏈

能更為穩健，不致潰散。

三、生產成本分析

　　文心蘭生產成本包括栽培硬體設施、種

苗、肥料、農藥、人工、介質、容器及其

他雜項費用，依據高德錚等人(2000年)對

高屏地區文心蘭產銷的研究指出，文心蘭

每分地（不含設施費用）之初期生產成本約

為407,977元，而其最大的支出成本為種苗

費207,391元，佔50.7％，其次為介質與栽

培容器成本，約為39,565 元與28,786元，

佔9.7％與7.1％。如加上網室、噴灌設施等

硬體設備約需400,000元，初期生產總投資

（不含租金及貸款）每分地約需720,000元

（表一）。對文心蘭農民而言，初期投入成

本高是一項沈重的負擔，如何節省生產成本

是成功關鍵。根據屏東縣內埔鄉花卉產銷班

班長蘇永清的調查發現，文心蘭切花栽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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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經營規模下，生產成本與收益會有明顯

不同，生產面積越大，生產成本越低，分別

於0.1公頃、0.5公頃、1公頃栽培文心蘭切

花，每支花的生產成本約為11.95元、9.19

元、7.4元；投資報酬率分別為 -16.33%、

8.79％、35.1％。除了個人栽培面積擴大能

節省成本外，利用產銷班對種苗、資材、農

藥及肥料等集體共同採購，亦能降低20％以

上的生產成本。

表一、高屏地區文心蘭生產成本分析

成 本 項 目 元 / 分地 比 例（﹪）

種 苗 費 207,391.3 50.7

肥    料 13,390.5 3.3

人 工 費 3,425.8 0.8

農 藥 費 10,021.5 2.5

介 質 費 39,565.0 9.7

容 器 費 28,786.4 7.1

其 他 費 18,263.8 4.5

能 源 費 4,698.4 1.1

貸    款 73,246.0 18.0

租    金 9,188.8 2.3

合    計 407,977.5 100.0

資料來源：高德錚等人(2000)

四、收益與行銷成本分析

　　依據2008年文心蘭產銷發展研討會所提

供之資料，文心蘭外銷日本的費用可分為

國內與國外兩部分，國內部分為海運費、國

內貿易商費、包裝場費等費用，約佔外銷日

本售價的30％；國外部分為日本運銷費用，

包括日本市場手續費、日本貿易商手續費、

日本運費、日本報關費等費用，約佔外銷日

本售價的27％，農民所得約佔43％，即每分

地實質所得約228,086元（表二）。據統計

資料顯示，2007年文心蘭國內各拍賣市場共

拍出7,289,950支切花，日本外銷市場共售出

20,646,238之切花，內外銷比例約為1：3。

而國內在2006、2007、2008年之單支切花平

均拍賣價格分別為5.2元、5.4元、5.1元；日

本在2006、2007、2008之單支切花平均拍賣

價格分別為11.2元、10.9元、10.0元，外銷

價格幾乎為內銷價格的兩倍，這是文心蘭銷

售以外銷為主、內銷為輔的主要原因，提高

外銷比例可增加農民收益。

　　我國文心蘭內銷市場主要以台北、台

中、彰化、台南、高雄五個拍賣市場為主，

以彰化拍賣市場所拍的價錢最高，台北市場

次之，但台北交易量最大，約佔全國內銷市

場1/2，台中市場拍賣的價錢最差，銷售量

也最少（如表三）。全年拍賣價格以12月～

隔年4月價格較佳，尤其是農曆年當月的價

格最高，每年5、6、9、10月產量高峰期的

價格較低，其中又以9、10月價格最低，主

要原因是9、10月份的切花產量高，切花品

質又易受高溫高濕氣侯的影響（如表四）。

從1996年至今我國文心蘭切花內銷量始終維

持在270～480萬支之間，內外銷比例因外銷

量增加而降低，平均價從1996年的105.3元

一把一路往下降至今年54.1元一把，雖然內

外銷切花價格均有向下調降趨勢，但國內價

格似乎已達生產成本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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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文心蘭每分地收益及外銷成本分析

項  目 金 額（元） 百 分 比

每分地產量23,520支

銷售單價（支） 22.47

每分地日本售價 528,500 100 %

日本市場手續費 49,605 9 %

日本貿易商手續費 49,605 9 %

日本運費 28,000 5 %

日本報關費 18,540 4 %

海運費 18,700 4 %

國內貿易商費 18,364 4 %

包裝場費 117,600 22 %

農民實得 228,086 43 %

資料來源：2008年文心蘭產銷發展研討會

表三、2006~2009年各拍賣市場文心蘭的交
　　　易量及平均價

台 北 台 中 彰 化 台 南 高 雄

交易量
（把）

1059709 217440 384740 293912 229046

平均價
（元/把）

54.3 47 59.3 48.1 52.8

比例 48.5％ 10％ 17.5％ 13.5％ 10.5％

資料來源：農糧署農糧統計

表四、2006~2009年國內台北花市月平均價（元/把）

月份/2009 價 格 月份/2008 價 格 月份/2007 價 格 月份/2006 價 格

1 112 1 62.2 1 71.9 1 80.2

2 59.9 2 80.2 2 98.8 2 77.7

3 72.2 3 57.1 3 63.0 3 69.9

4 74.6 4 65.2 4 77.4 4 80.5

5 56.8 5 56.9 5 56.8 5 73.0

6 82.9 6 49.2 6 52.6 6 72.0

7 76.6 7 64.0 7 54.4 7 74.9

8 62.3 8 63.8 8 48.2 8 50.5

9 9 42.5 9 34.5 9 27.5

10 10 39.4 10 49.4 10 30.7

11 11 52.0 11 57.7 11 41.6

12 12 80.5 12 64.4 12 65.6

資料來源：農糧署農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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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996~2008年台北花卉市場文心蘭的
　　　交易量及平均價

年 代 平均價（元/把） 交易量（把）

1996 105.3 376,285

1997 79.3 482,277

1998 75.1 443,286

1999 65.2 465,934

2000 62.1 437,428

2001 58.9 409,806

2002 57.1 371,130

2003 62.7 326,750

2004 60.4 293,029

2005 57.0 291,104

2006 52.4 274,776

2007 54.8 322,563

2008 54.1 357,708

資料來源：農糧署農糧統計

五、結論

　　我國文心蘭產業經政府與業者多年的努

力，已逐漸地開花結果，產銷班的共同採

購、共同集貨運銷，順利降低生產成本，也

避免小農單打獨鬥被剝削的命運，證明團結

就是力量的優點。但要具備更堅強的國際競

爭力，我們仍需建構一個穩固且永續的文心

蘭產業體系。文心蘭產業必須引入企業化經

營管理的理念，從硬體設備、新品種開發、

種苗生產、栽培管理、採收、集貨、保鮮、

運輸到銷售等需要有一致性的規劃，配合標

準化生產管理模式的導入，讓產品規格化，

並擴大生產及自動化管理機制，降低生產成

本，始能穩定地全年供貨，並控制合理的生

產成本，這才是產業穩固永續經營的不二法

門。

　　我國的文心蘭產業基礎穩固，具備國際

競爭力，由表六可知，文心蘭切花外銷日本

量連續4年穩定供貨1千八百萬～2千萬支，

佔日本進口量的80％以上，遠超過馬來西

亞、新加坡、泰國等國家的外銷總和，這是

由於我國成功整合一系列產銷結構的成果，

包括產銷班的團結、保鮮技術的提升，及海

運貯運技術的突破等都是我國文心蘭產業能

夠成功的要件。我國文心蘭銷日的成功經驗

雖可喜可賀，但仍不可鬆懈或掉以輕心，由

表六可看出，最近幾年仍有其他國家在嘗試

將文心蘭打入日本市場，包括2004年的中國

大陸、印尼、紐西蘭、夏威夷及菲律賓，

2005年的中國大陸、荷蘭及汶萊等國，雖然

這些國家似乎試銷不成功，2006、2007已多

不再外銷日本，但中國大陸確仍不放棄，值

得持續注意。未來文心蘭產業除朝向溫控設

施自動化栽培、生產整合及企業化經營之

外，越來越多跡象顯示，品種開發日趨重

要，這部分包括各國政府對品種權保護的重

視，與消費者對新品種、新花色喜愛與渴望

息息相關，研究單位應加速研發的時程與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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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004～2007日本進口各國文心蘭數量統計表

國 別 2004年 百分比 2005年 百分比 2006年 百分比 2007年 百分比

台  灣 19,101,283 82.2％ 17,853,079 82.5％ 19,937,332 86.6％ 20,646,238 87.6％

 馬來西亞 1,718,110 7.40％ 1,527,293 7.06％ 2,064,472 8.97％ 1,864,472 7.91％

新加坡 2,108,295 9.08％ 1,965,777 9.09％ 635,173 2.76％ 645,280 2.74％

泰  國 126,546 0.55％ 199,415 0.92％ 317,830 1.38％ 357,830 1.52％

越  南 153,580 0.66％ 81,770 0.38％ 65,625 0.29％ 45,665 0.19％

 中國大陸 110 ＜0.1％ 52 ＜0.1％ 720 ＜0.1％ 840 ＜0.1％

荷  蘭 50 ＜0.1％

印  尼 860 ＜0.1％

汶  萊 4,680 0.02％

紐西蘭 3 ＜0.1％

夏威夷 55 ＜0.1％

菲律賓 5,880 0.03％

總  計 23,214,722 100％ 21,632,116 100％ 23,021,152 100％ 23,560,325 100％

資料來源：2008年文心蘭產銷發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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