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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柳切枝產品裝櫃情形

▲銀柳切枝包裝於疊當紙箱中

▲經分級以束帶捆成把的銀柳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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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級包裝及冷藏

銀柳於分級包裝前，首先剔除花苞

生育不良、粒小、芽鱗著色不佳或花苞

脫落嚴重等品質不良的枝條，再依其長

度及頂梢分叉或不分叉為標準進行分級

包裝。外銷的規格以5尺（150公分）至7

尺（210公分）間的頂梢分叉切枝為主，

包裝規格以打為單位 ，以束帶將切枝捆

成1打1把，再適裝於紙箱中等待裝櫃。

國內市場方面，以頂梢不分叉的5尺

以下規格為主，其中以4尺最受消費者喜

愛，包裝規格以7枝為1小把，5小把為1

大把（35枝）。等待裝櫃或運輸的過程

中，切枝品質可能發生劣變，經本場試

驗結果顯示，銀柳切枝以0℃及5℃冷藏

貯藏4週後，少數花苞芽鱗呈現褐色，再

於常溫瓶插4週後，花苞脫粒率約9~16％

間，因此當完成包裝等待運輸的過程最

好先貯藏於0~5℃下，以防止銀柳切枝品

質劣變。

五、冷藏運輸

銀柳在完成分級裝箱後，應移入冷

藏庫進行降溫處理，以防止花苞芽鱗變

褐並降低切枝的呼吸作用。目前外銷銀

柳皆以冷藏貨櫃運輸至國外市場，建議

冷藏貨櫃適溫為0~5℃，若溫度升高到10

℃，花苞芽鱗容易發生劣變而影響品

質。此外銀柳在裝櫃時，應注意堆疊方

式，避免堆疊過多或過高而阻斷冷藏貨

櫃的冷氣循環，造成貨櫃溫度不均，導

致品質不一的情形。

結 語

銀柳姿態高貴典雅，是上等花材，

可裝飾美化生活空間，近年深受消費者

青睞。切枝自採收到送至消費者手上，

需經歷貯運過程，適宜的採後處理流程

可降低銀柳切枝之劣變，並維持良好品

質，來減少損失，提高商品價值。本篇

將銀柳採後處理流程作一整理，供作農

民參考，期能改善採後流程，減少農民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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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銀柳（Salix gracilistyla Mig.）屬楊

柳科（Salicaceae）多年生落葉灌木，原

產於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烏蘇里等

地，其花序展開時花穗形態酷似貓尾

巴，又稱「貓柳」，英名Cat-tail willow亦

取貓尾之意。其莖直立，株高達2公尺以

上，冬季落葉後，露出鮮紅的花苞，十

分討喜；脫去芽鱗，花芽密覆滑柔銀白

色細毛，姿態高貴典雅且易於瓶插，又

「銀柳」台語音似「銀兩」，且產期適逢

農曆春節，為華人地區過年期間極受歡

迎的上等花材。

產銷概況

銀柳於1969年即從日本引進台灣零

星栽培，喜愛溫暖潮濕、日照充足的氣

候環境。宜蘭地區冬季潮濕多雨，適合

銀柳生長，又政府推動稻田轉作政策，

於蘭陽平原推廣銀柳栽培，2005年約種

植70公頃，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95％以

上，以「中國上海種」及「蘭陽一號」

為主要栽培品種。

中國上海種由日本引進，栽培容

易、高產及耐低溫貯藏，為目前栽培面

積最廣的品種。蘭陽一號，商品名「貴

妃」，是本場於2003年命名推廣的新品

種，花苞外觀豐腴、渾圓，芽鱗色澤較

中國上海種更為鮮紅，具少病蟲害及瓶

插壽命長等優點，頗受市場歡迎。

銀柳切枝產品以外銷為主，內銷為

輔。外銷市場集中於東南亞國家，每年

約有30只貨櫃銷售至新加坡、馬來西

亞、香港等地，少數採空運銷售至美

國、加拿大等華人市場。內銷則以國內
▲銀柳採後處理流程

採　收 田間吸水 堆置待分級

冷　藏裝櫃海運運輸
以束帶捆成
把並裝箱

▲人工去葉可確保銀柳品質，
但工資成本過高

▲銀柳切枝綁成把的過程，花
苞容易脫落

▲將品質不良枝條剔除後，依切枝長度及頂梢情
形進行分級工作

各花卉拍賣市場、大賣場及批發花市等

銷售管道為主，年產值約4,000萬元。

為加強推廣及開發銀柳多樣化商

品，本場於2004、2005年結合地方政

府、農會及花藝基金會，分別於台北及

台中都會區辦理全國性之銀柳創意花藝

競賽及展示活動，獲得民眾熱烈的迴

響，2005年初外銷貨櫃更高達35只，內

銷市場亦供不應求，為銀柳產業創造無

限的商機。

採後處理流程

冬季落葉時為銀柳採收適期，約在

12月中旬至隔年1月期間；為配合外銷貨

櫃裝櫃及船運作業，農民大都在12月

上、中旬開始採收。農民自田間剪下銀

柳切枝後，再送至集貨場做分級包裝工

作，以低溫冷藏貨櫃方式外銷至東南亞

市場。由於過程大多在室溫下操作，常

因堆置時間過久或氣溫過高，導致花苞

芽鱗變褐或變黑，商品價值降低，甚至

無法售出，因此採收處理過程決定銀柳

市場的價值，極為重要，茲將銀柳採後

處理流程及過程中須具備的條件說明如

下。

一、採收前病蟲害防治及落葉劑處理

銀柳生育後期，除了供給充足的

磷、鉀肥，病蟲害管理是維持銀柳切枝

品質的重要因子。銀柳在生育後期，容

易發生介殼蟲為害，蟲口密度以花苞附

近最高，介殼蟲吸取植株汁液使花苞芽

鱗容易變褐色，且切枝傷口容易遭受真

菌感染，造成黑色花苞甚至黑枝情形，

大幅降低商品價值。故在生育後期須加

強介殼蟲防治，一旦發生介殼蟲為害，

立即參考植物保護手冊建議使用藥劑，

以確保銀柳品質。

銀柳在外銷貨櫃出口時，常發生葉

片尚未完全脫落的情形，然而人工落葉

花費昂貴，大幅提高生產成本。本場研

究成果顯示，利用99％氯酸鈉1000倍稀

釋液噴施葉面，去葉效果最佳，且瓶插

後花苞脫粒少。模擬外銷貨櫃運送方

式，將切枝低溫冷藏3週後再瓶插，其花

苞脫粒率約30％，與人工去葉花苞脫落

程度相當，因此正確使用落葉劑不但可

降低生產成本亦可維護銀柳切枝品質。

二、採收成熟度及時間

銀柳主要欣賞枝條及花苞之美，採

收時機亦是影響品質的關鍵因素。銀柳

約在11月中下旬開始落葉，落葉的時間

依當年的氣溫而定。過早採收花苞較不

飽滿、芽鱗色澤不佳，且需以人工或落

葉藥劑去除葉片，生產成本偏高，但具

有花苞較不易脫落的優點。若當銀柳完

全落葉後再採收，其花苞芽鱗鮮紅且具

光澤，但常有植株下位花苞脫落的情

形：若過晚採收則切枝花苞容易嚴重脫

落。因此建議銀柳採收成熟度為植株落

葉1/2~2/3間，再配合使用去葉藥劑，可

維持銀柳品質在最佳狀態。田間採收時

間以上午及下午氣溫較低的時間較為理

想，由於陽光直射容易發生溫度過高情

形，應儘量避免於正午採收。

三、田間吸水

銀柳以採收成熟枝條為主，對環境

的耐受力強。為節省工作時間，農民從

採收至分級包裝成把皆無供給切枝水

分，通常自田間採收運回集貨場包裝會

超過4小時，等待分級包裝的時間通常超

過一天，過程中常因堆置過久降低切枝

品質。

新鮮採收的銀柳切枝，溫度在35

℃、濕度100％下，約2~3天切枝品質會

顯著降低；若濕度降至60％以下，約1天

的時間枝條就會脫水乾枝，影響切枝品

質甚大。因此田間採收時若能加入插水

的步驟，並快速將銀柳切枝運回集貨場

或陰涼的地方，即可避免熱害發生，維

持良好的品質。田間插水以自來水為

宜，不宜使用地下水或溝渠灌溉水，以

避免雜菌感染或吸附重金屬，恐會影響

切枝品質。若要省略田間插水步驟，建

議採收後儘快將切枝運回集貨場，避免

堆置並迅速進行分級包裝，包裝完成後

立即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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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70公頃，產量佔全國總產量的95％以

上，以「中國上海種」及「蘭陽一號」

為主要栽培品種。

中國上海種由日本引進，栽培容

易、高產及耐低溫貯藏，為目前栽培面

積最廣的品種。蘭陽一號，商品名「貴

妃」，是本場於2003年命名推廣的新品

種，花苞外觀豐腴、渾圓，芽鱗色澤較

中國上海種更為鮮紅，具少病蟲害及瓶

插壽命長等優點，頗受市場歡迎。

銀柳切枝產品以外銷為主，內銷為

輔。外銷市場集中於東南亞國家，每年

約有30只貨櫃銷售至新加坡、馬來西

亞、香港等地，少數採空運銷售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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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花卉拍賣市場、大賣場及批發花市等

銷售管道為主，年產值約4,000萬元。

為加強推廣及開發銀柳多樣化商

品，本場於2004、2005年結合地方政

府、農會及花藝基金會，分別於台北及

台中都會區辦理全國性之銀柳創意花藝

競賽及展示活動，獲得民眾熱烈的迴

響，2005年初外銷貨櫃更高達35只，內

銷市場亦供不應求，為銀柳產業創造無

限的商機。

採後處理流程

冬季落葉時為銀柳採收適期，約在

12月中旬至隔年1月期間；為配合外銷貨

櫃裝櫃及船運作業，農民大都在12月

上、中旬開始採收。農民自田間剪下銀

柳切枝後，再送至集貨場做分級包裝工

作，以低溫冷藏貨櫃方式外銷至東南亞

市場。由於過程大多在室溫下操作，常

因堆置時間過久或氣溫過高，導致花苞

芽鱗變褐或變黑，商品價值降低，甚至

無法售出，因此採收處理過程決定銀柳

市場的價值，極為重要，茲將銀柳採後

處理流程及過程中須具備的條件說明如

下。

一、採收前病蟲害防治及落葉劑處理

銀柳生育後期，除了供給充足的

磷、鉀肥，病蟲害管理是維持銀柳切枝

品質的重要因子。銀柳在生育後期，容

易發生介殼蟲為害，蟲口密度以花苞附

近最高，介殼蟲吸取植株汁液使花苞芽

鱗容易變褐色，且切枝傷口容易遭受真

菌感染，造成黑色花苞甚至黑枝情形，

大幅降低商品價值。故在生育後期須加

強介殼蟲防治，一旦發生介殼蟲為害，

立即參考植物保護手冊建議使用藥劑，

以確保銀柳品質。

銀柳在外銷貨櫃出口時，常發生葉

片尚未完全脫落的情形，然而人工落葉

花費昂貴，大幅提高生產成本。本場研

究成果顯示，利用99％氯酸鈉1000倍稀

釋液噴施葉面，去葉效果最佳，且瓶插

後花苞脫粒少。模擬外銷貨櫃運送方

式，將切枝低溫冷藏3週後再瓶插，其花

苞脫粒率約30％，與人工去葉花苞脫落

程度相當，因此正確使用落葉劑不但可

降低生產成本亦可維護銀柳切枝品質。

二、採收成熟度及時間

銀柳主要欣賞枝條及花苞之美，採

收時機亦是影響品質的關鍵因素。銀柳

約在11月中下旬開始落葉，落葉的時間

依當年的氣溫而定。過早採收花苞較不

飽滿、芽鱗色澤不佳，且需以人工或落

葉藥劑去除葉片，生產成本偏高，但具

有花苞較不易脫落的優點。若當銀柳完

全落葉後再採收，其花苞芽鱗鮮紅且具

光澤，但常有植株下位花苞脫落的情

形：若過晚採收則切枝花苞容易嚴重脫

落。因此建議銀柳採收成熟度為植株落

葉1/2~2/3間，再配合使用去葉藥劑，可

維持銀柳品質在最佳狀態。田間採收時

間以上午及下午氣溫較低的時間較為理

想，由於陽光直射容易發生溫度過高情

形，應儘量避免於正午採收。

三、田間吸水

銀柳以採收成熟枝條為主，對環境

的耐受力強。為節省工作時間，農民從

採收至分級包裝成把皆無供給切枝水

分，通常自田間採收運回集貨場包裝會

超過4小時，等待分級包裝的時間通常超

過一天，過程中常因堆置過久降低切枝

品質。

新鮮採收的銀柳切枝，溫度在35

℃、濕度100％下，約2~3天切枝品質會

顯著降低；若濕度降至60％以下，約1天

的時間枝條就會脫水乾枝，影響切枝品

質甚大。因此田間採收時若能加入插水

的步驟，並快速將銀柳切枝運回集貨場

或陰涼的地方，即可避免熱害發生，維

持良好的品質。田間插水以自來水為

宜，不宜使用地下水或溝渠灌溉水，以

避免雜菌感染或吸附重金屬，恐會影響

切枝品質。若要省略田間插水步驟，建

議採收後儘快將切枝運回集貨場，避免

堆置並迅速進行分級包裝，包裝完成後

立即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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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級包裝及冷藏

銀柳於分級包裝前，首先剔除花苞

生育不良、粒小、芽鱗著色不佳或花苞

脫落嚴重等品質不良的枝條，再依其長

度及頂梢分叉或不分叉為標準進行分級

包裝。外銷的規格以5尺（150公分）至7

尺（210公分）間的頂梢分叉切枝為主，

包裝規格以打為單位 ，以束帶將切枝捆

成1打1把，再適裝於紙箱中等待裝櫃。

國內市場方面，以頂梢不分叉的5尺

以下規格為主，其中以4尺最受消費者喜

愛，包裝規格以7枝為1小把，5小把為1

大把（35枝）。等待裝櫃或運輸的過程

中，切枝品質可能發生劣變，經本場試

驗結果顯示，銀柳切枝以0℃及5℃冷藏

貯藏4週後，少數花苞芽鱗呈現褐色，再

於常溫瓶插4週後，花苞脫粒率約9~16％

間，因此當完成包裝等待運輸的過程最

好先貯藏於0~5℃下，以防止銀柳切枝品

質劣變。

五、冷藏運輸

銀柳在完成分級裝箱後，應移入冷

藏庫進行降溫處理，以防止花苞芽鱗變

褐並降低切枝的呼吸作用。目前外銷銀

柳皆以冷藏貨櫃運輸至國外市場，建議

冷藏貨櫃適溫為0~5℃，若溫度升高到10

℃，花苞芽鱗容易發生劣變而影響品

質。此外銀柳在裝櫃時，應注意堆疊方

式，避免堆疊過多或過高而阻斷冷藏貨

櫃的冷氣循環，造成貨櫃溫度不均，導

致品質不一的情形。

結 語

銀柳姿態高貴典雅，是上等花材，

可裝飾美化生活空間，近年深受消費者

青睞。切枝自採收到送至消費者手上，

需經歷貯運過程，適宜的採後處理流程

可降低銀柳切枝之劣變，並維持良好品

質，來減少損失，提高商品價值。本篇

將銀柳採後處理流程作一整理，供作農

民參考，期能改善採後流程，減少農民

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