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颱風摧桃花 今年價格升五成

新品蘭花黑夜泛紅光

團
年
消
費
3
之
2

年
花
年
桔
篇





農曆新年，家家戶戶插年花，
寓意花開富貴，但蛇年春節市民估
計要 「捱貴花」 。受人工、運輸和
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年花成本價今
年大升逾40%。儘管花卉市場競爭
劇烈，花商未敢貿然把成本悉數轉
嫁消費者，估計年花的平均零售價
仍會較去年上升逾20%；當中，桃
花升幅最勁，因受去年颱風韋森特
襲港，導致產量大減，業界預料售
價將急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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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年花幾乎已成農曆新年前的指定活動，不
過，年花形形色色，要在當中揀選 「靚花」，往往
令人花多眼亂。近日天氣乍暖乍寒，如何料理年花
，才可確保花朵及時在大年初一盛開，也是大有學
問。有年花供應商指點迷津，選購劍蘭時要避免選
到 「冰鮮花」，揀蘭花時也應留意會否買到 「燒苞
」。

雪藏劍蘭莖身易彎
劍蘭又稱福蘭，花朵沿莖部逐漸向上開，寓

意步步高陞，在農曆新年極受歡迎。香港鮮花盆栽
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表示，如想劍蘭在年初一開花
，最好在年廿八購花。但他表示，有不少花農為減
慢劍蘭的開花速度，都會將花雪藏，如果這類 「冰
鮮花」被雪藏得太久，花枝會變得軟弱彎曲。他建
議市民最好選購單枝出售的劍蘭，如市民偏好一大
束已包裝的劍蘭，挑選時可將手伸到花束中間，如
感覺 「寒意」，即表示被雪藏過。另外，亦可留意
花的頂部是否有橡筋紮住，因商販會把花束起以加
強支撐度，如頂部有橡筋則大有可能被雪藏過。

蝶蘭花苞忌有皺摺
蝴蝶蘭花亦是本地花迷其中一種熱愛品種，賴

榮春教路，買蘭花必須檢查根部，若根部沒有發霉
，即表示健康，另外，觀察花色亦要鮮艷奪目，每
株最少要有8個花苞，花苞要細緻而有光澤，如有
乾枯起皺則表示已經 「燒苞」，不會開花。打理方
面，只需每隔2星期淋水一次，花期便可維持3至4
個月。

桃花蕾結實為上品
桃花除了旺人緣也旺財，所以過年時不少家庭

、公司都會擺放桃花，祈求行個 「桃花運」，有豐
富培植桃花經驗的劉海濤表示，選擇桃花，應選花
蕾飽滿及圓渾，花蕾要 「爆紅」，即花蕾中已有色
，市民亦可以手輕捏花蕾，以結實為佳，養花方面
，3日換水一次，每次換一半新鮮水，他叮嚀市民
勿用火燒根莖切口，亦不要開暖氣催花，因會容易
抽乾植物水分。

臨近歲晚，旺角花墟更見人頭擠擁，愛花市民爭
相搜購最合心意的年花。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
賴榮春表示，預計2月初是市民前往花墟買年花的高
峰期。賴氏指，受舖租、人工、運輸費上升及港元貶
值等因素影響，今年年花成本價格上升近50%，但因
花墟商戶之間競爭激烈，因此商戶未有把上升成本全
數轉嫁消費者，年花價格平均上升逾20%。雖然花價
上升，但賴榮春認為年花是新年 「必備」之物，既具
備好意頭，亦可點綴家居，因此對整體銷情仍然樂觀
，他預計生意額仍較去年上升約10%。

反覆天氣增電費開支
花期長兼易於打理的蝴蝶蘭已成為香港熱賣的年

花之一，有多年豐富售賣及培植蘭花經驗的楊小龍表
示，蘭花在溫室長大，不太受天氣影響，因此供應較
穩定。不過去年天氣令蘭花需特別照料，例如夏天溫
度較高，而冬天卻比以往來得早，天氣陰凍和潮濕，
所以需要經常調節溫室內的氣溫，這直接增加電費開
支，種植蘭花的成本因此增加約30%，預計蝴蝶蘭的
零售價將有15%升幅，如百多元一盤的蘭花就需加價
約20元。

花價急升 銷情仍熾
大部分年花平均加價約20%，但桃花失收，令其

零售價平均上升50%。 「桃花大王」劉海濤表示，去
年7月颱風 「韋森特」襲港，吹毀不少桃花，加上去
年11月天氣和暖，12月的天氣又乍暖還寒，令許多桃
花提早開花。今年應市桃花數量比去年大減50%，當
中高7呎以上的大桃花今年只有126棵，比往年少約
200棵，供應量減少，桃花價格自然急升。

雖然花價上升，但銷情仍然熾熱，劉海濤表示，
逾百株逾7呎以上的大桃花，早在去年12月初便被大
客預訂，目前僅餘5株，將會在年宵期間於維園出售。

今年最高的 「桃花王」高達18呎，種植期長達6
年，最後以逾8萬元售出。劉海濤覺得今年市民出手
較以往 「疏爽」，他舉例說，有客人去年以3800元向
他購買了一珠6呎桃花，今年同樣高度的要6800元，
客人接到報價後，二話不說就馬上 「扑槌」。

年桔減少價錢提升
另外，寓意大吉大利的四季桔，今年亦因收成不

佳，致價錢大幅上升，劉海濤解釋，去年上半年雨水
不多，令四季桔水分不足，果實相對往年瘦弱，但在
11月又突然下了多場豪雨，霎時令果實水分過多，出
現落果現象，最終令應市四季桔數量大減20%，價錢
平均增加約100元。他舉例，一般家庭最喜歡的10吋
盆四季桔（花商出售年桔以栽種的花盆直徑計算售價
），今年就索價300多元。

農曆新年花開富貴

揀花小貼士

每逢新年都幾乎有新品種花卉應市，有蘭
花供應商今年培植出全球首創的夜光蘭花。在
黑夜中，蘭花的花瓣會泛起紅光，充滿神秘感
。另為迎接癸巳蛇年，花商推出 「蛇紋蘭花」
，寓意長壽吉祥；還有本是有色無味的茶花，
經基因改造後，成為花香四溢的 「千里香」，
料將大受市民歡迎。

蘭花形態高雅，開花期長，向來都是大受
歡迎的年花之一。有 「蘭花大王」之稱的楊小
龍，在偶然的機會下，培植出夜光蝴蝶蘭。兩
款夜光蝴蝶蘭均是變種斑點紋花，一款是紫花
配金黃色斑點，另一款是紫紅色配白斑點和白
邊。在黑夜或昏暗環境下，2款夜光蘭花的花
瓣會泛起微紅光，凸出蘭花特有的輪廓之餘，
又帶幾分神秘感。據楊小龍表示，有次培植新
苗時，將不同外國品種的花苗雜交，無意中培
育出夜光蝴蝶蘭。

為配合蛇年，楊小龍亦特別培育出一系列
象徵祥蛇五福的 「蛇紋年花」，5款 「蛇紋年
花」分別為 「蛇盤兔」、 「蛇足飽滿」、 「祥
蛇兆福」、 「山舞銀蛇」及 「靈蛇之珠」，象
徵愛情、財富、吉祥、健康、學業和事業。

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表示，
蘭花多年來都是純色花朵，而且大部分多是紅
色，或許近年大眾已 「睇到悶」，因此有不少
花商及花卉培植人員研發新產品，當中包括了
花紋蘭花。另外，市民可能覺得 「大紅大紫」
的蘭花熟口熟面，甚至老土，所以選擇純色蘭
花時，也刻意轉揀淡色的品種，例如粉色系的
蘭花。除了在花色上動腦筋，花農也在花朵排
列布局上大花創意，比如將花排列成風帆狀，
寓意一帆風順。賴榮春續說，近年有不少中產

家庭或公司，興起向商業夥伴或親友致送年花
盆栽作賀禮，一方面高雅得體，又能顯示主人
家具有生活品味。從實際而言，年花盆栽擺放
時間相對一般花束長。

基因改造茶花散芬芳
基因改造技術在食物製造界備受爭議，但

在花卉界卻得到不少愛花之人青睞，尤其是年
輕的花迷。以新品種茶花 「千里香」為例，賴
榮春指，茶花本來有色無味，最近在內地經基
因改造後，變得有色有味，價錢由百多元至
1000元不等，可能由於產自新技術，加上店員
落力推廣，吸引了不少年紀較輕的小姐女士購
買，他相信此花可望成為今年熱門年花之一。

熱門新春年花價格一覽
品種

桃花

水仙
百合（5冠）

四季桔

蝴蝶蘭花
劍蘭

資料來源：各大鮮花供應商

規格
8呎以上
4呎至6呎
3呎至5呎
5至6菖花
每枝
8吋盆
10吋盆
12吋盆
16吋盆
每株
20枝

價錢
10000元
1800-6800元
300-600元
100-150元
128元
200元
350多元
600多元
1500-2000元
每株130-180元
350-380元

▲今年年花成本價格上升近
50%，但業界競爭激烈，各
商號未敢把上升成本悉數轉
嫁消費者

▲劉海濤指花價雖勁升，但旗下過百棵逾7呎
的大桃花早於去年12月已被大客預訂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賴榮春指市民對大紅大紫的蘭花已睇到悶，
所以今年推出夜光蘭花，搞搞新意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去年上半年雨水不多，令
部分年桔水分不足，果實相
對往年瘦弱

▲蘭花的售價約升10%至15%，如百多元一株的
蘭花就需加價10至20元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新品種夜光蝴
蝶蘭，其中一款
紫紅色配白斑點
和白邊

本報記者
林曉晴攝

◀近年興起以年
花盆栽作新年賀
禮 資料圖片

▲選購年花已成農曆新年前
的指定活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