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蘭花產業業者智慧財產權之管理與應用 

蘭花產業中可能的智慧財產組合，主要包括專利、品種權、商標、know-how、

營業秘密1，而能從一般資訊瞭解產業的智慧財產組合，可能主要顯示在專利、

品種權和商標。在第三章中，已經探討在台灣以及外國蘭花業者，在不同區域中

專利以及品種權申請狀態的差異，本章節則將藉由訪談結果，以及其他資訊，來

瞭解台灣業者在植物品種保護上的概念，以及其他國外蘭花業者在智慧財產應用

上的作法。 

第一節、 國內外蘭花業者之品種權申請概況 

壹、 台灣蘭花業者國內品種權申請概況 

台灣目前只有開放品種權來保護植物新品種，目前公告項目達 104 種，其中

花卉類共有 30 種，而可以申請蘭花品種權的種類又包括文心蘭、蝴蝶蘭、朵麗

蝶蘭和嘉德麗亞蘭。目前以蝴蝶蘭和朵麗蝶蘭的申請案件最多，共有 53 件，文

心蘭的申請案件最少，只有 8 件，而嘉德麗亞蘭由於近日才公告開放可以申請品

種權，所以目前為止尚未有申請案（請見附錄）。 

本研究將目前有申請蘭花品種的公司及蘭園進行統計，下表則為主要蘭花品

種的申請人。其中以世芥蘭園申請的數量最多，主要分佈為蝴蝶蘭和朵麗蝶蘭，

共計 25 件。其次是台霖生物科技，主要也是以蝴蝶蘭和朵麗蝶蘭為主，共有 15

件。而台糖是台灣在蘭花產業上，不論是產值以及生產量皆有一定規模的公司，

但是在整體品種權申請的數目上則較少。相同而言，根據產業鏈的調查可發現，

                                                 
1 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美國有幾家傳統產業的公司在智慧財產的組合上做得很成功，如

麥當勞、3M、P&G、Johnson & Johnson等，可口可樂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該公司將他的飲料配

方以營業秘密保護，部分設備則申請專利，同時申請保護其商標。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2006 年 3 月，頁 107。 



仍有許多在蘭花產業鏈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並未申請品種權，例如一心生物

科技等。而文心蘭則是以千姿蘭園申請案最多，尤其該公司葉世賢先生更是以擅

長培育迷你蘭，而廣受歐洲和日本的喜好2。此外，經由統計可發現目前尚未有

外國公司進行申請，此主要受限於種苗法第十一條的規定3。 

表  4-1、台灣蘭花業者品種權案件統計分析 
  蝴蝶蘭 朵麗蝶蘭 文心蘭 
賴本智（台大蘭園） 2 5 0 
福爾摩莎園藝 7 0 0 
張能倚（育品生物科技） 6 2 0 
金車生物科技 1 2 0 
台灣糖業 4 1 0 
台霖生物科技 9 6 0 
世芥蘭業 13 12 0 
葉世賢(千姿蘭園） 0 0 4 
吳祚雄 1 4 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 台灣蘭花業者國外品種權申請概況 

台灣蘭花大部分主要外銷日本、歐洲和美國，尤其美國市場廣大，並且具成

長潛力，因此本研究亦檢索美國專利局的植物專利4部分，和PVPO的資料庫，以

瞭解是否台灣蘭花業者已在美國申請相關專利或是品種權。在美國專利分類系

統，蘭花屬於植物專利部分的次分類項5，而檢索以審核通過的蘭花植物專利共

計有 56 篇，大部分的蘭花植物專利在 2000 年之後有申請量增多的趨勢，但只有

一篇屬於台灣業者所申請，該公司為永豐餘造紙公司在 2006 年申請一篇石斛蘭

植物專利(PP16746)，而主要的原因在於永豐餘造紙投資生物科技產業，並證明

                                                 
2 資料來源：http://www.epochtimes.com/b5/7/1/4/n1579146.htm 檢索日期：2007/6/23 
3 種苗法第十一條規定：外國人所屬之國家與中華民國未共同參加品種權保護之國際條約、組

織，或無相互品種權保護之條約、協定，或無由團體、機構互訂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品種權保護

之協議，或對中華民國國民申請品種權保護不予受理者，其品種權之申請，得不予受理。 
4 資料來源：http://www.uspto.gov/patft/index.html 。檢索日期：2007/6/27 
5 植物專利在美國專利分類中，分類號為PLT，而蘭花屬於PLT中的次分類號 263（草花觀賞植物）

中的次分類號Orchid。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4/n1579146.htm
http://www.uspto.gov/patft/index.html


石斛蘭是具有療效的中草藥，但由於石斛蘭屬於保育類植物，目前已經禁止開

採，所以永豐餘造紙改利用組培苗進行繁殖6。而在PVPO的資料庫中卻未能查詢

到屬於蘭花的分類，主要可能原因在於美國植物品種權主要保護的為使用有性繁

殖的植物，而目前蘭花大多使用分生苗，也就是無性繁殖的組織培養方式生產，

因此並無查詢到相關品種權。 

以上檢索結果顯示，美國市場廣大，台灣蘭花業者則是在近年才開始有植物

品種保護的概念，因此根據訪談結果瞭解許多申請案尚在審核階段。台灣唯獨進

行申請植物專利的永豐餘造紙公司亦不是主力生產蘭花花卉產業的公司，而主要

鎖定在藥品開發。而由統計資料顯示，近幾年才加入蘭花生產的歐洲公司，則在

蘭花植物專利已經開始申請，如Microflor和Anthura。而美國蘭花組培業者Twyford

也在蘭花植物專利有多篇專利7。而蘭花市場除了美國以外，尚有歐洲及日本，

唯獨語言因素及歐洲為新興市場，品種權上在申請過程因此尚未公開，不過根據

業者訪談結果可得知，皆積極的在針對歐洲及日本國家進行品種權申請。 

第二節、 國內外花卉業者於智慧財產的應用 

壹、 花卉品牌的建立 

歐洲在花卉產業上，除了栽種經驗豐富以外，在花卉行銷販賣上，亦搭配

品牌（brand）的建立來吸引消費者或是貿易商購買，而品牌的基礎即是商標

（trademark）8。而歐洲在花卉上則成立Decorum Plants組織9，該組織的商標為

「The brand of excellence in indoor plants!™」。此商標主要標榜一高品質的室內觀

                                                 
6 資料來源：http://www.ettoday.com/2003/10/09/975-1525794.htm 檢索日期：2007/6/27。 
7 詳見附錄二。 
8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品牌（brand）的基礎即是商標（trademark），而商標的價值是由

品牌要素構成。嚴格來說，商標本身沒有什麼價值，也不會自己產生價值。也就是說，商標的價

值依附在品牌上。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年 3 月，頁 181。 
9 資料來源：http://62.45.115.167/index.jsp 。檢索日期：2007/6/27。 

http://www.ettoday.com/2003/10/09/975-1525794.htm
http://62.45.115.167/index.jsp


賞植物標示，主要由 40 個在荷蘭生產高品質室內觀賞植物的生產者所組成，自

1999 年起，此高品質標示的象徵已經成功的行銷於整個歐洲市場。因此Decorum 

Plants旗下所供應的花卉，皆能符合高品質及穩定的象徵。而目前加入該組織的

歐洲蘭花業者包括Sion和Ter Laaks Orchids BV都是Decorum Plants的一員。 

一、 Decorum Plants 之策略 

1. 一種集中市場的策略：每一個市場都有不同的營銷組合（marketing mix）10。 

2. 經由選擇性的銷售來控制整體市場銷售。 

3. 供應鏈中的生產者之間有良好的溝通。 

4. 提供公開的照片關於銷售產品、運送過程和提供大量穩定性的產品照片等。 

5. 持續尋找可能更新的銷售主題。 

二、 Decorum Plants 之目標 

Decorum Plant 希望能夠在生產者、貿易商、批發商和零售商之間取得良好

的溝通管道。並且建立消費者與與零售商之優先選擇購買具有 Decorum Plant 標

示的室內觀賞植物。 

第三節、 個案研究-台灣蘭花業者之智慧財產管理 

本次論文主要探討蘭花產業的智慧資源規劃，然而根據產業鏈所提供的資訊

可瞭解台灣業者大部分領域著重在上中游部分，為使本次論文能夠與台灣蘭花產

業更貼切，並進一步瞭解實際蘭園運作情況及智慧財產管理方式，因此選定兩家

業者進行訪談，其中包括一家貿易商及一家上中游業者，藉由位在產業鏈上不同

                                                 
10 營銷組合（Marketing mix），是市場營銷的基礎概念或模型，指一系列營銷工作者所能影響和

操作的市場營銷變數和就此所擬就和實施的營銷戰略。此模型強調以各種不同因素的「組合」為

途徑來實現公司和消費者的目標。該模型由內爾·波登（Neil Borden）於 1964 年提出，1949 年他

第一次使用了「營銷組合」這個辭彙。資料來源：wikipedia。日期：2007/6/27 



的區域，以及商業模式的不同，在智慧財產管理方式及態度，和蘭花產業的經營

模式皆有其獨特性，因此更能提供本論文更貼近產業的建議與規劃。訪談結果由

於牽涉公司營業秘密，因此訪談結果（見附錄三）將以匿名的方式呈現。 

壹、 公司基本介紹 

一、 F 公司 

F 公司在花卉產業的經營已有 17 年歷史，近 5 年才開始切入蘭花產業。總

公司位在台灣，蘭花主要產品為蝴蝶蘭瓶苗，但是本身並不生產，主要委託幾家

優良的瓶苗廠商進行生產，因此主要扮演著貿易商角色，而目前大部分銷售的瓶

苗品種來源，主要是由外界購買而來。外銷國家包括荷蘭和韓國，主要市場仍是

歐盟，因此為荷蘭公司的瓶苗供應商，主要商業模式為替荷蘭客戶挑選優良的代

工廠商及符合市場需求之品種，並且進行長期合作。公司使用智慧財產權態樣包

括品種權、商標、營業秘密，申請國家為歐盟和台灣，而決定是否申請或是放棄

品種權的審核機制，主要皆是交由市場及客戶端來決定，藉由評估市場需求或是

客戶大量採購時，則會決定申請。公司目前並無特定的智慧財產負責人員，但是

皆有持續加強智慧財產的教育訓練。 

二、 T 公司 

T 公司在蘭花產業已經經營 25 年歷史，總公司位在台灣以外，另外在美國

聖地牙哥及紐澤西街設有催花場，台灣為主要的瓶苗及半成品苗的生產地，在產

業鏈上屬於上中游之代工廠商，而目前大部分銷售產品的品種來源，主要為自行

育種及向外採買各佔一半。目前主要的外銷國家為日本及美國，在日本的商業模

式則為藉由貿易商或者是日本大型蘭園直接下單購買半成品苗，由日本蘭園接力

生產催花，而美國的商業模式則為將半成品苗送至美國之後再進行催花販賣，此

外總公司亦與其他國內蘭園合作接力生產。根據業者透露，該公司主要的特色在

於與其他蘭園合作生產時，皆簽署契約以維護雙方權益。公司在智慧財產權態樣



包括品種權、商標、營業秘密，申請國家為日本、美國和台灣，而決定是否申請

或是放棄品種權的審核機制，主要皆是交由市場及客戶端來決定。公司目前並無

特定的智慧財產負責人員，但是皆有持續加強智慧財產的教育訓練。 

表  4-2、公司基本資料介紹 
 F 公司 T 公司 
產業鏈位置 貿易商 上中游代工廠 
蘭花產業經營時間 花卉產業 17 年，蘭花產

業 5 年 
蘭花產業 25 年 

組織概況 總公司(台灣) 總公司(台灣)，聖地牙哥

及紐澤西催花場 
人員組成比例 博士 - 位，碩士 3 位，

大學 - 位，高中/專科 -
位 

博士 0 位，碩士 2 位，大

學十幾位，高中 / 專科

30-40 位 ， 國 內 外 共

130-140 人 
主要產品 蝴蝶蘭瓶苗、火鶴花與

文心蘭切花和百合種球

進口 
 

蝴蝶蘭(90%)，包括瓶苗、

小苗、中苗、大苗、催花

苗株和開花植株。其他包

括嘉德麗亞蘭、文心蘭和

虎頭蘭等。 
產品來源 委外生產 自行生產 
品種來源 自行育種、委外育種、

購買品種（主要） 
自行育種（一半）、委外育

種、購買品種（一半） 
出口國家 荷蘭（主要）、韓國 日本、美國（各佔一半）

出口產品 蝴蝶蘭瓶苗 蝴蝶蘭瓶苗、小苗、中苗、

大苗、催花苗株 
外銷市場經營模式 荷蘭公司之供應商 日本-由貿易商或日本大

型蘭園直接下單 
美國-配合美國催花場做

接力生產 
營收(台幣) 6000 萬 國內外共計 2 億-蝴蝶蘭

90%，其他 10% 
智慧財產權態樣 品種權、商標、營業秘

密 
品種權、商標、營業秘密

品種權申請國 歐盟（申請中）、台灣 美國（申請中）、日本（申

請中）、歐盟、台灣 
品種權申請及放棄審核 客戶、市場機制 客戶、市場機制 



機制 
智慧財產負責人員 無特定人員 無特定人員 
智慧財產教育訓練 有 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 公司智慧財產之管理及應用比較分析 

一、 公司結構與商業模式之差異 

本次選擇之蘭花業者在經營模式上，佔據產業鏈不同位置，同時在商業模式

上也有很大的不同。F 公司的總公司與生產研發都位在台灣，但是卻分隔於不同

地區，總公司主要負責整體規劃，負責與客戶接洽，研發生產則設立在南投與台

南，總公司則設立在台中市中心附近，環境整潔素有專業特性，員工背景廣闊，

外語能力強。T 公司則是生產及總公司皆位於相同地點，辦公室旁即為生產工

廠，並設有觀光園區提供一般消費者購買蘭花，整體而言類似於一般傳統產業公

司之型態，公司結構傾向於家族企業，在台灣蘭花產業具有長久優良的名譽。 

兩家公司由於經營模式不同，所以商業模式也有所不同。由於 F 公司屬於貿

易商，因此經常接觸歐洲公司，因此人員除了在外語能力上有一定水準外，主管

還需多年處理國際事務經驗，而技術部分則由業界篩選具有多年經驗的人員。根

據訪談結果，F 公司並不介入生產，但是卻與荷蘭廠商密切合作，每批出貨都做

品質管制，並長期與客戶合作品種商品化，因此對於荷蘭公司而言具有不可替代

性，如此之商業模式可以減少生產成本，但卻能有效掌握通路。T 公司為傳統典

型從小型蘭園一路發展至中大型蘭園，藉由長期在業界的優良名聲及品質控管，

因此許多蘭園及貿易商皆與 T 公司合作生產，但在整體公司人員部分仍屬於家

族企業佔多數，主管多由從技術人員出身，產品較 F 公司多樣，但相對營業成本

也提升，而由於蘭花生產期長，因此公司另設有合作契約，以保障公司權益。與

日本及美國的蘭園長期合作，加上優良的品質管控，客戶能夠穩定取得品質優良

的苗株。 



二、 公司育種技術及產品 

T 公司由於是從小型蘭園一路成長上來，因此在新品種育種能力強，每年皆

能固定育種出十幾種品種，並篩選具有市場潛力的品種進行商品化，剩餘品種則

賣出，因此握有蘭花瓶苗生產至開花的相關技術，而公司產品主要以蝴蝶蘭為

主，但是對於其他品種的蘭花也投入育種研發及少量生產，因此產品具有多樣

性，可提供客戶較多選擇。而 F 公司雖設有育種人員，但是整體經驗及規模較難

與 T 公司相比，因此大部分產品仍為向外購買而來，產品商品化過程則直接將

產品送至荷蘭試驗栽種，以篩選適合歐洲的品種，相關生產技術操控在荷蘭公司。 

三、 公司智慧財產管理及應用 

根據本次訪談結果顯示，T 與 F 公司在智慧財產管理及應用仍處於基礎階

段，但是在整體蘭花業者而言已較具有概念及想法，兩者公司基本皆以品種權、

商標和營業秘密來保護公司智慧財產權。兩者公司在品種權部分皆積極針對主要

市場進行申請。由於蘭花產業品種盜取情形嚴重，F 公司為保護品種避免外流，

因此特別強調長期合作廠商的重要性，而品種權申請權仍自行擁有。而 T 公司

在品種權的應用上則希望未來能透過非專屬授權的方式來擴大產品的販賣，由 T

公司的經驗得知，由於蘭花生產時程長且繁瑣，而在公司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藉

由非專屬授權的模式來增加產品的銷售，並獲取權利金收益，如此能夠使品種權

有效使用。 

在品牌11部分，由於F公司屬於貿易商並申請商標，因此商標對於末端消費

者而言較不具影響力，但是藉由F公司在品質管理上及長期與荷蘭公司建立合作

關係的模式上，使得F公司變成在荷蘭公司與台灣代工廠之間極為重要的角色，

雖在蘭花產業經營只有五年時間，但是卻能慢慢建立起在供應關係上的品牌。T

公司由於蘭花直接販售於市面上，因此在販賣的蘭花產品上，皆會掛有T公司商

                                                 
11參周延鵬著，虎與狐的智慧力。品牌（brand）的基礎即是商標（trademark），而商標的價值是

由品牌要素構成。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6 年 3 月，頁 181。 



標的標示，並於標示牌上註明栽培方式，優質的栽培技術以及品質管理，使的T

公司在蘭花產業上擁有優良的名譽。而在公司營業秘密保護方面，F公司員工皆

有簽訂保密協定，而T公司在這部分仍在研擬相關契約，而由於T公司有介入整

體蘭花生產，因此為保護公司品種外流，皆有設定不同的保護方式來避免員工非

法外流品種。 

參、 蘭花業者面臨之問題與建議 

一、 業者品種權概念意識薄弱，品種外流嚴重 

根據上述兩家業者訪談結果，在品種權的申請上皆針對主要市場國家進行申

請，而同時兩家業者皆針對國內品種權意識薄弱的問題，提出非常嚴重的警告。

許多業者可以發現都著眼在一開始的獲利，因此當開發出新品種之後，量產大約

幾千株之後就很快的賣掉，在沒有品種權保護的情況底下以高價賣出，沒有細水

長流的概念。有的業者即使在有合約的情況下賣出品種，但在簽約之後仍然賣給

其他業者，最後導致客戶權益受損，如此的情況也很嚴重。而兩家業者皆認為國

外業者在整體品種權的概念上是比台灣業者強，國外業者瞭解許多品種可能在開

發出前幾年並沒有市場，但是隔幾年之後則市場及產值非常大，因此願意維護品

種權，但是在品種權維護上必須長期投入資金與人力，這是台灣業者不願意去承

擔，所以很多業者只賺取前面的蠅頭小利。 

此外更有業者提出台灣每年三月在台南所舉辦的台灣蘭展，可稱之為為「賤

賣國產」展覽，在許多業者沒有品種權保護的概念，以幾萬塊的價格將品種賣掉，

對國外的業者而言這相當便宜。更不恰當的是政府在會場上設有國外檢疫區，更

是加速品種的外流，在沒有審核是否有品種權的情況下品種很快的可以出口，因

此政府一方面呼籲品種權保護，另一方面卻又扮演著幫兇的角色，這個應該有所

檢討。 

二、 育種優勢逐漸下降，栽種技術缺乏標準作業程序 



以往台灣在育種經驗上豐富，因此可以開發出很多品種，但是目前許多育種

人員的經驗以及訓練都不如以往，許多新品種仍然是以前的育種人員所開發出

來，而目前許多公司以及學術單位在育種技術的投資和人才的培育上，皆比不上

荷蘭公司，如此育種人才與優勢將慢慢流失，而栽種技術的部分，大部分蘭園經

統計，數十年發展後育成率仍為為五成，主要是缺乏標準作業程序的問題。政府

曾經在「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計畫」中，大量投入資金進行蘭花的科學研究，然

可惜之處在於研究的方向以及成果，對業界而言過於遙遠而無法立即使用，如此

錯誤的循環造成政府研發經費投資錯誤，學界研究成果無法貼近產業，產業又無

法應用成果，研發經費雖然龐大，但確成為遠水救不了進火的窘境，如此產、官、

學、研四者如何互相合作，成為相當重要的一環，而正確的合作模式，才能有優

質的人才，才能有優質的研發，才能有優質的智慧財產權產生。 

三、 台灣蘭展需加強專業性 

除了上述國外業者常藉由每年所舉辦的台灣蘭展，來台購買品種，而政府在

沒有品種權把關的情況下，造成品種外流情況嚴重。此外，根據業者訪談結果顯

示，每年藉由蘭展所產生之產值，由國外業者來台下大量訂單所產生的產值佔絕

大部分，而實際上藉由蘭展所零售販賣的蘭花產品其實佔整體產值比例極低，在

此業者提出相當多的建議與應改進之處。 

（一） 蘭展專業性不足 

台灣蘭花產值有很大的比例在於外銷出口，因此每年蘭展時會有許多國外公

司派專人前來採購下單，但是在整體蘭展規劃上卻沒有區分出專業日與一般開放

日，以往台灣世貿所舉辦的專業展覽經驗顯示，專業日只開放特定人士參觀，而

且並不零售商品，因此進場的客戶接握有大數量的採購權，而實際的業者的效益

在此而不在零售。但是目前蘭展可發現並無區分，因此國外客戶必須與一般消費

者混雜於賣場中，無法有效評估商品及下單。 



（二） 場地選擇上仍待加強 

蘭花屬於高經濟消費產品，因此在蘭展場地的選擇上更應該有所考慮，以台

灣而言，實際會消費或是大量採購蘭花的公司位在北部，但是目前蘭展舉辦的地

點位在台南，如此增加了交通的不便利性，專業程度也略顯不足。如果每年能在

北部定期舉辦花卉展，如此更可能改變整體花卉產業的型態，更有可能成為國際

性的大型展覽，如此對業者而言皆是利多，更可以將台灣的花卉藉由展覽的方式

行銷國際，而不是錯誤的將大筆資金投資在「蘭花彩繪飛機」，或是到日本地鐵

刊登廣告等錯誤方式。 

四、 缺乏完整的規劃產銷體系，造成市場價格崩跌 

近年來歐洲及美國的蘭花市場皆有明顯的成長，但是業者認為缺乏完整的產

銷體系。例如美國市場雖然大，但是不應該一窩蜂前往設廠或進口大量植株，應

該要有計畫的產銷，例如最近美國加州地區的蘭花價格嚴重下滑，這就是部分業

者沒有考慮到產銷的問題，甚至已經開始導致其他國外業者打算控告台灣業者傾

銷，以及帶有病毒的問題，藉以提高台灣業者障礙，造成其他業者連累受害。尤

其美國開放台灣帶盆進口，許多廠商就沒有考慮到產銷問題，所以大量出口帶盆

苗至美國，除了導致當地價格崩跌以外，更導致許多原本出口裸根的業者無法生

存。而政府則不聞不問，造成台灣業者彼此之間的價格競爭競賽，最後受傷的還

是台灣蘭花產業。 

第四節、 小結 

根據本次訪談結果顯示，外表看似美麗的蘭花產業，其實在現實面存在著許

多問題，而業者對於智慧財產權僅能說是擁有基本概念，但是對於如何有效的管

理及應用智慧財產權，與公司營運發展的方向如何結合則仍無具體的方案及規

劃。此外，政府在許多政策上面仍有加強修改的必要，以下則為歸納上述所獲得



之結論。 

壹、 蘭花業者智慧財產權觀念仍有進步空間 

一、 植物專利及品種權的申請及應用 

根據專利資料庫以及業者訪談顯示，目前大部分業者在智慧財產權的管理及

應用方面仍有不足，對於智慧財產的概念仍有加強的必要，因此導致許多業者導

向將品種賣出，以快速的獲得利益，但是卻沒有仔細的思考品種權可發揮的效

益，以及如何藉由品種權來擴大市場。同時，公司所申請的智慧財產權是否能搭

配公司的營運方向，讓智慧財產權變成智慧資本，藉由智財產來串連每個部門，

然後運用不同的智慧財產態樣，組合成不同的智慧財產群集，來保護或者行銷公

司的產品，如此智慧財產才能顯現價值。 

二、 品牌的建立 

近年台灣業者遭受國外企業強力競爭，而人力、土地成本難與其他低成本國

家相比，因此欲以品牌建立來與國外業者競爭12。品牌的基礎是商標，商標要有

價值必須要經由長年累積的信譽、品質、技術，才能有效建立品牌。由歐洲花卉

業者在品牌的建立上可以看見在花卉產業上的企圖心，成立協會以整合產業鏈，

聯合上、中、下游業者，提供高品質、穩定性一致、多樣性的花卉，並嚴格篩選

會員，使期望能夠提供消費者或者是貿易商優質的花卉。 

貳、 政府應加強相關產業政策 

政府以往在蘭花產業上投入相當大的經費與人力，希望能輔佐蘭花產業的成長，

但是數十年經過卻難以顯現成果，主要原因即在於政策不能與業界整合，甚至造

成業界彼此之間互相激烈的競爭。而蘭花曾列為農委會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計

畫，但是實施五年下來，所進行的研究實際對於業者的幫助甚小，業者長久以來

所面臨之病毒問題，或是生產良率的提升等相關技術，都還需要再進一步研究。

                                                 
12 大公司相中蝴蝶蘭產業。資料來源：http://bse.nchu.edu.tw/new_page_232.htm 。檢索日期：

2007/7/19。 

http://bse.nchu.edu.tw/new_page_232.htm


而每年在台南蘭花生物科技園區所舉辦的國際蘭展，政府則應該針對業者所面臨

之相關專業規劃、品種保護、場地選擇再進行討論。而蘭花產業已經進入國際化

競爭，因此業者在蘭花產業上的佈局也必須邁向國際化，政府則可在業者進行國

際化，所需要之相關資金借貸、租稅減免、法規政策上進行協助，讓以中小型企

業為主的台灣蘭園能夠擴展勢力。如此政府則應讓產、官、學、研能夠相互密切

的配合形成良性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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