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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香氣且耐黃葉病蝴蝶蘭‘花蓮 1 號 - 粉蘋果’

葉病耐抗能力的新品種，為一

最根本降低栽培時或海運時黃

葉病危害的方式。

本場經過多年努力，育成

之‘花蓮 1號 -粉蘋果’因為
花形平整、帶有香氣、雙梗、

鮮豔亮眼及生長強健等特性，

同時能不經冷房催花自然開

花，提供春節的主要市場，故

眾多雜交後代中選拔而出 (圖
1、圖 2)。並於 2015年 11月
經審議通過公告獲得國內植物

品種權，成為本場第一株具有品種權的蝴蝶蘭

新品種；因評估本品種具有外銷潛力，因此另

申請歐盟品種權，並於 2018年 11月 5日取
得歐盟植物品種權認證 (圖 3)。本場經試驗觀
察‘花蓮 1號 -粉蘋果’相較其他蝴蝶蘭品種
對黃葉病有更佳的耐病性，因此進一步測試本

品種的耐抗黃葉病能力，以提升本品種優勢。

蝴蝶蘭‘花蓮 1 號 - 粉蘋果’品種特性

簡述

蝴蝶蘭‘花蓮 1號 -粉蘋果’為淡粉色花，
翼瓣中央具有桃紅色點線紋，唇瓣深桃紅色，

具香氣，花朵平展圓整。植株於在盆徑 2.5寸
時就可開花、具雙梗、雙葉展幅約 25 公分、

前　言

臺灣生產的蝴蝶蘭因耐儲運而可利用海運

輸送，是外銷大幅成長的關鍵因素之ㄧ，因

為海運可以大量裝載，比空運可降低運費約

70%，為蝴蝶蘭主要的外銷方式。因海運需要
較長的時間，早期由黃葉病而造成的損耗有時

可高達 30% 以上。尤其在海運裝櫃前，有些
蝴蝶蘭雖然己經感染卻沒有病徵，而經過海運 
30 天，抵達目的地之後才發現病徵。雖然近
幾年已有研究人員針對蝴蝶蘭海運前的包裝處

理以及海運環境的的控制加以改進，可大幅度

減少海運過程中黃葉病的發生。但仍無法完全

避免黃葉病發病，因此利用育種方式篩選具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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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徑 5.5公分、花梗
高度約30-40公分，
可於單支花梗開放

15-22朵小花。植株
健壯且不經催花能

於春節過年前自然

來花，極具商品潛力。

黃葉病簡介

鐮胞菌屬 (Fusarium spp.)廣泛存在於
土壤、空氣、水及各種有機質中的腐生真

菌，為害多種�科植物，如蝴蝶�屬、蕙蘭

屬 (Cymbidium)、石斛蘭屬 (Dendrobium)
及堇花蘭屬 (Miltonia) 等。蝴蝶蘭黃葉病
(yellow leaf)，其病原菌主要為 Fusarium 
solani，由其引起的蝴蝶蘭黃葉病，罹病蝴蝶
蘭地上部葉片呈現黃化、變薄或失水萎縮，根

部有時會隨著腐敗，為目前臺灣蝴蝶蘭產業最

嚴重的真菌病害。F. solani 自 12-35℃皆可生
長，最適發病溫�為 24-28℃。且 F. solani 大
部分行腐生生活，待環境適宜時，侵入莖基部

或葉鞘，侵入後至發病約需 1-2 個月，當發現
黃葉病徵時，往往葉鞘已被感染多時，防治時

機掌握不易。

蝴蝶蘭海運日本及亞洲鄰近國家裝運時間

約 7-14 日；海運美國西岸約需 15-20 日；由
內陸轉運紐約需 25 日左右；海運荷蘭亦需 25 
日左右。因海運需要較長的時間，在海運裝櫃

前，有些蝴蝶蘭雖然己經感染卻沒有病徵，經

過海運抵達目的地之後才發現病徵，使得抵達

的發病植株失去商品價值，而由黃葉病而造成

的損耗有時可高達 30% 以上。
為利黃葉病的評估，本場由田間採回罹

病株，分離出鐮胞菌 (Fusarium spp.)菌株培
養 (圖 4)，並以其中最具致病能力的 5支菌株
(Ph 6、Ph 7、Ph 11、Ph 12 及 Ph 14) 進行
親緣分析 (圖 5)，並將黃葉病接種在‘花蓮 1
號 -粉蘋果’ (Phal. Hualien Pink Apple)，
並以栽培經驗中易感病的蝴蝶蘭原生種 Phal. 
equestris 及商業生產最大量的大白花 Phal. 
Sogo Yukidian ‘V3’為對照品種，進行黃
葉病耐病性測試。黃葉病發病階段大至可分為

七個等級，等級 0:植株健康無病徵；等級 1:
表示接種部位出現黑褐色壞疽癒合斑；等級 2: 
植株單一葉片出現黃化 (黃化面積 <1/2)；等
級 3: 植株單一葉片黃化 (黃化面積 >1/2)；等
級 4: 植株多數葉片黃化 (黃化面積 >1/2)；等
級 5:罹病葉片落葉；等級 6:肉眼可見紅色病
害孢子 (圖 6)。

 1 �蝴蝶蘭‘花蓮 1號 - 粉蘋果’具香味且可於春節前自
然來花

 2 �蝴蝶蘭‘花蓮 1號 - 粉蘋果’雙梗多花深具歐洲市場
潛力

 3 �蝴蝶蘭‘花蓮 1號 -粉蘋果’已取得歐盟植物品種權

 4 �蝴蝶蘭黃葉病參試菌株取菌絲培養進行黃葉病試驗

 5  黃葉病菌株 (Fusarium�spp.)�Ph�6、Ph�7、Ph�11、
Ph�12 和 Ph�14 之親緣關係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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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1 號 - 粉蘋果’之黃葉病耐病性

經黃葉病皆種的測試，蝴蝶蘭原種 Phal. 
equestris 接種後最快發生病徵，在第 2週就
開始出現病徵快速惡化趨勢；而 Phal. Sogo 
Yukidian ‘V3’ 及 Phal.  Hualien Pink 
Apple 相對耐病性較佳，接種後病徵無嚴重惡
化的趨勢 (圖 7)。另外調查三個品種接種黃葉
病後的罹病程度，Phal. equestris 罹病程度達
50 %、Phal. Sogo Yukidian ‘V3’ 的罹病
程度也超過 30 %，Phal. Hualien Pink Apple
耐抗病性最好，其罹病程度不到兩成 (圖 8)。
雖 然 試 驗 結 果 Phal. Sogo Yukidian 

‘V3’將近所有植株都發生病徵，但病徵在第
2週後就都沒有加劇，在第 6週後試驗結束時
植株病徵都維持在等級 2單一葉片出現 <1/2
的黃化表現 (圖 7)，可見商業生產量最多的大
白花有其一定的耐抗病能力。Phal. Hualien 
Pink Apple在第 6週後試驗結束時平均發病
表現只有等級 1(僅接種部位出現黑褐色壞疽
癒合斑 )，相較比前述兩個品種具有更好的耐
抗病能力。

結　語

持續選育優良品系才能維持臺灣蝴蝶蘭

產業的領先優勢，本場選育的蝴蝶蘭‘花蓮 1
號 -粉蘋果’除了花型優美與具有香氣外，經
試驗證實較其他品種耐抗黃葉病，具有商業量

產潛力。因此本場也積極推廣本品種，並於

2016年專屬授權本品種予轄內吉安光豐蘭園。
蝴蝶蘭‘花蓮 1號 -粉蘋果’具有多花及多梗
的特性，亦符合歐洲市場的喜愛，因此本品種

亦於 2018年度取得歐盟的植物品種權，預備
授權業界量產外銷，提升台灣蘭花產業的國際

競爭力。

 6 �不同蝴蝶蘭品種接種黃葉病之平均罹病程度分級

 7 不同蝴蝶蘭品種接種黃葉病平均罹病趨勢

 8 不同蝴蝶蘭品種接種黃葉病平均罹病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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