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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台灣蘭花在美國市場的現況與利基分析 
 

依據美國農業部統計，就 1999 年至 2006 年的蘭花進口重量統計資料來看，

台灣、泰國、荷蘭、加拿大、中國與南韓是美國主要蘭花盆花進口源，其中每年

自台灣輸美的蘭花盆花量佔美國蘭花盆花進口總量的 30%以上（31-54%），其次

為泰國（16-25%）；若是以蘭花盆花進口總值來看，台灣蘭花盆花輸美值佔美國

蘭花總進口值的 40%以上（42-67%），其次為泰國（11-22%）與荷蘭（11-17%）

208。換言之，不論是進口量或是進口值，台灣都是美國蘭花盆花最大的蘭花輸入

源，倘若能夠充分掌握這些市場佔有率優勢，發揮主導市場的力量，相信未來台

灣蘭花盆花在美國市場的發展將值得期待。 

除了市場佔有率的優勢以外，台灣蘭花也具有高單價的發展實力，以今年 3

月所舉辦的 2008 台灣國際蘭展為例，在今年蘭展中，美國蘭藝協會（American 

Orchid Society, AOS）209經評審後，共頒發第一級獎（First Class Certificate ，FCC

（總得分在 90 分以上）210）給 6 株競賽花（2 株拖鞋蘭、4 株蝴蝶蘭），打破該

                                                
208 本研究整理，參考：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s F-6, F-10,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 

209 農業生技產業資訊網：
http://agbio.coa.gov.tw/theme/information_detail.aspx?dno=30845&ito=87&gno=11，最後瀏覽日
期：2008 年 7 月 14 日。 

210 美國蘭藝協會（American Orchid Society, AOS）評審網站：
http://www.aos.org/AM/Template.cfm?Section=AOS_Awards&Template=/CM/HTMLDisplay.cfm&
ContentID=4579，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4 日，目前 AOS 頒獎項目包含： 
HCC (Highly Commended Certificate) (75 – 79 分) 
Awarded to orchid species or hybrids scoring 75 to 79 points inclusive on a 100-point scale. 
AM (Award of Merit)（80 – 89 分） 
Awarded to orchid species or hybrids scoring 80 to 89 points inclusive on a 100-point scale. 
FCC (First Class Certificate)（90 分以上） 
The highest flower-quality award, awarded to orchid species or hybrids scoring 90 points or more on a 

100-point scale. 
JC (Judges' Commendation)（評審無異議認同應受表彰，但是無法以慣常方式評定者） 
Given fo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judges unanimously feel should be recognized but cannot 

be scored in the customary ways. 
AD (Award of Distinction)（新育種方向） 
Awarded once to a cross representing a worthy new direction in Breeding. The award is granted 

unanimously without scoring by the judging team assigned. 
AQ (Award of Quality)（雜交種獎，其可表現出不少於 12 種變種，且其中至少一變種獲頒品質
獎過） 

Awarded once to a cross exhibited by a single individual as a group of not less than 12 plants or 
inflorescences of different clones of a hybrid or cultivated species. At least one of the inflorescences 
must receive a flower quality award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group must be an improvement 
over the former type. 

CBR (Certificate of Botanical Recognition)（教育意義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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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藝協會的紀錄；以往該園藝協會一年授出的 FCC 獎總數約在 12 個（且創會以

來，從未在同一個展覽授出超過 4 個 FCC 獎項），而光是這一屆 2008 年台灣國

際蘭展中該蘭藝協會一次就頒發 6 個 FCC 獎。由本次蘭展中打破多項美國蘭花園

藝協會記錄的事實來看，台灣蘭花在美國市場絕對具有朝向高單價發展的潛力。 

 

第一節 台灣蘭花輸美現況 
 

依據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資料庫統計211（如表 24 所示），台灣蘭花盆花在

2005 年、2006 年以及 2007 年的輸美總值分別為 2.87、4.51 以及 6.33 億新台幣，

每年都有超過 30%的成長率；台灣蘭花切花在 2005 年、2006 年以及 2007 年的輸

美總值分別為 116、634 以及 768 萬新台幣，每年都有超過 20%的成長率。就輸美

蘭花盆花來看，輸美數量最高的是蝴蝶蘭盆花，其次為蝴蝶蘭苗、文心蘭盆花；

其中不管是蝴蝶蘭苗、蝴蝶蘭盆花或是文心蘭盆花的輸美數量在 2005 – 2007 年間

都是逐年上升。另外，就輸美蘭花切花來看，輸美數量最高的是蝴蝶蘭切花，其

次為文心蘭切花；其中輸美蝴蝶蘭切花數量在 2005 – 2007 年間是逐漸上升，而文

心蘭切花的輸美數量則都在 200 公斤以下。 

在 2005 – 2007 年，蝴蝶蘭盆花每年輸美值平均佔台灣輸美蘭花盆花及花苗

總值的 70%，其次為蝴蝶蘭苗的 22%；亦即蝴蝶蘭目前平均佔台灣輸美蘭花盆花

與花苗中的 90%以上。另外就切花來看，在 2005 – 2007 年，蝴蝶蘭切花輸美值佔

台灣蘭花切花輸美值的 97%以上。 

                                                                                                                                         
Awarded to rare and unusual species with educational interest that has received no previous awards. 

The entire plant must be exhibited. This award is granted provisionally and filed with the judging 
center Chair pending taxonomic verification supplied by the exhibitor. (see Taxonomic Authorities) 

CHM (Certificate of Horticultural Merit)（園藝貢獻獎） 
Awarded to a well-grown and well-flowered species or natural hybrid with characteristic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horticultural aspects of orchidology, such as aesthetic appeal. This award is 
granted provisionally and filed with the judging center Chair pending taxonomic verification 
supplied by the exhibitor. (see Taxonomic Authorities) 

CCM (Certificate of Cultural Merit)（茁壯獎，另外得分也需在 80 – 89 分） 
Awarded to the exhibitor of a well-flowered specimen plant of robust health. The plant must score 
more between 80 and 89 points inclusive on a 100-point scale. 

CCE (Certificate of Cultural Excellence)（強健獎，另外得分也需在 90 分以上）（最高等級獎） 
Awarded to the exhibitor of a well-flowered specimen plant of robust health. The plant must score 
more than 90 points on a 100-point scale. Plants receiving this award represent the highest level of 
orchid culture. 

211 本研究整理，參考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資料庫： 
http://web.customs.gov.tw/statistic/statistic/mnhStatistic.asp，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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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2005–2007 年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台灣輸美蘭花統計表 
 2005 2006 2007 

中文貨名 英文貨名 
重量 
(Kg) 

總值 
(仟元) 

重量 
(Kg) 

總值 
(仟元) 

重量 
(Kg) 

總值 
(仟元)

一葉蘭球莖,
休眠中者 

Pleione Corms, 
dormant 

  15 7   

蘭科植物瓶苗
Flasked culture 
orchid seedling 

26970 13339 32412 15198 49957 26099 

蝴蝶蘭苗 
Phalaenopsis 

seeding 
97057 83382 151613 80047 302895 106578

石斛蘭苗 
Dendrobium 

seeding 
16 3 400 131 11 52 

文心蘭苗 
Oncidium 
seeding 

2745 3766 4375 3649 1166 1464 

東洋蘭苗 
Cymbidium 

hybridum hort 
seeding 

3 6 50 80 0 0 

拖鞋蘭苗 
Lady slipper 

orchid seeding 
85 520 30 34 10 68 

蝴蝶蘭 
Phalaenopsis, 

live 
412500 172307 814265 337828 1371401 479451

石斛蘭 
Dendrobium, 

live 
2317 1107 2200 852 1664 926 

文心蘭 Oncidium, live 23792 9557 24225 10437 25103 15257 

東洋蘭 
Cymbidium 

hybridum hort, 
live 

2844 843 107 35 861 1114 

國蘭 
Other 

Cymbidium, live 
1068 956 3701 1017 745 557 

拖鞋蘭 
Lady slipper 
orchid, live 

822 995 1680 1853 1170 1463 

小計  570219 286781 1035073 451168 1754983 633029
文心蘭，鮮 Oncidium, fresh 30 24 10 7 171 61 

蝴蝶蘭，鮮 
Phalaenopsis, 

fresh 
780 1134 9245 6337 28745 7616 

小計  810 1158 9255 6344 28916 7677
總計  571029 287939 1044328 457512 1783899 640706

 

綜上所述，目前台灣蘭花輸美主力是蝴蝶蘭，其他種類蘭花的輸美狀況遠不

如蝴蝶蘭輸美狀況；另外，由前述第四章的內容分析可知其實除了蝴蝶蘭以外，

台灣在石斛蘭、文心蘭、國蘭以及東洋蘭等蘭花都有不錯的外銷潛力與經驗，因

此除了蝴蝶蘭以外，未來業者也可透過主辦或協辦蘭花展覽、園藝博覽會，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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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比賽的方式逐步將台灣的石斛蘭、文心蘭、國蘭以及東洋蘭等蘭花帶入美國

市場。 

 

另外，美國農業部外國農產服務局（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s

（FAS））曾在 2006 年 4 月發表過一份針對於台灣蘭花輸美狀況的報導212，內容

中指出： 

1. 台灣蘭花總產量中約有 30%是輸往美國市場； 

2. 在 2006 年，台灣地區大約有 29 個溫室通過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署（The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APHIS）的核定而可向美國出口蝴蝶蘭； 

3. 台灣蘭花年產值約是全球價值 20 億美元的蘭花市場之 1/4； 

4. 台糖公司是台灣蘭花的領導生產公司，該公司輸美量約佔台灣總輸美總量

的 6%； 

5. 台灣目前有約 10 個大型蘭花生產業者以及超過 300 家園藝公司在專研蘭

花生產； 

6. 蝴蝶蘭輸美量佔台灣蘭花總輸美量的 90%； 

7. 輸美蘭花型式有花苗、盆花或是鮮切花，其中大部分的蘭花是以瓶裝花苗

的型式輸美； 

8. 大部分輸美蘭花是以批發的方式輸至合作的苗圃業者，然後進行催花至成

熟後再分送至各地零售商販售； 

9. 2006 年，台灣蘭花業者開始在紐澤西購買土地建構苗圃網絡，以期作為供

應美國東岸的蘭花通路。 

經與國內學者213以及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資料庫統計214資料比對後發現前述

美國農業部外國農產服務局（USDA FAS）對於台灣蘭花輸美狀況的認知實與國

內資訊不一致（如表 25 所示）。 

                                                
212本研究整理，原文資料可參考 P. Thao Hong  “Taiwan Market Development Reports – Market 

Update on Taiwan Orchid Exports to US 2006”, Gain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網站連
結：http://www.fas.usda.gov/GainFiles/200604/ 146187577.pdf，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3 日。 

213 沈再木、郭坤峰、黃肇家（2006），美加蝴蝶蘭產銷概況與展望，植物種苗，8 卷 3 期，47-60
頁，2006 年 9 月；陳世賢（2007），台灣蝴蝶蘭產業競爭力分析，國立台灣大學管理學院碩士
在職專班高階公共管理組，碩士論文，2007 年 7 月。 

214 本研究整理，參考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資料庫： 
http://web.customs.gov.tw/statistic/statistic/mnhStatistic.asp，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3 日;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網站： 
http://www.baphiq.gov.tw/public/Data/612515132071.pdf，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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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美國農業部與國內對 2006 年台灣蘭花產業狀況的資料比較 

項目 美國農業部資訊 a 國內學者或是官方資訊 一致性

蘭花輸美量佔台灣蘭花

總外銷量比重 30% 
20% (2005 年)b 

25% (2006 年)b 否 

合格溫室數量 約 29 間溫室 58 間（2006 年）c -f 

台灣蘭花年產值 5 億美元 約 1 億美元 b 否 
台灣輸美蘭花領導廠商 台糖公司 育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 否 
蝴蝶蘭輸美量佔台灣蘭

花總輸美量比重 90% 
89% (2005 年)b 

93% (2006 年)b 是 

主要蝴蝶蘭輸美型式 瓶裝花苗 蝴蝶蘭盆花 b 否 
蘭花生產業者數 超過 300 家 超過 380 家 e 否 
輸美蘭花的銷售方式 主要賣給批發商 主要賣給當地蘭花產銷業者 d 否 
台灣蘭花業者在美佈局

狀況 開始在紐澤西購買

土地建構苗圃網絡

2006 年時，在加州、美國東北

各州以及佛羅里達州的台灣

蘭花業者共 17 家 d 
-f 

a  P. Thao Hong “Taiwan Market Development Reports – Market Update on Taiwan Orchid Exports to 
US 2006”, Gain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網站連結：

http://www.fas.usda.gov/GainFiles/200604/ 146187577.pdf，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3 日。 
b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資料庫：http://web.customs.gov.tw/statistic/statistic/mnhStatistic.asp，最後瀏

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3 日。 
c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網站：

http://www.baphiq.gov.tw/public/Data/612515132071.pdf，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3 日。 
d沈再木、郭坤峰、黃肇家（2006），美加蝴蝶蘭產銷概況與展望，植物種苗，8 卷 3 期，47-60
頁，2006 年 9 月。 

e陳世賢（2007），台灣蝴蝶蘭產業競爭力分析，國立台灣大學管理學院碩士在職專班高階公共

管理組，碩士論文，2007 年 7 月。 
f 因資訊不對等，不做比較。 

 

目前國內農業主管機關並沒有專責對外主動傳遞訊息的單位，另外，如第四

章所述，目前國內除了文心蘭有較詳盡的統計資料外，其餘蘭花種類的統計資料

並不完整，多是業者、學者自行調查的報告，缺乏官方正式統計；因此針對以上

所提的彼此資訊不對稱的現象，建議主管機關應盡快主動與美國農業部聯繫，以

避免因資訊不對稱而在未來進行政策協商或是進行交易與行銷時引發無法預期的

問題；另外，透過雙方資訊的對等傳遞除能讓美國政府瞭解國內蘭花實際現況外，

也有機會讓國內瞭解美國市場實況，進而找到雙贏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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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署（The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APHIS）資料顯示215，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止，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

署登記合格的台灣蝴蝶蘭業者共有 71 個業者，共 128 間溫室，合計 305,896.3 平

方公尺；其中目前合格輸美溫室面積最大的是育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Yu Pin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溫室面積為 54114 平方公尺），其次為台灣糖業

精緻農業中心（Taiwan Sugar Corporation. Agri-Business Division，溫室面積為 22080

平方公尺）、世芥蘭業有限公司（Sogo Team Co. Ltd ，溫室面積為 19595 平方公

尺）、一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I hsin Biotechnology Inc., 溫室面積 17378 平方公

尺）以及台大蘭園 （展壯園藝股份有限公司）（Taida Horticultural Co., Ltd，溫

室面積為 10420 平方公尺）。 

單一美國大型蘭花業者（Matsui Nursery, Inc.，栽植面積：約為 350 萬平方英

尺（約 32.5 萬平方公尺以及 Kerry’s Bromeliad Nursery, Inc.，生產面積：約 280 萬

平方英尺（約 26 萬平方公尺）的生產面積就超過 26 萬平方公尺，而台灣目前符

合規定的溫室合計總栽植面積約 30.5 萬平方公尺（其中栽植面積最大的單一業者

育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栽植面積不過是 5.4 萬平方公尺）；亦即台灣總蝴

蝶蘭生產面積僅約為美國一家大型蘭花業者的生產面積，因此未來若是無法有效

整合所有國內蘭花業者並找出市場利基，勢必在規模量產上將無法與美國國內蘭

花業者競爭。 

鑑於目前國內的蘭花業者彼此間多同時存有競爭與合作關係，因此未來可以

透過第三者（例如顧問公司或是貿易公司或是行銷公司）來負責輸美蘭花的貿易

與行銷工作，既有台灣蘭花業者可以維持原有在育種與育苗的競爭優勢從事生

產，而把行銷與貿易工作交給專業團隊負責。 

事實上，除了生產規模不及美國當地業者之外，目前台灣蘭花的生產工作上

也存有產量與品質不穩定的問題，例如同品種蘭花在不同業者的栽培下所表現出

的性狀可能會略有差異；缺乏標準栽植程序應是品質與產量不穩定的主要原因，

台灣蘭花業者未來也應朝向引進標準化栽植流程的方向來提升整體競爭力。在進

行栽植程序標準化過程時，可參考國內其他較成熟產業的作法，以便盡快完成標

準化栽植流程的建構。 
                                                
215 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署（The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APHIS）網站：

http://www.aphis.usda.gov/import_export/plants/manuals/ports/downloads/taiwan_phalaenopsis_curre
nt.pdf，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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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蘭花在美交易機制 
 

目前美國花卉市場供應鏈較為複雜，業者間同時存有競爭與合作的關係，以

進口花卉供應鏈為例，依照美國市場的定義可將進口花卉供應鏈區分為進口商

（importer）、產銷業者（grower）、批發商（wholesaler）以及零售商（retailer）

四個區段，其中產銷業者（grower）又可區分為育種商（breeder）、育苗商

（propagator）、花商（finisher）；而產銷業者（grower）、批發商（wholesaler）

與零售商（retailer）則可歸類為通路商（distributor），有時單一業者可同時跨越

不同區段進行交易。美國消費者在購買花卉時，可以直接向產銷業者、批發商或

是零售商購買；而零售商則可向產銷業者或是批發商購得花卉商品。 

目前台灣蘭花輸美時多是直接賣給進口商或是產銷業者，輸入至美國的蘭花

經過恢復、催花以後再銷售給終端消費者；也就是說，台灣蘭花在美國的交易主

要是處在供應鏈的前段位置，對於終端消費者的直接接觸並不多。 

另外，美國蘭花市場目前的交易方式仍多是處在批發、零售業者自行向產銷

業者訂購蘭花，然後再自行對終端消費者進行銷售的階段。大型零售商（大型量

販店或是超級市場或是連鎖商店）可能是透過總公司集中向特定產銷業者下訂

單，各分店經理或是園藝部門負責人對於花卉來源不一定全然清楚，連帶地消費

者對於蘭花來源的資訊也不一定充分。 

有鑑於美國蘭花市場的行銷通路目前多半還處在資訊並未完全對稱流通的

情況，因此引進公開拍賣市場機制進入美國市場一直被認為是解放美國蘭花交易

市場的一個方式，惟，台灣蘭花業者應如何在拍賣市場中佔有利基則是要進一步

探討的地方。 

目前全球主要花卉市場都是以拍賣市場的機制進行交易，根據 FloraCulture 

International 的調查216，目前全球主要花卉拍賣市場在 2006 年及/或 2007 年的交易

資料如下表 26 所示。 

 

                                                
216 Anabel Evans and Ron van der Ploeg , Auctions around the World , May, 2008, FloraCulture 

International 網站： 
http://www.floracultureinternational.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86&Ite
mid=7&ed=39，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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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全球主要花卉拍賣市場紀錄217 
拍賣市場名稱 國家 年交易額 a 

FloraHolland  (有 6 個拍賣市場) 荷蘭 40.6 億歐元 (2007) 

Plantion 荷蘭 約 0.92 億歐元 (2007) 

Landgard 德國 
7.3 億歐元(盆花) (2007) 
1.53 億歐元(切花) (2007) 
12 億歐元 (總園藝銷售）(2007)

SICA aux Fleurs D’Hyeres 法國 約 0.45 億歐元 (2006) 

Euroveiling Flower Trade Centre 比利時 約 0.34 億歐元 (2006) 

FloraBella, Sicily 義大利 約 0.05 億歐元 (J.N. Kras) 

Il Contadino, Sicily 義大利 約 0.05 億歐元 (J.N.Kras) 

Ota Floriculture Auction Co., Ltd., 日本 1.68 億歐元(2006) 

The Flower Auction Japan Inc. (FAJ) 日本 
0.757 億歐元(切花) (2007) 
0.793 億歐元(盆花) (2007) 
共 1.55 億歐元(2007) 

Veiling Holambra  
（使用荷蘭拍賣市場模式） 
（約佔巴西總花卉交易值的 45%）

巴西 約 0.56 億歐元 (2006)  

Taipei Flowers Auction Co. Ltd.  
(合計有 5 個拍賣市場) 

台灣 約 0.37 億歐元 (2006) 

United Flower Growers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加拿大 
約 0.16 億歐元(切花)(2007)  
約 0.04 億歐元(盆花)(2007) 
合計約 0.2 億歐元(2007)  

Ontario Flower Growers 
Co-operative 

加拿大 約 0.16 億歐元 

FloraMax Flower Auctions 紐西蘭 約 0.16 億歐元 

United Flower Auctions 紐西蘭 約 0.12 億歐元 (J.N. Kras) 

Johannesburg auction 南非 約 0.45 億歐元 (J.N.Kras) 

Istanbul auctions 土耳其 無相關資訊 

a 匯率換算依據是以 2008 年 4 月時的匯率計算 

 

荷蘭的傳統花卉拍賣市場在過去有超過 15 個，目前只剩下 2 個傳統花卉拍

賣市場；但是除了傳統拍賣花卉市場外，荷蘭業者在 1995 年起即開始發展線上花

                                                
217 本研究整理，譯自前註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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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購物網站，到了近年來更發展出以網路為媒介的線上花卉拍賣市場（例如：Tele 

Flower Auction 以及 Canadian e-commerce business（Flowerbuyer.com））；其中線

上花卉拍賣市場的主要參與買家是零售花店或是較小型的批發商218。 

另外，線上花卉拍賣網站公司 Flowerbuyer.com 目前運輸花卉的型式有三類： 

1. 直接到府服務“door to door”，透過快遞公司進行運輸（透過 FedEx 

International Priority Cut Flower premium express 來運輸）； 

2. 機場到機場 “airport to airport”，這種運輸是透過位在邁阿密的運籌站來執

行轉運；以及 

3. 買家自取 “buyer collection”，同樣也是透過位在邁阿密的運籌站來領取。 

 

經 Flowerbuyer.com 公司統計發現，線上拍賣網站的買家普遍偏好直接到府

服務（“door to door”）；另外還發現當提供保證次日送到府上的保證性運輸服務

時，買家多會以運送時間長短來決定選擇哪一種運輸型式而不是以運輸費用來決

定選擇哪一種運輸方式。 

2007 年起，Flowerbuyer.com 公司在荷蘭的萊恩堡（Rijnsburg）成立歐洲地

區辦公室（European Regional office），開始在歐洲市場經營線上花卉拍賣活動，

美國、加拿大以及歐洲的消費者可以一起在線上進行歐洲市場的花卉競標；另外，

該公司的歐洲花卉拍賣市場的買家（荷蘭買家除外）目前僅可使用快遞來運輸得

標的花卉。  

 

加拿大拍賣組織 United Flower Growers Co-operative Association，位於溫哥華

附近的伯納比（Burnaby），是北美地區最大、歷史最悠久的拍賣組織；其拍賣市

場所涵蓋的區域除在加拿大外，也在美國境內進行拍賣；該公司 2007 年的盆花與

切花拍賣統計如下表 27 所示，其中盆花市場中最大交易額為蘭花，切花市場中最

大交易額為非洲菊；但是就整體來看，切花的拍賣額較盆花的拍賣額規模來得大

219。 

 

 

                                                
218 同前註。 
21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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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United Flower Growers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2007 年拍賣統計 

切花 盆花 

排名 花種 拍賣額(美元) 排名 花種 拍賣額(美元)

1 非洲菊（Gerbera） 6,723,824 1 蘭花（Orchids) 2,336,240 

2 百合（Lilies） 5,235,353 2 盆菊（Pot Mums) 865,171 

3 菊花（Chrysanthemum） 4,502,046 3 聖誕紅（Poinsettias） 821,532 

4 玫瑰（Roses) 3,786,297 4 燈籠草（Kalanchoe） 637,841 

5 鬱金香（Tulips） 3,508,807 5 非洲菊（Gerbera) 622,318 

6 百合水仙（Alstroemeria） 2,282,493 6 秋海棠（Begonias） 447,849 

所有切花 25,588,821 所有盆花 5,730,949 

 

誠如前述，美國花卉交易市場目前雖然還未全面透過公開拍賣市場進行交

易，但是隨著荷蘭業者以及加拿大業者將花卉拍賣市場機制逐漸引進後，相信不

久的將來花卉公開拍賣市場機制將在美國逐漸成長與茁壯。台灣蘭花業者在未創

造出新的通路及營運模式前，可利用目前既有的拍賣通路來拉近和零售商與終端

消費者間的距離。 

 

第三節 台灣蘭花在美國蘭花產業鏈利基分析 
 

美國蘭花批發市場在 1999 – 2005 年間規模逐年擴大，但是在 2006 年則出現

衰退現象，到了 2007 年雖然有回升，但是仍未回升到 2005 年的規模；2006 年的

蘭花盆花的批發銷售總值衰退量是美國所有開花植物（flowering plants）之冠，其

主要衰退原因是單價的上升而導致銷售總量（株數）的下滑（而兩者相乘後的總

值亦下滑）220。在 2000 年至 2004 年間蘭花切花的平均批發總值約略都在 800 萬

美元左右，但在 2005 年降至 685 萬美元，但是到了 2006 年與 2007 年的批發值則

大幅提昇到 1 千 2 百萬美元以上。 

台灣目前是美國最主要的蘭花盆花進口源，1999 – 2007 年間每年的出口量都

                                                
220 本研究整理，參考資料：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P. v and P. vi,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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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長，其中台灣蘭花盆花在 2005 年、2006 年以及 2007 年的輸美總值更有超過

30%的年成長率（台灣蘭花切花在 2005 年、2006 年以及 2007 年的輸美總值則有

超過 20%的年成長率）。 

另外，因為目前的台灣蘭花業者（不論是國內業者或是在美台商）主要是位

於美國蘭花產業鏈中的上游（育種與育苗），且荷蘭與加拿大業者已將拍賣市場

機制引進美國市場，因此台灣蘭花業者在產業鏈中游的通路與下游的行銷與服務

階段較無明顯優勢，現階段宜以上游為發展主軸。 

 

壹、 台灣蘭花切花在美國蘭花產業鏈利基分析 

如表 28 所示，美國蘭花切花國內批發量與批發值在 1999 - 2004 年間約略維

持在 11500 萬枝與 800 萬美元間，但是到了 2005 – 2006 年則兩者都出現衰退，而

2007 年則較 2006 年成長；但是美國蘭花切花的進口量與值在同時期卻持續成長，

且進口的蘭花切花在總市場供應量與值中所佔的比例都逐漸提升。 

 

表 28 美國蘭花切花供應狀況分析表221 

國內 a 進口 供應狀況  

年份 批發量 
（千枝） 

批發值

(千美元）

批發量

（千枝）

批發值

(千美元）

總量 
（千枝）

總值 
(千美元) 

進口值所

佔百分比 

1999 5707 3436 56539 3770 62246 7206 52 

2000 11719 8071 57706 4629 69425 12700 36 

2001 11571 8563 55525 4278 67096 12841 33 

2002 11113 7796 58420 4372 69533 12168 36 

2003 12237 8536 54207 4512 66444 13048 35 

2004 11398 7834 65118 5813 76516 13647 43 

2005 10228 6847 52160 7912 62388 14759 54 
2006(估) 9463 7127 43383 10382 52846 17509 59 

a 2000年以前所統計的值為僅來自於夏威夷州的數據 

 

進一步比較蘭花切花進口值的類別時會發現，如圖 23 所示，在 1999 – 2004

                                                
221 本研究整理，參考：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 C-15,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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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間，石斛蘭切花是美國主要的進口蘭種（超過 50%）；但是在 2005 – 2006 年間，

其他種類的蘭花切花進口值成長速度卻快於石斛蘭切花的進口值成長速度。 

 

 

 

 

 

 

 

 

 

 

 

圖 23 美國蘭花切花進口值示意圖222 

 

 

比較不同蘭花切花進口量時會發現，（請參考圖 24 所示），在 1999 – 2004

年間，石斛蘭切花是美國主要的進口蘭種（超過 90%）；但是在 2005 – 2006 年間，

石斛蘭切花進口數量則出現連續性衰退，但是其他種類的切花進口量卻是成長；

同時比較進口單價與進口量時（請參考圖 24、圖 25 所示）則會發現 2004 年後美

國蘭花市場對於較高單價的蘭花切花進口量出現提升。 

 

 

 

 

 

 

 
                                                
222 本研究整理，參考：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 C-12,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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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美國蘭花切花進口量示意圖223 

 

 

 

 

 

 

 

 

 

 

圖 25 美國蘭花切花進口單價示意圖224 

 

鑑於美國市場對於較高單價的蘭花切花進口需求逐漸提高，且過去不管是文

心蘭切花、蕙蘭切花、嘉德利亞蘭切花以及蝴蝶蘭切花都在美國市場有銷售紀錄

                                                
223 本研究整理，參考：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 C-13,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 

224 本研究整理，參考：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 C-14,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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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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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若是參考夏威夷州切花單價資料226（2006 年的蕙蘭、石斛蘭葉飾物、石斛蘭

花朵、萬代蘭、以及文心蘭葉飾物的批發單價分別為每枝 0.74、0.67、0.04、0.04

以及 0.90 美元）以及台灣蘭花外銷切花品種（主要為輸日的文心蘭切花，以及輸

美與輸日的蝴蝶蘭切花）後，建議台灣蘭花業者可掌握美國市場對高單價蘭花切

花需求高的此刻，引進過去將蘭花切花輸日的經驗，開始將台灣蘭花切花帶入美

國市場，且將台灣蘭花切花引進美國市場時可以文心蘭切花、蝴蝶蘭切花為主要

種類，另外，並可嘗試引進過去台灣蘭花輸日與輸韓的經驗來開展蕙蘭外銷美國

的機會。此外，為了提高美國市場對於蘭花切花的需求，國內業者未來可嘗試將

日本的花道文化導入美國市場，將切花大量運用在藝術創作上 並將整套花道藝術

帶進美國市場，以期在美國市場創造出新的切花風潮，進以增加美國消費者對於

蘭花切花的需求並替台灣蘭花創造出新的機會。 

 

貳、 台灣蘭花盆花在美國市場的產業鏈利基分析 

如前所述，在“1998 Census of Horticultural Specialties” 227的表 8、表 10 以及

表 11 中有特別針對 1998 年的蘭花盆花與切花銷售進行結構調查；但是在 2002 年

的普查報告中228，則沒有特別針對蘭花盆花與切花調查的資料，另外 2007 年的普

查報告預計要到 2009 年 2 月才會公佈；因此至本研究發表前所能拿到的最新官方

發表資料為 10 年前的資料，宜僅供參考。 

另外，因為在 1998 年的調查中蝴蝶蘭盆花的批發量與批發值都大於石斛蘭，

但是因為其他未分類的蘭花盆花比重超過 50%，因此並無法確認是否有其他具爆

發力的蘭花種類隱藏其中，未來宜針對消費蘭種進行更細部的分類調查，以便全

盤瞭解美國蘭花市場對於不同蘭花種類的需求。另外，除了美國農業部的每五年

一次的農業普查報告中有其他未分類的蘭花盆花比重偏高的現象外，依夏威夷州

                                                
225 美國農業部網站：http://www.nass.usda.gov/census/census97/horticulture/horticulture.htm，最後瀏
覽日期：2008 年 7 月 4 日。 

226 本研究整理，參考：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 C-17,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 

227 美國農業部網站：http://www.nass.usda.gov/census/census97/horticulture/horticulture.htm，最後瀏
覽日期：2008 年 7 月 4 日。 

228  美國農業部網站：http://www.agcensus.usda.gov/Publications/2002/index.asp，最後瀏覽日期：
2008 年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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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調查的蘭花盆花統計數據來看229，如下圖 26 以及圖 27，也可發現未分類的蘭

花盆花比重仍有偏高的現象。 

 

 

 

 

 

 

 

 

 

 

圖 26 夏威夷州蘭花盆花批發量示意圖230 

 

 

 

 

 

 

 

 

 

 

圖 27 夏威夷州蘭花盆花批發值示意圖231 

                                                
229 本研究整理，參考資料：(1999 – 2005 年) 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 D-9,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以及（2006 – 2007 年）P.54, Floriculture Crops 2007 
Summary /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Board, April 2008。 

230 本研究整理，參考資料：(1999 – 2005 年) 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 D-9,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 以及（2006 – 2007 年）P.54, Floriculture Crops 2007 
Summary /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Board, April 2008。 

231 本研究整理，參考：(1999 – 2005 年) 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 D-9,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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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蘭 --- --- --- --- --- 464 403 222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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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蘭 5110 5590 6013 6624 5866 6599 5879 5540 5062

文心蘭 --- --- --- --- --- 3113 2942 1310 3686

蝴蝶蘭 1169 1030 1055 1214 1695 1018 717 752 1020

其他蘭花 6920 7243 9150 9975 10866 7585 8340 9755 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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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夏威夷州的資料為例，在 1999 – 2007 年間的蘭花盆花市場中，蝴蝶

蘭盆花的銷售數量與總值並沒有明顯成長，但是文心蘭盆花的成長力道則甚於蝴

蝶蘭，而就批發總值來看，石斛蘭盆花市場則不容輕忽。 

由於台灣的文心蘭盆花、石斛蘭盆花、蕙蘭盆花（例如東洋蘭與國蘭）以及

蝴蝶蘭盆花都有外銷能力，建議未來除了注重蝴蝶蘭盆花外銷美國市場的能力

外，亦可以借蝴蝶蘭的外銷經驗來協助將台灣文心蘭盆花、石斛蘭盆花以及蕙蘭

盆花外銷至美國，開創新的商機。 

 

參、 維持產業鏈利基 

鑑於台灣蘭花在美國市場的主要競爭利基在於蘭花產業鏈的上游階段（育種

與育苗），且美國單一大型蘭園（例如 Matsui Nursery, Inc.，栽植面積：約為 350

萬平方英尺（約 32.5 萬平方公尺以及 Kerry’s Bromeliad Nursery, Inc.，生產面積：

約 280 萬平方英尺（約 26 萬平方公尺））的生產面積就接近全台的合格帶介質輸

美蝴蝶蘭溫室的生產面積（約 30 萬平方公尺）232，因此即便目前台灣的栽培技術

（例如台灣用水苔，部分美國業者可能仍使用樹皮233或是椰子介質234）仍有領先，

但是若無法有效掌握這些育種知識以及育苗的技術性知識（know-how），未來一

旦美國業者在量產能力上獲得突破後，則台灣蘭花業者勢必要面臨很大的挑戰。 

另外，因為目前國內的蘭花產銷業者多屬於從事國際貿易的企業，只有少數

蘭花產銷業者屬於國際企業。鑑於國內市場會隨著發展時間而逐漸趨於飽和，因

此國內蘭花產銷業者為求持續成長，除需將朝向國際貿易發展外，也應該向海外

投資以及多國籍企業等階段發展，以便永續經營。在蘭花產銷業者朝向海外投資

與多國籍企業經營時，可參考國內其已成功國際化的產業發展模式來進行。以資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 以及（2006 – 2007 年）P.54, Floriculture Crops 2007 
Summary /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Board, April 2008。 

232 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署（The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APHIS）
http://www.aphis.usda.gov/import_export/plants/manuals/ports/downloads/taiwan_phalaenopsis_curre
nt.pdf，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233 沈再木、郭坤峰、黃肇家（2006），美加蝴蝶蘭產銷概況與展望，植物種苗，8 卷 3 期，47-60
頁，2006 年 9 月。 

234 本研究整理，參考資料來源：“2005 Ag-Environmental: Kerry's Bromeliad Nursery”網站連結：
http://www.florida-agriculture.com/videos/scripts/script_agen_kerrys.htm，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6
月 30 日；“Orchids: The New Popular Blossom”, PBS Nightly Business Report, Feb. 14, 2007”網站連
結：http://www.pbs.org/nbr/site/onair/transcripts/070214g/，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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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產業研發國際化為例235，發展初期偏向於在技術進步國家或是母國設立研發中

心，當市場需求日益增加時，開始設立以產品開發與收集市場資為主的研發中心；

隨著競爭激烈化，企業將朝較低成本的生產或是創造具較高價值兩方向發展，跨

國企業開始透過運用當地資源來進行研發與營運。台灣蘭花產銷業者目前在美國

市場的主要競爭利基在於蘭花產業鏈的上游階段（育種與育苗），亦屬於研發階

段的優勢，因此台灣蘭花業者可參酌前述資訊產業研發國際化的發展模式進行企

業的國際化。 

為維持台灣蘭花業者在美國蘭花產業鏈中的利基，建議國內蘭花業者引進以

下機制與模式： 

（一）適地適境發揮育種技術，並透過主張品種權及/或專利權掌握種源 

由今年 3 月所舉辦的 2008 年台灣國際蘭展中一次獲頒 6 個第一級獎（First 

Class Certificate，FCC）（2 株拖鞋蘭、4 株蝴蝶蘭）的紀錄來看，台灣蘭花的育

種技術在美國市場絕對具有競爭潛力。目前國內的育種家經驗豐富，國內的蘭花

種源也多，因此應盡快全面引進資訊系統作科學化紀錄與分析管理，以完成相關

資料庫的建置，讓知識得以累積並易於使用，並持續維持育種競爭優勢。 

另外，目前美國蘭花消費者除了會在室內栽植蘭花外，也可能會將蘭花種植

在花園、庭院等室外空間（惟，目前還是以室內栽植為主），而美國市場所佔的

地理區位廣大，各地氣候不盡相同，因此未來國內蘭花業者若想發展室外栽植的

量產品種，宜考慮針對美國不同地理、氣候環境發展客製化品種。另外，因為空

調系統在美國各地都非常普遍，因此若是以發展室內栽培品種為主則可考慮朝向

全美市場一起切入。 

美國政府目前對植物品種有三種法定保護機制，即實用專利、植物專利以及

植物品種權，形成完備的保護體系。除了前述三種保護機制以外，蘭花業者可自

行以營業秘密型式來保護植物品種。 

在透過主張植物品種權及/或實用（或是植物）專利權掌握育種優勢時，要注

意各種法定權利的適用客體不盡相同：品種權適用於有性繁殖植物品種（但不包

括真菌及細菌）、塊莖類植物與雜交後的第一子代（F1）品種，申請植物品種權

                                                
235 可參考張文森（2007），資訊產業研發國際化趨勢分析，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識服務計畫

(ITIS)智網網站資料：

http://www.itis.org.tw/rptDetailFree.screen?rptidno=7670DA818FBADB494825738600166C8D，最後

瀏覽日期：2008 年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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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能需要寄存236；申請植物專利之植株應於申請前先經無性繁殖獲得性狀完全

相同之個體群，且申請時除須說明申請植株之無性繁殖方法237，並須證明由指定

之繁殖方法所得之植株個體間性狀表現一致；當審查委員認為有必要時，審查委

員可能會要求進行寄存238；實用專利權所保護的客體並不限制在有性或是無性繁

                                                
236 參考美國植物保護法 “§97.6  Application for certificate”規定： 

(1) 申請時一般需要提供至少 2500 顆能發育之該標的植物的種子。（7 U.S.C. 2321 et aeq.） 
(2) 倘若，申請標的是一塊根莖植物，那麼需取得可發育的該植物之組織培養已寄存於美國農

業部所認可的寄存單位之證明。 
(3) 若所欲保護的植物為自交不孕性的雜交物種，那麼需取得母株（父系與母系）之營養繁殖

材料 (vegetative material) 已寄存於美國農業部所認可的寄存單位之證明。 
原文為： 
『The applicant shall submit with the application: 
(1) A declaration that at least 3,000 seeds of the viable basic seed required to reproduce the variety 

will be deposited in a public depository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er and will be maintain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certificate; or 

(2)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 a tuber propagated variety, a declaration that a viable cell culture will 
be deposited in a public depository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er and will be maintain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certificate; or 

(3)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 a hybrid from self-incompatible parents, a declaration that a plot of 
vegetative material for each parent will be established in a public depository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er and will be maintain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certificate.』 

原文連結：
http://ecfr.gpoaccess.gov/cgi/t/text/text-idx?c=ecfr&sid=c3a90af374c2a6e82523a38714f515e1&rgn
=div5&view=text&node=7:3.1.1.3.20&idno=7#7:3.1.1.3.20.0.284.5，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21 日。 

237 無性繁殖方式包括扦插、嫁接、芽接、枝接、壓條、塊根、種球、走莖、單性繁殖及組織培養

等方式。 
238 依據美國專利審查基準（Manual of Patent Examination Procedure，簡稱「MPEP」），“2403.02 

Plant Material”，規定：寄存並不是准予植物專利的必要條件，原文為： 
『Although plant material is includ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definition of biological material for 

purposes of patents for plant inventions under 35 U.S.C. 101, the rules on deposits are not applicable 
to applications filed under the Plant Patent Act ( 35 U.S.C. 161- 164). The Office is of the view that 
a deposit is not required under the present provisions of 35 U.S.C. 162. Thus, a deposit is not 
necessary for the grant of a plant patent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35 U.S.C. 161- 164. As with 
other biological material deposited for purposes of patents for inventions under 35 U.S.C. 101, the 
deposit of plant material together with the written specification must enable those skilled in the art to 
make and use the claimed inven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35 U.S.C. 112.  

As with some types of reproducible biological material, seeds can be reproduced only after a growing 
season which may be relatively long. Although the rules do not specify a specific number of seeds to 
be deposit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se rules, the Office will consider 2500 to be a minimum 
number in the normal case, but will give an applicant the opportunity to provide justification why a 
lesser number would be suit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a particular case.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requires a deposit of 2500 seeds for the grant of a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Certificate 
under the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ct (7 U.S.C. 2321 et seq.). As the reproduction of seeds will 
often take a substantial period of time, the Office will require, at a minimum for the grant of a patent, 
a number of seeds that is likely to satisfy demand for samples once the patent is granted. In one 
instance, the Office accepted a deposit of 600 seeds coupled with an undertaking to deposit 1900 
more seeds with due diligence. The particular situation involved a "seedless" vegetable with very 
few seeds per "fruit;" about two growing seasons were required to provide the additional 1900 
seeds.』 
網站連結：
http://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documents/2400_2403_02.htm#sect2403.02，最後瀏覽
日期：2008 年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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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的植物品種，雖然目前申請實用專利保護的植物品種主要為有性繁殖的植物品

種，但是無性繁殖品種也有獲准的紀錄239，申請實用型專利除需遞交相關書面文

件外，有時亦需依要求進行寄存240。 

另外，植物品種權與專利權的保護客體範圍不全然相同；在主張植物品種權

時會有農民留種自用的例外，而主張專利權時則無農民留種自用的例外，因此就

農民留種與否的角度來看，植物專利與實用專利的排除範圍相對於品種權的排除

範圍為廣。但是如果就實質衍生品種的角度來看，在主張植物品種權時品種權可

擴及實質衍生品種，而主張植物或是實用專利權時並無法擴及實質衍生品種，因

此就實質衍生品種的保護範圍來看，植物專利與實用專利的排除範圍相對於品種

權的排除範圍則較為窄小。 

另外，主張植物品種權時除需經過書面審查外，有時可能也會被要求進行田

間試驗，相對地，在主張植物專利權（或是實用專利權時）的過程多是經書面審

查即可，較為省時241。 

雖然主張植物品種權時的保護範圍可擴及實質衍生品種，但是因為目前國內

蘭花業者為求品質穩定，多已使用組織培養（無性繁殖方法），因此建議未來在

經費允許下，可同時申請植物專利與實用專利，若是經費受限則可以申請植物專

利為優先訴求，但是，要留意植物專利對於以有性繁殖方式（種子繁殖）繁殖受

專利保護植株的行為並不認定為侵權行為242；以及植物專利僅限於保護無性繁殖

植物的限制。 

                                                
239 郭華仁、謝銘洋、黃鈺婷，美國植物專利保護法制及植物品種專利核准案件解析。網站連結：

http://seed.agron.ntu.edu.tw/IPR/Sympo/SymPatKuo.pdf 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21 日。前述學
者指出：同一個紅蟬花 (Mandevilla x amabilis) 品種 “Rita Mariw Green” 有同時獲准實用專利
（第 6300547 號專利）與植物專利（第 PP 11787 號植物專利）的紀錄。 

240 可參考：陳駿季、范美玲（ 2003），美國植物品種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制度，農政與農情
134 期，2003 年 8 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4862&print=1，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21 日； 
Janice A. Kimpel, “Freedom to Oper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Plant Bi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duct of Research”,  Annu. Rev. Phytopathol. 1999. 37:29–51； 
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署（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 ARS）資料，網站連結： 

http://www.ars.usda.gov/sp2UserFiles/Place/12000000/Partnering/patenting.ppt，最後瀏覽日期：
2008 年 7 月 21 日；以及 

前述美國專利審查基準（Manual of Patent Examination Procedure，簡稱「MPEP」），2403.02 Plant 
Material，規定。 

241 當專利審查委員認為有必要時仍可能要求申請人進行田間試驗。 
242 陳駿季、范美玲（ 2003），美國植物品種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制度，農政與農情 134 期，

2003 年 8 月，可參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4862&print=1，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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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為美國專利法的保護與植物品種法的保護可同時並存，因此當所育

出的新品種不論是採用有性繁殖或是無性繁殖時都可符合美國專利法或是植物品

種保護法的相關申請要件時243，育種家可在植物品種權保護、植物專利權保護以

及實用專利權保護中同時主張一種以上的法定保護。 

除了主張法定保護以外，台灣蘭花業者也可進駐美國大學的育成中心與校方

進行產學合作成立新公司或是與當地蘭花業者合作，將台灣的育種技術直接引進

美國，在離市場最近的地方直接進行育種，一來可就近接觸市場，收集市場需求

資訊，二來因為設場在當地，所以將更容易找出適合當地自然環境的花種。 

因為育種的技術性知識（know-how）都是多年經驗的累積，因此在將以及知

識技術引進美國前需先做好準備工作，亦即先在台灣做好相關資料庫的建置（引

進資訊系統作科學化紀錄與分析管理）與保密，在做好準備工作後，再將育種或

育苗技術包裝後整套進行授權（licensing）是技術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或

是透過入股美國公司而以營密業密的方式來引進台灣技術。另外，也應在完成種

源的智財保護工作後（例如完成植物品種權以及專利權的佈局後），再將種源引

進至美國。 

 

（二）植根美國當地，充分發揮育苗優勢 

將台灣的育苗技術直接引進至美國當地（例如進駐美國大學的育成中心與校

方進行產學合作成立新公司或是與當地蘭花業者合作），將台灣的育苗技術直接

引進美國，在離市場最近的地方直接量產，一來可減少運輸成本，二來有機會發

展出出更適合當地自然環境的育苗技術，提升產能與競爭力。 

另外，因為這些育苗的技術性知識（know-how）與前述育種技術相似，都是

多年經驗的累積，因此在將育苗技術引進美國前也需先做好準備工作，亦即先在

台灣做好相關資料庫的建置（引進資訊系統作科學化紀錄與分析管理）與保密，

在做好準備工作後，再將育苗技術包裝後整套進行授權（licensing）是技術移轉

（technology transfer），或是透過入股美國公司而以營密業密的方式來引進台灣

育苗技術直接在美國境內（或是鄰近國家）參與生產。 

 

                                                
243 品種權的申請要件為新穎性、可區別性、一致性、穩定性；專利權的申請要件為新穎性、非顯

而易見性以及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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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用多元化通路，並透過使用標籤與商標來建立消費者對於台灣蘭花的認

知與意識 

經本研究調查發現，美國的蘭花通路有兩大類型：大型產銷業者的主要銷售

對象為大型連鎖店（或量販店），而主要的生產方式是以自動化的機械設備來生

產少種多量的蘭花；小型產銷業者的主要銷售對象則多為小型零售商或是花店；

為了創造利基，目前小型產銷業者是以多種少量的方式營運以與大型產銷業者進

行市場區隔。 

根據荷蘭花卉拍賣業者 Flowerbuyer.com 的調查，目前美國市場已有網路花

卉拍賣市場，且主要的線上花卉拍賣市場參與買家是零售花店或是小型的批發商

244。目前網路拍賣業者主要的配銷方是有三類：a. 直接到府服務“door to door”（透

過 FedEx International Priority Cut Flower premium express 來運輸）；b. 機場到機

場 “airport to airport”，透過位在邁阿密的運籌站來執行轉運；以及 c. 買家自取 

“buyer collection”，同樣也是透過位在邁阿密的運籌站來領取。 

另外，經 Flowerbuyer.com 統計發現買家普遍偏好直接到府服務（“door to 

door”）；另外還發現當提供保證次日送到府上的保證性運輸服務時，買家會多會

以運送時間長短來決定選擇哪一種運輸型式而不是以運輸費用來決定運輸方式。 

除了荷蘭業者外，北美地區最大、歷史最悠久的拍賣組織 United Flower 

Growers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目前也已在美國境內進行花卉拍賣。 

鑑於美國花卉市場通路目前不論是平價花種或是高價花種都已有成熟的通

路，在尚未創造出新的通路以前，高單價的台灣蘭種可透過拍賣市場機制由消費

者來決定價格；平價蘭種則可嘗試在距離市場近的地方直接量產（例如直接在美

國或墨西哥量產），或是透過整合後集中向大型量販店推銷，以便與嘗試拉近與

終端消費者間的距離。未來國內蘭花產銷業者可考慮利用美國既存的公開花卉拍

賣機制來銷售台灣蘭花，其銷售路徑如圖 28 所示；在透過利用公開花卉拍賣機制

時，台灣蘭花業者將可大幅拉近與終端消費者間的距離，創造出更多種可能與商

機。 

 

 

 
                                                
24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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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花生產業者B

 

圖 28 應用公開拍賣機制銷售蘭花示意圖 

 

另外，在進行台灣蘭花行銷時可透過提供標籤或是說明書或是直接張貼海報

的方式來教育如何栽植或是介紹蘭種，並在容器上加註商標，以利逐步建立美國

蘭花消費者對於台灣蘭花的認知與意識。 

 

台灣蘭花在美國蘭花產業鏈的利基主要是在上游的育種與育苗技術，未來應

善用法定保護機制（例如商標法、專利法、植物品種保護法、營業秘密法等等）、

引進專業團隊（協助行銷、授權或是技術移轉）以及當地的資源（例如育成中心、

既有通路、學校資源、當地蘭花業者），讓台灣蘭花在美國深根、成長與茁壯。

另外，除了繼續掌握上游的育種與育苗優勢外，台灣蘭花業者也可以徐小波先生245

                                                
245 徐小波先生為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兼任教授，也為本論文口試委員，徐小波先生在口試中

提出「台灣蘭花園」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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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來的『台灣蘭花園』的概念將台灣的蘭花盆花、切花透過整體設計，以一

個整體性的『台灣蘭花園』為單位進行參展或是行銷，進而創造出整體性的台灣

蘭花印象與價值。 

 

第四節 台灣蘭花在美國市場的市場區隔利基分析 
 

美國市場所佔區域範圍廣大，且各地自然條件、人口組成與生活格調各不相

同，因此切入美國蘭花市場前，宜先決定目標市場為何，爾後再擬定進入策略，

以取得市場區隔的利基。 

 

壹、 地理位置 

由美國蘭花的批發市場資料中可知美國蘭花市場可簡單區分為三類，一類是

平價市場，主要分佈在西部246與南部247各州；一類為較高單價市場，主要分佈在

東北部各州248；另一類則是介於其中的中價位市場，主要是中西部各州249。 

台灣的栽培技術仍有領先，善用這些育苗的技術性知識（know-how）250，台

灣蘭花在美國平價蘭花市場中仍有利基可尋。台灣平價蘭種未來可以美國西部與

南部各州為主要進入市場；惟，需特別留意的是這些區域的蘭花市場成熟度已高，

加上當地大型產銷業者多，因此進入這些市場前勢必需要進行整合以與其競爭，

另外也要確定輸美蘭花的素質整齊且品質優良，始有機會一搏。 

台灣蘭花中的高單價蘭種則可以美國東北部各州為主要切入市場，透過包裝

進行意象傳遞，逐步建立台灣蘭花的時尚風或是收藏風或是生活格調風，進以切

入高單價市場。在營造新風潮時，可考慮在介質與花器進行創新；例如引進透明

的花器搭配彩色介質，或是進行跨業整合，讓花器與室內設計格調一致，成為室

內設計時的必備裝飾品，形成新的需求。 

                                                
246 『西部』所包含的州別：Arizona、California、Colorado、Hawaii、New Mexico、Oregon、Utah、

Washington。 
247 『南部』所包含的州別：Alabama、Arkansas、Florida、Georgia、Kentucky、Louisiana、Maryland、

Mississippi、North Carolina、Oklahoma、South Carolina、Tennessee、Texas、Virginia。 
248 『東北部』所包含的州別：Connecticut、Massachusetts、New Jersey、New York、Pennsylvania。 
249 『中西部』所包含的州別：Illinois、Indiana、Iowa、Kansas、Michigan、Minnesota、Missouri、

Ohio、Wisconsin。 
250 沈再木、郭坤峰、黃肇家（2006），美加蝴蝶蘭產銷概況與展望，植物種苗，8 卷 3 期，47-60
頁，2006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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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蘭花種類選擇   

一、蘭花盆花 

鑑於 CITES 中關於人工繁殖的雜交蕙蘭（Cymbidium）、石斛蘭（Dendrobium）

（血色石斛蘭（Dendrobium cruentum）除外）、蝴蝶蘭（Phalaenopsis）以及萬代

蘭（Vanda）的蘭花有相同的標準251；加上不同地區的花卉市場對於石斛蘭盆花與

文心蘭盆花的需求未必會少於蝴蝶蘭市場（以夏威夷州為例252）；加上台灣過去

在蕙蘭、文心蘭以及石斛蘭上都有豐富的外銷經驗，因此，未來除了以蝴蝶蘭盆

花外，亦應考量以文心蘭盆花、石斛蘭盆花為未來發展種類，並引進過去輸日與

輸韓的經驗來開拓蕙蘭盆花外銷美國的市場。 

 

二、蘭花切花 

根據美國農業局規定253，因為絕大部分的貿易用蘭花都是來自於人工繁殖的

植株，因此不屬於 CITES 的限制範圍。除非有具說服力的證據指出這些蘭花是自

                                                
251 資料來源：CITES 網站：http://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a 對於附錄 I 的開花蘭種而言，若是取自於試管內而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並以無菌
容器運輸的組織培養物或籽苗將不在 CITES 限制範圍內。 

b 人工繁殖的雜交蕙蘭（Cymbidium）、石斛蘭（Dendrobium）、蝴蝶蘭（Phalaenopsis）
以及萬代蘭（Vanda）的蘭花若是符合下列狀況，將不屬於 CITES 限制範圍： 
1. 樣品很容易可辨識為是人工繁殖產生，而且沒有顯示因自野外採集所導致的各種徵
兆，例如：機械性傷害、因採集而產生的嚴重脫水現象、在同類以及同批樣品中有不
尋常的生長樣態以及不均勻的大小與形狀的現象，有藻類或是附生植物附著在葉子
上，或是有因昆蟲或其他害蟲所導致的傷害；以及 

2.1 在非開花狀態下進行運輸時，樣品必需是以獨立的容器（例如紙盒、紙箱、條板箱
或是用獨立的格板）進行交易，同類樣品在同一容器內的數量至少要有少 20 個，同
容器內的同類樣品必需有高度一致性並且健康；另外，運輸時必需附有清楚說明每個
雜交種數量的文件，例如收據；或是 

2.2 在開花狀態下進行運輸時，每個樣品至少要有一個全開的花朵，每次運輸沒有最少
樣品數量限制，但是樣品都必需經過專業加工以便進行商業性零售銷售，例如；附有
說明該雜交種名稱以及最後處理國家的印刷性的標籤，或是直接以具有說明該雜交種
名稱以及最後處理國家的包裝材料來包裝；以上處理都應該顯而易見而利於辨識。 

凡是無法清楚判定是否屬於豁免的植株都必需附有適當的 CITES 文件； 
c 所有部位以及衍生物都包含在內，除了： 

1. 種子、孢子以及花粉（包含花藥）； 
2. 取自於試管內而置於固體或液體培養基中、並以無菌容器運輸的組織培養物或籽苗 
3. 人工繁殖植株的切花；以及 
4. 萬代屬中的人工繁殖植株的果實與部位及其衍生物。 

252 本研究整理，參考資料：(1999 – 2005 年) 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 D-9,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以及（2006 – 2007 年）P.54, Floriculture Crops 2007 
Summary /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Board, April 2008。 

253 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署（The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APHIS）官方資料：
P. 3-48 of Cut Flowers and Greenery Import Manual，05/2005-01，網站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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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採集，否則，在檢查後，蘭花切花的商業性運輸是會被海關放行。另外，來

自於人工繁殖的蘭花花朵運輸並不需要許可證（permit）也不需要證明書

（certificate）254。 

另外，蘭花也不屬於美國聯邦行政法規彙編 7CFR Sec. 319.37 中的薔薇科木

瓜屬（Chaenomeles）、薔薇科榲桲屬（Cydonia）、尤加利（Eucalyptus）、薔薇

科蘋果屬（Malus）、黍草科（Poaceae）、薔薇科櫻屬（Prunus）、梨屬（Pyrus）、

柳屬（Salix）以及葡萄屬（Vitis）等植物255，加上美國市場對於較高單價的蘭花

切花需求逐漸提高256，且過去不管是文心蘭切花、蕙蘭切花、嘉德利亞蘭切花以

及蝴蝶蘭切花都在美國市場有銷售紀錄257，以及台灣蘭花外銷切花品種（主要為

文心蘭切花與蝴蝶蘭切花）後，台灣蘭花切花應可掌握美國市場對高單價蘭花切

花需求高的此刻引過去輸日與屬美的經驗來切入美國市場，且切入時宜以文心蘭

切花、蝴蝶蘭切花為主要種類，並嘗試開啟蕙蘭以及嘉德利亞蘭外銷美國的機會。 

另外，因為過去蘭花對於美國消費者的主要價值在於她的外觀形象，而非食

用或是藥用，因此，依據馬斯洛先生的理論，蘭花對於美國消費者而言是屬於較

高層級的需要（自尊需求或是自我實現需求），是屬於生理、安全以及社會需求

都獲得滿足後才會開始產生的需求。 

由於美國各地自然條件、人口組成、人文風情與生活格調各不相同，因此切

入美國蘭花市場時，應依目標市場不同採用不同行銷方式；針對於平價蘭花市場，

未來在行銷時應選定特殊品種後朝向較低層級的形象去努力，讓平價蘭花市場的

消費者對於蘭花的需求定位由較高層級的自我實現需求逐步往自尊需求甚至社會

                                                                                                                                         
http://www.aphis.usda.gov/import_export/plants/manuals/ports/downloads/cut_flower_imports.pdf，最
後瀏覽日期：2008 年 7 月 15 日。 

254 美國農業部認為人工繁殖的蘭花非常乾淨且品質穩定，並且有專業的包裝，通常在花的切端會
有小水瓶以保持花朵新鮮，很少會有蟲害或是需要檢疫的問題。採自野生的蘭花通常會有以下
現象：凋萎、枯黃或是變色、蟲害或是其他傷害，並且不會有小水瓶，可能不會整齊地包裝，
而且通常是呈現體弱不良的狀態。可參考：P. 3-48 of Cut Flowers and Greenery Import Manual，
05/2005-01，網站連結：
http://www.aphis.usda.gov/import_export/plants/manuals/ports/downloads/cut_flower_imports.pdf，最
後瀏覽日期：2008年7月15日。 

255 可參考P. 1-7 of Cut Flowers and Greenery Import Manual，05/2005-01，網站連結：
http://www.aphis.usda.gov/import_export/plants/manuals/ports/downloads/cut_flower_imports.pdf，最
後瀏覽日期：2008年7月15日。 

256 本研究整理，參考：Alberto Jerardo, Floriculture and Nursery Crops Yearbook, Tables C-12, C-13, 
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Division,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ptember 2007, FLO-2007。 

257 美國農業部網站：http://www.nass.usda.gov/census/census97/horticulture/horticulture.htm，最後瀏
覽日期：2008 年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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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層級移動，創造更大的價值。針對於高單價蘭花市場，未來在行銷時可在

選定特殊品種後朝向較高層級的形象去努力，讓高單價蘭花市場的消費者對於蘭

花的需求定位由自尊需求逐步往自我實現需求甚至最高需求（超越性靈性需求）

的層級移動，創造更高的價值。惟需特別注意的是在針對不同市場進行蘭花的重

新定位的時，需特別注意市場的區隔與佈局，否則可能讓蘭花的市場定位發生混

淆，淪為一般性消耗品，喪失創造更高價值的機會。 

 

維持市場區隔利基的作法與維持產業鏈利基的建議作法有部分相同，可包

含： 

1. 依據不同地理區位市場的氣候環境與人口組成，透過產學合作或是與當地

業者合作的方式來引進育種技術發展適地適境的蘭種，並透過主張品種權及/或專

利權掌握育種優勢； 

2. 以合作替代對立，形成聯盟，讓資源整合串連，形成規模體，一起發展，

一起創造商機； 

3. 將育苗優勢引進美國當地，例如進駐育成中心或進行產學合作或與當地業

者合作，充分發揮育苗技術，以生產出得與美國大型產銷業者相抗衡平價蘭種； 

4. 掌握國際與美國國內法規變化、定期調查市場需求變動狀況，及時調整策

略，並善用美國多元化通路，不疏漏蘭花切花市場利基，也不輕忽蝴蝶蘭以外的

蘭花市場；以及 

5. 直接在美國舉辦或是爭取協辦國際博覽會或是蘭展，以提升台灣蘭花在美

國市場的曝光度。 

 

總體而言，不論是台灣蘭花或是台灣切花在美國市場都是具有一定的商業機

會，為了維持競爭優勢，總體建議採用的作法可包含：透過主張品種權及/或專利

權及/或營業秘密來掌握優勢；透過產學合作、進駐育成中心或與當地業者合作來

引入台灣的技術；掌握國際與美國國內法規變化；定期調查市場需求變動狀況；

直接在美國舉辦或是爭取協辦國際博覽會或是蘭展；以及善用多元化通路，建立

消費者對台灣蘭花的認知與意識，茲將總體建議作法整理如圖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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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花

盆花

♦善用美國政府對於蘭花切花進口的開放態度：

◊ 引日本花道文化進美國

◊ 善用過去切花輸日與輸韓經驗經營美國蘭花切花市場

♦善用美國市場對於高單價蘭花切花度高的機會：

◊ 開展文心蘭、蝴蝶蘭、蕙蘭以及嘉德利亞蘭切花輸美機制

♦善用CITES對人工繁殖的雜交蕙蘭、石斛蘭（血色石斛蘭除
外)、蝴蝶蘭以及萬代蘭的相同標準：

◊開展蕙蘭、石斛蘭與文心蘭盆花輸美機制

♦善用美國市場對於蘭花盆花接受度較高的趨勢：

◊ 善用過去輸日與輸韓的經驗來開拓美國蕙蘭盆花市場

1.1. 透過主張品種權及透過主張品種權及//或專利權及或專利權及//或營業秘密來掌握優勢或營業秘密來掌握優勢

2.2. 透過產學合作、進駐育成中心或與當地業者合作來引入台灣的技術透過產學合作、進駐育成中心或與當地業者合作來引入台灣的技術

3.3. 掌握國際與美國國內法規變化掌握國際與美國國內法規變化

4.4. 定期調查市場需求變動狀況定期調查市場需求變動狀況

5.5. 直接在美國舉辦或是爭取協辦國際博覽會或是蘭展直接在美國舉辦或是爭取協辦國際博覽會或是蘭展

6.6. 善用多元化通路，建立消費者對台灣蘭花的認知與意識善用多元化通路，建立消費者對台灣蘭花的認知與意識

建
議
機
制

 

圖 29 台灣蘭花在美國市場的商業機會與發展建議機制示意圖 
 

第五節 小結 
 

目前國內的蘭花產銷業者多屬於從事國際貿易的企業，只有少數蘭花產銷業

者屬於國際企業。鑑於國內市場會隨著發展時間而逐漸趨於飽和，因此國內蘭花

業者為求持續成長，除需將朝向國際貿易發展外，也應該向海外投資以及多國籍

企業等階段發展，以便永續經營。未來國內蘭花業者在針對美國蘭花市場進行國

際貿易、海外投資或是多國籍企業發展時，可多利用美國當地的人力資源或是政

府與教育單位的補助計畫，以讓台灣蘭花產業直接生根美國。 

以美國市場每年進口的蘭花重量來看，台灣蘭花輸美量佔美國蘭花盆花總進

口量的 30%以上，其次為泰國；若是以每年的蘭花盆花進口總值來看，台灣蘭花

盆花輸美值佔美國蘭花總進口值的 40%以上，其次為泰國與荷蘭；換言之，不論

是進口量或是進口值，台灣都是美國蘭花盆花最大的輸入源；未來應發揮領導市

場的作用而不是停留在跟隨者的角色。另外，除了市場佔有率的優勢以外，台灣

蘭花也具有高單價的發展實力，以今年 3 月所舉辦的 2008 年台灣國際蘭展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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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年蘭展中，美國蘭藝協會（American Orchid Society, AOS）經評審後，共頒發

第一級獎給 6 株競賽花（2 株拖鞋蘭、4 株蝴蝶蘭），打破該蘭藝協會的紀錄；由

本次蘭展中打破多項美國蘭藝協會記錄的事實來看，台灣蘭花在美國市場絕對具

有朝向高單價發展的技術實潛力；除了平價市場以外，國內蘭花業者未來亦應朝

向高價的美國蘭花市場發展。 

就美國國內交易市場現況來看，美國蘭花市場目前的交易方式主要仍是處在

批發、零售業者自行向生產業者訂購蘭花，然後再自行對終端消費者進行銷售的

階段，還未全面透過公開拍賣市場機制進行交易，但是隨著荷蘭業者以及加拿大

業者將花卉拍賣市場機制逐漸引進美國後，花卉公開拍賣市場機制已在美國逐漸

普及；台灣蘭花業者可透過目前既存的多元化通路（包含公開拍賣機制、網路、

電視購物等等方式）行銷台灣蘭花，以拉近與終端消費者間的距離。 

就生產面相來看，以國內目前的蝴蝶蘭生產為例，至 2008 年 6 月底止，符

合輸美溫室規定的溫室合計栽植面積約為 30.5 萬平方公尺，僅約為單一美國大型

蘭花業者（例如：Matsui Nursery, Inc.或 Kerry’s Bromeliad Nursery, Inc.）的生產面

積，因此未來若是無法有效整合所有國內蘭花業者並朝向利基市場發展（例如：

平價蘭種可引進育苗技術至美國當地直接量產，而高單價蘭種可藉育種技術以及

主張法定保護權益來維持優勢），單純地依靠規模量產將難以與美國國內蘭花業

者競爭。 

總體而言，台灣蘭花盆花以及蘭花切花在美國市場都仍有發展機會，只是未

來宜多方考量後決定發展策略，例如：可依據不同地理區位市場的氣候環境與人

口組成，透過育種技術來提供適地適境的蘭種，並透過主張品種權及/或專利權掌

握育種優勢；可開始直接在美國境內（或是鄰近國家）進行平價蘭花的生產，以

與美國大型產銷業者相抗衡；另外，未來也應該定期調查美國市場需求變動狀況，

適時調整策略，並善用美國多元化通路與研究資源，不疏漏蘭花切花市場利基，

也不輕忽蝴蝶蘭以外的蘭花盆花市場。另外，未來也可直接在美國舉辦或是爭取

協辦國際博覽會或是蘭展，以提升台灣蘭花在美國市場的曝光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