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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技術

「蓮霧變成黑珍珠J 的技術發展史*

楊弘任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

台灣的WTO元年已然來到， 2002年之後，農政單位判定台灣多數溫帶水
果將遭受嚴重街擊，獨獨幾項熱帶果樹反而有走向國際市場的契機，屏束的蓮

霧就是其中最被看好的果品。

蓮霧並不是台灣原生種的熱帶果樹，它是如何在小農體制的台灣社會裡得

到新生，變成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黑珍珠」果品呢?其中牽涉到哪些技術的創
新?這些技街的創新淵源於何方，而技術創新的社會條件又是如何?更為根本

的則是，這霧栽種，真的是「有技術」的一項人類實作(practice)嗎?像這樣與

實作者身心狀態緊密關遠的農業栽培「技術J '有什麼獨特的意涵呢?

其實，剝除某些來自於社會條件的遮掩效應之後，我們將看到，早在工業

剛起步的年代裡，台灣社會就已同時在孕育著許多技藝精湛「師傅級」的農

民 。 蓮霧變成黑珍珠的故事，一部綿延二 、三十年的技術發展史，讓我們看到

蓮霧如何從1960年代中期匙經由品種確立、創新命名、以及許多栽培技術的

創新改良，進而影響既存的形家與市場的供銷;而所有技術的發展過程，都跟

生活在鄉民社會關係典文化氛圍底下，創新力量十足的行動者一一果農一一息

息相關。

在本文的最後，我們藉由常民對技術相關詞彙的價值階序安排，嘗試說明

技術的有無與高低是由「比較」而來的，但像這樣的農業栽培技術仍有其特

性，色括「銘刻在身體J 與「登體性J '以及前二者為前提所衍生的「不易放

製性」與「擴散遞滅性」。以這些特性為基礎，我們也進一步分析了排除社會

條件的遮挖效應之後，何以仍說栽垮技術是「看不見J 的技術。同時，對於農

民實作的[經驗」、「技術」與農學專家的「實驗」 、「理論」之間，本文也嘗
試分析這兩種知識性質的異同與關係，以及這兩類行動者特殊的角色互動方

式。

關鍵詞:技術、技術社會學、師傅、熱帶果樹、蓮霧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第二屆屏來研究研討會J (2001 年7 月 6 日) ，並再次發表於「科

技、醫療與社會工作坊J (2001 年 12月 2 1 日)。感謝吳泉源、林崇!熙、雷祥麟教授、以

及匿名評審之意見，也感謝李丁讚 、 林國明教授、林文凱、林丈源、顧彩璇、以及鳳

山熱帶圈發試驗分所黃基伴之意見 。 當然，文章疏漏之處，責任由筆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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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誰發明了黑珍珠?

林邊黑珍珠與屏東蓮霧的名號，讓當代台灣社會的人們，一

想到蓮霧就想到陽光驕豔的南台灣;蓮霧與南台灣，像魚離不開

水那樣，深深鎖拍我們的印象。根據農政單位歷年的統計， 1987 

年全國蓮霧栽種面積達到歷史高點一萬餘公頃時，其中將近九成

的比例就是在屏東l 。

其實，蓮霧首度出現在官方正式文獻，是在日治時代昭和3

年 (1928年)的統計數據中，當時全台灣估計有58.8公頃蓮霧

園，此後一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最多也只在150公頃上下2 。而

且，出乎意料的，當時種植的主要區域竟然是分佈在北部之宜蘭

與中部之彰化3 。在台灣，要說蓮霧有其原鄉的話，也絕不是北

回歸線以南，現在我們會覺得熱帶果樹理所當然應該落腳的熟悉

地，典型熱帶氣息的屏東。

早在十七世紀，蓮霧已隨著荷蘭人從更熱帶的爪哇飄洋過海

來到台灣4 此後主要都只是農家厝腳零星栽種的遮蔭樹，整整

將近三百年間，一直到1960年代之前，蓮霧生長的果實，都還是

夏天時沾糖或沾鹽巴吃著玩的季節性「嘴呵物仔」。像這樣不起

眼的，不像香蕉或鳳梨有明顯經濟價值的作物，多數是自家或親

友摘採食用，只有極少數整園栽種的農家，才會將蓮霧送到市場

1 見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 1988' < 台 灣農業年報) .民國76年統計資料。當年全國這霧種

植面積 10，502公頃，屏泉縣、估了 9.343公頃，大約89%之比例。

2 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1946' < 台 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頁566-567 0 。

3 見楊致福 • 1951 ' < 台 灣果樹益，) .頁58: Æ見金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 1944' <金灣
農家便覺) ( 改定增補第6版 ) .頁478 。

4 同上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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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販售。

更加細究的話，專門研究蓮霧的農業學者會告訴我們，音日

跟隨荷蘭人進來的，不只一種蓮霧，而且就蓮霧本身的多種特徵

差異，農業學者們已經幫大家挑出最容易辨識的方法，依表皮顏

色差異進行蓮霧的命名:包含在台灣栽培歷史最久俗稱士蓮霧的

大紅色種、俗稱南洋種蓮霧的粉紅色種、還有俗稱新市仔蓮霧的

白色種、俗稱二十世紀蓮霧的青綠色種、以及少了俗稱的淡紅色

種、乳白色的麻六甲種人

帶有「俗稱」名號的蓮霧，表示該品種蓮霧曾經風光過，也

許曾被某些地方的農民抱以熱切的希望，或者至少在生活領域中

常見而不陌生。但令人疑惑的是，這些帶有「俗稱」的蓮霧品

種，在這二 、三十年間漸漸隱姓埋名，而同一時期名聲響徹全島

的黑珍珠蓮霧，卻反而沒列名在這六種蓮霧之中。

蓮霧名號此興彼衰的變化，到底其中藏有什麼奧秘呢?這個

奧秘跟先前留下的謎題息息相關 r林邊黑珍珠」與「屏東蓮

霧J '又是怎麼在不知不覺間重新塑造台灣社會共同的印象，讓

南台灣變成人們深信不疑蓮霧的原鄉?

這些疑惑可以總括為一個簡潔的提問:誰發明並且推廣了黑

珍珠?

二、技術，為何看不見?

一個社會裡重要的社會現象，有時反而不容易被同一時代生

5 克主德、男， 1983' <這霧栽培) ，頁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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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人們意識到 。 如果只是刻意遮掩住的，反倒容易被發覺，

因為遮掩得越加細密，常常意味著先前存在的縫隙越多，而每一

道遮掩都可能是不經意的提醒:問題就在這裡了，就在你皮膚掠

過去小小突起的疙瘖這裡。其實，真正難以意識到的，卻可能是

連一個疙痞都不存在，也就是那些自始至終明白坦露在天光下，

原本應該被看見、可以被看見的，在種種歷史機緣交錯之下，反

而被許多「已經被看見的」遮掩住而看不見了 。 沒有人刻意去遮

掩，而是同一時代中其他太多的風景或太鮮明的印象佔據了看的

人有限的心思。

特定農產「栽培技術創新與改良」的複雜過程，被遮掩在

「品種創新」的形象之下，就是一個貼切的例子 。 關於農業技

術 r新品種的研發」常被當作「技術」的同義詞，能夠開發出

新品種才表示具備一定的技術能力，其他的都不能算是技術。然

而，實情絕非如此，品種並不代表一切，就算某項作物真正有新

品種被研發出來，也不是「品種」加上「土壤」就能等同於成功

的栽培，其中仍須一套有效搭配該品種的「栽培技術」 。 至於黑

珍珠，貝IJ根本不是另外新發明的品種，而是既有的粉紅皮色俗稱

南洋種的蓮霧，然而，南洋種蓮霧早在十七世紀歷史年代裡就已

進駐台灣了，而黑珍珠被人們普遍認知卻是近二、三十年間的

事。蓮霧變成黑珍珠，不起眼的水果變成高貴的精品，其間的奧

秘，更是完全只透過蓮霧「栽培技術的創新與改良」而達成，縱

然那是一段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

關於蓮霧農產「栽培技術的創新與改良」被遮掩而看不見，

我們也絕不能漏掉太多看得見的關於這些技術的特定論述方式 。

也就是說，我們看得到的只是農業試驗單位或農學院師生的研究

報告以一定的速度在累積6 從這些實驗數據報告中，卻永遠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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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一面，而且通常是最精彩的那一面。實驗數據的論述方式，看

不到農業技術創新真正發生的場域與演變的過程，因為那些場域

與過程，以及那些帶來創新力量的行動者一一農民，絕不是在實

驗的環境裡，而經常是被稀釋在季節變換卻年復一年有節奏進行

的田間實作經驗與鄉民生活文化裡。

農民形象被遮掩在「菜金菜土」現象中，也是另一個重要的

例證。生活在當代台灣社會，我們很容易在週而復始的季節更替

中，年復一年被提醒蔬菜價格猛烈的波動:梅雨颱風季節，菜價

高不可攀;冬日與來春穩定生長期，卻又是產地農民無奈的將賤

價蔬菜割除混入泥土裡當肥料。如果把台灣農業想像成一座舞台

的話，今日的主角非菜農莫屬，年復一年在菜金菜土價格波動的

舞台背景下，被迫上演形象鮮明無助訴苦者的角色。農民，不只

是菜農，就是這般看天吃飯，還要任憑不合理運銷制度的剝削，

束手無策無奈無助的角色7 。 這樣被認知的農民形象，自然很難

跟「農業技術創新」之類的名詞聯想在一起。

農業的形象則是被遮掩在「以農養工」的印象中。對台灣社

會經濟發展史的主流印象，以農養工，犧牲農業來換取工業，農

6 至少、包括鳳山熱帶園藝試駿分所、高雄區農業改良場、中與大學農學院、台灣大學農

學院、屏求科技大學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高雄改良場李賢德(1997) 已注意到進霧栽

培領域裡，來自於農民實作者的技街:f'J 新能力，不過他的研究方法係以問卷針對立意

抽樣的傑出這霧農民調查其意見，以他們的意見比例來說明哪些歸為「草根性技銜:f'J

新項目」、其他又皇帝為「適合由農業機構創新項目」。又說明了依頒設備的部分比較無

法由農民自身進行創新，但仍未能於此種論述方式中說明農民如4可進行這些創新，以

及為何能夠如此的因由。詳見氏著〈這霧草根性技銜:f'J 新之發展〉。

7 另一個已退下舞台，形象卻仍舊鮮明的角色則是「稻作農民」。許多老農守護著田地，

就算稻作收入已拯微薄，甚至低於領取休耕補助的程度，但仍繼續耕作。除了對土地

的深刻情感、長期t..耕生活的習慣、稻作作為生活安全感的保證等等因素，閉起何以

如此時，曾有老t..明榷的回答，如果放任田地荒蕪，怕被鄉里鄰人「講話J (嘲笑 )。

詳見胡台鹿拍攝之紀錄片「穿過婆家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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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被當作哺育工業的奶水源頭，工業長大了，農業理所當然也應

該是枯竭老去了。 1950年代初期進口替代到1960年代出口替代工

業化，統計資料上看到的是第一級產業人口急速減少，主要產值

逐年轉變到第二級產業製造業部門。當農業與製造業相比較時，

製造業是有技術的、隨時在進行技術創新的，而農業則是枯竭老

去與技術無關的。

關於「農業產業升級」的主流印象，也造成某種遮掩效應。

農業升級，經常看到的是美國、澳州經驗，也就是大規模農地與

機械化作業的遠景。各種大型的農業機械在廣里無遁的農地上運

轉，最完美的圖像則是直昇機在天空噴灑農藥肥料，這是號稱最

有競爭力的進步農業典範 。 至於台灣農村小農零細耕作的型態，

則被當作是治不好的舊傷疤，坦露在土地田園上，彷彿只能一代

傳給一代型進更纖細而更無以迴返的傷痛。就這個面向而言，如

果要談農業技術的創新與改良，焦點只會被放在農業機械與農業

資材(農藥、肥料等 ) 的技術演進上 。

總之，小農型態的農業被當作明日黃花，而整體農民又太過

於被當作同情的對象，因而很難讓人們注意到，其實早在工業剛

起步的年代裡，台灣社會就已同時在孕育著許多技藝精湛師傅級

的農民 。 然而，就算將農業真的當一回事來看，也因為農藥、肥

料工業的發達，農業被當作只需投入勞力、資本等生產要素，自

然就會在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事業。最後的差異只剩下「菜金菜土」

的價格浮沈，也就是天候、產量與市場之間的問題;純粹是「量」

的問題而完全無關乎技術與品質，而「量」的問題最多又只被換

算成運銷制度的問題。

以下我將呈現給讀者的故事，剛好與上述印象都相反。藉由

蓮霧變成黑珍珠的技術發展史，我們將先看到「質」的問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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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確立、創新命名、以及各種栽培技術的創新改良，進而影響

蓮霧形象與市場供銷;而所有技術的演進過程，都跟創新力量十

足的行動者一一果農一一一息息相關。

黑珍珠的技術發展史8

歷史打算給予某些人特別契機的時候，通常這些人自己並不

容易意識到，至少在事件剛剛從許多不利條件中萌芽的時候是如

此。

就像1965年，海風像往常一樣吹拂著屏東林邊鄉沿海的一個

小村落，二十七歲的阿石站在這塊剛從岳父那邊接手過來的潰海

砂質地上，看了看這三分多的土地，鄰近這塊土地，天候與地質

條件類近的農民們種的是耐旱、耐鹹的青蔥作物，而阿石的岳父

為了更省工、更兔照料起見，乾脆栽種了俗稱「土蓮霧」的大紅

色種、俗稱「新市仔」的白色種，以及少數幾棵「南洋種」粉紅

皮色的蓮霧，每年到清明、端午以後，就是蓮霧自然開花結果的

採收期，一輪一輪的採收，大約可以收個四次到五次果實。這樣

8 關於 「黑珍珠技術發展史」的書寫方式，我將採用類似於人類學著作 〈銀翅> ( 莊孔

哥哥 ， 2000 ) 的體例，以小說或隨筆的性質，失首先失敘，並盡量呈現每一時期與農村相

關的制度安排與政策背景。關於人物姓名，均以「阿XJ 相稱，比如阿石、阿丁等

等。這樣做的原因是，一方面為求接近農村人際相處的實況，凸顯鄉民社會的生活氛

圍;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達成「部分匿名化」的效果，留與書寫者嗽大的創作彈性。至

於為何不讓這些人物真正匿名化，而還要取真實姓名的最後一字為稱呼，則是考量至'1

創作彈性必須自我克制，克制在與真實不斷的對話之間，並約采無真實基礎的虛構。

因而，若將此種書寫體例稱作「社會學說書人J '應該也可會心一笑。至於本研究的基

礎資料，則是來自於20∞年6月至2001 年4月在屏采縣林i是鄉參與觀察之田野資料，以

及對不同時期開始栽種進霧的農民所進行之深度訪談。見附錄一受訪者開始種植

蓮務之年代、年紀與出生年次」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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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蓮霧，當阿石跟岳父提起打算施肥並做一些簡單修剪時，岳父

笑說沒聽過種蓮霧還要施肥的，何況是這種海邊鹹鹹黏黏海風吹

來的砂質地，這種有得收成就謝天謝地的歹田!不過，歷史總是

捉弄人的，整部關於蓮霧如何變成黑珍珠曲折而豐富的技術發展

史，以及技術成熟之後蓮霧農作影響林邊鄉以至於成為全屏東縣

重要經濟命脈的歷程，不折不扣就是從這塊不起眼的歹田中不起

眼的蓮霧樹開始的 。

這時的阿石並不知道隔年，也就是1966年，與林邊相隔不遠

的高雄9 就要在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的考量下設立 「高雄加工出

口區J '敲下出口替代工業化政策最具體的第一聲鑼鼓 。 當然，

年少的阿石更不會知道， 逐步工業導向的台灣， 在往後數十年之

間，會一步步試圖將他年壯力盛的許多鄉親同伴們，像鉤頭遇到

最強勁的磁石一般，吸引到城市工廠裡換取工資 ;而阿石此時做

的工作， 竟然不知不覺在日後為他的這些鄉親同伴們預留一條留

鄉或回鄉謀生的活路 。 阿石居住的林邊鄉， 1965這年，離海潰較

遠的中心區域，最好的田地仍舊是雙冬收成的稻作水田，種植的

面積也最廣，其次等則的田園栽種香蕉， 主要分佈在鄰近林邊溪

堤防一帶的土地上10 。 比起稻米及其他作物，香蕉在當時仍舊是

最風光的產業 ，尤其1963年日本開放香蕉自由進口之後，日本的

外銷市場成為蕉農與地主相對高額收入的保障11 。

9 從林邊鄉經來港鎮、新國鄉 ， 過了高屏溪 即是高雄縣、林國鄉;尤其 1976年沿海公路

(省道台 17綠) 閃過之後，林邊更是不折不扣大高雄生活圓的一環。林邊與高雄的關迪

性，遠遠勝過相距較遠同屬一縣的屏來市或潮州鎮。

1。 這樣的分佈比例， 直到 1970年代初期仍是如此。以 1973年為例 ， 當年林邊鄉一期稻作

栽種面積仍佔702 .93公頃，香蕉栽種面積則是452.∞公頃，此外除與兩季稻作輪作種植

的大豆佔223.40公頃、紅豆佔225 .∞公頃之外，其餘雜糧、蔬菜、有果類面積都很小 。

整個林邊鄉面積約 1562.33公頃。見林邊鄉公所， 1985 ' (林邊鄉志〉。

11 詳見朱慶圈 ， 1979' <香蕉) ， (，經濟果樹 ( 下 )} ，頁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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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鹹鹹黏黏的海風吹拂著，擁有一塊海邊砂質地歹田

的阿石做了一個的決定，也許意識到這是他個人生命史重要的

一刻，也許只是像先前經營冰果室、肖像畫室或水果承包商一

樣 12 又是一次年少時錯誤而深刻的嘗試 。 總之，阿石決定把蓮

霧當作經濟作物來栽種，希望把不起眼的蓮霧改造出一定的品質

與市場價格，像香蕉、鳳梨一樣的經濟作物。

(1)創新的開端:品種確立與先驅者出現

就像先前提到的，關於農業技術的創新與改良 r新品種」

是最其說服力、最容易引起注意的創新項目;不過 r黑珍珠」

從來就不是新品種，而是既有品種在栽培技術上不斷改良後的新

成果 。

承接這塊海潰歹田之後，阿石觀察田中原來種植的兩種蓮

霧。 俗稱「土蓮霧」的大紅色種顏色雖然漂亮，但經常帶著澀

昧，甜度低，顆粒也不大;反之 r南洋種」粉紅皮色的蓮霧，

卻有土種蓮霧兩倍以上的大小，甜度較高，尤其重要的是開花結

果的時間也較早。既然決定要下功夫栽種，很快阿石就挑定了南

洋種 。

1965前幾年，屏東平原北部的內埔鄉，也有少數農民像阿石

的岳父一樣種植蓮霧，同樣漸漸確定以粉紅皮色的南洋種為主要

品種 。 雖然一北一南，不約而同從既有蓮霧品種中確立了將來栽

培經營的南洋種，但後來 .r黑珍珠」的品質與名號，卻是在屏東

平原南端林邊溪出海口的林邊鄉被創造出來 。

12 元〈林仔邊〉 月刊， 2α泊， 第 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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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修剪枝葉、調整種植問距，模仿其他果樹栽培的組淺

技術，加上演海的條件海水與海風影響土質鹹性，無意中竟然暗

合蓮霧果實生長的環境需求，此後幾年內阿石所生產蓮霧的品質

逐步改善，甜度略有增加，皮色從粉紅轉為帶有些微深綠色光

澤，而收成量也大增，高雄的「行口商」一一果菜市場中代賣水

果抽取一定利潤成數的商號一一開始注意到來自屏東沿海鄉鎮林

邊鄉的蓮霧，有時農民與行口都會以「鹹水蓮霧」來稱呼這些品

質改善中的南洋種蓮霧。而與蓮霧收成狀態改善後相應的，蓮霧

農也有了較高的收入，一分地或一甲地扣除技術開端還不算高的

成本後能夠獲取的收益，遠遠高於稻農;同時，香蕉的好景漸漸

遠去， 1969年左右遭遇菲律賓與中南美洲香蕉競爭日本市場，國

內農業工資受工業工資影響也日漸提升，蕉價偏低且不穩定，種

種因素造成蕉農收入減少了，許多蕉農已經準備要砍除香蕉樹，

另外尋找可行的農作，或者就把土地出租給新進農民。這幾年之

間，阿石種植蓮霧成功的消息逐漸在鄉里傳開，也開始有年歲相

近的先驅者的陸續跟進，雖然為數不多。

初期幾年之間，阿石開始嘗試將其他青果或蔬菜栽培的方法

帶進蓮霧栽培、同時也從農業雜誌與書刊中吸收新知，並與十多

位被他鼓舞經營蓮霧的先驅者不時交換嘗試錯誤後的經驗。蓮霧

在當時根本不被當作經濟作物，因而不論是農政單位或民間出版

社，都還沒有介紹蓮霧栽培法的篇章或專著，這群先驅者從書刊

雜誌中所能參考的只是其他經濟作物的栽培法。若與外銷導向風

光一時的香蕉產業相比較，後者甚至已經成立「香蕉研究所」專

門從事香蕉品系研發與產銷技術的研究了。

13 見附錄一 í受訪者開始種槌是在霧之年代 、 年 1己與出生年次」 一覽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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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命名 r黑珍珠」符號的魔力

「黑珍珠」的名號是怎麼開始的?何以到最後「黑珍珠」這

個名號甚至取代了「蓮霧」一詞，或者至少也被當作同義詞?關

於農業技術的創新或改良，常常被忽視的就是「命名」這一重要

環節，尤其像黑珍珠的命名，完全不同於農業試驗單位、改良場

或學術機構研發出新品種後直接為新品種賦予一個名號的過程;

黑珍珠名號的出現與廣泛認同，是一個漫長而充滿戲劇性的過

程，這個名號甚至有過巨大的力量，挺起手臂將一項原先不起眼

的農作物緩緩而有力的頂到雲端，變成國內最高貴的水果珍品之

關於名號， 1970年開始種植蓮霧的阿海有一段回憶:

r. .. .. .阿石是我妹婿的哥哥 ， 阿石看好將來的市場 ， 介紹我種

蓮霧。當時 ， 我們在出貨的時候 ， 如果蓮霧粒頭夠大 ， 就在貨

箱寫上 “黑大霧"或“青黑度"一類的名稱;粒頭小的 ， 皮色

黑又金滑的 ， 有人就寫上 “黑珍珠"。據我所知 ， 我開始種沒

幾年的時候 ， 林邊鐵橋邊有幾區土地， 海水來到那邊 ， 那邊土

質鹹份比較高 ， 種出來蓮霧就是黑又金滑 ， “黑珍珠"可能就

是從那些果農開始 叫 起的。 J

同樣是1970年進場的木匠阿生，也同樣是阿石引介，他的說

法更傳神:

r .. ....阿石是最 早種蓮霧的沒錯 ， 但是他的蓮霧不﹒夠漂亮啊 !

“黑珍珠" 的原理是這樣 ， 最早在海邊栽種時， 蓮霧這種熱帶

作物，遇到鹹澀的環境 ， 自然就會變比較黑 、 比較甜。 南風若

透 ， 土地自 己 會 吊 鹹起來 ， 蓮霧就一定會漂亮 ， 會黑。但是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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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合土質 ， 阿石就是差在土地是砂質地 ， 如果是土壤地 ， 配

合鹹份 ， 再有 南風帶來濕氣 ， 把土地表面 的鹹份吊高起來 ， 影

響蓮霧葉片和枝幹 ， 這樣蓮霧一定長得漂亮。送到高雄行 口 就

說是 “鹹71<-蓮霧" 0 J 

表面上看來，這場事後證明力量十足的命名行動，在剛開始

時是隨興、零散，好像沒有明確的脈絡可以依循 r黑大霧」、

「青黑度」、「鹹水蓮霧」、「黑珍珠J 等等名稱，任憑這些先驅

者或具體或抽象的加以比喻 。 不過，阿海與阿生的說法中，透露

一項重要的交集:粉紅皮色南洋種蓮霧，是在經過地質與鹹份的

試煉之後，才變成暗紅發亮的皮色，而且甜度也增加了，而鹹份

則是來自於海水與海風 。

早先栽植南洋種蓮霧位在屏東平原北部的內埔鄉，緊鄰著三

地鄉、瑪家鄉等山區，內埔鄉是隘寮溪、東港溪剛剛流出山區的

門戶，表層砂質、底層組細碟石的地質構造，使得地下水容易下

滲蓄積，水源雖然充沛，但地質成分卻是林邊果農說的「砂氣較

重」 。 更何況內埔鄉深居內陸，絕不可能有帶著鹹份的海風吹來

或海水湧來了 。 蓮霧變成黑珍珠，關於蓮霧品質改良與命名成功

的源頭，這麼說來還真的只能發生在鹹鹹黏黏海風吹來、海水潮

汐湧進慘和著溪水的林邊溪口周遭，而事後看來，當年以水稻種

植為標竿被評定為不入流的許多鹹性歹田，在蓮霧時代來臨後反

而變成良田了 。

但是，如果真正要找到第一位在貨箱上寫上「黑珍珠」名號

的果農，卻又不是林邊鄉這些先驅者;縱然此後這個名號的確是

林邊果農打響的 。 早在阿石經營蓮霧的同一時期，紡寮鄉水底寮

村落有位朋友阿河也在丘陵地區栽種蓮霧，某年他的園中有一部

份果實色澤較朱紅，又較甜，但顆粒很小，高雄行口商要他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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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貨定個名稱，他隨興一想，取其小巧玲瓏色澤朱紅之特色，就

命名為「黑珍珠」 。 等到阿石生產的蓮霧品質漸有突破，粒頭也

漸漸變大，他仍沿用阿河命名的「黑珍珠」來行銷，此後林邊先

驅者越來越多人也開始採用這個名稱14 。

直到今日，黑珍珠幾乎取代了蓮霧一詞，而且成功的讓消費

大眾認知到這是一種高級果品 。 「黑珍珠」這樣一個詞彙，將符

號聚攏力量的效益發揮至極，所有可能分散掉的零星力量因而有

了集結點 。 比較於先前果農們所命名的「鹹水蓮霧」名號，貝IJ明

顯只堪號召沿海一帶東港、林邊、佳冬、杭寮等地生產的蓮霧，

無法結合內陸或屏北的產量，進而將集結的產量轉化為象徵力

量。 換句話說，如果在蓮霧創新成果的命名之初，未出現類似於

「黑珍珠」跨越地域而又超越先前形象的符號，如果當初是任令

各個小區域個別命名，貝IJ顯現在市場上、消費者感受上，很可能

不會有強烈的價值轉置的效果，從而蓮霧果品也不可能被以急速

躍升的方式從不起眼水果進身到最高級水果之列的 。

當然，符號背後的基礎也不容忽視，早期黑珍珠響亮的名號

來自於鹹水栽培的意外，而鹹水埔的成因又來自於1970年代起林

邊、佳冬沿海嚴重的地層下陷，帶著鹹氣的土地越來越多 16 早

期很長一段時間內市場最佳品質的黑珍珠都出自這一帶 。 到了

1983年，時任台灣省主席的李登輝來訪林邊，更將「林邊黑珍珠」

14 見 〈林仔邊〉 月刊 ， 2α沁' 第 37 1，月 。

15 近年來高雄縣、六龜鄉「黑鑽石」 這霧的命名， l!p借用 了 「黑珍添J 的命名結構 ，屬於

同一符號結構中的衍生性命名，故而兩個符號之間仍是相加相乘的效果。 至於屏泉縣

許多鄉鎮反會開發的且是霧品牌，比如林邊的 笑華旅莎、 4圭冬的透紅佳人等等 ，都是依

附在主結構下的次級符號 ， 並無法取代主結構「黑珍珠」符號的主導力量。創新成果

的命名 的確是相 當重要的， 其重要性不豆於栽培技街的演進 ，某些果農就曾提及， 英

語系國家將是在霧稱作wax apple ' 這個符號並不會讓人覺得美味或高貴 ，因而 ， 在這霧

試辦外銷過程中， 重新命名是當務之急。



14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期

這個名號徹底打響。不過，雖然鹹水埔的地質與鹹氣不可複製，

但栽培技術卻可以交流，從鹹水埔栽培效果推敲原理後，可以用

其他途徑來改善先天的不足，因而漸漸全屏東三十三鄉鎮市中三

分之二以上的鄉鎮市都有蓮霧種植17 也都在當地條件下繼續品

質改良的工作，蓮霧收成出貨時都叫做黑珍珠。

(3) 技術現身:疏花技術的形成與演進

如果把農業技術創新過程分成品種創新、命名創新與栽培農

法創新三大要項，先前我們從品種確立談到了成果命名，現在才

真正要進入栽培農法的創新改良過程。要談蓮霧栽培技術創新改

良的過程，絕不能錯過比阿石年長一歲年輕蕉農阿丁的故事。

1973年，三十六歲的蕉農阿丁面臨抉擇。好友阿石已經經營

蓮霧七年多了，除了生產蓮霧果實之外，也開始「蔭栽J (培育

苗栽)販售蓮霧苗栽，看來同樣是果農，阿石的路寬廣多了。每

年賣蓮霧與苗栽的收入，荷包裡也飽滿多了，不只遠遠勝於其他

作物的農民收入，比起到城市工廠做工的青壯輩，他的收入簡直

就像個開設小型工廠的頭家。

就在1973年前後，台灣社會有過好幾件跟屏東農村小鄉鎮息

息相關的大事。

16 r 鹹水捕」土地的出現，與林邊、 f圭冬沿海嚴重的地層下陷有關。 1960年代鰻魚養

娃、 1974年萃蝦人工繁延成功後，在林邊、住冬兩鄉沿海村落掀起熱潮，村民挖提土

地為養殖池，越拉越多，養員直所需地下水抽水量遞增，地層嚴重下陷將近三公尺，直

到 1986年草蝦病變後才停止。海水滲入地下水層，潮汐湧進林邊溪口更內陸的地方，

沿溪兩側「鹹水埔」性質的土地增多。相關討論，見余光雄， 20∞， <台灣魚顛覆傳

統> '頁泣。

17 見附錄三 :屏來縣各鄉鎮市進霧栽種面積統計表 ( 2做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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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以後，台灣失去了最主要的國外市場一一日本，而這

意謂著香蕉農產急進走下坡的時刻來臨了，蕉價逐年下降，而農

忙時雇工所需的農業工資卻年年上漲的。男外， 1973年底，受世

界性的糧食和石油危機波及，產生一波城市勞工返回農村的浪

潮，在城市裡領著一定水平工資的青壯輩返鄉勞工，面對的是家

鄉的稻作水田或蕉園，銘刻在身體裡的一把尺自然浮現，就算回

鄉務農，每月收入也要能跟城市工資相較量。此時，林邊鄉、以

及屏東縣其他鄉鎮，關於家鄉傳奇事業的種種正在流傳，黑珍珠

蓮霧真的是值得一試的事業。

藉由統計圖表，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晰，附錄二的圖一、圖二19

顯示出1973年是蓮霧經營最大的轉折點，從這年開始，蓮霧種植

面積急速上揚，每年增加一、兩百公頃，到了 1980年甚至產生戲

劇性的增長，這年原來全國蓮霧種植面積2.877公頃，隔年一躍而

成6，397公頃，整整增加了3，520公頃20 兩倍有餘的增加率。這股

氣勢一直延續到1987年達到種植面積的歷史高點10，502公頃，雖

然其後的增加率沒有1980到1981年那麼驚人。在整個蓮霧面積擴

展過程中，屏東縣蓮霧經營面積也在逼近佔全國總面積八成多之

18 工業發展的步調持續著，但工業與農業開係，卻在 1972年中哥哥經國接任行政院長時有

所調整 ，他開始採納重反派學者李登輝等人建議，椎動農村建設並轉向支持性米價政

策，維持稻農一定的收入水平 ，並使國家有足夠稻米集備:農村建設與稻農收入，也

使社會福利的成本個人化，也就是就城市勞動者在家鄉的被扶養者可籍由稻作而維

生。先前十幾年，農村在國家政策性的壓制稻米價格，同時維持城市工資與平均勞動

收入高於農村的情況下，一抹一吸有效的將年輕勞動力推擠jlJ域，市工廠來，投入出口

替代工業化的勞動大軍 ; 但是，到 1960年代晚期，才在擠力量太大，反而引起農產品價

格上揚，農、工業工資過度上漲，及農業生產遲緩等症狀。相關討論，詳見蕭仝政，

1988' <第六章台灣地區支持性米價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 (政治與經濟的學合〉。

19 見附錄二 國一、台灣光從後蓮霧栽培面積及產量。圖二、近二十年台灣進霧主要產

地栽培面積之消長。二圖均出自王德男、翁瑞亨， 1996' < 台灣進霧產業經營之變革

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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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一直維持這個比例;簡單的說，所有國內外情勢的變化，真

體展現在農業屏東時，其中一項鮮明的地景印記，就是原來迎風

擺動的蕉扇先不見了，接著低矮連綿的稻浪也消失了，很多蕉園

與稻田都變成了一簇一簇翠綠大傘密佈的蓮霧園21 。

再回到1973年，蕉農阿丁在林邊鐵橋附近林邊溪堤防邊這塊

低濕的鹹水埔土地上。 好友阿石年年恣意，自己也評估局勢之

後，阿丁終於下定決心投身蓮霧栽種的行列 。 此時的阿T怎麼也

想不到，關於往後黑珍珠栽培農法好幾項重要技術的突破，都跟

他密切相關，至少是跟他所承租的這一分半大小的鹹水埔土地相

關 。 這年年中，阿丁審慎的將原來「八尺四方」間距栽種的香

蕉，每隔一壟就砍除一壟香蕉樹，砍除後的這一壟就種下蓮霧 ，

構成「丈六四方J 22蓮霧新苗栽種植的間距，地景上則呈現為一

壟香蕉、 一壟蓮霧很有規律的排列，心裡打的算盤卻是， 一方面

蓮霧的新苗栽通常要三到五年，樹體才能成熟到足以有果實可採

收，這等待期間仍須香蕉來依持生計，男方面蓮霧是否真是如傳

聞那樣穩固的事業， 自己投入新的果樹經營是否能夠摸著訣竅，

2。 這應該與1978年之後台美關係惡化，該年年底卡特政府宣布中斷台美關係有關 ; 當時

台灣政府為維繫兩國檯 面 下關 4萃，不斷派出 「對美特別4采購團 J '大量增加小麥 、 玉

米、黃豆的購買 ， 以此爭取友好的農業州參議員支持 「 台灣關係法」 制訂時的有利條

款。 在台灣農業方面的影響是，大量非稻米雜糧作物進 口， 改變國人飲食與消費習

慣，稻米需求量減少 ，而 農村的雜糧生產多樣化也被阻斷 ， 傳統農 民要不是繼續種

稻， j記者就是領取休耕補助，五且是f轉作其他經濟作物 ， 或者出租土地 。此時進霧農作

面積激增 ， 仿、 大量稻 田轉作所致。相關討論同社 18 。

叮 當然 ， 同 一時期屏求農業的另一項奇績是 「綠寶石傳奇J '平原檳榔的栽種 ， 從砂質土

為主的內埔、萬巒一帶拓展開來 。 筆直高聳的檳榔樹，密集排列在原來的水田中 ，這

是另一項地，景 ， 詳細討論見林德福 ， 1992' <區域發展不平等之研究一諭屏束地區檳

榔之資本積累性質與機制〉 。

22 果樹栽培 ， 不同果樹因其較佳的樹寇大小等等因素 ， 有不同間 j!! 考量。香蕉是一行一

行排列， 每一行稱為一墊 ， 種植完成的香蕉函 ， 月IJ好每株與前後左右都相隔八尺長 ，

稱為 「八尺四方」的安排。這霧樹冠較大 ， 當年果農們經常採取 「丈六四方」的安

排 ， 長寬都是香蕉栽植時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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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還在未定之天。

跟阿T以及他那塊鹹水埔土地密切相關的蓮霧「栽培技術的

創新與改良尸首先得從蓮霧「疏花、疏果」農法的確立說起 。

「 民國 62年農曆五月種下了蓮霧 ，出 乎意料 ， 這塊鹹71<.埔自然

讓蓮霧開花 ， 隔年五月就可收成 ， 雖然收得不多 ， 一叢樹只收

成40斤左右 ，剛好裝滿給行 口 的一件貨箱。不像其他田地 ， 三

到五年才能收成。 J

「 民團 63年底 ， 隔壁佳冬鄉有位朋友 ， 經別鄉農民介紹學會用

速滅松等藥劑“催花他也教我試試看。結果一催 ， 蓮霧樹

不只提早開花 ， 還開得整叢樹滿滿都是花。當時使我啦 、 阿石

啦 、 其他十幾位農民啦 ， 都還沒有人知道蓮霧應該要疏花 、 疏

果 ， 看到催花之後花來得多 ， 我就“貪留幾乎全數的花都

留住。結果 ， 隔年三山國王迎鬧熱時 ， 農曆二月二十五前後那

幾天 ， 我記得很清楚 ， 氣候大轉變 ，連續烏陰二 、 三天 ，日 頭

朱開 ， 天氣寒冷 ， 當時花落鬚後已經結粒變成..小紅頭 " 了 ，

我只知道雇人來把給了小呆的枝條用繩子吊到較高的粗枝 ， 哪

知道這樣的樹體 、 這樣的地質堪不住那麼多小果實 ， 沒辦法補

給營養 ， 結局是全都落果。當時真的是不知道勢面 ， 看到花開

得多心裡一高興就“貪留連不該留的枝尾部分也留了花 ...

在蓮霧經營三十多年後己號稱是「最厚工」、「最技術性的

果樹」的現在，回想起技術改良的開頭，阿丁頻頻笑了起來，笑

說當時候一整群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現在看來最基礎的功夫:疏

花、疏果。

疏花，組略的說來，就是將每一次開花後蓮霧花的總數控制

在一定範圍內，以便蓮霧樹體充分供應由花至果過程中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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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生產出果大質優的蓮霧果實;如果疏花後留下的蓮霧花數量

還是太多，接著在結成小果實階段還要進行一趟疏果的工作。

疏花技術演變的過程，可以當作其他蓮霧栽培技術演變過程

的縮影:最開始疏花的工作只是在花的「數量」下功夫，隨著栽

植經驗增長，慢慢就轉往花的「品質」要求，因為花的品質直接

影響到果的品質，哪些區位的花簇適合留下，該區位一簇花之

中，眾繳花序裡哪幾顆相對位置的花琶最佳，而且還要考慮到花

長到什麼狀態時最適合進行這道疏花的手續。也因為如此，初期

十數年下來，果農們的「眼光」自我鍛鍊得越來越犀利，光是

「蓮霧花」這個名稱早已無法涵蓋果農們體驗到的蓮霧果樹生長

態勢，至11後來蓮霧花從米粒一般大，小小花芽開始就有乳名了，

從花芽到果實成熟的整個過程被複雜化為 r鏢仔→小分粒仔→

大豆粒仔→小白肚→大白肚→爆鬚→合擠→青肝仔→紅頭→成熟

果實J '每個小小時段內，都必須配合不同的施肥、施藥、剪去

部分老葉片與弱枝條、摘除部分新葉芽、照養最能帶動花芽成長

的新葉芽等等繁複的技術管理 。 當然，這是長期緩慢演變出來的

技術準則，背後同時也意涵著黑珍珠蓮霧越來越被台灣社會定位

為高級果品的各種因緣條件;而成功的定位為高級水果，又有堅

實的消費需要，反溯激發了生產者更細節、更綿密的技術演變 。

1974年剛學會的「催花」技術，像是神燈中冒出來擁有神奇

魔力的精靈，蓮霧花開滿了組枝幹、細枝條，連枝條尾端滿滿都

是花，阿丁剛開始像是不懂如何駕敏魔力的主人，任憑魔力在蓮

霧樹上四竄，等到隔年天氣變冷，花果落盡，他才感受到「數量」

不是唯一的標準，當他為自己給定一個經驗教訓一一反省「貪留」

一詞的技術意涵，並逐漸學會省察土地、天候、樹體等特性後，

也決定了日後他與阿石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同時，他們個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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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取定，深刻影響了後來黑珍珠蓮霧產業的發展。

(4) 質與量的叉路口:高品質路線的技術偶然性

1977年南台灣一場十六級強烈颱風一一賽洛瑪颱風一一過境

後，整個屏東的作物地景突然像是橡皮擦狠狠擦掉的炭筆畫，稻

田毀損、許多種多年生的果樹也被連根拔起;加上1978年初起台

美外交挫折，台灣加強對美採購稻米替代品雜糧作物的情勢下

23 稻作更顯得是毫無未來可言。屏東許多農民在接下來一直到

1981年這段時間內，感受到林邊黑珍珠蓮霧成功的經驗，對高品

質蓮霧的管理技術信心大增，急速跟進轉作。 1978年全國栽植面

積首次突破 1 ，000公頃，屏東佔了六成多;到了 1980 、 1981兩年

間，全國栽植面積由2.877公頃躍升為6.397公頃，屏東所佔比例

更高達九成多，一直到宜蘭蓮霧面積稍微擴增、以及高雄六龜推

展「黑鑽石」蓮霧經營後，屏東所佔比例才微幅下降維持在八成

多左右。

阿T真正有系統的經營蓮霧，也是在賽洛瑪颱風離去，重新

栽植蓮霧苗栽後。這時的阿丁慢慢感受到自己第一塊土地的土質

特性(土壤地、鹹水地、低濕地)、相應的蓮霧樹體特性、甚至

自己的個性，狠下心來將每年疏花疏果的工作做得相當徹底，加

上其他看似偶然因素的配合，接下來的十多年之間，全屏東最頂

尖的蓮霧農「阿T傳奇」就要上演了，而這個傳奇本身又因為當

時鄉里傳播方式的特性，以好幾倍的放大效應更加型塑了黑珍珠

蓮霧未來的走向，不只影響林邊，還及於全屏東 。

23 相關討論，克拉18 、 社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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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石的砂質土地特性，蓮霧花可以留得多，當年首次採用

「速減松」催花術之後，阿丁的蓮霧花果盡落，而同樣不知道應

該「疏花」的阿石卻安然無志，滿園蓮霧。不過，砂質土栽種的

蓮霧，成熟後的果實質地真的遠不如鹹水埔土壤地，前者果實構

成中的海綿質較多，脆度較差，果皮顏色與光澤也比較弱些 。 這

也使得阿石不得不將每次開花的蓮霧花多留些，以量來取勝，就

算後來採納疏花技術後仍是如此。有一段時期，以最高品質的蓮

霧相較時，每斤蓮霧的價格，阿丁的貨常常是阿石的兩倍，而阿

丁的蓮霧又有很大比例都能控制在中高品質，阿石的則大部分是

中低品質，但每分地收成的斤數，阿石的數量卻遠高於阿丁。

阿石與阿丁於是構成兩個最典型的例證:阿石採中等栽培技

術，但求取大量，也因此雇用近十位工人協助經營蓮霧園;阿丁

則越是往尖端栽培技術前進，大膽而有條理的疏花疏果，各種細

緻的技術管理細節都是夫婦倆親自操作而不假手他人，也因為他

人無法簡單複製這些技術細節。若說阿石走向「雇工量產」的方

向24 阿T貝Ij像是不斷求取精良品質的「師傅」 。 其他先驅者在

「量」與「質」的取擇上，牽涉到自身的技術限制、擁有的土地

面積大小、進場先後而影響蓮霧樹體的成熟度等因素，貝Ij分佈在

他們兩人之間。但從行口商見獵心喜越來越要求高品質的蓮霧這

個趨勢看來，果農們已明顯的感受到，無論如何，蓮霧品質一定

要繼續突破，縱使每個人所經營的土地、樹體、以及自己的個性

等條件各有不同。

阿丁的高品質蓮霧，到底是透過哪些條件、哪些技術得來

24 日 後阿石 更進一步轉型 ， 從生產蓮霧與販售 苗栽的果反，進而開設全林邊第一家托運

行 ，成為真正的「豆豆家 J '專門經營且在霧之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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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既然決定求取品質、以質求價的路線，阿T自然對於蓮霧每

年季節變化時的生長態勢更深入體察，配合土質天候條件，關於

細節化的技術逐年精練改良。但有一個關於「施肥技術」的重要

突破，卻真的是偶然因素所致。當「阿T傳奇」開始在鄉里傳聞

時，為解開為何阿丁的蓮霧總是全屏東賣價最高的謎，有一年阿

石很好奇的將自己與阿丁園中的果實與土壤送到農業試驗單位化

驗。然而，驚奇的發現，原來以為應該只是鹹水埔海水的納離子

一類的成分在作用，結果竟然化驗出較高的鈣質成分。

原本關於蓮霧的施肥，阿石與先驅者都一樣，大家都是先從

種稻、種香蕉經驗採借過來，調配基礎的氮、磷、多甲肥料三要

素;早先阿石跟他岳父提起蓮霧施肥時，還甚至被岳父笑說蓮霧

哪需施肥。但是，事實擺在眼前，阿丁所栽培又好吃、又有看

頭、賣價又高的蓮霧，其中竟然有較高的鈣質成分。阿石決定在

自己園中找幾株蓮霧試驗，買了過磷酸鈣與名為「鈣源」之類的

化肥來施肥，一年過去，到了採果期，竟然沒什麼改變，果實中

鈣質成分並不見增加。經過仔細的再觀察並閱讀介紹施肥的書

刊，終於發現阿丁蓮霧園旁邊有飼養「睏鴨25 J 的人家，而鴨池

水自然溢出，流入地勢較低阿T的蓮霧園來，鴨子排泄物中的鈣

質，溶在鴨池水有機質環境中，澆灌到植物時才容易被吸收。

此後，蓮霧施肥技術也逐漸突破，除了原先氮磷餌三要素之

外，也注意到所謂「微量元素」鈣、錢、蜢、納之類化肥的需

求，找出適量與適期之施用，並需培養出這些元素得以被吸收的

25 昔日林i是鄉另有一項特色產業， r咽鴨」的飼養 。即 白天野放覓食，晚間回到鴨寮休

息的飼養方式。詳見〈林仔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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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質環境。

鹹水埔與鴨池水的天時地利可遇不可求，但由鹹水埔與鴨池

水推測出來可能的原理，卻可以學習、試驗、推廣 。 而且，因為

創新的栽培管理技術漸漸找出基礎模式，當農民開始在原先的稻

米良田中試種蓮霧時，投入基礎管理技術後，發現種出來的蓮霧

也是美觀飽滿、細緻可口。等到1980年代前後，大量的水田土地

終於繼香蕉園之後也走向轉作之路， 一度被鹹水埔顛覆意義的稻

作良田，如今又回復為有價值的土地種類了，蓮霧不一定非要在

長年含著鹹氣的鹹水埔土地上才種得出好品質。

隨著技術精進，品質日漸提升 r黑珍珠」在1980年前後已

成為高級果品，農民大宗出貨的對象也早就從高雄行口轉變成台

北行口，北部高收入的消費者現在成了黑珍珠走向的決定力量。

「阿丁傳奇」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出現的，北部行口商與水果販

仔，在消費市場需求的狀態下，將黑珍珠價位節節喊高 。 而這樣

的傳奇故事，更因為當時電話尚未普及，行口商採「電報報價」

的聯絡方式，使得傳奇更加傳奇，在生產者家鄉帶起濃厚的技術

較勁氛圍。

當時的運銷制度是這樣的，每天下午兩點前果農要裝好貨

箱，經由托運行運送到屏東市，接駁鐵路「黑台車」北上，送交

台北行口商，販仔與行口相互出價，決定出該批果品報給生產者

的價格 。 每天將近中午時，林邊電信局熱鬧起來了，發報員整理

好北部行口拍來前一天蓮霧賣出價格的電報單，挨家挨戶到蓮霧

農家中通報，農民自然詢問，當天電報中價格最好的農民就這麼

被宣傳出去 。 農民們覺得收到電報時，像是聯考放榜一樣，期待

榜單中顯示的是個好價錢，而採收期間天天都有一次這樣的放

榜。每天接收電報，對果農而言是必要的功課，藉以決定隔天對



(楊弘任)看不見的拉街一「蓮霧變成黑珍珠」的技街發展史 23 

某家行口出貨量多寡，賣價好的，調高當天下午的出貨量，反

之，賣價差的就減少。結果，很長一段時間，阿T一直是蓮霧採

收期每日賣價最高的保持者，廣為鄉里傳頌，從本鄉到他鄉，報

章媒體也紛紛報導，農政單位更率領屏東鄰鄉農民前來觀摩。這

樣的「阿丁傳奇」一直到電話普及後蓮霧賣價逐漸變成個別農家

私事，同時黑珍珠蓮霧栽培技術也漸漸形成全鄉、全縣共享的知

識之後，熱潮才慢慢消退26 。

電報放榜，讓技術較勁的公共氛圍得以形成，果農們投注心

力摸索最高賈價保持者的技術細節，期望自己的蓮霧栽培品質也

能突破。

(5) 催花技術與蓮霧市場

1981年夏天，芒果盛產期產量過剩不得不倒入曾文溪的事

件，在當時讓人印象深刻;隔年前來林邊採訪的雜誌記者，眼看

幾年之間蓮霧農作面積激增，觸目所及都是剛植上蓮霧苗栽的水

田，不禁為蓮霧農的未來擔憂27 。然而，黑珍珠蓮露的市場，直

至今日果農們雖然普遍感受到平均獲利下降了，但卻從不曾發生

類似的市場崩盤事件詣，這又是什麼原因呢?

催花技術的演進，扮演最為關鍵的因素。原來主要在確保蓮

霧開花期間樹叢開花的數量、開花的整齊度，後來因為鄉鎮間、

26 產期調節的催花技街進一步成熟後，全年共有三個季節都有這霧生產，這也使得原先

在集中的產期捏，蓮霧賣價容易相互比較 、 凸顯的條件消失了。

27 詳見溢美男等， 1982' <且是霧專題報導 > ， (興農〉雜誌 ，民圓 71年7月號，頁44 。

28 至今最嚴重的一次就是2000年初， 1正常低溢的寒流過境南台灣 ， 造成嚴重落泉，農民

們顧不得品質，能出貨的這霧就盡量 出貨 ，致使當季不論蓮霧品質高下 ， 價格均受波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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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農民間競爭「催早花」豐厚的市場價格，竟使南洋種蓮霧的

產期，在南台灣氣候下從每年單單一季農曆四、五月的自然產

期，演變成一年之中有三個季節都能生產蓮霧。被放大的時間容

量，預先化解了空間中擁擠出貨的潛在危機 。

南洋種蓮霧可以「催花J '而且是簡單方式就可達成的「催

花J '說來仍舊是一場美麗的誤會。故事發生在屏東平原北邊的

內埔鄉，那個全屏東最早栽植蓮霧，但後來卻被林邊搶了風采的

所在。那是1974年左右的故事，時隔多年後的今日，專門研究蓮

霧的農業學者，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果樹系的系主任王德男，

這樣為我們追憶那段往事:

「當時內埔鄉有農民在稻田嘖灑農藥時 ， 剩下了一些份量 ， 他

想說丟掉可惜 ， 剛好稻田緊鄰著蓮霧園 ， 就把剩下的農藥往蓮

霧樹上噴灑。誰知道竟然那麼湊巧 ， 蓮霧樹叢掉下不少葉子 ，

但蓮霧卻稍微提早開花了，不只開花的時間較整齊，數量也比

以前多。 」

「聽說剛開始的時候 ， 發現催花藥劑的農民把農藥罐的標籤撕

掉 ， 想要獨享催出早花的市場時機 ， 不過這種事情很難蓋得

住，親戚朋友問起時，他總要老實說出來就是“速減松"這一

支藥吧。親戚朋友的關係拓出去，沒多久全屏家都知道有這種

催花藥劑。不過，他們並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啦...... J 

1975年，鳳山試驗所本來專門在研究木瓜，當時三十五歲的

的王德男技士，偶然機緣下轉換跑道開始接觸蓮霧 。 沒多久，經

由與農民互動而漸漸瞭解蓮霧習性後，他就碰到這個有趣而重要

的問題:蓮霧催花技術的改良與創新。大約從1979年開始，他陸

續進行幾次有系統的催花技術試驗，一方面找出農藥引致落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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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蓮霧提早開花的原理妞，另方面也試驗將其他果樹的催花技術

搭配到蓮霧催花技術的可能性。

當農業技術師傅遇到學院農業博士時，會激盪出什麼創意、

或者摩擦出什麼火花呢?

林邊鄉早期先驅者的訪談中，幾乎都呈現一種特別的說詞:

「王技士真的很熱心，常常下來座談 ，也帶給我們農民很多農

業知識。不過 ， 很多技術都是農民瞎打誤撞先做出來的 ，他是

來跟農民座談時，問大家某某問題你怎麼克服、某某人怎麼管

理出高品質的蓮霧 ， 蒐集完這些資料才去發表 ，也把這些技術

拿去教屏北的農民 ......30J 

持平而論，農業博士王德男的確對蓮霧栽培技術的創新與改

良有過相當重大的貢獻，不過，他的貢獻也的確如果農所言，並

非是「最早做出來的那個人」 。農民在機緣偶發條件下，做出許

多意想不到的成果，就像先前提到的，鹹水埔與鴨池水讓某些蓮

霧擁有特別好的質地;而農業博士熱心扮演的角色則是 ，對這些

果實與土壤進行比較研究，在控制變困的實驗環境中，挑戰農民

原先認定的某些成見，像是 「鹹水埔蓮霧是因為鹽的成分才造成

蓮霧晶質提升」之類的成見。

29 在 1982年6月一場與林邊農民面對面座談的會議中，王德、男曾經如此答復詰問催花技術

的農民 r . .....超量的化學藥劑致引起藥害而造成落葉 ， 只是催花處理 中的手段之一，而最

重要的還是 ， 催花前的耕作管理 ， 設法提高碳氮比(CIN) • 提早促成花茅之分化 ， 才是首要之

務 .... .蓮霧的催花可使開花提旱 ， 花期整齊:因為蓮霧的葉柄內含有一種植物荷爾蒙IBA' 此

種荷爾蒙 ，會抑制花芽的萌發 ...... J 詳見黃天行. 1982' <蓮霧栽培管理座談會) . <興

農〉雜誌 ，民國71 年7月號，頁 10 。

30 持類似看法的，至少有早期先驅者阿海、阿生、阿丁等人; 1980年代初期進場者阿宗

也篤定的認為是如此。阿石則是比較例外的一位，他的看法關照到技街演進過程中各

類人物的貢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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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催花技術，也是類似的過程 。 除了內埔鄉農民速減松催

花術的意外發現之外，林邊鄉個別農民也在栽培管理過程中，有

的因為地勢低淫，立秋時連續幾天積水數尺高而自然提早開花，

有的試用芒果等果樹根幹的環狀剝皮法或刻頭、敲頭等方法，也

達成提早開花的效果 。 但這過程中，技術相當不穩定，少數師傅

級的農民就某塊土地特質掌握了某種催花方法，但也不保證用到

另一塊土地時、或者同一塊土地上在下一年度會遭遇到什麼新狀

況，而多數農民則納悶為什麼看起來是同一套方法，別人的蓮霧

催到早花，自己的卻毫無消息 。

農業博士王德男的角色重要性又出現了，他把所有這些曾被

農民實作中證實為有效的方法帶回實驗環境，再把自己所知的

「斷根」等耕作調節技術加進來，有系統的區分出各種狀態，並

尋找在特定節氣下對應於蓮霧樹體的各種階段，如何將所有催花

的方法調配成最佳的狀態。透過理解程度較佳師傅級農民實際操

作後的真體成果，王德男的貢獻慢慢傳遞出去;但每場座談會

中，通常還是得面對來自於更多農民嚴酷的質疑「為什麼你說怎

麼怎麼做，而我那樣做都沒用 J '這類關於「理論與現實」恆久

的疑惑與挑釁 。

無論如何，農業博士王德男畢竟是少數真正能夠通過農民檢

驗的學者31 經常穿梭在傑出蓮霧果農的田間，再返回鳳山試驗

所進行研究，雖然許多農民在笑談回憶間仍認為他是跟在農民之

後蒐集資料進行研究的，但基本上還是相當認可他的角色與貢

31 此外 ， 高雄農改場的研究人員也曾在屏泉縣 七 、八個鄉鎮嘗試直是合農民， 進行有系統

的栽培管理技街實作試驗 ， 或試辦共同採購農業資材 、 共同這銷 、 甚至幫伴協作等組

織， 並促成 1998年起這霧外銷香港 、 加拿大之實驗性業務。詳見李賢德 、 邱宗治 ，

1999' <提升台灣進霧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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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這可能是來自於他重視實作經驗中的創新並尊重實作經驗中

複雜的變異，而使得他在每場座談中都像是「類似於擁有真正實

作經驗」的形象32 。 反覆考驗下來，不少農業博士早就退回學

院，而往後王德男竟然跨時代、跨世代的影響蓮霧產業的技術創

新與改良。

1980年代之後，催花技術大致有了穩定的輪廓，但就個別農

民而言，仍舊是存在太多的變數，必須對自己所擁有土地的土

質、地勢、氣候、樹體詳密的觀察與體會，才能真正調節控制出

「優良品質的早花J '而不會只是空歡喜一場的「花來得早、來得

多 ，而果卻也落得快、品質差」的結局 。 直到 1980年代的中後

期，少數農民終於能夠突破種種條件限制催得到秋季節氣中的

「白露花」刃，遠遠突破南洋種蓮霧在南部氣候下自然開花的春季

節氣，提早了將近半年的時間，這些農民不再被當作簡簡單單看

天吃飯的「做稽人J '而在當時就已化身為最被稱許的蓮霧栽培

「師傅」了 。

當然，師傅級頂尖技術的果農只是少數，但無論如何，經由

這些過程，蓮霧的栽種已被普遍認知為必須時時警醒、時時操

作、不斷求取經驗突破的「厚工」農作了，而蓮霧果樹也常被說

成「最技術性的果樹」。此外，與蓮霧被認知為技術果樹同等重

要的是，所有的果農也都參與在這場技術突破的盛宴中，縱使無

以進身師傅之列，也都學會了必要的催花技術，所催的花雖然不

是賣價最好的首批早花，但也足以經由催花技術而相互錯開蓮霧

32 詳見黃天行 ， 1982 ' <這霧栽培管理座談會> ， (興農〉雜誌 ，民國 71年7月號 ， 頁 7-

13 。

33 農曆九月 初八 ， 即是二十四 節氣中的 「 白 露」。這個 節氣 中 催 出的花， 就叫「白 露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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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期。就像先前提到的情形，時間的容量突然變得較為寬大，抒

解了空間中擁擠出貨的潛在危機。

這樣的技術突破，放在1981年以後蓮霧栽種的總體局勢來

看，尤其深具意義。當年全國栽種面積急邊躍升為6，397公頃，屏

東佔了九成多，相較於前一年全國面積2.877公頃，等於是以驚人

的擴增速度，宣告了蓮霧作為屏東經濟命脈時代的來臨，一路增

長的趨勢直到1987年達到最高點。還好，催花技術調節了個別農

民收成的產期 r果賤傷農」的情況得以預先被控制。或許也是

因為催花技術適時的出現，鼓舞更多猶豫的稻農走向轉作蓮霧之

路或將田地出租給蓮霧農。

關於催花技術，另一次重大的突破，帶著更為濃厚的技術革

命的意涵，則是1990年代「蓋網催花」的技術，雖然這項技術的

起源也是充滿偶發的色彩34 。什麼是「蓋網催花」呢?依文解

義，最簡化的理解就是:預定某個節氣要讓蓮霧提早開花，往前

推算一定的期間，將蓮霧樹做大規模修枝剪葉的處理，然後蓋上

黑網，等到時間一到，掀開黑網，噴灑催花藥劑，整批的蓮霧花

就被催趕出來了。不過，關於黑網覆蓋的方式，貝IJ有所謂全株覆

蓋的「蓋蚊帳」模式、只蓋樹叢上半的「蓋頭」模式、或者只圍

住樹冠周邊而頂端與幹端都不圍的「穿裙」模式，三大類蓋網模

式各自搭配前此發展出來的不同催花方法，以及整套隨生長態勢

動態調節的樹叢管理技術。

「蓋網催花」的重要意義在於，這個方法徹底改寫了前一時

34 關於萃網催花技街的起源，有三、四種以上的傳聞，但都不脫「農民實作中偶然發見」

的模式，限於1萬幅，不再詳述。同樣的，農業試驗單位的貢獻則是，找出最適合催花

之遮光率的黑綱，並將先前斷根、浸水、環剝、.t~ jJi等催花方法調面已進蓋網催花技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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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催花技術潛在的不穩定性，讓蓮霧催花的成功率達致八、九成

以上，而且在熟練必要的栽培技術前提下，這個方法對一般農民

而言算是簡單易學、容易操作的新技術 。 短短幾年之間，蓋網催

花的技術，以革命性的氣勢席捲全屏東，而「搶早花」以求市場

時機，貝IJ變成絕大部分蓮霧果農之間心照不宣的基礎功課 。

前一時期因善於催出早花而廣受稱許的師傅級蓮霧農，長期

任職國中理化教師的阿宗這麼說:

「 以往要在秋分 、 白露等節氣催出早花是一項大學 問， 什麼節

氣催出花來 ， 也差不多決定了那一年蓮霧的價位與果農的收

入。現在大家流行的話語卻這麼說:催花無師傅 ， 用網子蓋就

有。價位與收入的關鍵點 ， 又回到蓮霧每一個生長階段整體的

管理技術一一大家都可以有早花了 ， 但是不保證將來給 出 的果

實品質顧得夠好...... J 

「什麼管理技術喔 ? 最重 要 的就是自己要瞭解自己土地的狀

況 、 樹叢的狀況 、 配合氣候的狀況 ， 種蓮霧不是固定一個公式

催花技術的突破，產期調節變得容易多了，不僅農家之間相

互錯開蓮霧產期，個別農家還漸漸發展出新的管理文化，也就是

將自己經營蓮霧的土地規劃為數個區塊，不同區塊的蓮霧預定收

成的產期也不同，如果農民擁有六分地，他可能把這塊地三等分

劃開，每兩分地以催花技術調控在某個時段收成，三個區塊輪流

收成 。 這樣的管理方式優點不少，一方面得以將採收時節的工作

量化整為零，盡量調節到農家夫婦兩人足以擔負的範圍內，男方

面也形成分攤風險的作用，不至於因為整批來花的單一產期，而

在面臨氣候突變或市場飽和時，讓整年的心血一次都泡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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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網催花」技術的出現，改寫前一時期農民認定栽種技術

的標準 r催早花」的能力已非判斷蓮霧種植工夫的最高準則，

一旦多數農民都學會「蓋網催花」之後，技術的判準慢慢又回到

果實品質身上來了。如果說「蓋網催花」已發展出一套公式可

循，這套公式的廣為流傳，卻是以同一產期裡果實品質的管理技

術更加繁複為代價，要想栽培出優良的蓮霧果實，似乎是越來越

沒有固定公式可循了。

「蓋網催花」技術革命的氣勢，排山倒海而來，也大幅消解了

市場崩盤的潛在危機;每戶農家可以錯開以往相對集中的產期，

在屏東，蓮霧成了一年之中有三個季節都可以收成的作物35 。不

過，面對這股潮流趨勢，卻有極少數也屬「師傅級」的蓮霧果農

們，明白的拒絕蓋網催花，從一開始就堅持走另一條路。

對這些蓮霧師傅而言，這樣的拒絕是深思熟慮後積極的行

動，也可以說是對另一套栽培技術游刃有餘之下所做的抉擇，更

適當的說法則是他們已經摸索體會出某種「熱帶果樹栽培的哲學」

了。在他們的眼中，蓋網催花的技法，將蓮霧樹體在開花期間原

本分成三到五次慢慢吐放花朵的自然習性，變成一次就催逼出

來 r完全是違反蓮霧生理週期的作法，簡直就像在抽取骨髓一

樣J 36 。許多年前他們就認為，蓋網催花的蓮霧樹體會越來越

弱，不僅果實品質深受拖累，久而久之還可能因為樹體衰弱而開

始產生許多意料不到的疫病或蟲害。因而，他們堅持應該回復蓮

35 一般是避開震耳幸六月.fIJ 八月，南臺灣的氣候，這段時期屬於多雨、多颱風經過的季

節:農民雖已有能力將這霧開花、結果期控制於此時，但因所需承擔的風險太高，故

而幾乎都是避開。

36 受訪者何鄉 、 阿正、阿成，這批所謂不做蓋網催花而是「做傳統的」這霧農，經常捉

到前述這些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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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本性，讓蓮霧樹體在最健壯的生理條件之下，產出最優良品質

的果實，而市場賈價與農民收入自然就跟著升高 。

回復蓮霧本性，找出生理特質，這樣的目標必須建立在長年

累月自我訓練的前提下 。 對這群相當特別的農民而言，雖然起步

得晚， 1980年代之後、甚至到1990年代才陸續投入蓮霧的經營，

但他們從一開始入手的方式就很不同於前期農民 。 在帶領者實作

示範之下，他們自我要求對於某種角度枝條剪裁後蓮霧樹體生長

的態勢、施肥後每月每季土壤變化、每日高低溫差、每項小細節

微調後葉片花果枝條根幹的變化等等，進行長期的觀察與記錄，

他們已經像是農業試驗單位的民間版本，細瑣繁複的技術細節慢

慢累積銘刻在實作的身體經驗中，甚至漸漸成熟為一套稱作「樹

中有樹」的栽培哲學，同時意識到自己的實作經驗像是正在型塑

毫無前例可循的一套特別知識一一關於熱帶果樹的知識。

不過，與試驗單位不同的是，他們不只是無後顧之憂的操作

實驗，養家活口以至於擴大收益的需求如影隨形;如果說試驗單

位是以更多被允許的錯誤來累積正確37 他們則是在確保技術穩

定性的前提下，步步為營繼續微幅的技術創新，求取品質突破與

賣價提高。當然，無可逃避每日綿密的田園實作，每日的作息也

牽絆在這些蓮霧樹叢生長變化之中，真實耕作環境中有太多太多

的變異時時必須去面對，這也是農業試驗單位無法全盤複製的生

活態度或技術情境 。

因為有堅實的觀察、記錄，從而產生深刻的體會，這群不追

37 這樣的看法來 自 於Latour( 1998[ 1983]) 精彩 的論述。 他以 巴斯德(Pasteur)發現細菌 ， 並

連續在實驗室與田野之間位移 ， 造成 內/外、微觀/宏觀的界線模糊 ，有效影響法國社

會為例 ， 重新為實驗室的行動定位。詳見氏著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1 Wi l1 Raise 

the Wor1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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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蓋網催花潮流的蓮霧師傅們，每年能夠精準的在蓮霧最需要養

分時，投注最精緻的有機肥液，而每年果實收成時則是最佳的明

證，不論其他農民出貨量如何，他們的蓮霧已經被行口商早早預

定，以高出其他農民數倍的價格賣出 。 蓮霧得以年年維繫高品

質，也意涵著這些生產者已經掌握一套相當穩定的技術，技術的

穩定性更代表投入成本的多寡變成可以明確預期的，整體而言像

是一幅相當理性化的圖像 。 然而，許多特別的質素總要在「理性」

(reason)走到極致之後，才又突然被撞見，這套甚至包含著哲學意

味，條理分明有系統的栽培技術，最後還是必須面對「個性」

(presonality)的考驗。光是為了讓蓮霧能夠果大而飽滿，最基礎的

疏花功夫就能將每個農民的個性顯露無遺 r打花要狠手啦J ' 

有人明快果斷，有人就是怎麼在園中來回幾趟也狠不下心摘除所

謂應該摘除的花查 。 技術，到了這個層次，已經不是複不複雜、

尖不尖端、願不願意採納能夠說盡的;加進個性等因素之後，技

術已經變成一種風格，也就是師傅級的農民時常置之一笑說的

「每個人的“手路"各有不同嘛! J 

歷史有時真的喜歡開玩笑，相對於採取「蓋網催花」技術的

農民們，後期這群以理性態度自我鍛鍊的農民，認定出的栽培技

術方向竟然是「自然」 一一回復蓮霧自然生理特質的取向 。 而更

耐人尋味的則是，這個明明是經過理性深思熟慮後選擇的取向，

只因為不採取「蓋網子」的潮流趨勢，不知不覺間竟然就被相互

對比而稱作「做傳統的」。

在這條關於蓮霧農產技術創新與改良的漫漫長路中，歷史最

後開了個意味深長的大玩笑，讓理性在千挑萬選之後，重新挑選

了自然與傳統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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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準師徒制:銘刻在身體裡的技術之傳承

蓮霧栽種，真的是「有技術」的一項人類實作(practice)嗎?

像這樣與實作者身心狀態緊密關連的農業栽培「技術J '有什麼

獨特的意涵呢?這樣的技術，如果不說來自於社會條件的遮掩效

應，在什麼意義下仍可說是「看不見的」呢?同時，農民實作的

「經驗」與農業試驗單位的「實驗」及「理論」之間，有著怎麼

樣的異同與關連呢?而栽培技術的「創新J '又是在怎樣的脈絡

下得以實現?

我將再次回返回野資料，但嘗試以不同的敘事手法來建構並

拆解一個特別的、但絕不能稱作例外的事件，以便從更多重詮釋

性的線索裡逐漸逼近上述問題。

90年代進場的阿成，可以為我們扮演一個時空定位與角色關

係都恰到好處的敘事起點:阿成是阿正的徒弟，就像阿正是阿鄉

的徒弟、而阿鄉又尊稱鳳山試驗所的王德男為師傅一樣。如此準

師徒制的技術傳承裡，阿成的年歲卻比師傅阿正略長一些39 他

經常笑說 r在我們這裡是論輩不論歲，種蓮霧的工夫的確是他

教給我的。 」

1992年返鄉的阿成，接手家中近三分地蓮霧園，一心想著種

38 當然，這裡所說的「自然J '已非素樸意義下沒有作為行動者的「人」介入的狀態，也

就是說，這霧栽培並不是進入一種近似荒野狀態下的自然，其所呈顯的，無寧說是對

於蓮 草草「管理方式」的改變，這些農民更加探究蓮霧樹於長時期生理狀態的較住條

件，而不是在短短幾年之內將崩體與地利用盡。而這手里所說的「傳統J '也非保守既有

模式的所謂傳統，事實上，既有模式只被以消桂的方式納入_:1頁，亦即「不接受蓋網

催花」這一項，其餘「做傳統的」栽培技術則皆屬創新範圈 。 因而，理性所闊的這個

玩笑，其實是側重符號意義上的玩笑 。

39 阿成出生年次是 1959年，阿正則是1962年。詳見附錄一受訪者開始種植這霧之年

代、年紀與出生年次」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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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比在外地開貨車穩當，而且，以往有過做農的經驗，種蓮霧

應該不是難事。事實證明，種蓮霧這件事也許並非極困難的事，

但也絕非阿成原先所想，只要把以往稻作、蕉作的農事經驗套用

上來就能達成。訪談中，他這樣梳理最初那一年:

「將近三分地 ， 種了 86棵蓮霧 ， 原本都是母親在管理 ，她 的作

法就是“看人家怎麼做 ， 趕快跟著做"。剛開始 ， 我跟她學 ，

看見隔壁園子在催花了 ， 趕快跟著催花 ， 好像怕被人家搶去 :

看見人家在噴藥 、 施肥 ，問 明之後也趕快跟著做。後來她生

病 ， 整個園子變成我跟太太接手管理 ， 感覺生活緊張又亂糟糟

的，不知道怎麼做起。結果 ， 那一年我們只收成 14萬元左右 ，

還不夠肥料農藥 、 套袋 、 包裝紙箱 、 托運的成本 ... .. . J 

r ...... 心情很差 ， 常跑去釣魚。有一天跟一位認識很久的釣魚

伴聊起 ， 我說蓮霧很難種;他笑說他也在種蓮霧 ， 他的蓮霧每

一棵至少都可以收成 1 萬 多元以上，投入的成本最多 3千元。本

來我很懷疑 ， 到了他的蓮霧園看過之後 ， 不得不相信真的有差

別。不只蓮霧品質很好 ， 他的蓮霧樹跟我的蓮霧樹比起來 ， 簡

直就像是兩種樹，他的蓮霧樹樹勢很強、枝幹勇健、葉片青

翠 ，比起來 ， 我的蓮霧樹像是柳樹..... . J 

這位釣魚伴阿正，於是將阿成引介到自己的師傅阿鄉這裡

來 。 阿鄉帶給阿成超乎言語的震撼，因為他教授蓮霧栽培技術的

方式幾乎不假言語，就是在阿成的園子裡挑一棵蓮霧樹，迅速而

簡潔的在一段枝條上「剪了兩剪J '然後讓他比較這段枝條跟其

他枝條生長態勢的差異。在這裡 r剪了兩剪」並非比喻上的言

詞，這是熟練的身體與簡單的工具協調後明確的行動 r真的就

是兩剪! J 阿成這麼補充。剪了兩剪之後，阿成整個身心狀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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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渦捲進40 多年生果樹的生長變化不是轉眼間立即的改變，但

錯過了一天可能就錯失了隨後變化的啟始之環。幾乎將近半年的

時間，阿成被出乎意料的那兩剪顛覆了原先的技術習性，就像80

年代進場的蓮霧師傅阿宗所說的一樣「種蓮霧好像在養小孩，岡Ij

開始種的那幾年，每天一睜開眼就鑽進蓮霧園，到天色暗了不得

已才離開，看樹叢每天的變化，尤其剛開始在學習分辨半個米粒

大的“花芽"跟“葉芽"時更投入...... J 。每隔一段時間，阿成

前往阿鄉處就所觀察、體會提出請益，沒多久他下了一個判斷

「師公的口才不好J r雖然工夫很好，但是表達不清楚J '轉而以

師公的太太以及師傅阿正41協同講解為輔，並漸漸與自身實作上

的體證相呼應。

阿鄉的口才不好?但半年後，事實勝於雄辯，阿鄉剪的兩剪

枝條，在該開花時順利開了花，更讓阿成嘆賞的是，花的數量恰

到好處，幾乎不必再行摘除，而花的位置竟也恰到好處，花簇之

間間隔狀態良好，立體交錯的區位幾乎像是當時阿成剛學會的理

想疏花手法所呈現的;而這一切就僅止於那神奇的兩剪，其他該

做的步驟在整園蓮霧樹之間並沒有太大差別。這樣說的同時，我

們似乎也看到，阿成的「眼光」提升了，他「看」得出來種蓮霧

40 所謂 「身心狀態捲進漩渦」是我的用詞，但也不是比喻之詞 。阿成提起一個小插曲，

在那段重新學種玉皇霧的日子程，生活中時常牽繫若為什麼阿鄉、阿正的豆豆霧樹生長態

勢不同、樹形不同、甚至開花位置不同等等 ，也不斷觀察、揣摩阿鄉那兩剪造成的效

應，一天清晨，他說，他竟然不知不覺拿起一管洗面乳擠來刷牙， r那種滋味，好像

快要吐出來的滋味」。如果技街的創新與傳習必須在身心之中孕育"那麼這種「吐出來」

的意象的且在像是生產前的陣痛。

41 阿正之所以構成阿成的師傅，除了入門時間點較早之外，阿正自己形成一套自稱「注

重小細節」的這霧栽培原則，也是因素之一 。 在阿正協同成輔助講解「樹中有樹」栽

培技街時，他不時提醒新入門農民要注意每種小細節的變化，至少包括樹種、土質、

天候等，並以自身實作經駿為例，誰且耳他們一種針對小細節進行「長期記錄」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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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夫好在哪裡了。

阿鄉的兩剪並非完全外於言語，我們可以試著幫兩位當事人

還原情境:在當時，阿鄉就著兩剪給出一段話「種蓮霧就是要把

握“樹中有樹"的原則，犬，像這樣剪下去 . ..... J 剪下去的兩

剪，動作與形體真體可見，但剪過後的枝條像是個問號，這個枝

條相對於蓮霧樹整體枝條的分枝理路更像問號中的問號，最後，

蓋過滿圈子其他原來存在的確定性，這些問號集中力量遊出一句

「“樹中有樹"是什麼意思 ?J

就是這一句「樹中有樹」讓阿成最後摸索到訣竅後，反過來

消遣了師公阿鄉的口才，這是阿成回溯技術傳習的個人身心史

時，給予自己的本體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 42的安置方式，

畢竟那兩剪與樹中有樹一詞對身心中原存的農事習性平擾太大

了。反覆聽到阿成描述「樹中有樹J '甚至請阿成與他的師傅阿

正一起以草圖說明，最後直接訪談詞語的生產者阿鄉，以模糊理

解到大原則下的派生原則，我嘗試轉述回來給阿成聽，他睜大眼

回應 r以你這樣沒有實際做蓮霧的，能掌握到這個程度算是不

錯了! J 我說的無非是組細枝幹的生長角度、對受光與養分汲取

的可能影響、對葉片與花芽的可能影響，而關於這些言語背後所

企圖關連的認知架構及實體，無疑仍是猶疑而模糊的 。 等到修枝

剪葉的時節來臨時，再次進入阿成蓮霧園中，就著樹體他為我實

地解說，陸續舉例說明「樹中有樹」是什麼意思，相關的細部原

42 這是Giddens(l 984)探討面對社會結構的行動者(actor)與能動性(agency)時，相關於例行

4匕(routinization)與實作意識(practical conciousness)所發展出來的概念。 他自己對這個概

念定義虫， 下: 對 自 然界與社會世界的表面反映了 它們 的 內在性質這一點的信心成信

任， 包括 自 我認同與社會認同的基本存在性衡量因素 。 見氏著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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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則是枝條如何留出 145度角」、「有高有低」立體交錯的生長

態勢，而管理得當的蓮霧樹，又是如何其體的展現為葉片會有

「三代同堂」、花果會有「五代同堂」的畫面......

「阿成的口才好像也出了問題 ?J 如果你跟我一樣在場，我

想你也會出現這樣的疑惑，以及緊隨而來會心一笑。結果是清晰

可見的，就像「結果」這個詞彙原始比附的狀態一樣，結出的

「果實」最足以外於言語說明一切，往回推溯果實之前的「花」

與「葉J '使得說明與理解的情勢開始危急，說明者嘗試動員周

遭近似於「結果」的詞彙來支援危危欲墜的潛在因果關係想像，

「你看，一叢樹裡有小紅頭、已經爆鬚的花、白肚、大豆粒、還

有剛長出來的鏢仔，“做傳統的"才有這種“五代同堂"的畫面

啦，“蓋網子的"就沒辦法...... J 1光是花果“五代同堂"還不

行，葉片也要管理到配合花果生長的“三代同堂你再看，這

一批葉片色澤比較深、這一批比較青翠、這一批還很嫩...... J 從

果實到花已是一層想像的削弱，從花到葉片再削去一層支撐，從

葉片到枝條、從枝條再到根幹，然後是整體的所謂樹形與樹勢，

以及樹幹粗壯程度所象徵的生長歷史。以為像是果實般在日常生

活中赤條條呈現的果樹，開始蒙上薄薄的神秘氛圍，這是準備結

出「黑珍珠」的果樹。

阿鄉的「樹中有樹」熱帶果樹栽培哲學，又是怎麼來的?訪

談中阿鄉忍不住自豪於十多年前一場座談會，據他的印象，當時

大部分農民還是繞著「哪種肥、哪支藥為何別人用了有效、我用

了沒效J 1專家說的某某狀況為什麼跟我的實際情況不一樣」這

一類問題時，阿鄉發問了 1......蓮霧枝條修剪時，留下哪一種

角度的枝條最好 ?J 而當時場上的屏東農專園藝系某位教授，據

說是以類似這樣的方式答覆，在強調以往所學的幾乎都是溫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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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與園藝植物的栽培方法之後，他給了阿鄉一個參考原則「盡量

留成的度角的枝條試試看」。阿鄉與這位教授因為這場溝通而彼

此賞識，並成為互通聲息的好友，但這一點都不等於有一套現成

的枝條修剪術擺在眼前。

阿鄉於是以自己蓮霧園一個小區塊進行試驗，拿起剪子面對

沒有特定理路立體伸展開的複雜枝條，開始揣摩所謂 145度角」

枝條。然而，第一年的摸索，卻幾乎讓他血本無歸，蓮霧樹或者

不開花、或者開花的節奏大亂;還好，這還只是全部蓮霧園中的

一個小區塊。這樣的打擊沒有讓阿鄉收手，為了這個「符合生理

的枝條最佳角度」問題，他已困惑好些時間了，遇到屏東農專的

園藝專家只不過是一個插曲，雖然像是有種突破意義的插曲，在

這個插曲裡至少被給定了值得一試的方向。小區塊的蓮霧園實作

試驗繼續在進行，我們只知道事後他成功了，也就是說，到了90

年代阿正、阿成進入這個準師徒傳承體系時，好不容易，阿鄉手

中的剪子終於幫他俐落說出「樹中有樹」這一套語彙，好像是這

麼說的一一要想種出高品質蓮霧的訣竅無它，就是要配合土質、

天候等因素，將蓮霧樹管理成「樹中有樹」的樹形與樹勢。而就

像先前所述，剪子能說的，畢竟還是比言語能說的多太多了。

阿鄉在發展這套新的修剪技術時，真正扮演共同研究者的角

色不是別人，正是鳳山試驗所的農學博士王德男，他持續提醒阿

鄉要「注意蓮霧的自然生理」以搭配新的修剪術43 除了這樣的

43 王德男的原則提示，再次將新修剪街與豆豆霧樹種、土質、夭候等竣雜因素的「技術整

質量性」關連起來，受到阿鄉高度的認同與關注，這也是他反對「蓋網子」而走向「做

傳統的 J .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90年代的玉德男本身卻處於一種奇特的矛盾，一

方面順應潮流必須對「益網催花」進行最佳遮光比率等研究，一方面又提示某些農民

「注重蓮霧樹自然生理」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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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性提示，他也變成阿鄉實作上遇到疑難時最好的討論對象，

新修剪術發展初期的一段時間裡，他還會定期來到實地與新加入

這個準師徒制的農民們座談，於是乎 r專家與農民」之間分屬

兩界的隔闋，出現了類似於「師傅與徒弟」既區分開又緊密聯繫

的社會關係，這是一種兔除許多尷尬、客套與對立的新身份界

定，兩者間積極互通訊息、而且熟習於比較無所保留提出意見的

互動方式44 。當然，就像第一年失敗狀況的承受者一樣，後來真

正大規模種出高品質蓮霧的也仍是農民實作者自身。

其他的農民，又是怎麼看這群準師徒制傳承之下技術創新的

農民呢?最早跟我推薦訪談阿成的農民，除了特別提到他們是採

取「做傳統的」手法之外，其實是這麼說的 r......這群少年的

很敢花錢，作法很新式，用的都是國外進口、價錢相當高的有機

肥液，常常看見他們把整桶肥一次就灑下去，難怪蓮霧長得那麼

好.... .. J 在他們的眼裡，看見的是肥料、是成本投注的差異，而

不是其他什麼因素、尤其不是什麼特別的技術讓美好的果實得以

生產出來。而在這群準師徒制成員裡，越是核心的成員越是知道

施肥方式之所以不同於其他農民，是建立在整套重新摸索過的、

「重視蓮霧樹自然生理」的、詳實記錄小細節的的新栽培技術基礎

44 農業博士變成某些農民日常生活手里親自匿叫著的「師仔」、 「師祖 J '這樣的關係比

1960 、 70年代首批技街創新農民的時代更加深了一步。不過，我們也不能太過於制式

化看待首批創新時代捏，專家與農民兩者間的關係;在首宜'J者阿石的回憶程，他，相當

肯定王德另當時的角色，也透露兩者問互動的相對頻繁。當然，成們也必須考量首創

階段許多技街的相對不穩定，以及玉德男原先是年輕的木Jf，..專家叫道霧仍是時l 涉入不

久的領域，也許因此也還夠不上「師祖」的名貌。

的 關於 「小細節」的問題，詳見拉41 。

46 阿成與阿正曾實際換算他們使用肥料、農業的成本，並與一般且在霧展做比較，發現，每

探進霧樹所需成本差距不大 。 在司E後訪談非屬他們成員的老農阿;美國寺，這個算法得到

確認 。 推測可能原因，盲目跟進用肥、用業的集體氛圍，加上農業資材行刻意推廣新

月巴 、 新棠，使得平均成本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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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們自認為是，在該施肥的時間點上當然就應該給予最充分

最營養的肥料，就像不該施肥的時間就不要盲目施肥一樣46 。這

樣的阿成，跟當年剛返鄉「看人家怎麼做就跟著做」的技術認知

已全然不同，而新栽培技術帶來的技術穩定性與相應的成本與收

益的可預期性，也使得他們的生活態度不同於其他多數農民，更

深一層的理性規訓後帶來的並不是不由自主更投入勞動，而是相

對得享悠閑的餘裕的 。

五、結語:技術，真的看不見?

本文的最後，我們嘗試對幾個基本概念進行討論。

回到問題的源頭，種蓮霧到底算不算是一種「技術J ? ., 

首先，以農民日常生活的常識層次來說 r種蓮霧」一詞經

常與「管理蓮霧」一詞混同而大量的交替使用，而且在常民生活

的分析時刻(analytical moment) ，具有區辨意義的的言語會出現:

「沒在管理的蓮霧，怎麼會長得好呢? J r蓮霧很重管理! J 等

等。田野中，我們很難聽到同樣的「管理」一詞被用在種稻、種

47 這群新師從制成員們，已不再將蓮霧認定為「天剛破曉就進圈子，天色暗了才離開 J

的事業:因為新栽培技銜的相對穩定性，他們在這霧農忙時節，甚至會被周邊老農唸

上幾句 ， 八 、 九點才進圈子，有時晚土i還跟師徒們喝酒聚會 。 這樣的情景不禁讓戚們

想起一部古老的故事，也就是二十世紀初Weber的提罐，在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

神〉手里，他反復提醒成們注意，光是制度或生產力條件的改變，不一定會帶來勞動強

度的提升 。 工廠主人用了 「提高計件單價」的制度來刺激工人勞動強度，但傳統主義

心娃、下的工人反而覺得只需付出更少時問就可獲取滿足傳統需求的工資。我們並不是

說這群新師從制成員走回了傳統主義心態，這手里要5主調的只是，作為新栽培技街基礎

的理性化自我規訓，並不必然帶來更多的自我壓榨，其間仍須考量種種既存的生活態

度或精神氣質(ethos) ，以及 ~k存的不同制度安排 ( 比去。，小農制度下的農民也許存在

一種自負盆虧的擬似頭家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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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種檳榔、甚至種香蕉一一這種產銷早已極度體系化的農作之

上，反倒是同樣號稱以技術取勝的養殖漁業，較常聽到 「管理魚

溫」一詞。作為動詞的「種J '似乎意味著作物生長過程中，人

相對低度的介入，或者介入的方式相對簡易而模式化;而「管理」

一詞，買IJ象徵著人的多種作為綿密的施加在作物之上，而且不斷

有新的複雜變異因素等待人的作為再次投入48 。於是乎，日常生

活的常識層次上 r管理蓮霧」 一詞與稱呼蓮霧為「最厚工、最

技術性的果樹」等言語，經常相伴而生;在「管理」之中，意涵

了一種對於「技術」的相關指涉 r有技術的」 需要管理 r沒

有技術的」則無須管理 。

其次，仍就農民日常生活的常識層次而言 r經驗」、「工

夫」、「技術」、「學問」、「理論」 等詞彙構成特別的價值階序

(the hierarchy of values)' r技術」並非許多人原先所設想的放在

那麼高的階序上的東西，同時也絕非如男外許多人想把它拉下來

成為幾乎是人人身上都可能有的東西。在常識生活裡，說某人做

某事是 「有經驗的 J '並不等於說他是「工夫很好的」或「技術

很老(老練)的J 說某事是「需要經驗的J '也並不等於說那

是一種「技術很高的」事物 。「理論」則構成曖昧的游離詞彙，

就其第一層意義而言，也就是脫離混雜的現象表面，開始進行有

體系的、抽象程度較高的思維方式而言，農民在常識中將這樣的

「理論」放在這一系列價值的最高階序，與「學問」並列而行;

48 至於這些作為之間是否有某種特別安排的意圖存在，是否有較為明確的關於目 的與手

段對稱性的要求， 一句話，即是否意味著較高程度的理性化，則並不構成根本差異。

比如種香蕉雖早已具倫理性化的產銷體系，但不像種進霧必須投下那麼多的作為與關

注:種香蕉的技術準則相對而言 簡易明確，也許在這個意義上，它不被常民定義為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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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其第二層意義而言 r理論」意涵著脫離實作經驗太遙遠，

或使用的抽象方式無法再喚回常民對該事物實作經驗上的共鳴，

以及得以因共鳴而誘發反省與思考。擺得最高的東西，反而跌的

最深 r理論」一詞通常是被常民拿來當作消遣的對象，只有在

很特別的情境出現時，第一層意義下的「理論」才會帶著敬意被

提起。在這個脈絡下，農業博士王德男、甚至農民實作者阿鄉，

都不只構成具備蓮霧栽培「技術」的師傅，他們同時還是一種生

產「理論J 的人物49 。

從「種蓮霧是需要經驗的」到「種蓮霧是需要技術的」兩者

的比較之中，我們約略看出，技術也是像這樣被比較之後而定義

的，技術的「有」與「無」之間是以模糊地帶來過渡到。一個明

顯的例子，變成黑珍珠的蓮霧跟1960年代啟始階段的蓮霧，其間

增加的種種管理方法，一經比較很容易就會得出「當初是沒有技 J 

術的，後來則是有技術的J '類似這樣的常識論斷。比較之中，

當然會牽涉到社會團體問權力分佈差異所可能反映的後果;雖然

我們不傾向說技術有個像是本質一樣的東西存在一一具備這個本

質就是技術，反之則不是技術一一但我們也不打算太過放大特定

權力對技術階序的重組能力以及特定權力的施作與擴及範園。社

會裡存在不少固著化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的價值定位方式，

經常是長時間甚至是世代積累後沈澱下來的產物;不是不能搖

49 之所以先與農民日常生活中的常識用語對話，源於我暫時所服膺Geertz(l 983)在檢討所

謂「在地，觀點」時的態度，他以lek這個在地化的詞彙來說明何以在巴反這個劇場化的

社會中，人們關於「自我J 的觀念會以某種特定方式形成:一旦放棄lek這個詞，許多

足以呈現這個社會特性的在地性細節關遠也將喪失。他認為，深入在地性並不是成為

在地人的在地觀點，而是要同時在「最富在地性的在地細節」與「最具普遍性的普遍

結橋」之間循環毛主役的進行詮釋。詳見氏著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50 同徑，技術程度的「高」與「低」也是如此，在比較中才可被相對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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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但更不是隨意可以銷蝕 。 這麼看來，雖然本文先前所提蓮霧

栽培技術經常不被較大的社會當作一門技術，但這並無法否定在

離實作身體經驗較接近的鄉民社會裡，人們仍自然的以「最技術

性的果樹」來看待蓮霧這門產業以及自己所投入的實作。

然而，光說「技術」來自於比較，並不能完全解決「農業栽

培技術到底有什麼獨特性」的問題;我們必須從被挑出來放在一

起比較的幾個詞彙中，再找出一些共同的性質 。 在技術相關的價

值階序中，我們嘗試先往較低的階序關連，也就是「經驗」、

「工夫」與「技術」這三者，這樣的關連之中，呈現出「與身體

不可分割」的某些特性;對比起來 r理論」、「學問」與「技

術」的關連，則傾向於透露「與言語、書寫或其他表述方式較為

親近」的特性 。 我們也許可以將阿鄉「樹中有樹」的這一套蓮霧

栽培技術，當成是最嚴格意義下「栽培技術」的經典之作 。 「剪

了兩剪」的故事餘音繞樑，在這裡我們感受到的是這一類技術的

四種特性 r銘刻在身體」、「整體性」、「不易複製性」、以及

「擴散遞減性J '而且前兩者構成了後兩者的前提。

「銘刻在身體J '這個特性就像他自身所要表達的東西一樣，

難以言傳 。 藉由阿鄉「剪兩剪」傳授阿成蓮霧栽培技術的故事，

我們約略推敲到這一套「樹中有樹」的技術'的確是很難用形諸

言語、文字、圖片等方法說明清楚的，要說進一步零敲碎打成分

解動作，甚至讓每個步驟都趨近於標準化，那就更難了。「銘刻

在身體」的技術細節，只有在面對其體的實作對象時，才會集

結、調配出因應那個當下的某種行動，而在另一個實作對象出現

時，所集結、調配出的回應行動，又經常略有差別。許多的小差

別，分別因應不同的當下，每一次因應都可能漏失某些訊息而又

多出某些訊息，也就是這樣使得這一類技術很難用言語或文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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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加以標準化 。

當「銘刻在身體」的特性加上某些栽培技術具有較高的「技

術內在整體性」之時，技術無法以言語或文字等媒介加以表達的

情況就更明顯了 。 這裡所謂的「整體性J '並不是確定的結構要

素所組成的「整體J (totality) ;栽培技術的技術內在整體性，其

實想要強調的更是幾呈常態出現的「不確定性」、「複雜度」、或

者「變異J '而這些時時有可能出現的不確定之複雜或變異，則

是因為植物的生長與周遭的環境息息相關，每一次在說明或操作

某個栽培技術時，總是必須牽連到土質、水質、短期氣溫、長期

天候，先前人為的實作也構成必須考量的因素，像是長期施肥狀

態對土質的影響等等，最後甚至牽連到植物自身先前生長的狀

態，也就是農民所謂的樹勢、樹體、樹形等因素 。 多年生的果

樹，比起其他植物，更是離不開這種栽培技術的內在整體性 。 也 , 
許就是在「整體性」這一點上，果樹的栽培技術與製造業黑手師

傅的實作技術，可能產生不同之處，黑手師傅身處於相對確定之

環境中，機器當然也有其不確定之複雜或變異，但畢竟少於將大

自然的不確定性直接納入技術因素之中的果樹栽培 。

於是，學院或試驗單位裡所進行果樹栽培技術的「實驗J ' 

先天的就處於不利的位置 。 實驗想做的是，將某些複雜的變因先

控制住，控制到最佳狀態就是， 一個一個來，還不該出現的再怎

麼樣也要把它強制割除開。一方面看來 r實驗」的手法經常會

(雖然不必然會)拆解栽培技術的內在整體性，而於實驗結果的

表述時變成一種激不起實作農民共鳴的表述形式;另一方面更為

嚴重的則是，控制變因之前的變因選擇來自於何方呢?有限的環

境之下提供有限的變因，那麼更豐富的創新要從何而生呢?前面

所呈現的田野資料之中，難怪我們不斷看到創新的喜訊不是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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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之中來到，而是從無限之中梢來佳音。農民的果園裡，不時傳

來以「偶然」、「意外」的姿態出現的創新栽培技術，因為不確

定的果園裡，沒有人規定哪些範疇跟另外一些範疇不能湊在一

起，就像沒有人規定鴨池水不能流過阿T的那一敵田園，沒有人

規定老天爺不應該在立秋時淹了某一塊園子而讓蓮霧提早開花，

也沒有人規定海水流著流著不能流到地層下陷區域的鹹水埔來。

就這個意義而言，農民並不比農業博士更為先知，差別只在兩者

所處的環境與面對環境所採取的態度;近似於宿命一般，農業博

士緊緊追著農民彎下腰撿起來的新技術。

內含於栽培技術的特性，亦即「銘刻在身體」與「整體性」

的這兩項特性，事實上，並非要到90年代才在阿鄉身上看到，早

在1982年那場農業博士王德男與農民的座談會51裡'我們就以另

一面角度看到類似的情景了;農業博士試圖完整的說明每一項原

則與尾隨而來必然的例外，總是發現左支右細，因為不久就會有

某位農民認為例外才是原則，又把問題與解法越說越難以明確

了 。 因而，農業博士真正說得出去的，並不是他在實驗環境裡以

盆栽或田間試驗方式做出了什麼;而是他在實驗環境外真正的田

野裡，能否找到有潛力的優秀農民，而這些農民又樂於從農業博

士某些體系性比較之後得到的片段原則中，找到繼續進行某些試

驗的動力，以及，也許重要性不亞於前項的，樂於讓農業博士當

自己的親密諮詢對象，彌補農民實作試驗上先天的缺陷，比如化

驗葉片或土壤時設備不足的問題 。 這樣看來，農業博士在座談會

中所「說」的，只不過是一種不得不然的定期走秀，讓更多的農

民感受到 r這裡有的」跟「你們那裡的」畢竟還是有所不同，

51 見溢美男 等 ， 1982' <是u事專題報導 ) ，興農雜誌，七十一年七月號，頁4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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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理解」並不是這個場域所能強求;而農業博士真正的影

響力，只要在實驗環境裡曾經種出極少數幾株足以與農民匹敵的

蓮霧，這樣就夠了，用這樣一張通行證，他應該走遍田野去換取

真正力量的來源一一願意跟他密切互動、具有潛力的實作農民。

這些農民們綿密的實作與間歇的試驗，並以實作的身體在「做」

之中克服內在於栽培技術的兩項特性，即因「銘刻在身體」與

「整體性」所帶來之不易複製性的困境，以便有效擴散某些創新

技術，這才是讓農業博士雖然注定「說」得不清楚但卻「說」得

很有力的理由。總之，農業博士與技術農民之間形成一種共生

體，在這種關係裡，彼此的重要性得以相互突顯，而彼此加乘的

力量也才足以對外展現出來。

從栽培技術的「銘刻在身體J 與「整體性」這兩項特性，自

然導引出這一類技術的「不易複製性J '以及相伴而生的「擴散

遞減性」。我們不妨推想幾段蓮霧技術創新的旺盛時期裡，每一

次的創新，從創新師傅銘刻在身體上的技術慢慢擴散時，這樣的

技術是在有限的人際網絡裡以我們這個社會特有的差序關係52傳

遞出去，一方面越遠的差序位置承受到的實作身體感漸漸降低，

取代的是以言語或書寫方式所表達的技術準則逐漸加重，而許多

技術細節則被扣留在前手身體的濾網裡;另方面原先技術內在之

整體性隨著差序波紋越推越遠，層層遞減效應下，等到某一時期

的新栽培技術幾近全面普及化之時，處於技術核心所感受到的整

體性，在遠層的差序位置上可能已被支解為零碎的單項或重組的

但這裡所稱「差序閥係」是借用費孝通「差序格局」一詞，後者意指以「自己」或「自

家」為本位，一輪一輪依照倫常關 4乎所推出去的波紋，每推出去一輪蚓係親密度也跟

著降低，反之越內圈關係越密切。但此處「差序關係」並非在嚴格意義上使用「差序

格局」原有意涵，考慮的是彼此所觀察社會之社會條件已有不同，但此處無法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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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貌了。於是乎，不少農民對阿鄉、阿正、阿成這群種得出高品

質蓮霧農民的認知，因為技術的遞減效應而簡化為「這是一群很

敢花錢、很敢用高價位進口有機肥的農民」。擴散遞減性的現象

的確存在，只不過，一旦這個社會持續保有某些創新技術在擴

散，雖然技術所內涵的訊息會遞減，這個社會的整體技術水準也

仍會深受影響。

再換個方式說，在鄉民社會的人際網絡裡，每一種來自於該

社會的技術創新，必然會因差序關係所界定的角色之間對技術擴

散要求的無以回拒而普及化，而以差序關係為前提的普及化，不

斷削減「銘刻在身體」與「整體性」之中所包含的技術細節，技

術越是往遠層擴散，技術細節就被削去越多，亦即「普及化」讓

技術越來越像是「技術無關」的某種勞動。無怪乎多數蓮霧農總

是在日常言語上很生動的交替著兩種說詞一一或者說蓮霧是「最

技術性」的果樹，要不就說種蓮霧是「最厚工」的事業。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並不是每一次的栽培技術創新都對技

術的內在整體性有一樣的要求，而該技術與身體不可分割的程度

也不必然都相同，於是，我們必須承認，不同的技術在擴散的歷

史過程中可能存在著遞減率的差異。而擴散遞減率的變化，很可

能會使某些原來被認定為技術範疇的人類實作變成不是技術，畢

竟，技術的有與無、高與低是被比較出來的。「催花無師傅，用

網子蓋就有J '蓮霧師傅阿宗的這句話，畫龍點睛道盡了這一切

變化的神髓;以往催花是最高難度的師傅實作，革命性催花技術

出現的一刻，卻同時使自身不再成為技術。蓋網(簡巨的技術出現

之後，截留在身體這一關不易以言語或書寫表述的成分變得少之

又少，而技術整體性的要求也似乎大大降低;創新技術在農民之

間的可複製性太高，表層所看到的，幾乎等於裡層所潛藏的，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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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的核心區域到最邊陸區域，也幾乎不產生什麼擴散遞減

性。這樣的栽培技術樣態，跟「剪兩剪、樹中有樹」的技術樣態

相較起來，幾乎已經是質的不同，而不再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但我仍要這麼提醒，這可能還是觀看角度的問題，可能是觀看角

度所帶來的評價差異，如果催花技術只意涵著在預定時間讓蓮霧

花如期開出一定的數量，而不去論開了什麼品質的花、這樣的花

到結成果實後的品質狀況、甚至樹體與土地能維持如此經營方式

多久時間的話，的確，在這個意涵下，催花是沒有技術、沒有師

傅可言的。

經過前述分析，我們也發現，蓮霧栽培技術之所以是 「看不

見的 J '至少有兩重意義。第一重意義是社會條件遮掩下的「看

不見J '也就是蓮霧栽培技術被層層遮掩在品種創新、農學論述

方式、菜金菜士現象、以農養工的經濟發展史、以及規模經營的

農業升級印象中，不被整體社會當作重要的一回事來看待。遠離

農民實作的人們，驚訝於黑珍珠蓮霧的品質，但同時又以簡單的

因果關係來想像這些變化 r地層下陷淹到海水」是最常被提起

的，而有時更以超乎現實的因果關係來想像並散播恐懼感 r蓮

霧那麼甜是靠打針來的」這樣的說詞我們也不陌生。所有可能的

刻板印象中，像淹到海水只是超抽地下水後自然的反撲，沒有哪

一項會跟 「技術」關連在一起 。至於第二重意義下的 「看不

見J '則是從這一類栽培技術的特性而來的 r剪兩剪」之類的

栽培技術，透顯著技術與身體的極度親近，無法充分形諸於文

字、言語等媒介，這樣的技術是銘刻在身體的，也是將自然界許

多不確定性包納進來而構成技術之內在整體性的。看得見的是結

果以及勉強形諸文字的操作準則，而更多的技術細節是被截留在

實作者的身體裡，在面對具體實作對象時，每個當下又會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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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貌透露出來 。 比較起來，容易標準化的「蓋網催花」是看得

見的技術，而「剪兩剪、樹中有樹」則是看不見的技術;然而弔

詭的是，技術一旦屬於這重意義下的被看見，也就是這項技術瀕

臨不被當作技術的危險邊緣了 。

本文的最後，還有一個迷人而困擾我們的問題:為什麼這樣

的技術創新歷程會發生在台灣社會，而不是在蓮霧的原產地爪哇

或馬來半島這些熱帶區域呢?這個社會是否曾經經歷哪些事，而

足以磨碼出這些技術人物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還無力回答，但無論如何必須將它指出

來 。 我要說的是，台灣社會存在一種「師傅精神J '事後看來，

這種精神在1960年代工業化前後這段時期呈現得最為清楚，而這

些人極大多數都是你用「教育程度」衡童時會不由得膛目結舌

的，可能是小學或者連小學都沒唸完 。 這樣的人物，在製造業裡

呈現為典型的黑手師傅，他們擁有銘刻在身體裡看不見的技術能

力，吳泉源的研究中稱之為「原型人J (archetype)鈞 。 而本文中

所呈現的早期「農業師傅J '在當時更是位於社會結構的邊陸再

邊陸那一塊，島嶼的最南端，國家不可能投注太多資源的邊陸農

業領域，無中生有的，要把當時不被當作經濟果樹的蓮霧經營成

黑珍珠 。

請允許我這麼說，我要說的是一種角色，不是結構功能論底

下社會需求制約下的角色模組，而是剛剛創造了自身又創造了台

灣社會歷史的角色 。 這些含藏技術的師傅角色，行動者的意象十

分鮮明，是屬於足以創造或重組既存社會結構的高能行動者"。

53 網球拍產業的技術創新階段 ， 扮演關鍵性角色之一的 張，昆湖就是這類黑手師傅 。詳見

吳泉源、林宗德(2∞0)' <從網球拍到半導體:金;彎產業技術特質 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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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高能的行動者源於何方呢?這樣的「師傅精神」源自何

方呢?

54 與其說這些行動者在「挑戰」結瓣，不如說他們是在「挑逗結構 。 這些行動者被結

構制約的程度很低，游走於結構的資源、殘餘 ，在適當時機逃出了大的能量，而也不是

為了摧毀結構成替換結構而來的 。 因此 ，我傾向於以佛法修行中的 「視機逗教」 來形

容它 ， 當然 ， 這還只是個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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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訪者開始種植蓮霧之年代、年紀與出生年次

斗竺 種植年代 種植年紀 出生年次 教育程度

(西元) (虛歲) (西元)

阿石 1965 二十七 1939 小學

阿海 1970 一十五 1936 小學

阿生 1970 小學

阿T 1973 一十六 1938 小學

阿居夫婦 1973 四十一 1933 小學

王德男 1975 一十五 1941 農學博士

阿宗夫婦 1982 二十八 1945 大學

阿鄉 1982 一十一 1952 五專工科

阿溪 1986 五十六 1931 小學

阿得 1986 一十二 1955 小學

阿塵夫婦 1987 二十九 1949 高工

阿正 1991 二十 1962 國中

阿成夫婦 1992 一十四 1959 高工

*資料來源 :2∞0年6月至2001年4月之田野調查

軍本研究刻意選擇不同年代開始種植蓮霧之農民，約略分為19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四個群落，以利考察不同年代蓮露栽培技術變遷之樣態

「教育程度」 一欄僅作參考，本文論述中，行動者知識的來源並非只有形式化

的學校教育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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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2. 近二十年台灣蓮霧主要產主也就治高績之消長

z 圖表來源:王德男、翁瑞亨， 1996' < 台灣蓮霧產業經營之變革與展望 ) ，收

錄於《台灣熱帶地區果園經營管理研討會專刊)) ，頁 102

* 1974年，全國蓮霧栽種面積首度突破500公頃，在全國509公頃中，屏東縣佔

235公頃，約46%之比例

率 1987年，全國蓮霧栽種面積之歷史高點，在全國的，502公頃中，屏東縣佔9，343

公頃，約89%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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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 屏東縣各鄉鎮市蓮霧栽種面積統計表 (2000年)

排行 鄉鎮市 種植面積

(名稱) (公頃)

杭寮鄉 1046.93 

2 鹽埔鄉 683.77 

3 內埔鄉 668.92 

4 南州鄉 653.20 

5 局樹鄉 581 .42 

6 佳冬鄉 526.19 

7 新埠鄉 310.60 

8 潮州鎮 308.20 

9 林邊鄉 299.55 

10 長治鄉 280.10 

11 麟洛鄉 278.63 

12 里港鄉 192.86 

13 萬巒鄉 186.63 

14 竹田鄉 159.08 

15 東港鎮 127.70 

16 春日鄉 116.11 

17 按頂鄉 98.28 

18 九如鄉 87.82 

19 屏東巾 54.07 

20 物山鄉 33.10 

21 萬丹鄉 17.59 

22 新園鄉 6.10 

23 牡丹鄉 0.70 

24 琉球鄉 0.40 

2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農業局

軍屏東全縣共計33鄉鎮市，已有24鄉鎮市栽種蓮霧;但大宗栽糧區域，仍集中在
「屏北J (尤其鹽埔、內捕、高樹、長治、麟洛、里港、萬巒、竹田等地)與

「屏南沿海線J (尤其彷寮、 南州、卜佳冬、新埠、林邊、東港等地 ) 兩大區域 。

山地鄉僅春日鄉有百公頃以上栽種面積，至於恆春半島與離島琉球鄉則少有蓮

霧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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