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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高接梨是東勢區近半世紀以來重要的經濟作物，台灣高接梨的產值曾經創

下一年超過 30 億元，支持數十萬人的農家生計。這樣的高經濟作物嘗試以跨越

時空方式來比較，在高接梨 1968 初期研發階段和目前 2012 正在經歷農業技術

的大轉型。以 Karl Polanyi 的三個面向：土地、勞力、資金， 比較高接梨社群分

別在 1968、2012 年的農業創新。 

本研究發現，市場競爭、價格並不是解釋農業社群運作的主要因素，在土

地方面，農業創新研發社群對於土地使用並非朝向大面積的圈地，而是土地分

割愈來愈小化的精緻耕作。在勞力方面，出現共工、換工的情形，並非將人力

商品化。資金方面，則和銀行、農藥資財行成為共同體，信用借貸方式，雙方

共同負擔農業收成的風險。 

本研究同時發現，在現代社會的農業創新中，傳播則可納入土地、勞力、

資金之外的第四個面向，社群創新過程中，溝通是主要的軸線，同時和上述三

者面向息息相關。 

 

 

 

關鍵字：農業社群、高接梨、互惠、合作、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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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devoted to  the agricultural community.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agricultural community in 1968 and 2012, the study try to use the frame of Karl Polanyi, 

including land, labor, money. 

       The result is the agricultural community is not concern the competition, but the 

cooperation and reciprocal. If agricultural community create the new idea, communic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community play the important role. The communication is also related 

with land, labor, mone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ommunity,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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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和目的 

        15到 18世紀，西方已經具備資本主義發展的雛形，工業革命之後，資本

主義隱然成為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軸，而到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戰，自由主

義、功利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影響西方經濟運作，而到 21世紀，英、

美出現新自由主義，正以網路、媒介普及性，滲入全世界各個國家中。 

        在這樣的一個經濟發展的主軸中，土地、人力、資本是經濟市場化關心的

三個面向(Polanyi, 1944)，土地視為商品化，不再是對於土地生態全面的關照；

人力是製作財貨，提高生產力，替換性高，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人力取得可以

從發展中國家，到未開發中國家；資本也是一種商品，國內流通之外，同時在

國際投資開發中進行更大的貨幣商品的流通。個人利益、價格、競爭是市場內

的自我調節機制，這些所謂看不見的手，正操控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經濟運作果真是如此嗎？競爭是資本主義社會唯一的生存法則嗎？在反思

台灣的經驗，台灣的經濟性作物，從荷蘭時代開始，就進入資本主義商品化的

階段，16世紀荷蘭人佔領台灣時期，為了解決熱帶作物需要的人力，從中國東

南亞引進人力來台灣，當時台灣水稻就不是自產自銷，而是大量栽培稻米，提

供給從事熱帶作物的人力食用，熱帶作物則運回荷蘭進行長距離貿易，台灣已

經和資本主義市場接軌，具備資本主義雛形。 

        台中市東勢區經濟作物也配合這樣的資本主義之發展，日治時代，東勢經

濟作物有水稻、樟腦，台灣由國民黨接收之後，杉木產業興起，1960年則有香

蕉產業，到了 1970年後，高接梨、柑橘、甜柿漸漸成為東勢的經濟作物。 

        高接梨是東勢這半世紀以來最重要的經濟作物，在 1979年到 1981年，高

接梨每斤 19.5到 69元，價格比橫山梨（粗梨）高了四倍。1990到 1996年，高

接梨中的豐水梨，每斤 53元到 118元，高接梨中的新興梨，每斤則有 35到 73

元，這段時期是高接梨價格最好的階段。1999年東勢 921地震，造成 358人罹

難， 2002年台灣加入 WTO，從此之後，高接梨的價格開始下滑，高接梨的價

位幾乎和台灣經濟發展起落是相同的曲線。 

       農業轉型的力量，來自於對於農村研發農產品的回顧。高接梨就是 1968年

從東勢開始研發，當初研發的果農們，組織「平地高級水梨生產研究班」，他

們在不可能環境中創造高接梨的可能性。同樣地，2012年東勢果樹認養組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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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看好下，組員自行走一條高接梨經營型態大轉型的路程，時間相距 44年， 

平地高級水果生產研究班以中嵙為主，東勢果樹認養組石角為主，兩處相鄰，

所取的水源相異，空間也不同，因此以跨越時空，來比較一前一後的農業社群

的研發精神。 

        本研究以 Karl Polanyi的土地、人力、資金為描述之框架，試圖當作經濟性

作物的有關商品化的操作。而農村社群的合作互惠、同儕生產是否更甚於農民

之間的競爭呢？這樣的合作互惠精神是不是可以當作農村轉型的價值依歸呢？

這也提出經濟性農作物，在研發過程中，互惠重於競爭，犧牲重於算計，社群

價值重於個人之獲利。 

        因此，本研究問題如下： 

問題一：1968年高接梨研發社群中，土地、人力、資金如何運作？ 

問題二：2012年高接梨認養組，土地、人力、資金如何運作？ 

問題三：兩時空下的高接梨社群創新之相同、相異性為何？ 

 

二、文獻探討 

         Karl Polanyi 在《大轉型》中提到，1820年經濟自由主義的三條古典原則：

一、勞工在市場中發現價值：勞力市場，二、貨幣的創造受制於自動機制：金

本位制。三、商品自由流動：自由貿易，以上這些受到政府保護主義，市場所

謂調節功能根本不存在，而勞工、土地（自然）、資金一直是 Karl Polanyi分析

社會的框架。 

        在一個大轉型的環境，勞工、土地、資金可以當作社會的比較基點，除了

這三種面向之外，還有其他面向嗎？例如知識或是傳播，可以更清楚解釋農村

社群的創新過程。 

        除了勞工、土地、資金之外，Karl Polanyi (1971) 提出原始部落Trobrian的

經濟是互諒互讓(give-and-take)，互惠是當時的正確性方法，不是用平等性方

法，他們處理和解決事務都不是以經濟來考量。他一再宣稱，交換是讓互惠關

係更為緊密，而且有與人分享的意味。 

        他認為的人與人的交易模式，隨著互惠、再分配、市場交換而開展，互惠

等於是交易之基礎，可能出現在初級團體，也可能在次級團體，他引用亞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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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的話：「在每一種共同體中，其成員之間都相應地存在，通過互惠表現出

來的某種善意。」他不認為經濟、價格、等價性等是解釋交易的取向。 

         Benkler (2011)提出人類行為究竟是自私自利，還是互助合作呢？他舉的例

子是捐血制度和維基百科全書的集體創作。在捐血設計為自發性行為，通常可

以得到較好的血液，而維基百科全書資訊正確度，不會低於專家嚴格控管大英

百科全書。 

         Linux 系統吉祥物是企鵝， Benkler (2011)認為代表協力行為，此行為已經

存在已久，可以用在設計產品、研發技術、並發展新的經營獲利模式，當今政

府政策、制度設計應考量協力互助行為的社會價值，不再是過去植基於人類本

性自私的假設之上。以制度設計方面，他主張發展出以參與、溝通、信任、公

平、價值導向，社群以共同目的為基礎的社會與經濟制度，這樣的社會體系才

能發揮人類的良善本性。 

        過去經濟學家認為，人類是自私自利，私有財產不願與他人分享，但是

Benkler (2005)提出「分享」的概念，無論是同儕生產或是共乘制度，彼此之間

為陌生人、分享的財貨是私人財，分享的東西是競爭的 。這種由金錢導向動

機，轉變成為社會導向的動機，在網際網路時代，愈來愈多，分享雖然常見，

但是卻未受到足夠重視成為生產樣態。 

        賽局理論也可以解釋人類行為中的合作。Axelrod（2006）以電腦程式模擬

囚犯困境的競賽，來解釋人類行為的合作關係。以牙還牙回報方式雖然簡單，

但是不會讓競賽得分太差。這種以牙還牙行為包括友善、寬容、永久性報復。

以牙還牙的成功在於善良、報復、寬容、明確清晰的組合，善良避免陷入不必

要的麻煩，報復嚇阻對方在任何時間背叛，寬容有助於恢復相互合作，清晰度

讓對方容易理解自己，從而促進長期合作。 

    他這套賽局理論同樣也可以解釋沒有友誼、遠見的合作關係，如第一次世

界大戰壕溝中的和平共存關係，只要敵軍不開戰火，我方也不主動開戰火，用

餐時間不開火，過節的日子，前線士兵也無心戰爭，這是和平共存的法則。 

        這樣的知識分享、互惠的原則是否也存在農業社群的創新研發中？在台灣

有關農業產銷班的研究中，蕭伯欣(2007)研究國內66班的蘭花產銷班，發現班

員之間的信任感高，則知識分享意願愈高；人際關係好的人，則分享意願愈

高。不願意分享者，則是因為本身尚在學習，不足和班員進行分享。此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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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知識」，則是指蘭花生產的相關技術知識。除此之外，此研究也探究分

享意願和分享行為是彼此呼應的，產銷班班員知識分享的意願，會影響其未來

知識分享的行為。 

        產銷班合作是否為負擔呢？根據黃雅明（1999)研究台中地區產銷班班長和

班員之間的合作關係，發現班員對於彼此合作是認為值得的，並不會認為是造

成負擔，在班員長期承諾、班員之間的溝通品質、班員酬勞分配的認同等變

項，對成員合作有正面影響性。其中長期承諾影響效果最高，如是否認同產銷

班、以班為榮、參加班活動、配合合作項目 、爭取班榮譽而努力。 

        陳建州(2000)，以番石榴產銷班班員參加產銷班滿意度為研究，他發現班

員對於供銷部行銷產品的能力滿意度最高，市場拍賣制度的公平性滿意度最

低。產銷班營運共同化各項感受程度都偏低，其中一起出資採購生產資材最普

遍，班員一起安排栽種時間最不普遍。班員銷售管道最好都相同，但是班員栽

種培面積同質性最低。 

        在以產銷班當作農業生產行銷團體時，過去之研究發現， 產銷班班員之間

樂於分享農業知識，彼此長期合作是可行的，不會造成個人生產的負擔，班員

最滿意是產銷班行銷能力。 

        在農業產銷班相關研究，都是以行銷和生產的產銷班為主，那有關於創新

研發的農業社群是否也是一樣情形呢？然而，農業社群仍不能離開原有的社會

情境，進行去脈絡的解釋，本研究則嘗試從社會情境中，了解農業社群創新過

程，增加立體、動態之描述，如班員之背景，班員之間如何進行溝通，研發的

火花是如何產生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筆者從 1994年開始到 2008年，在東勢鎮駐在記者期間，所累積

的新聞採訪資料為主。儘管新聞採訪工作和田野觀察紀錄有別，但是因為報社

工作之需要，每天幾乎都進入東勢區採訪新聞，每天也必須累積二千字之新聞

稿字數 ，所留下紀錄包括電子檔新聞稿、每天約十張的照片、歷年來筆者的簡

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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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新聞採訪工作有其時間性緊迫性和必須上報的壓力，觀察的視野會和

社會學研究者有所差異，為了彌補這樣的落差，本研究在今年又進行以下的深

度採訪（見表一）。 

 

表一：深度訪談資料表 

化名 性別 訪問日期 職稱 年齡 居住地 

王先生 男 2012/3/22 

2012/3/25 

公務員 51 東勢 

葉先生 男 2012/3/23 

2012/4/12 

果農 51 東勢 

吳先生 男 2012/3/26 退休農會職員 70 東勢 

劉先生 男 2012/3/27 

2012/3/29 

退休果農 74 東勢 

尤先生 男 2012/3/29  退休牧師 74 挪威 

趙先生 男 2012/9/21 農會職員 30多

歲 

東勢 

江先生 男 2012/9/21 農會股長 40多

歲 

東勢 

林小姐 女  2012/10/8 果樹認養組員 46歲 東勢 

蘇先生 男 2012/10/31 果樹認養組員 48歲 東勢 

    

   筆者大量閱讀東勢鎮志、高接梨有關的地方誌、農業社群的會議紀錄、傳

教士尤約翰在1968年到1981年在東勢區拍攝的紀錄片，參觀東勢梨文化館。 

    亦然之，筆者對於東勢區最為熟悉是1994-2008年，有關於1968年、2012年

的東勢社會脈絡，則必須靠以上的資料補強，但是也因為有了14年的紮根下鄉

的基礎，可以快速找到報導人，切入農業主題，對於他們慣用的農業名詞、地

名、人名都可掌握。今年暑假，筆者也以認養果樹一棵，貼近果園觀察，也觀

察果園之間的互動。 

 

四、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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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東勢區的中嵙、石角聚落 

        東勢是台灣河階地形上最大的聚落，人口聚落從西方往東邊的山區開發，

除了大甲溪沿岸有廣闊平原之外，靠近山區的田地，東勢客語稱為「山田」，

山田類似梯田，沿著山丘的田地，以鵝卵石堆疊當作水土保持，這樣的地理限

制上，讓東勢墾荒過程必須克服水源、地形陡峭的問題，因此對於土地使用必

須更為精打細算，採取密集精耕方式。 

        清朝丘逢甲在形容東勢地形： 

有山張兩翼而中尖，上出雲表，曰鷂峰（今鳶嘴山），冬常積

雪，海上詩人所詠為鷂峰晴雪，者也，其山脈西出，大甲、大安

兩溪之水夾，有巍然起於東勢角之西北者，釣神（今吊神山）

也，由是，連峰而西，而盡於海。連峰間，有逆迴而卓峙、面大

甲溪而東立者，是為鍋都科（今頭嵙山），以其山間之地如鍋而

有督督者，中也。登其山，凡大甲溪以東及其兩岸所有之姻巒雲

嶂，氣象萬千，怡心曠神。 

        東勢的開發史從清朝乾隆開始，在中部地區是算相當晚時期的開發。台中

地區的開發是從大甲溪河口的大甲、外埔、南屯區，往大甲溪上游的山區開

發。有關於東勢的開發最早的紀錄是1736年，東勢區新盛里番社，曾經是平埔

族大馬僯社故址，新盛里如今是東勢區人口最多的一里。1764年廣東人劉中

立、薛華海開墾上辛（上新里）、下辛（下新里）。1792年廣東人王振榮開墾

石墻圍（今石圍牆，位於通往大安溪的台三線省道上），遭到泰雅族抵抗而作

罷，1802年，廣東人林時獻再度開墾石墻圍。1808年廣東人劉阿滿開墾新伯公

（新盛、詒福里），1816年，劉中立再往大甲溪上游推進，開墾大茅埔（慶東

里、慶福里），從當今的地圖來看，這條開拓路線沿著大甲溪旁的中橫公路，

從一公里進入八公里處的大茅埔就是開墾廣東人和泰雅族的交界處。 

        東勢地名怎麼來？1785年（乾隆50年），出現「東勢角街」地名，「勢

角」是指某醫方向的角落，也就是從福佬人居多的豐原人來看東方新成立的街

道聚落，就稱為「東勢角」。1920年（民國九年），改為東勢。東勢寮下工作

站則偏好「寮下」當地名  ，他們認為客家人最早稱東勢是「枋寮」、「匠

寮」，意為木工的工寮，之後木工的家人住在枋寮之下，於是稱為「寮下」，

這也解釋從廣東大埔來的漢人進入大甲溪上游墾荒，遇到泰雅族人出草的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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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只好另建村莊，選中原本是伐木製材所，稱為「匠寮」。 

        1960年，台灣東勢地名有11處，排名第一位是台中縣東勢鎮，「東經

24
0
16，北緯120

0
49’為台中縣東勢鎮鎮公所所在地，大甲溪東岸河坎上，海拔

357公尺。為東勢線鐵路之終點，並通公路及台車道：居民12,230人，有新舊二

街，新街在東，寬而平直，舊街在西，靠近溪邊，彎曲而狹，街上共有五廟，

街西北之東勢橋，長800公尺。」 

高接梨發源自東勢鎮的中嵙里，東勢鎮果樹產銷計畫平地高級水梨生產研

究班的名冊中，有七人住址就是中嵙里。《東勢鎮志》記載「中嵙里位於東勢

街區東方丘陵中，山巒為嵙，道光六年(1826)客籍墾首葉華雲者，率壯丁五十

人，進入中嵙山，企圖開墾，受到泰雅族人北勢系之出草殺害，乃於其東方民

番界處，築銃櫃設私隘十處，派隘丁廿名以守。道光十八年，張權生再入墾此

地，至咸豐七年(1857)因通事傅庚，與泰雅簽訂合約，始建村落，同治三年，

築有食水坑圳灌溉，為水稻產地，山坡上遍植柑橘與高山梨，居民多姓張」。 

文獻記載的高山梨目前在東勢已經很見，也沒有商業性生產或販賣。而在

在傳教士尤約翰所拍的中嵙紀錄片中，多數是稻田，山區則已經改為高接梨

了。 

果樹認養組的班會集會場所在東榮農場，班員土地多數在農場附近，因為

在石角國小附近，因此以當地通稱的「石角」為班集會場所。1970年到 1832

年，蘇賢彩進入石角寮（福興、隆興里）開墾，當時為了防止原住民的襲擊，

用石頭來當圍牆，因此稱為石角庄，他到 80多歲才過世，但是因為沒有子嗣，

庄民設立「石角開庄主蘇賢彩神位」，供後代膜拜。庄民以種田維生，日治時

代，福隆保正吳阿桶從大甲溪引水灌溉農田，光復後兒子吳阿富當里長，開鑿

山洞從橫流溪引水進入石角河，才建立當地水源的穩定性。 

在平地高級水梨生產研究班中，研發團隊中的吳達光、蘇樹琳居住在石

角， 2012年果樹認養組的社群成員住家、土地也都在石角。石角和中嵙里都因

為緊鄰石角溪、中嵙河，地形主要是山坡地，也是清朝拓荒時期緊鄰原住民的

交界地帶，因此客家人內聚力強，而且不能再往內山開墾了，必須在現有的庄

內土地上想辦法從事農業生產，維持香火傳承。如今兩地同時都是高接梨主要

生產地，也是本研究所聚焦的農業空間。 

（二）高接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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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高接梨，就是利用東勢山區的橫山梨（粗梨），在枝條上嫁接二千公

尺海拔的梨山溫帶梨穗， 類似「移花接木」、「借腹生子」的手法，在海拔三

百到九百公尺的東勢，成功種植海拔二千公尺的溫帶梨，可以比梨山溫帶梨早

二到三個月提前上市。原本梨山溫帶梨約棒球大小，嫁接到橫山梨子上，長出

來的高接梨則有壘球般大小，和橫山梨大小相似，但是果肉口感細緻，吃起來

和梨山溫帶梨是相同的。 

        嫁接 (graft)是園藝技術，就是將不屬於母株的枝條、花苞成為母株的一部

份，可是單就這種梨子該如何稱呼，在東勢當地這幾年來就有很多的討論。

1968年東勢成功研發的梨子，1977年成立的農業社群，稱這種梨子是「高級水

梨」，這是有社會背景之因素。 

「我高中時期，張榕生曾經拿高接梨到我家，長輩切片，大家分吃，

當時很少見，覺得好吃，口感和現在高接梨的口感差不多」（葉先生

逐字稿 ） 

        當時一個梨子大概十兩左右的重量，一個水梨一百多元，種的人吃梨子的

次級品，有能力買水梨則買來當禮物。 

「那時候整個國家、社會，很風行送官員，我要巴結你，想辦法買水

果，比較高級，不容易買到的，自己不太敢吃。」（劉先生逐字稿） 

        一般東勢果菜市場、街上住家、果農慣用大梨（台語發音）、太梨（大埔

客語發音），來稱呼高接梨， 《太梨譜》小冊子就是梨文化館的導覽手冊。 

        2001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成立，東勢農會專員吳春發認為應該為梨正

名，農會以農業技術為導向，嫁接梨、寄接梨、高接梨都是農政研發單位經常

使用的名稱，經過農會內部討論商議之後，「嫁」、「寄」，都有矮人一截，

寄人籬下之感覺，後來使用的高接梨，則有高高在上感覺，這也和當時社會上

客家人對於主體意識的抬頭有關，客家人不在是隱形的族群，他們開始有族群

認同感，願意成為顯性的客家人，因此對於自己故鄉栽培的梨子品種，也希望

能有一種比較高的地位。 

         1968年的高接梨是取自梨山的溫帶水梨梨穗，到2012年東勢高接梨的梨穗

主要來自於日本，花苞品種名稱豐水梨、幸水梨、新興梨、秋水梨都是直接使

用日本的梨子品種名稱。1029、晶圓梨、台中一號、台中二號則是台中農改場

自行研發的品系名稱。因為日本梨穗遇到311海嘯供應不穩定，今年以引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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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山梨品種。雖然品種名稱不同，但是都使用嫁接的技術，果農對水果大盤

商銷售、部落格直銷，採用高接梨、寄接梨、東勢水梨等名稱。 

（三）農業社群土地、人力、資金之比較 

        本研究以農業社群取代產銷班的原因是，1968年研發團隊成立的高接梨社

群第一班稱為「 生產研究班」，在當地號稱「天下第一班」，目前東勢區有

102班產銷班，正常開會運作有 86班，2012年的果樹認養組，則不屬於任何產

銷班編制， 「好像我們每一個都有紀錄過，都是不同班，但是都是梨子的，高

接梨產銷班。」（林小姐逐字稿） 

        產銷班就是以生產和銷售為共同目的的社群，這樣的名稱不適用於一開始

高接梨的研發性質，也不適合果樹認養組這樣的果樹經營模式，因此本研究使

用農業社群，就是一群有互動、常常聚會、分享農業知識的團體。 

        以下以 Karl Polanyi《大轉型》中分析社會的三面向，來探索 1968 年、

2012年農業社群的土地、人力、資本狀況。 

       1968年農業社群的個人土地面積多數超過一公頃，以表 2-1(p13)、表 2-

1(p14)耕地面積統計，19人平均耕地面積為 2.3公頃。以劉先生為例，他的果園

6公頃，是承租在麗陽營區附近的果園，從東勢騎乘摩托車要 38公里， 當時班

員很多都像梨山泰雅原住民租地，張先生在梨山也有果園，才能將梨山的梨穗

拿到東勢嫁接，雖然他們在梨山種梨子、蘋果、種桃子，但是很少住在梨山，

農忙時留在梨山住在簡陋的工寮，一段時間則回到東勢居住。 

        2012年的認養組，只有兩名組員農地超過一公頃，受到大環境的分家影

響，還有小家庭制度，平時都是夫妻倆人耕作，因此並未如過去社群成員擁有

一公頃以上大面積果園。 

    「我們家三代務農，廿七歲時，父親中風，家裡三兄弟只有我曾經在農

藥行賣過農藥，對於農業最有興趣，後來由我承接 1.5公頃的梨園。」（蘇

先生逐字稿） 

        土地是自家的，或是承租都有，以一位組員為例，他承租三分地付三萬

元，等於一分地約一萬元的租金。 

表 2-1 高級水梨生產研究班名冊 



 13 



 14 

表2-2高級水梨生產研究班名冊（續上頁）

 

 

 

 

 

 

 

 

        人力方面，1968年東勢農業社群因為耕地面積大，社群成員之間果園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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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遠，無法互相幫忙，於是都請工人長期幫忙，來源則是果園附近的農村婦

女，則採通車，女工也有來自南投、苗栗，則是住在工寮內。 

       「那時候按照一般的錢，女工大概是一百元，第二、三年變成一百廿、卅

元，我僱的是一百一十元，男工是 Double，加一倍，一般當時的行情是這

樣子，兩百廿元，大概是。… 我請最多時，農忙期是四十多個工，一天，

連續喔。」（劉先生逐字稿） 

「我的果園有六甲地，平時請十到十四人，農忙期請四十人，上工時間分

冬季、夏季，約七點半到八點之間彈性調整，一天工作八小時計算，半天

工、全天工、借資（小孩感冒看醫生）都會寫在給工人的薪資袋上。」

（劉先生逐字稿 

果園之間的工人也會「吃好鬥相報」，由於劉先生的果園工作穩定，上下

班正常，連雨天也工作，因此連住在南投、苗栗來的皆有，原住民則是南勢、

松鶴、谷關地區。加上劉先生日語能力強，可以和日本人溝通，也有從日本北

海道嫁給客家人的女工，八年工作期間，只有回日本札幌一次，劉先生發給兩

萬元獎金當飛機票。 

       2012年認養組的果園，多半是先生負責，農忙期是採取共工方式，就是在

果園靠自己的力量無法完成果園嫁接梨穗、採收等工作，於是一群人輪流在某

人的果園一整天，將及時的農家工作做完，然後再排天數到其他人的果園幫

忙，這樣自己的果園完成農務工作，別人的果園也完成了，梨園主人不需要支

付薪水，需要出中午便當錢和點心費等。 

        目前東勢果園工作男工一千五百元，女工一千到一千二百元，東勢也有一

群從東南亞嫁來客家庄的新娘，只要找到這群國際婚姻姊妹淘的班長，馬上可

以找到廿多名的女工。雖然農務效率高，一通電話就可以搞定，但是組員後來

發現開花、結果率不如預期，會影響到收成。於是認養組人仍傾向果農之間得

換工、共工，擁有多年農事工作經驗，速度、技術都是外籍新娘所比不上，更

重要是共工不是為賺錢，是認真在幫助隔壁的果園，例如套袋的水線要如何

抓，都非可以隨便敷衍了事，否則是賠上自己務農的聲譽，而且共工者還必須

保持長期互動，這種換工是要對自己和別人的果園負責，符合 Axelrod（2006）

提到的是互惠關係不是契約式的，合作根本不在信任，而是在關係的持久性，

遠見才會有高分，以牙還牙是引導別人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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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方面，資本主義社會，則就用資本主義方式解決。1968年的資金來

源，則是以信任關係向銀行貸款。 

「我的錢一毛錢都是用借的，都向金融界借的，我是借來經營，順便

要生活，我有三女兒。農會、華南銀行、第一銀行、彰化銀行都借

過，預計這筆錢，我沒有資金，預計要向你這家金融機構借，我一定

要先打好和金融界的信用，讓它評估我是不是有辦法借，你沒有一點

金錢來往，它不會借你，我都是借信貸的，不是抵押的，我沒有財

產。…我資金快要沒有了，那段時間我可能要用到多少錢，我就想辦

法和這家金融界建立帳號，它評估我有這個資格借給我，我就要事先

準備，比方說，我有一千元，我就拿到你那邊存款，存了半個月、兩

個月，我又領出來，我再去另一家銀行再去存，建立信用。比方說我

向你借一萬塊錢，我借出來不是第二天就把一萬塊錢花掉，我可能要

花一千而已，把九千塊錢放在第二家金融界，建立下次借錢的基礎，

這樣子，慢慢建立， 我不曾跟私人的會借過一毛錢。」（劉先生逐字

稿） 

        除了向銀行信用貸款之外，當時農會信用部，種植高接梨者，信用最高可

以借到 50萬元，一萬元以上的信用借款，需要有兩名保證人。不論 1968和

2012的農業社群，買農藥、肥料部份仍會賒賬。 

       「我會問農業行，你願意嗎？賒到大概什麼時候才有錢，你願意，我才給

你買，不要就換別一家，我那時候要用的農藥資材，我向別人開口，從來

不曾被人拒絕的。」。（劉先生逐字稿） 

在東勢高接梨耕種期，已經進入契約化的社會了，如何保持個人的信用

呢？ 

「當時我信用顧得非常好，比方說半年以後，這筆錢我有收入，我跟

你契約借一年的啊，這來有半年，我馬上就還給你，還清給你，我是

這樣子。我承諾都提早半年，我都是借一年，我的周轉金就是不到一

年就還他了，我跟你借了一萬塊錢，我為了下次還要跟你借錢，我向

另一家借了五萬元，五萬之間提早半年，我就把第一借的提早還清

了，我萬一有必要，我再去你那家申請貸款，就不曾拜託過人。」

（劉先生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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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來金融機構似乎不是只會吸金的單位，果農利用銀行的遊戲規則，

也進入金融信用貸款的遊戲中，獲取對於自己更大的利益，不是都被銀行所操

控。果農和農業資財行之間，有長期信任賒賬的關係，果農不應視為下游生產

者，他和資金提供者有密切互惠關係，而不能簡化解釋成出錢是資本家，出勞

力的農民如勞工身分，兩者之間只有剝削之關係。 

（四）農業社群之創新研發之比較 

        1968年的農業社群班員中，最年輕30歲，班長是38歲，班員年齡和班長年

紀都相當 ，全部都是男性，這些果農基本上年紀相當，有一群人合開肥料公

司，會在上班時間溝通農事心得，吃過晚餐之後，繼續到東勢街上某農具行聊

天，當時氣氛，應該沒有階級、上下之區分，可以很盡興的聊天。 

        當時因為處於戒嚴時期，對於知識份子聚眾都格外引人側目，當時果農有

的學化工，有的擔任過國小老師，「 農會的指導員就會來關心了，警告

啦，說你們常常這樣聚會，現在還戒嚴時期，沒有報備有時候你們會自找

麻煩，就來邀約我們參加農會底下的研究班，這樣就不會被安全人員找麻

煩，我們才會，這個人來和我們講的，傅阿炳，當時他是當農會的指導

員。…他就這樣跟我們說，避免節外生枝，反正是屬於他們，也不會增加

很多麻煩，我們就這要變成農會，東勢農會推廣股研究班的，就這樣成立

了。」（劉先生逐字稿） 

        基本上，班員之間的互動是平等的，農會兩名工作人員是後來才增加的，

不是位於主導地位。相對於2012年的認養組，組員年齡40歲到60歲，年齡差距

大，而開會也加入阿嫂參與，也會有農政單位人員列席，以報告工作項目為

主，但是會議中，比較多男性、農政官員發言，女性發言相對較少，有地位上

下、男尊女卑的氛圍。 

        過去中嵙里山區果農吃過晚飯之後，要找果農聊天，則要拿著手電筒到山

上串門子，在山區要裝設一隻電話需要八萬五千元，當時公務人員一個月薪水

三千元，等於要廿個月的薪水才能裝設一隻電話。當時的中華電信獨大時代，

「 還有透過電信局裡面認識的人來設計才可以，沒有那麼簡單幫你設計」（劉

先生逐字稿）。 

         如今則是果農都擁有一隻手機，家裡還有家用電話，認養組員不常使用網

路，因此只有一位組員留下電子郵件信箱。（見表3，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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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果樹認養組組員名冊 

  

       

         以表

4（p21）

來 表 示

1968 和

2012年農

業社群，

有關創新

的 差 異

性。 

 

 

 

表4:  1968

到2012農

業社群創

新的差異

性 

 

 

姓名 
電話 

地址 

1 陳Ｘ鑫 

0933-518xxx 

04-2587-0xxx 
東勢區隆興里東坑路705巷3x號 

2 蘇Ｘ火 

0912-972xxx 

04-2587-3xxx 
東勢區福隆里東坑路12x號 

3 李X雄 04-2587-0xxx 東勢區隆興里東坑路705巷x號 

4 林X鋒 0930-296xxx 東勢區福隆里東坑路52x號 

5 劉X柱 0932-962xxx 東勢區隆興里東坑路705巷x號 

6 陳X生 

0936-431xxx   

04-2587-6xxx 
東勢區隆興里東坑路705巷3x號 

7 陳X芳 0910-484xxx 東勢區隆興里東坑路705巷3x號 

8 

蘇光X 

（叔叔） 

0932-608xxx 

04-2588-2xxx 
東勢區福隆里東坑路4x3號 

9 

蘇光Ｘ 

（姪子） 

0911-789xxx 

東勢區隆興里東坑路705巷x號 

xxxxxx@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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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高級水梨班 2012果樹認養組 

志向 嫁接不是一種賺錢，

要當作一種事業。 

果樹當作家人關愛，

將認養人當作朋友接

待。 

語言能力 中文可投農業雜誌、

日語可會話、閱讀，

還有pear出現在會議

記錄的紀錄出現， 

具基本英文、日本會

話能力。網路有翻譯

軟體可翻譯外文資

料，農業觀摩會則現

場翻譯員。 

果農副業 農藥行、農具店、肥

料行、照相行 

種蘭花、運輸業、賣

菜、苦茶油 

觀摩 參觀附近梨園、日人

來觀摩 

到國外觀摩、參觀有

機農業展、商展、旅

展 

知識 勤耕雨讀、寫日記、

聊天、觀摩 

從老年人身上習得、

試驗、好奇心、主動

蒐集 

 

五、討論 

     Axelrod（2006）互動是合作的基礎，記得過去、彼此。高接梨的 

雖然是經濟性商品，但是農業社群則是具備基本互動，彼此認識，雖然不是親

戚，但是因為同樣住在東勢客家庄，也知道彼此過去， 

    「未來重要性高於現在，改變參與者行動，教育參與者促進合作價值、事

實和技能。」 （Axelrod，2006）農業社群都認為目前不是最好的階段，高接梨

研發期間，橫山梨收成不好，種植橫山梨的班員都認為應該需要改變。而認養

組目前每年高接梨價格創下新低紀錄，只好打破原來的銷售方式，直接將認養

人拉到產地解說。 

        如果誠如Karl Polanyi(1971)提到創新，在既有既有制度下出現兩套想法， 

另一種是反社會的行為。過去的農業社群是在既有的制度下創造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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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果樹認養組則是在其他果農不被看好下，逆勢操作，偏向反社會制度的行

為。 

        1968年會開創梨子嫁接技術，原本東勢果農打算將嫁接技術搬到屏東縣高

樹鄉種植葡萄，後來張先生的太太不同意先生跑那麼遠，那時候橫山梨的價格

不好，就乾脆將東勢的橫山梨嫁接梨山的花苞，才會出現目前的高接梨。 

        這是早期的農業社群唯一出現女性的聲音，而且非常強而有力，決定讓這

群果農繼續留在東勢發展新的農業技術。在黃應貴(2012) 將布農族農業創新的

果農定義在20歲到40歲上下，致力於農業改良和生活改善，與其說是個人成

就，黃應貴認為應該和創新者家庭的心理慣性和精神氣質有關。家人培養追求

新知及新經驗、以達到更好的境界之願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男主外、女

主內的家庭秩序，家族果園感受到希望、樂觀。創新者本身勇於嘗試新作物，

創新者也鼓勵太太學其他技能，他們會做中學習，請教專家、善用傳各種管道

獲得資訊。 

   家庭精神氣質則是本研究尚未探索之處，家庭、家族女性聲音在創新研發

中，具有什麼的關鍵性影響，則是未來研究可以深入的課題。 

Karl Polanyi（1957)揭示三面向來看市場之運作，包括土地、人力、資本，

從本研究中則發現，現代社會除了上述三面向之外，如果本研究結果鋪陳中，

發現創新研發人背景、社會關係、溝通知識、跨學科整合等項目，都離不開傳

播這個面向， 是在社群共同研發過程中，必須要考慮面向，傳播也和土地、人

力、資本出現糾結之關係，在 21世紀，社群網站的傳播行為就是不可忽視的一

股力量，遑論農村創新社群中的傳播，更是必要探討的一個重要面向。 

  早期的傳播研究，就是從農業創新開始的，在傳播行為中，才慢慢發現傳

播子彈理論的崩潰，重新找到社會初級團體和次級團體、意見領袖等團體，傳

播初始的興趣就在農業創新技術的轉移中，這難道不也是研究理論跨越時空的

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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