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德果園老闆娘

唐文玲

宜蘭三星的文德果園，一直是高接梨評鑑比賽的常勝軍，去年更贏得了
雙冠王的頭銜，梨子的品質有目共睹。而這背後，則是源於老闆娘唐文

玲的堅持。

說話輕聲斯文，但語氣中帶著平
穩與堅定，這是唐文玲給人的第
一印象。其實這種外觀印象，基
本上大致不差，因為她的做事方
式正是平穩堅定型的。

而這個穩定型的女人，當初在認
識老公的過程中，一樣也是四平
八穩、波瀾不驚的。

其實唐文玲與潘文德兩人的距離
就只有一村之隔，彼此也大概知
道有這麼一個人，但並不熟識。
直到某天，上班途中唐文玲的機
車突然壞掉，停在路邊不知所措，
這時候路過的潘文德，停下車來

堅持 得好果

波瀾不驚的相識過程

幫她修機車。

不過這並不是兩人結緣的開
始。這件事過了一年之後，
雙方父母聊天時談起，彼此
子女都尙未婚嫁，可以讓
兩人見上一面，兩人才正
式地見了面。

不過這仍然不是兩人的開始。由
於當時唐文玲並沒有結婚的念頭，
所以兩人依舊沒有後續。事情的
發展，一直到唐文玲家中長輩生
病，潘文德時常在農忙之餘前往
探視、幫忙，這才感動了唐文玲，
兩人終於有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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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唐文玲原本在外面上班的，但看到
夫家缺人手，想說與其要花錢僱工，還
不如自己來做，於是沒有務農經驗的
她，也開始學著種起蔥來了。

潘文德家中三代務農，所種的主要作物
原本是青蔥，但當時政府正在推高經濟
作物，夫婦倆一商量，決定轉作高接梨，
認為收入應當會比較好。

高接梨 成本重

誰知道一做下去，才發現事情沒有想像
中容易，高接梨的成本頗高，風險也不
小。

先說成本這一塊好了。

最基本的搭水平架，一坪就是好幾萬；
每年要買花苞、接枝、買肥料時，成本
就陸續跑出來；到年底時要架小雨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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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撐傘、點花粉…這些全是人工，大
量的僱工成本跑不掉。

「之前我們還曾因為成本不堪負荷而停
止過二、三年，把地租給別人種。」唐
文玲說，做到虧本時只能押地向農會貸
款，這種情況從開始種植高接梨到現在
依然如此，儘管他們已經獲獎無數。

右頁圖 ) 去除掉橫山梨多餘的母花

左頁圖 ) 為梨花撐開小雨傘，是宜蘭的特
殊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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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幾次，在龐大的經濟龐大
之下，夫婦倆吵了架。做老公的
認為，何必要做得這麼累呢？但
做老婆的卻堅持，該花的成本還
是要花，即使經濟不夠寬裕也不
會偷工減料。

唐文玲的堅持在很多方面。以肥
料來說，因為效果較好，她堅持

心放下去 做到最好

要用國外進口的肥料，而且要分
批、多次的以人工方式來下，這
樣才能讓每顆梨數吃到平均的養
分。再例如，一般梨農在嫁接時
多數是分批嫁接，但她堅持要做
到全部一起嫁接，因為這樣梨子
的成熟度會比較整齊，甜度才能
一致。

文德果園每顆樹的樹勢生長，管理
得相去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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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她相當堅持的點，就是
採收期。

一般梨子通常是在嫁接後的 180
天開始採收，有些為了搶市甚至
會更早採。但唐文玲堅持要留到
185~190 天才來採收，這主要是
要讓每顆梨子的風味、甜度不會
落差太大，讓人能吃到口味一致
的高接梨。

當然這種做法，一不小心就可能
讓梨子過熟，「所以我們一些過

採收期的堅持

採摘前，唐文玲都會仔細的觀察每
顆果實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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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的， 全 部 都 得 打 掉， 不 能 賣
了。」老公潘文德有些心疼。不
過即使心疼，老婆還是堅持如此。

為何要如此堅持呢？「要做的話，
就要做到最好。」唐文玲說道，
既然心已經放下去了，就會盡自
己的力去做，而不偷工減料。此
外，也是由於直接面對消費者，
客人只要對梨子口味、品質有所
反應，他們一定想辦法改善，因
而也養成了品管第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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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麼認真堅持的老婆，做老
公的也放手讓她全權做主。目前
潘文德主要負責的是田間管理，
而唐文玲則是全權管理的「總師
傅」，「沒關係啦，她真的很厲
害！」潘文德說。

「其他同業不免會問，『幹嘛讓
太太這樣做啊？』」看起來就是
好好先生的潘文德總是這樣回答：
「因為我尊重太太的堅持啊！」

他說，老婆的個性穩定度高，不
像自己會性急、緊張，「她風風
雨雨的都不怕！」他笑稱，「一
定要聽她的啊，因為她是總師傅
嘛！」

老公與老婆間的平衡

在「總師傅」的堅持之下，文德
果園的高接梨果然出現好成績，
這些年來共獲得了四次頭等獎、
四次特等獎的榮譽。

這些參加評鑑比賽的高接梨，都
是唐文玲親手挑出來的。她特別

幾乎像工廠的一致品質

注重梨子的水份及肉質，並特別
挑選出成熟度均勻的，因為這樣
的果子嚐起來甜度及口感會較為
平均。

對於文德果園的品質，花蓮農改
場蘭陽分場助理研究員李建瑩這
麼表示，「文德果園的管理做得
不錯，讓樹勢、果實都很一致，
這一點相當難得。」他形容，就
是因為管理做得好，「所以果實
呈現的品質，幾乎是跟工廠出來
的一樣。」

梨農工作時不可缺少的高接梨專
用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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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稱呼唐文玲為果園的「總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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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德果園的高接梨，水份及肉質俱佳

1. 員工們趕製小雨傘，來保護梨花免去風吹雨打

2. 多一層的的紙袋包裝，來防止鳥啄以及太陽曬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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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上的水果，品質一致得可比工
廠所生產的，老闆娘唐文玲的堅
持功不可沒。

其實她還有另一項堅持，則令人
感覺溫暖了。

「我一直有個初衷，就是希望能
讓我們的員工，都能有個穩定的
工作。」原來是各種作物的農忙
期不同，農村僱工多以零工為主，
僱工們多數遊走於各農場之間，
沒有固定的工作定點，相對來說
也較沒保障。

為了讓僱工們有個穩定的工作，
同時梨園也能夠留住技巧熟練的
人，文德果園因此聘用著長期的
員工，認為這樣對雙方都有好處。
只是這樣的人力花費比請臨時工
多上許多，而且為了要讓員工們

這位無比定力的老闆娘，扛下了
許多果園的重擔，雖然會說顧梨
子比顧小孩還累這樣的話，「但
只要我們有做，就會繼續的堅持
下去。」口氣淡淡，但是透露出
堅定的意志。

果然是，堅持得好果啊！

給員工們的承諾

口氣淡然的堅定

每天都有事做，果園不只種高接
梨而已，同時還種植著青蔥，就
是希望以多元的工作型態來留住
人力。

宜蘭目前這種長年僱用人力的農
場，數量並不多，但文德果園堅
持如此，就是因為「這是一個當
初給員工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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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下 )  穩定堅持，是唐文玲給人的外觀印象

左圖上 ) 除了高接梨之外，青蔥到目前都仍是重
要作物之一，因為這樣可提供更多工作給員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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