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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性寒害 (cooling disorder) 
及  

高溫性暑害 (heat disorder)

圖二：樹蘭葉

片冬天由綠轉

紅。(賴本智)

圖一：豆蘭冬天老葉變紅。

(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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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蘭 科 植 物 屬 別 種 類 甚

多，依溫度適應範圍可分為

低溫種、中溫種以及高溫種

三類，一般在臺灣冬季溫度

可降低至 5-6℃ 左右，因此

許多高溫種類如秋石斛類、

蝴蝶蘭類、萬代蘭類等極易

在沒有加溫的環境中受到寒

害，造成重大的損失。而齒

舌蘭、三色堇蘭、虎頭蘭

等低溫種，若生長於臺灣平

地，由於夏季 32℃ 以上時期

過長，也很容易造成高溫性

生理障礙，導致生長停頓，

甚至暑害。

圖三：溫度太低卡

多利亞蘭新葉由綠

轉紅。(賴本智)

圖四：蝴蝶蘭冬天葉

片變紅。(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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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溫度太低蝴

蝶蘭呈黃化。

(賴本智)

圖六：皇后蘭

冬天溫度低葉

片呈黃褐。

(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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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箏蘭冬天

自然性落葉。

(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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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落葉蝴蝶蘭冬天自然落葉。

(賴本智)

二、危害狀

大部份種類遇低溫後，葉片開始由綠

色轉成黃綠色，再轉變成紫紅色或灰紅色 

(圖一至六)，或在新葉產生葉肉細胞虛脫現

象 (mesophyll cell collapse)，或有些葉片變成

枯黃，然後葉片掉落。轉變速度視低溫程度

而定，快則 2-3 週，慢則 1-2 個月，溫度愈

低，顏色轉變的速度愈快，有時甚至在一

天之內變色，凍傷葉片呈水浸狀枯黃而掉落 

(圖七至十一)。

高溫性生理障礙，一般先造成葉片停

止生長，稍微軟化彎曲，有些則產生大小

不等褐斑 (圖十二、十三)。由於根部活動停

止，致使葉片失水而變軟，嚴重時葉片邊緣

會出現焦枯現象 (圖十四)。



109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6

三、起因

冬季的低溫性寒流，及

在寒流來襲時於夜間澆水，

都容易造成寒害。此外，於

冬 天 外 銷 蘭 花 至 溫 帶 國 家

時，如紙箱保溫不夠或置放

於未加溫的機場貨艙過久，

也容易造成低溫的凍害。在

露天栽培場或未實施加溫的

溫室中，高溫蘭類蘭幾乎在

每年的 12 月至隔年 3 月，均

會遭受寒害。低溫敏感種類

如屬秋石斛類 (Dendrobium) 蝴

蝶蘭系 (Phalaenopsis type) 的

熊貓 (Ekapol) 及東南王 (Queen 

Southeast) 等品種，對低溫均

十分敏感。蝴蝶蘭類於冬天 

15℃ 以下即停止生長，耐低

溫的極限約為 10℃。

圖九：萬代

蘭冬天下位

葉掉落。

(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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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性的生理障礙，在臺灣平地大多

發生於 7、8、9 月。高溫敏感種類如齒舌蘭 

(Odotoglossum)、三色堇 (Miltonia)、喜普蘭 

(Cypripedium)、一葉蘭 (Pleione) 及石斛蘭中

的高山種類一雪山石斛 (Den. cuberthsonii) ，

圖十：天鵝蘭冬天葉前枯黃。

(賴本智)

其他高溫導致平地不開花的種類，則有中、

大朵虎頭蘭 (Cymbidium) 等。而栽培者也經

常因不清楚品種的生理特性，而引進不適合

平地栽培的溫帶品種，導致植物種類發生適

應不良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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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石斛蘭生理性自然老化落葉。

(賴本智)

四、診斷技術

冬天寒流來襲時葉片轉紅，葉肉細胞

呈虛脫、黃化或水浸狀時，同時看不到真菌

性或細菌性的病徵，即為低溫性寒害。而高

溫性生理障礙則發生於夏天，葉片不再平伸

或葉尖或葉緣有焦枯，且找不出有真菌或細

菌危害。

五、防治方法 

(一) 易受寒害的蝴蝶蘭類，必需將溫

度調到 15℃ 以上，才可繼續生長。10℃ 以

下，多數蝴蝶蘭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寒害，

溫度若低於 12℃-10℃，秋石斛蘭類也會掉

落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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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萬代蘭類若溫度低於 10℃，而且

水份不足，也十分容易造成下位葉的黃化掉

落。

圖十二：文心蘭高熱生理性的斑點。

(賴本智)

(三) 高溫敏感品種，若在平地栽培最好

放在有水牆降溫系統的溫室內，可避免葉片

的傷害，或如拖鞋蘭大花型 (complex type) 的

花苞因高溫壞死。治本方法最好將高溫敏感

種類移置高冷地區栽培管理，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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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軛瓣蘭高溫斑點。

(賴本智)

六、參考文獻

1. 賴本智。1995。蘭花栽培技術實務手冊

－創業輔導叢書三-18。行政院青輔會編

印。186 頁。

2. 李哖。1988。蘭花生產改進研討會專輯。

農委會農林廳台東區農業場聯合主辦。

21-32 頁。

3. Davidson, O.W.1995.  Orchid Pests and Dis-
ease, Amer. Orchid Soc. 130pp.

(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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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喜普蘭新葉葉尖枯焦。

(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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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的傷害

遮蔭，否則極易造成日燒。夏天下雨過後的

大晴天，水滴未乾極易造成葉燒病，颱風過

後的晴天若遮光網未來得及時搭建，也極易

造成葉片日燒現象。反之光線太暗，如低於 

1,000 呎燭光時，則蝴蝶蘭及拖鞋蘭等開花

率降低，而光照若低於 1,500 呎燭光，虎頭

蘭開花率也會相對的降低。

四、診斷技術

葉片黃化或局部燒焦乾枯狀，未見其

他病蟲感染，即為日照太強的日燒病。如果

柔弱呈墨綠色極易倒伏，即為光線太弱的結

果。

五、防治方法 

一般中光性的蝴蝶蘭及拖鞋蘭成株，在

夏天可使用2層遮光網－外層 65% 加一內層 

50%。內層遮光網採活動式，以達到控制光

線的目的。在冬、春季時，僅保留外層遮光

網，遇陰雨天時則全部打開以利生長，在晴

天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光線如太強

則可拉上 50% 的活動網遮蔭，其他時間則可

拉開以利開花。至於中小苗則比照大株減去 

25%-50% 的遮光。至於強光性的種類，如嘉

德麗亞蘭、石斛蘭、虎頭蘭等則可使用一層 

一、前言 

所有蘭科植物需適當的光照，才能行

光合作用，但蘭科植物大部屬陰性及半陰性

植物，因此日照若太強將導致葉片燒焦，若

太弱則又極易引起葉片徒長現象。

二、危害狀 

若光線太強葉片轉為黃綠色或呈黃白

化現象（圖一），有些不能忍受強光的種類

則葉片葉尖及葉緣呈燒焦狀。若光線太弱則

植株較為柔弱，葉片成墨綠色，葉片加長呈

現徒長現象，植株較易傾斜，不易開花。 

三、起因 

蘭科植物生長有一定的光線需求，

一般約為全日照量約 15,000 呎燭光 (f.c) 的 

10-20%。不同種類的光度需求量也不一，如

蝴蝶蘭、拖鞋蘭僅約需 1,500 呎燭光。而嘉

德麗亞蘭、石斛蘭、虎頭蘭約為 3,000 呎燭

光。成株需光線較高些，小苗則需光線弱

些，如蝴蝶蘭開花株應有 1,500 呎燭光，中

苗則約需 1,000 呎燭光左右，小苗則僅需維

持 750 呎燭光左右。一般虎頭蘭在夏天為促

進開花，若氣溫較低時 (約 25℃ 以下)，則

可全日照處理，但溫度高於 30℃ 以上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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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遮光網，但中小苗則可以再拉上一層活

動的簡易式 50% 遮光網，以提高中小苗的生

長速率。

至於一般窗台或室內栽培蘭株植物若

日照不足，可使用人工光源，一般使用的

標準光源大約為每4平方呎上，安置 2 支 40 

W (瓦) 的白熱燈泡及4支40 W (瓦) 的冷氣型

燈管，即可產生生長及開花所需的光源 (約 

1,000 呎燭光)。日照的時數大約白日 12 小

時。某些嘉德利亞蘭種類如 C. trianari，光

期如延長為 14-16 小時，則會破壞短日照效

果，而導致不開花。

六、參考文獻。

1. 賴本智。1995。蘭花栽培技術實務手冊一

創業輔導叢書三-18。行政院青輔會編印 

。186 頁。

2. 李哖。1988。蘭花生產改進研討會專輯。

農委會農林廳台東區農業場聯合主辦。

21-32 頁。

3. Davidson, O.W. 1995. Orchid Pests and Dis-
ease, Amer. Orchid Soc. 130 pp.

(賴本智)

圖一：光線太強拖鞋蘭葉片黃化。(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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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份與水質不良 

(Irrigation and water quality problems)

二、危害狀

一般蘭花植物水份過多時，根部先受

到傷害而腐敗，接著葉片開始萎縮 (圖一)，

有些國蘭類葉片則呈現焦枯現象 (圖二)，

若長期沒有改進，植株的假球莖逐漸萎縮 

(圖三)，致乾枯死亡。水份不足時葉片及假

球莖也會逐漸萎縮，但較水份過多者所受

的傷害少，死亡率低。長期水質太差時，

葉表面成灰白色結晶

狀，植株生長緩慢。

一、前言 

植物生長均需要適當的水份，若水份

過多易造成根部缺氧，而傷害到根部，進而

使葉片萎縮，且易助長病害發生。水份不足

導致植株生長減緩或萎凋。若長期使用含鎂

鈣離子濃度太高的硬水，極易造成葉片表面

累積太多鹽份，阻礙植株生長。

圖一：濕度太高嘉德麗亞

葉片萎縮。(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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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因

水份過多的原因，在露天栽培時，主

要為栽種用的水草或椰子殼等植材不夠密

實，遇下雨時，吸收太多水份，少部份則為

澆水太頻繁所致。水份不足則大部分為澆水

時不平均，或經常性漏澆而致植材太乾，蘭

株無法吸收，葉片及假球莖萎縮。水質太差

包括 pH 值太高，電導度 (EC值) 太高或其他

離子濃度太高所致。

一般地生蘭類如拖鞋蘭、喜普蘭、虎

頭蘭、國蘭類生長季節需要較多的水份，

而在開花季節水份需求量較少。而氣生蘭類

如嘉德麗亞蘭、蝴蝶蘭、石斛蘭等在生長季

節，水份需求量較地生蘭類為少，開花季節

亦同。

圖三：文心蘭球莖萎縮。(賴本智)

圖二：國蘭

葉尖焦枯。

(賴本智)



119

植物保護圖鑑系列 6

水中礦物濃度一般在 175 ppm 以下視為

水質良好，若在 175-525 ppm 仍可使用，但

若在 525-875 ppm 之間則應當特別小心，若

超過 875 ppm 以上則不能使用，必須更換水

源。

四、診斷技術

若水份過多時，植材一直呈現潮濕狀

態，葉片又有萎縮的現象；水份不足時，植

材乾燥甚至乾枯，葉片及假球莖萎縮，無病

蟲害現象。水質太差時植材濕度正常，但葉

片表面沉積許多灰白色的斑痕，即為鹽份累

積的現象。

五、防治方法 

(一) 一般植株葉片萎縮若為水份過多所

導致，可施行斷水讓栽培質材增加空氣，以

利植株根部重新生長，並使葉片逐漸恢復生

機，待新芽長出後一切即可慢慢恢復正常。

或採換盆方式也是一有效辦法。

(二) 若水份不足時，僅需添加適量的水

份，使植材保持適當濕度，可使植株吸收恢

復正常。

(三) 若水質太差時，一般可增加水井深

度取得優良水層 (水中鹽類濃度在 150 ppm 

以下較佳)，以去離子軟化或逆透膜透析 

(Osmosis) 所得的優質水，來澆灌植株也可改

善葉片鹽份累積的現象。

六、參考文獻

1. Davidson, O.W.  1995.  Orchid Pests and Dis-
ease, Amer. Orchid Soc. p.130

(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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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供應失調 

(Nutritional Disorder)

一、前言

蘭科植物除了日光、空氣、水份、溫

度外，仍需藉著肥料養分的供給才能正常生

長，而自生長到開花的過程所需營養不同，

因此需要注意不同時期施用不同的肥料，才

能達到最佳生育狀態。

二、危害狀

肥料施用過量會造成植株葉尖黃化 (圖

一) 或焦枯現象 (圖二)。若施用不足則植株

生長緩慢。施用肥料比例不當，如氮肥過多

會引起植株徒長 (圖三)，而磷肥過多引起植

株老化，生長不良。

三、起因

肥料施用濃度過高，或施用固態性肥

料含緩效性肥料，由於分解過快，也會造成

植株中毒現象(肥料醱酵不完全)，引起葉尖

或葉緣的焦枯現象。一般栽培的蝴蝶蘭、拖

鞋蘭對肥料的濃度，較為敏感，而嘉德麗亞

圖一：拖鞋蘭葉片黃化。

(賴本智)

圖二：肥料太多拖鞋蘭老

葉焦枯。(賴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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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石斛蘭、虎頭蘭較為耐肥，但仍有其極

限。小苗及中苗較成株對肥料的濃度更為敏

感。

圖三：樹蘭營養生長形成

高芽。(賴本智)

四、診斷技術

植株葉尖先黃化，進而全面黃化掉

落，但水份、溫度均正常，又無病蟲害感

染，大多為肥料過多的傷害。有些可在盆上

看到有機肥或緩效性肥料施用過多的現象，

但若使用水溶液肥料，濃度太高則不易看

到。

五、防治方法

 一般在肥害發生時，若為固態肥料的

傷害則先挑出肥料，然後每天數次大量沖水

連續數天將存積的肥料洗掉。若為液體肥料

過多，也同上法用清水多次沖洗。至於肥份

不足則可提高施肥頻度，至少每週一次到二

次，但仍應注意濃度不可太高。

六、參考文獻

1. Davidson O.W.  1995.  Orchid Pests and Dis-
ease, Amer. Orchid Soc.  p.130

(賴本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