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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lden Triangle”, a mountainous area overlapping Thailand, Myanmar and 

Laos, has been an opium-producing region since the 1920s. Today, Myanmar has still 

been the second largest producer of opium in the world, after Afghanistan. However, 

the extensive landscape of opium production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the northern 

Thai border area of Golden Triangle. Rather than plantations of poppy seeds, north 

Thai border areas now farm different cash crop plantations, including vegetables, 

fruits, tea, coffee and rubber. The significant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from opium 

poppy fields to other cash crops plantations resul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ransfer of the Thai Royal Project. The Thai government recognizes Taiwan as the 

country that has most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its crops and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to 

the north Thai border area. Nevertheless,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nsfer of 

crops and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was not been for the Royal Project per se, as it was 

intended to help a specific group of Yunnanese Chinese that fought the 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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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for the Kuomintang (KMT) during the civil war in China. Restated, many of 

these Yunnanese Chinese came to north Thai border areas as soldiers of the military 

troops of Taiwan. Therefore, this essay trac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from Taiwan to the northern Thai borderlands. This essay draws on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to elucidate how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was not just a mission to 

erase opium production, but also a geopolitical project to turn the KMT soldiers of 

Yunnanese Chinese into farmers of Thai citizens. Theoretically, territory is regarded 

as a more-than-human technology. Therefore, this work uses tea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ransfer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Thai government’s control over its north border areas. Additionally, we argue that this 

political territorialization process also involves an economic deterritorialization, 

which is realized by turning the former KMT soldiers into modern tea farmers. 

Keywords: tea, territory, Yunnanese Chinese, Taiwan, Thailand. 

 

 

摘   要 
 

交界於泰國、緬甸與寮國的金三角地區從 1920 年代以來，便是世界主要的

鴉片生產基地。至今，緬甸仍是僅次於阿富汗外 大的鴉片生產國。然而，同屬

於金三角區域的泰國北部地區，其鴉片生產地景已全然改變。當今泰北邊境─特

別是鄰接緬甸的清邁府與清萊府的高地─已轉型成多樣的經濟作品種植，如蔬

菜、水果、咖啡、橡膠與本文所關注的臺灣茶。從毒品罌粟種植至合法的經濟作

物栽種，如此明顯的農業地景轉變動力來自於泰王山地計畫的施行，而臺灣正是

該計畫的主要參與國之一，成功地將高山農業技術與物作引入泰北山林。臺泰合

作的農業計畫不僅牽涉泰國山林原住民，還納入了該地區的雲南華人。該社群原

為國民黨軍隊，在國共內戰失利後輾轉遷移到泰北山林。在臺泰農業計畫中，他

們從戮力作戰的軍人，轉換成農夫，甚至發展成資本家。在計畫裡眾多作物中，

本文選擇「臺灣茶」作為視角，追隨農業技術從臺灣轉移至泰北山林的時空軌跡，

說明農業技術轉移不僅是「經濟上」抹除抹除鴉片生產的國際合作計畫，亦為「政

治上」讓泰北山林得以控管的地緣政治計畫，更是帶動泰北山林現代化，發展休

閒與國際茶產業的重要動力。為解釋農業計畫對泰北山林地景與居民生活的劇烈

改變，本文將農業計畫視為「不僅人為的政治技術」，而農業計畫中種種技術網

絡的移動與實踐，正好體現泰北山林政治領域化與經濟去領域化過程。 

關鍵字：茶、領域、雲南華人、臺灣、泰國 

 

 

前   言 
 

交界於泰國、緬甸與寮國的金三角地區從 1920 年代以來，便是世界主要的鴉片生產基地。至今，

緬甸仍是僅次於阿富汗外 大的鴉片生產國 (Kulsudjarit 2004)，然而，緊鄰該地區的泰國北部山林，

其鴉片生產地景已全然改變。不同於過去的鴉片種植，泰北邊境─特別是鄰接緬甸的清邁府與清萊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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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地─已轉型成多樣的經濟作品種植，如蔬菜、水果咖啡、橡膠與本文所關注的臺灣茶等等。從毒

品罌粟種植至合法的經濟作物栽種，如此明顯的農業地景轉變動力來自於泰王山地計畫的施行。至今，

泰北邊境高地的罌粟幾已被經濟作物替代，而該計畫也獲得麥格塞塞國際貢獻獎，被國際視為 成功

的替代種植案例之一。泰王山地計畫中替代性經濟作物項目繁多，大多都非原產於泰國當地，而是在

該政策下自國外引進物產。 

然而，農業轉移不僅只是品種的跨國位移，還包括栽作的知識與技術轉移。在計畫中，經濟作物

品項繁多，源自於不同國家的參與，其中，臺灣也在「泰王山地計畫」與「泰北難民村救助計畫」的

支持下，成功將桃、李、梅、柿與茶等作物與農業技術傳入泰北邊境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 1993)。然而，臺灣參與泰北邊境農業轉移並非只為了泰王山地計畫本身，而是牽及當地的雲南

華人，也就是因國共內戰失利，退守泰緬邊界的「異域孤軍」。透過該項計畫，泰國政府得以安置、運

用這群異國軍事離散團體「替泰守疆」，更將他們從軍人移民轉化成務農的泰國公民。不過，農業計畫

之所以成功，並非單純決定於自經濟效用與政治意圖。相反地，農業計畫為了讓異國作物於「異地生

根」，必須將泰北打造成許多行動的交會中心：農技專家、當地人與品種本身得以在此學習、模仿、競

爭，在各種不可預期的狀態中，逐漸打造穩固的產業網絡，改變當地的生產地景與生計狀況。計畫中

所達到的經濟與政治成果，正是網絡中各項人與非人交會、行動的效果。據此，本文透過跟隨農業物

作與技術從臺灣到泰北邊境的轉移的歷史軌跡，指出臺泰農業計畫不僅是抹除鴉片生產的農業計畫，

還附有地緣政治性的政策效果─同時是經濟性與政治性的。在多樣作物中，本文以茶作為縮影，描述

國際農業轉移與泰國政府加強對北部邊境治理間的關係，而該關係所促成的不僅是政治層面領域化過

程，同時也是經濟層面再領域化過程。 

在經驗資料上，本文以泰北過去為軍事重地，現為產茶與觀光勝地的美斯樂為案例，對政治地理

學中作為分析工具的領域 (territory) 概念加以審視。本文分成兩個部分，前半部分對領域概念作理論

性的考察。本文認為領域的形塑不僅是 Elden (2010) 所提的政治技術，在泰北邊境的案例中，形塑領

域的是人與非人元素的連結，並在各項連結行動中萌生出 Painter (2010) 所言的「領域效應」

(territory-effect)；後半部分則處理經驗資料，首先簡介本研究之方法，並將雲南華人的茶葉種植行動視

為領域化與去領域化過程的例證。本文將經驗資料以技術史的方式，書寫臺灣茶在泰北「異域生根」

的過程，說明臺泰雙方跨國農業計畫中，政治考量與農業作物、技術移動間交纏引繞的關係。 後，

藉由「從異域到茶鄉」的過程，對領域概念給予總結。 

 

領域化：不僅人為的政治技術 
 

領域對於政治地理學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概念 (Delaney 2005)。然而，將領域視為容器的環境決定

論思維 (如 Mackinder 1904; Cohen 1973) 已被批判性政治地理學家 (如 Tuathail and Toal 1996; Dodds 

and Atkinson 2000) 加以問題化審視。此外，近年來靜態、劃定邊界的領域概念逐漸失去人文地理學者

的青睞，其他社會科學也將研究焦點轉向遷移、離散、置換 (displacement) 與移動 (movement) 等 (參

見 Escobar 2008)。上述研究旨趣的轉向過程：從穩定與強調邊界的領域轉為動態流動人口所居的關係

連結 (relationality)(Murdoch 2006; Ami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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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回應當代高度流動的人、貨關係，地理學家與其它社會科學家開始重思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

的領域概念，亦即將「領域」視作有固定邊界的空間，或是將其視為某一政府的主權範圍 (Allen and  

Cochrane 2007)。然而，將關係性的討論帶入思考，並不見得會跟既有的「領域」概念相互衝突 (Jones 

2009; Antonsich 2009)。Jonas (2012) 便提出在以關係性重新思考過去「領域」的固定、靜態的特質時，

不應忽略國家仍然擁有掌控其領土的權力。Elden (2010) 也強調「領域」仍然是一種國家控制土地 

(land)、領土 (terrain) 的一種政治技術 (political technology)。 

「領域 (territory)」作為一種政治技術，必須要從其與土地、領土之間的關係來理解。Elden (2010: 

804) 定義了領土 (terrain) 和土地 (land) 兩造概念的意含：土地是「產權，也是能夠被分配、指派、

擁有的有限的資源，亦為政治經濟問題」；領土的定義則是「一種權力關係─傳統上來自於戰略位置的

分析─允許統治者建立並維持秩序」。領域，就像是領土，也就成為一種「政治戰略問題」(Elden 2010: 

804)。Elden (2010) 在上述討論基礎上再往前推進，認為土地和領土雖然是必要，但卻無法有效地解釋

領域的內涵。因此，「測量 (measurement) 與控制 (control) 是兩個必須討論的面向；「在談及土地以及

領土時，必須思考國家政權確立該兩者的技術與合法性宣稱這兩個環節」(Elden 2010: 811-12)。換句話

說，領域要作為一種政治技術，需要國家提供合法基礎，才能夠維持領域之內該政權的主權。同時，

政治技術就包含了調查、繪製地圖技巧，以便於創造出「清晰可讀 (legible)」的領域 (cf. Scott 1998)，

也就是國家可掌控的領土。 

「領域」視為一種政治技術的想法，帶領政治地理學討論空間治理的技術環節，但 Antonsich (2011) 

指出，技術之外更應注意的是「能動」(agency，另譯作施為) 如何生產領域。為了要強調「能動」的

重要性，Antonsich (2011: 424) 認為領域是一種「社會空間，來自於特定的社會實踐以及社會意涵，將

領域轉化成『符號的 (semiotized)』以及『生活的 (lived)』空間」。然而，Antonsich 的重點只放在人所

產生的「能動」，卻忽略了非人 (non-human) 在生產領域時的角色。此外，Antonsich 將 (人) 行動者

之行動定義為「在日常生活中，由下而上的實踐所產生」。雖然考慮人們的日常生活是必需且重要的，

但是將其簡化為「由下而上」，容易造成「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二元對立。本研究意圖避免

此一對立，掌握領域中人與非人的之間更為複雜的關係。 

為了要掌握領域的內涵，本篇論文將領域看作政治技術，同時考量人與非人的元素關係性如何生

產領域。如同 Jonas (2012: 270) 所提到的，地理學家需要再進一步檢視「關係性地思考領域的政治層

面，以及領域性地思考關係過程」。近來，學者已經開始重新在關係性的過程當中，重新建構領域化此

一概念，將人與非人的元素加入考慮。舉例來說，Dittmer (2014) 應用了組配 (assemblage)(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另見 DeLanda 2006) 概念，提出領域化與去領域化之中的「地緣政治的組配 (geopolitical 

assemblage)」。接續 Dittmer (2014) 的看法，領域當中的地緣政治組配概念，強調關係性的本體論，將

「能動」放置在人與非人的交互作用之中。 

對本研究而言，領域是一個「不僅人為」(more-than-human) 的政治技術，其連結了純然的政治討

論、現代化發展過程，以及一些過往不被政治納入討論的面相。透過更廣泛的思考領域的政治性質，

我們希望為領域政治 (politics of territory) 的概念上提供更多的理解。同時，我們也考量政治技術在實

作環節中的各項人與非人因子，透過領域性與關係性兩項取徑解讀泰北農業技術從台灣到泰國的跨境

轉移，掌握後冷戰時期泰國北部高地的雲南華人所居空間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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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地理學家 Elden (2010) 將「領域」視為「政治技術」(political technology) 的討論，領域同時

結合了「領土」(terrain) 的政治性與「土地」(land) 的經濟性。而從茶葉技術跨境轉移來探看泰北邊

境的農業變遷與領域的關係，更凸顯了政治力與經濟力的關係，更如同地理學家 Painter (2010) 所定義

的「領域效應」(territory-effect)，也就是「領域」是一種「網絡下的社會─技術實踐」(networked 

socio-technical practices)。所以，我們試圖結合人為的政治技術與非人的茶葉生產技術實踐，兩者交融

下的「領域實踐」；換句話說，我們將「領域效應」更進一步推衍，除了強調「領域化」的邊界固化與

「去領域化」的網絡連結是同時存在而非二元對立的相互排擠之外，也分析人與非人因子的關聯。 

雖然「領域效應」的概念破除了「領域化」與「去領域化」的二元對立，但是究竟何者是「領域

化」與「去領域化」的主要趨力並沒有明確的指涉。而從泰北邊境茶葉跨境移轉到在地實踐的分析，

我們認為「領域化」與「去領域化」無法迴避的是針對國家和市場力量的剖析。這也回應了 Dovey (2010) 

對「地方」的討論。雖然 Dovey 不直接討論「領域」的本身，但 Dovey 主張地方的領域性是「剛性的」

(rigid) 國家力量與「彈性的」(supple) 市場力量交織而成；剛性的國家力量強化地方固著不變的意義，

而彈性的市場力量則藉由人事物的不斷流動讓地方意義也隨之變動。在本文泰北茶產業的案例中，

Dovey 的論點其實回應了茶葉種植體現的政治領域化與經濟去領域化；也就是說，剛性的國家力量強

化的，正是政治領域化下的政權鞏固；而彈性的市場力量所帶來的，就是經濟去領域化下人事物不斷

流動的網絡聯繫。 

然而，在一系列領域化的討論中，「領域」時常被當作是一個「結果」(outcome)，是實質掌控人

與土地的「產物」；然而，從泰北茶產業的分析，我們認為國家力量對「領域」的固化，反而讓政治的

「領域」不只是一種靜態的「結果」，而是一種「機制」(mechanism)，啓動了後續讓泰北邊境與市場

連結的經濟去領域化過程。這裡必須強調的是，無論是國家的「政治意圖」或者市場上的「經濟目的」，

即使國家與市場的力量不斷交融，都不是直接指涉「國家」與「市場」作為「因」，而泰北作為「茶鄉」

作為「果」的推論。回到 Painter 的「領域效應」，我們認為對領域的理解，必須從「實踐」(practices) 的

本身打破因果推論的線性關係；因此，領域效應不是設定好的，而是「實踐出來的」，所以國家與市場

的力量也是藉由人與非人因子在預期與偶發的連結中實踐而「體現」(embody)；也就是說，在不斷「領

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和「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 的過程，

人與非人因子無論是預期或偶發的連結是富有創造力的「機制」，而非封閉排外的「結果」。因此，地

方，或者泰北作為「茶鄉」，並不擁有一個固定的樣貌，而是一段逐漸形成的過程，且永遠處在動態形

成的過程 (becoming)。 

從這些討論中，我們複雜化了政治領域化與經濟去領域化的關係，除了主張兩者不再只是二元對

立的存在外，更賦予「領域」本身作為「機制」的意義，從而理解領域的「創造性動能」(creative force) 

(Dovey 2010)，破除「領域」作為被動的「背景」或「結果」的推論，進而理解不斷變動中的茶葉意象，

與背後泰北邊境浮現的地方意義。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 2014 至 2015 年之間，在泰北各大茶產業興盛的村寨進行四次共 2.5 個月的田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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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曾經參與臺泰農業計畫的農技專家進行半結構式設計的深度訪談，正式訪談對象共計有 39 名。深度

訪談的內容含括四大面向：軍事相關的家族遷移史、從事茶產業的時空資訊、製茶技術與市場銷售的

細節，以及當地社區的發展與土地所有權議題。在所有訪察村寨中，本研究特別以美斯樂村做為泰北

茶產業發展的代表，理由在於美斯樂的歷史背景與茶產業型態。相較於其他村寨以單一茶家做為發展

主力，美斯樂的大型茶家就有三家、自有茶廠的中小型茶家多達數十家，而零售茶家更是高達半百家，

密集程度可謂泰北之冠。除了產業規模，美斯樂過去因做為孤軍之中的「五軍」的指揮中心，發展資

源的集中程度自然勝過其他雲南華人村寨。也因為美斯樂為泰北軍政要人之所在，具有較多的社會資

本與和臺灣的關係連結，所以在臺灣茶剛開始進入泰國種植時，美斯樂自然成為泰北 早種植臺灣茶

的地區之一，「茶鄉」名氣亦 為響亮，當地觀光業也同茶產業一同發展。除訪談之外，本研究亦透過

文獻整理與比對，追蹤過去泰北茶產業的時空過程，特別是當初臺灣方支援泰國替代種植的兩大執行

機構─退輔會與救總─所留下的工作計畫與成果檔案：《中華民國協助泰王陛下北部山地農業計畫二十

週年工作報告》、《救總泰北難民村救助工作報告》。配合當時泰國、臺灣的國際關係與產業發展，考察

當時臺泰農業技術轉移計畫的政治與經濟因素，並從中分析泰北邊境治理過程與農業所帶來的領域效

應。 

在資料處理上，研究者有義務和責任，保護研究中所獲得的保密性資訊。因此，本研究除了歷史

文獻所記載的人物示以真名外，凡是一手訪談資料，一律將受訪者匿名處理，以保護受訪者不受隱私

侵犯與道德風險。在資料編排與分析上，本研究以「技術史」的方式，以茶葉種植為中心，紀錄農業

品種、技術與相關人員移動的種種細節，描繪出茶產業中人與非人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並從中分析茶

產業如何重新組配出泰國北部山林的邊境治理與泰北雲南華人的生產、生活與身分。 

另外，泰北地區的族群複雜，除了本文中因國共內戰而來的前國民黨軍隊以及他們的後代之外，

阿卡、傈僳、佤、瑤等泰北少數民族也居住其間；同時也包括跨邊境而來的緬甸難民等等；本文研究

者因語言限制，研究對象以能用中文交流的前國民黨軍隊以及他們的後代為主體，從他們的觀點出發

書寫分析。 

 

茶鄉前身：異域孤軍與泰北山林中的難民村 
 

全泰北的雲南籍華人村寨都共享了同一段歷史際遇。本文雖然著重探討泰北山林的臺泰農業計畫

與美斯樂「茶鄕」，但並無法將該產業架空於其軍事歷史之上。事實上，美斯樂的茶產業發展與其歷史

背景極有關連。因此，在閱讀後續的茶產業分析前，請容本文先對泰北華人村寨的來由刻劃一大致圖

像。 

在 1945 年至 1950 年的第二次國共內戰後，中央政府則退守至臺灣。然而，並非所有軍隊都撤離

中國。有一批以李彌將軍為首的國民黨軍隊，在中央政府徹臺後，持續在雲南與緬甸邊境與中國共產

黨對峙。這批軍隊的勢力起初不斷壯大，在緬甸徵召華人入軍，並成立雲南省反共抗俄大學。儘管該

軍隊離開中國領土，但在中南半島─特別是泰國、緬甸與寮國邊境的金三角地區─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這批軍隊即為廣義上我們所熟知的「異域孤軍」。 

不過，在缺乏中央政府補給支援的狀況下，各項抗共軍事活動並不順遂，又由於該軍隊駐紮於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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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邊境，兩國對此都有微詞。在臺灣中央政府受到緬甸抗議與國際輿論壓力後，開始對軍隊進行撤退

行動，計有 1953 到 1954 年，以及 1961 年兩個梯次 (Chang 2001, 2002)。撤臺的雲南國民黨軍與其眷

屬多編於桃園縣的忠貞新村、南投縣清境農場等地。然而，些許軍隊因不同原因駐留原地，成為名義

上不受中央政府管理的不撤部隊。其中，以李文煥將軍所帥的第三軍與段希文將軍所帥的第五軍人數

多，合計近有 4,000 人之譜 (曾藝 1964)，這個人數還不包括跟隨軍隊避難的眷屬與難民。 

第三軍與第五軍在拒絕撤退回臺灣之後，1964 年這批國民黨軍隊與眷屬在泰國軍方與美國的支持

下，集中駐紮於美斯樂、密額、帕黨、回莫等 13 個自衛村 (臺灣稱為難民村)，多位於緬、寮邊境的

清萊府、清邁府與湄宏順府 (詳見圖 1)。泰國政府設立自衛村的理由有二：一方面是基於對該軍隊的

人道考量，在失去臺灣國民政府的軍援下，五軍軍民生計貧困。外交部檔案 (1961) 記載泰國軍方所

言：「游擊隊在泰生活甚苦，日食一餐，衣不蔽體」(轉引自覃怡輝 2009)；另一方面，則是基於泰方

對抗共產勢力的戰略考量。1960 年代，苗 (寮) 共產勢力頻繁地在泰寮邊境活動頻繁，泰國共產勢力

也應運而生，在泰北邊境進行各項突擊活動，例如襲擊邊防警察、封鎖公路，使得泰方在國境之內軍

警調度皆須裝甲車保護，軍警甚至將駐防邊境視為畏途。在邊界如此險惡的狀況下，泰國政府只能裁

撤邊境各村寨的駐守單位，導致山區成為無政府狀態，使的泰國政府的北部領土成為「地圖的假象」

(cartographic illusion)。之所以是假象，在於與其說泰北山林是泰國領土 (territory)，不如說是易受挑戰

的邊疆 (frontier) (覃怡輝 2009；蕭文軒、顧長永 2011)。 

 

 

 

 

 

 

 

 

 

 

 

 

圖 1 泰北華人村寨與茶產區示意圖 

Fig. 1. Location of Yunnanese Chinese villages and tea production sites. 

據此，有著與共產勢力有豐富對峙經驗的第三、五軍成為泰國政府穩定邊境的契機。透過安置三、

五軍及其眷屬於泰北邊境山林，泰國政府得以運用該軍隊的軍事力量，提升邊境共產勢力進犯的難度。

同時，原先流離於金三角各國邊境的「異域孤軍」，也因「替泰守疆」，而有安身立命的空間 (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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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翻拍自泰北義民文史館。 

圖 2  萊帕猛山戰役勝利後，華人將士獻代表泰國國土的石與花予泰王，象徵為其收復失土  

Fig. 2. After the battle of Doi Pha Mong, the Chinese general presented the stone and flowers  

which symbolized Thai territory to the King of Thailand. 

 

一開始，孤軍與隨軍對遷徙的軍眷等雲南人士以「難民」的身分，駐紮於泰國所指定的十三個「自

衛村」集中管理。十三個村子沿著泰緬與泰寮邊境分布，宛若一條邊境防線。每個自衛村都有泰國軍

方特別設置的管理部門，派駐軍隊駐守，也就是美斯樂人口中的「聯絡組」。此時期仍處於軍紀社會，

沒有泰國身分的泰北華人並沒有行動上的自由，出入都必須受到泰方連絡組的控制： 

我們要出去就是向他們這個聯絡組請一個通行證，去曼谷去山下看醫生，它給你一張通

行證拿著就走了。那時候不是 (泰國) 內政部管我們，是 (泰國) 最高統帥直接管理的。

(訪談紀錄，2014.02.06)  

當時管理泰北華人的軍方，向管理泰國北部國土的森林局租了 15,000 萊的土地供美斯樂五軍軍民

屯墾種植、自力更生。不過，泰國軍方也僅讓五軍軍民在村寨之內活動，並對每一種不同難民背景編

達近數種不同身份，每一種可以移動的空間範圍與移動條件皆有所不同。軍方將 15,000 萊的山林地授

予泰北華人開發後，並沒有特別說明分配方式，僅是劃定一大致範圍的土地轉交五軍。五軍也沒有指

定村中每個人的土地範圍，而是依照每個人的開墾能力，「能墾多大，哪邊就是你的」。開墾後也無須

向任何機關登記，而是在墾地周遭「以樹、石為界」，只要能與周遭墾地主人達成共識，雙方便確認了

彼此的土地邊界。簡言之，當時美斯樂的土地使用充滿了地方自治色彩，並不依循官方或統一的法令，

而是透過鄰居彼此間的默契維持土地的使用範圍邊界。 

上述的土地使用方式，一路從泰北雲南華人「難民」身分延續到現今「公民」身份。從難民變成

公民的關鍵，與三軍五軍替泰守疆、靖平泰國境內共產勢力有關。三軍五軍為泰國攻打泰共的重要戰

役有兩場，分別是 1971 年的萊帕猛山戰役，以及 1981 年的考柯考牙戰役。這兩場戰役都與泰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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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極大的關係。萊帕猛山戰役勝利後，泰王親臨清邁府接見三軍軍長李文煥與五軍軍長段希文。李文

煥向泰王獻上泰北帕黨地區的石頭，象徵為泰國向泰共收復失土。十年後，考柯考牙戰役勝利，泰共

完全退出泰國中部山區，泰國免於被南北分裂與赤化的命運。有鑑於泰北華人站勝共產勢力的功績，

便逐步讓泰北華人歸化入籍。考柯考牙戰役結束後，泰北華人軍隊解編，並將主管機關從軍方移交至

泰國內政部，自衛村也逐漸改組為泰國現今的行政區編組。至此，泰北華人才真正結束了軍旅與難民

的身份，以泰國公民的身份生活於泰北山林。有了孤軍「替泰首疆」防守界線，泰北山林也才真正成

為受泰國政府管轄、掌控的領土。 

政治性上的領土得以因軍事安排而確立，但領土如何維持、存在呢？那就必須看見領土政治性以

外的經濟運作。呈前文引 Elden (2010) 所言，思考「領域」時，必須同時考察領土的政治層面與土地

的經濟層面。因此，若要解釋泰國北部山林如何從不可掌控的罌粟生產地與泰共活動地區，轉換成可

治理掌控的「領域」，就必須同時考察泰北山林領域化過程中的政治與經濟政治技術。這裡並非將政治

與經濟分成兩造、各自論述，而是說明領域化過程中，所謂「政治技術」的施為是同時具有政治與經

濟面向的，並在施為過程中，達到政治與經濟的「領域效果」。為了更加清晰地說明這項論點，以下將

以「臺灣茶」這項經濟作物為焦點，說明臺泰國際農業計畫裡，臺灣茶如何同時因政治與經濟考量而

移動到泰北山林，而計畫當中的泰國、臺灣與泰北雲南華人三方又是如何捲入與泰北領域化息息相關

的農業計畫。本研究認為，茶同時連繫了泰北領域化過程中政治與經濟活動，因此，茶產業相關技術

和農業計畫所操作的，不僅是經營策略與農產製作工藝，也能以「領域化的政治技術」加以檢視。據

此，本研究鎖定農業計畫中種種技術環節與考量，說明泰北「從異域到茶鄉」的領域化過程。首先，

必須從泰北有臺灣茶開始說起。 

 

臺灣茶在泰北：技術的重要性 
 

泰國北部為何有臺灣茶種、製茶技術與所衍生的茶產業呢？在理解當前泰北具有臺灣色彩的茶產

業之前，必須先將場景回到 1950 年代。早在臺灣與泰國官方有意圖地大規模引進臺灣高山蔬果與茶至

泰國北部山林之前，當地便早有茶葉品種。不過生於泰北的原生茶並非是臺灣所習慣的「小葉種」，而

是在演化程度上較為原始的「大葉種」1。大葉種茶樹廣泛分布於雲南、緬甸、泰國、寮國等山區，自

古便為各個生活於山地的族群使用，例如製成 Miang2 作為日常食品或貿易貨物 (LeBar 1967)。1950

年代國共內戰大勢雖定，但雙方劍拔弩張的對陣氛圍仍十分強烈。當時的泰北前國軍仍與臺灣國民政

府仍有密切聯繫，跨國的物資補助十分頻繁。據一撤臺孤軍耆老丁儀爺爺 (化名) 表示，1950 年代臺

灣以軍機運來一批茶籽至「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五軍指揮部所在的美斯樂，作為經濟作物以開闢軍

餉來源。 

由 (臺灣) 國防部情報局負責，從臺灣運了 20 噸的茶籽，又買了一套製茶機器，送到美

斯樂，想要讓部隊生根在那裡，種茶是最好的。(訪談紀錄，2014.01.17)  

然而臺灣茶品種與生產設備的移入，並沒有順利達到原先預期的效果。在缺乏相關農業知識下，

這批 20 噸的茶籽並未順利的移植臺灣茶產業至泰北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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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茶籽) 實在是他們不懂，茶籽會變種，一代以後就變了 3……情報人員不懂，外行領

導內行，種不出來，工廠作廢。完全是失敗的。(訪談紀錄，2014.01.17)  

丁儀爺爺歸結失敗的原因不外乎情報人員缺乏茶葉種植的知識，接收茶籽後便將之催芽入種，彼

此之間交雜混種、性狀各異。此外，一般而言茶樹下種後需經 2-3 年生長期，才能進行商業性的茶菁

採摘。但在 1950 年代的泰北，不論是來自臺灣的情報人員還是當地的軍人，都不具備對臺灣茶栽培管

理的背景知識，導致茶樹在生長至足夠強壯之前就因過早摘採、缺水或病蟲害而死亡。種種一切，讓

這時期的泰北茶園與在臺灣所熟悉的階梯分層、性狀一致的梯田茶園大相逕庭。不過，臺灣色彩的茶

產業在此時在泰北無法形成的原因，不僅只有品種變異而已。在茶菁產量無法到一定規模時，國防部

情報局所送來的大型製茶設備無法運作，只能以手工的方式揉捻茶葉、用鐵鍋炒茶殺菁，成為當地俗

稱的「太陽茶」。在臺灣茶籽育苗幾近全數失敗的狀況下，泰北華人只能運用少數存活的臺灣茶與當地

原產的「大葉種」阿薩姆茶進行粗製，賣給生活於泰國平地都市地區的「老華僑 4」。 

在上述從臺灣國防部為起點的茶葉移動歷史場景中可以指認出：政治與經濟的考量讓茶葉品種和

設備等物質進行移動，但卻沒有帶動與物質連帶的「人」，而其中的關鍵在於技術。在缺乏相關茶葉經

驗下，茶葉的品種變異了、生長不受控制、機械設備也因不在原先的生產設定條件而無法運作。技術

的重要性在這一次失敗的案例中顯得無比重要。若沒有技術，物質無法被適當的為人所用；同樣的，

沒有技術，人無法適當的掌握物質。這裡並非是說技術決定一切，有了技術就能風行草偃地讓臺灣茶

遍地生根。相反地，本文將技術的效用視為研究對象，透過考察人與茶之間的關係，進而說明「連接

人與茶」的技術如何在在行動之中改變泰北的領域樣貌。 

行文至此，本文將技術視為溝通人與非人、泰北華人與臺灣茶的關鍵。回到歷史場景中，技術的

缺席讓物質與人無法彼此產生關係、溝通興趣以至於共同行動。但是，技術如何出場呢？出場後，人

與非人又是如何因技術的加入而捲入茶產業之中？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將時間推回泰國皇室所推動的山

地計畫的時空背景說起。 

 

臺泰初見面：罌粟、軍事與泰王山地計畫 
 

論及泰國北部的農業發展時，「泰王山地計畫」是一個無法被忽略的歷史轉折點，因為這項計畫

大幅度的改變泰北農業生產地景，甚至對泰北的邊界與少數民族產生了收編、治理的效果。臺灣茶與

茶產業在名目上雖與泰王山地計畫沒有直接關係，但在實際的作物、人員與技術移動上，與該計畫是

緊密交織地。因此，論臺灣茶在泰北異地生根的過程，源頭便須回溯到泰王山的計畫中的蔬菜與水果

之中。不論是哪一項作物，都透露著該計畫與泰北邊境治理的關係。在其中影響甚深的，就是該計畫

所針對的泰北原住民，以及在計畫中鮮被提及的雲南華人。1939 年，暹羅 (Siam) 改名成泰國，以一

個民族國家的姿態出現於中南半島上，並透過論述將原先多民族聚居的區域打造成單一「泰」族的土

地，形成泰─國 (Thai-Land)。然而，論述打造的過程在空間上遭遇不少阻力，特別是在許多泰北原住

民 (泰國稱為山民，ชาวเขา, chao khao, hill tribe people)5聚居的泰國北部山林地帶。蕭文軒、顧長永 (2011) 

提到泰國雖基於領土主權原則而劃出政治空間，但卻未能完全控制其邊界地區，成為一種邊疆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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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圖上的假象 (cartographic illusion)。這樣的假象反映在邊境地景上，即為泰國政府無法管控的少數

民族生活與生產方式。傳統上，「山民」配合泰國北部熱帶季風氣候乾溼季分明的特色，發展出刀耕火

種的游耕方式。然而，這在泰國皇家森林部 (Royal Forestry Department) 官員的眼裡，是對環境極具

破壞性的生產方式 (Huang 2005)。由於當地的人口不斷增加，山民大多無法在泰國其他地方找到可以

維持生計的工作，於是他們把原本需要休耕 5 到 10 年的土地，縮短成只休耕 1 到 2 年；原本游耕的土

地也漸漸地以更集約的方式進行開墾與種植，同時也往更高、坡度更陡的地方開發 (Sturgeon 2007)。

在生計吃緊的狀況下，山民開始植罌粟謀生。 

罌粟在泰國的種植歷史，可溯至西方各國殖民中南半島的 19 世紀。當時罌粟種子由英國、法國

帶入緬甸、寮國大量種植、擴散至泰國，並販售至鄰近的中國與全球各地的地下經濟系統。泰國的罌

粟經濟與越戰時 (1955-1975) 的美國、共產勢力抗衡有所關聯。在當時，美國取代法國在中南半島東

側的政治勢力，為爭取當地山民支持反共活動，大肆收購當地罌粟與其加工製品，致使泰國北部地區

的罌粟經濟歷久不衰 (呂天 2000)。  

罌粟的種植加速了泰國北部山林地區的地景改變，其所衍生的經濟行為則規避了泰國政府的法令

規範。罌粟的種種讓泰國北部山林地區與居於其上的山民成為泰國政府眼中有待治理的對象。一位自

1970 年代初期即在泰國輔導高山農業的岳陽大哥 (化名) 便提到： 

鴉片 6要在特殊的氣候才能生長，在 10 月分下種，一月分開花，而泰國剛好 10 月分後

就沒有雨水。(泰北) 那個山區全部都是種鴉片。鴉片有一點不好，今年明年要換地，又

燒又濫墾，破壞山區水土保持。(訪談紀錄，2014.07.01)  

據此，根除罌粟種植成為泰國政府治理泰國北部山林地區的首要目標，設立許多部門如「山民委

員會」、「解決國家安全、山民及生產鴉片問題委員會」，投入大量資金，將山民從山區遷移至淺山地帶

或平原，提供土地、糧食與種子，並且高價收購農產品，徹底改變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與生計狀況。

不過，在根除泰北罌粟種植的活動中，泰國政府的推行力道被另一個身分所代言，其便為泰國皇室與

當今泰王拉瑪九世陛下蒲美蓬．阿杜德。泰王於 1969 年成立泰王山地計畫，以人道立場宣示戒毒，保

護泰國北部山林環境，並整彙各國的金援與技術援助力量。據其中文出版刊物《泰北山區辛勤耕耘二

十年》(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993) 中記載：「泰王每年巡訪民間生活，親身體會泰北山

地居民多以種植鴉片為生，影響國家至鉅，急待設法解決」。事實上，當今泰王在其泰國人民中享有極

高聲譽，除了因為能在超然立場斡旋政軍兩界衝突外，其深植人心的建樹便是剷除泰國北部罌粟種植、

照顧「山民」的生計。不過，泰王如何在農業技術移動的場景中出現？又如何和臺灣產生關係呢？岳

陽大哥回憶道： 

……因為皇帝 (泰王) 他不要管政治呀，就管一些……就把那些聯合國會員國代表通通

召集一起，看看 (各國) 駐泰大使有沒有什麼辦法幫助泰國這塊。剛好 (臺灣駐泰大使) 

沈昌煥將訊息帶回來請示。正好有一個機會帶了于豪章……于豪章是陸軍，和皇帝見了

面，回臺灣當然找退輔會。退輔會還能找誰，當然就是福壽山農場啦。(訪談紀錄，

201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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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一段歷史場景，發生於 1969 年，也正是沈昌煥駐泰的第一年。而隔年赴泰面見泰王的于

豪章，則是當時的陸軍總司令。不過岳陽大哥所說的「正好有一個機會」究竟是什麼？在日後與諸多

相關人士的訪談過程中，受訪者都僅提及他們的工作和當時的臺灣在泰國的情報工作有關，不願透露

更多。然而，透過覃怡輝 (2009) 的研究可以得知 1969、1970 這兩年正是臺泰交涉被稱為「異域孤軍」

的三、五軍 7 在泰去留的關鍵時刻。事實上，在這段時間之前，泰國官方對於孤軍在其邊界活動的態

度十分保留、甚至欲將之驅離出境，而孤軍中的段、李二位將軍也因錯綜複雜的緣由不願撤軍回臺。

這樣的狀況一直至泰國北部共產黨勢力因孤軍離去而蓬勃發展後，泰國才開始考慮借三、五軍的力量

制衡泰共、替泰守疆。當時，于豪章的訪泰行程正是為了處理三、五兩軍的去留問題，他建議泰王可

以參考臺灣在山地安置退役官兵、開墾中橫高山地區的做法，並和泰王討論藉三、五兩軍對抗泰共的

可能性。自此之後，泰國擁有了三、五軍的管轄權，讓孤軍以難民的身分駐紮於泰國北部邊境，而原

先單純以替代罌粟為目標的農業計畫也有了複雜的國際政治色彩。諸位有泰王山地計畫工作經驗的訪

談者口中「不願透露更多」的背後，大抵是後冷戰時期，對中南半島上共產勢力的防堵情報工作。也

因為這樣，本研究在田野期間才會常常聽見「某某某農技專家其實是情報人員」這樣富有傳奇色彩的

說法。 

綜合上述，農業與政治相互牽成了臺泰兩國間的特殊關係。而在這特殊關係之中，泰王雖在超然

的位置上不過問政治，但實際上卻深刻地、主動地對泰國邊境治理作用著；臺泰的農業計畫本身也不

只是農業作物與技術的移動，而是在移動路徑下藏著暗潮洶湧的政治意圖。不過，政治意圖本身並不

能賦予技術有更高的效能，也不能保證技術移動的必然成功。以下，本文繼續追蹤臺泰農業計畫中的

人與農作，透過他∕它們的行動說明技術與政治的關係。 

 

「農業─政治計畫」下的泰國皇室與臺灣的農技專家 
 

在「正好有一個機會」後，這場農業計畫的技術移動兩端開始出現鮮明的角色。技術輸出端的臺

灣代表是隸屬於退輔會的福壽山農場，而與泰國交流 深的，是當時副廠長宋慶雲先生。福壽山農場

的設立， 早可以追至 1944 年臺灣省立農學院 (今國立中興大學) 園藝系的高山園藝作物調查隊對現

今中橫沿線的調查成果。當時的調查項目包含了高山資源普查，以及評估發展溫帶性農牧事業的可能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福壽山農場 1977)。1957 年，退輔會成立福壽山農場的前身「梨山

榮民農場」，為當時在荒僻山林中闢建中橫的榮民提供生鮮果蔬。宋慶雲先生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了

福壽山農場服務，運用他在山東老家種植蘋果的經驗，開始計畫在梨山上種植溫帶果樹。事實上，在

《臺灣省中部山地園藝資源調查報告書》(程兆熊、黃弼臣、朱長志 1956) 中早已紀錄當今中橫沿線各

村桃、李、梅、柿的栽種盛況，而這些果樹在日本治理時期就已有發展，但在規模與品質上參差不齊、

難以穩定。宋慶雲先生對梨山地區的天候與土質環境有基礎掌握後，開始向政府請款 2,000 美元向日

本購買果苗，利用扦插技術進行繁殖。當時臺灣園藝學界對於這項舉動有著不同的評論，岳陽大哥在

訪談時便曾提及： 

臺大園藝系的老教授說不行，按照氣候、地形、地理位置和緯度，都不可能種成落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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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那中興大學的朱長志就說，他們有在環山那邊有試驗過以前日本人留下的梨……的

一些東西，所以有根據地說可以。中興大學當初同意這條，臺大不同意這條，所以之後

落葉果樹臺大就很少碰，中興大學和福壽山農場就連在一起。(訪談紀錄，2014.07.01)  

岳陽大哥口中的朱長志，便是 1944 年高山園藝作物調查隊的指導老師之一。此事件的後續效力

影響深遠，至今，中興大學每年仍會帶領學生至泰國的皇家安康農場參訪、實習，而農場中的各項果

樹與花卉，皆可追溯至他們師執輩的手中；泰國皇家計畫基金會 8 至今每年也會派人至福壽山農場學

習農業技藝。至此，臺灣大學與中興大學發展是如此不同。與其以後見之明認為中興大學具有前瞻視

野，不如將焦點放回農技專家和當時臺灣的農業處境，尋找從可能變成現實的軌跡。 

據《福壽山農場建場 30 周年紀念特刊》中宋慶雲先生的回憶，當時的 2,000 棵果苗在下種前，許

多前置作業是在「窮則變，變則通」的狀況下完成的。以開墾闢地為例，當時的預種地長滿了原始林

與兩、三公尺高的茅草，在人力調度困難、闢地進度落後與果苗將至的重重壓力下，不得不借重原住

民的傳統耕作方式，以「火耕」技術加快闢地的時間。原住民從容不迫地等待無風之日到來以放火燒

林，和時限將盡、迫在眉睫的漢人形成極大的對比。不僅闢地，為了果苗生長，宋慶雲先生當時還種

植防風林以防颱風襲倒果樹、至深山引水以做灌溉之用、至日本請教病蟲害防治方法。2,000 株日本果

苗是在通過上述重重難關之後，才得以在梨山的土地上生根，形成當今福壽山農場繁榮的樣貌，而這

些經驗，對日後臺灣茶在泰國北部異地生根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如果福壽山農場的成功是在一連串的考驗下，不斷在困難與試誤中鍛鍊技術，讓不可能成為可

能、再成為現實的話，那泰國的泰王山地計畫又是如何成功的以果樹等經濟作物根除罌粟的呢？事實

上，泰國當初並非一想到高山農業、溫帶果樹便將目標指向臺灣。 

(當時) 臺灣根本不是農業進步國家。比起歐美、日本，我們的落葉果樹才剛起步……但

是它 (指泰國北部山區) 的氣候、地勢、環境跟臺灣一樣，都是海拔 1,000 多公尺的高山

區。所以泰國親王就認為一定要去臺灣看。所以我們臺灣才可以搶到這塊肉。(訪談紀錄，

2014.07.01)  

文中的「親王」指的是自 1969 年泰王山地計畫成立後便一直擔任負責人的泰王堂兄畢沙迪親王 9，

也是日後和臺灣在農業互動上 為關鍵的泰方角色。在計畫的 開始時，臺灣並沒有介入其中，而是

泰王藉聯合國號召各國群策齊力，解決北部山林的罌粟問題。由於是國際計畫，當時總計 14 國在大量

資源挹注下，經費無虞，但技術實行上卻碰上瓶頸。日、韓兩國在計畫初期將蘋果、梨運至清邁府的

大埔農場 (Dai-Pui) 試種，果樹在第一年生長狀況良好，第二年卻無法開花結果，自然也無法以此生

產果樹枝條，擴種至其他山區。這樣的困境讓畢沙迪親王開始繼續對外求援，而為處溫帶的歐美與日

本等農業先進國家，並無法為位處熱帶的泰國提供任何經驗上的協助。此時，臺灣在中橫山區推廣農

業的成功引起了畢沙迪親王的興趣： 

(親王) 來到梨山一看，高山族臉都畫成這樣的 (意指泰雅族的文面)，(高山地區) 可以開

車、蓋樓房，那時民國 50 幾年梨山正好起步 10……親王看到少數民族可以開車住房子，

就想一定要把這套技術搬回泰國。(訪談紀錄，201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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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畢沙迪親王到臺灣福壽山農場的參訪行程是整個臺泰農業計畫的關鍵時刻。因為此次參

訪，讓泰國北部山林與臺灣中橫浮現了巧妙的對位關係：兩地都有中華民國軍人，前者是身處異域的

三、五兩軍，後者則是從中國撤退來臺的退役官兵；兩地都需要農業，前者需要經濟作物來根除罌粟，

後者則需要生鮮蔬果供給闢建中橫官兵。兩地差別在於臺灣先有了退輔會福壽山農場，讓高經濟價值

的溫帶落葉果樹在亞熱帶山地生根結果，而這樣的畫面對比當時產業蕭條、難以治理的泰國北部山林，

有了極大差距。訪臺行程讓畢沙迪親王對福壽山農場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也將泰國北部農業發展

的希望寄託，從聯合國中的歐美先進國，移動到了臺灣。 

親王訪臺後，同年退輔會主委受邀覲見泰王，並提出支援泰王山地計畫的意願。在《泰北山區辛

勤耕耘二十年》中便將臺灣方支援的目的說明的十分直明：「促進中泰關係改善山民生活，解決毒品問

題防範邊界異動份子騷擾外，且可同時救濟滯居泰北一帶中國難胞」(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 1993)。這樣的目的設定緊緊連接了臺泰兩國雙方的興趣，而達成彼此的興趣正能滿足自身的需求，

為日後各項農業行動提供合作上的信任保證。畢沙迪親王主持了泰王山地計畫，理所當然地應該代言

了泰國皇室與政府雙方的興趣，而臺灣方與之相對應的，則是福壽山農場的副場長宋慶雲先生。然而，

因語言限制，本研究難以在泰國文獻中得知皇室參與者的行動與意圖，僅能從與親王過從甚密的臺灣

農技專家得知一二。同樣的，本研究也難以直接探詢當時的宋慶雲先生如何思考、決定每一步行動，

而僅能在訪談與後手文獻記載中，一窺當時計畫中各項行動環節。乍看之下，畢沙迪親王代言了泰國

對泰北山林的治理企圖，宋慶雲先生則代言了臺灣的農業技術與對泰北的農業經濟興趣。然而，只要

細看農業計畫的實施細項與行動，便能發現：不論是泰國方還是臺灣方，政治與經濟的考量早以緊緊

纏繞，難以分離。因此，與其看計畫或行動的初始意圖是什麼，不如察看雙方行動了些什麼，又造成

什麼的政治與經濟效果。 

歷經計畫初期清邁大浦農場的失敗經驗後，泰方開始倚重臺灣的高山農業經驗。同時，為了處理

三、五兩軍的安置問題、山區罌粟種植問題與泰共犯境問題，種種農業之內與之外的因素，讓位處中

橫高山的退輔會福壽山農場捲入了這場充滿政治考量的農業計畫的行動之中。福壽山農場本身就是政

治、經濟與技術的混合體，在安置榮民與開發山地的背景下，徵聘許多農技專家試驗高山農業，意外

成為臺灣高山農業實務操作的技術中心，而技術中心的核心人物，不外乎是具中國東北蘋果種植經驗，

且在中橫胼手胝足地克服環境限制，提升中橫溫帶落葉果樹產能與品質的宋慶雲先生。岳陽大哥口中

的「福壽山第一把交椅」宋慶雲先生之所以能在臺泰農業計畫扮演關鍵角色，在於將溫帶果樹成功改

造成能在亞熱帶山區生長、商業產出的版本。其中的關鍵技術，莫過於在訪談過程中不斷現身的「扦

插」。扦插繁殖是果樹從根苗培育的主要方法之一， 大的特點在於能夠保持扦插的母株的性狀、沒有

變異，在果樹進行大量擴種時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真的能將溫帶果樹種於副熱帶山地的關鍵，在

於育苗時期的「嫁接」技術。為了改變果樹的生長特性，將母株枝條接於具適應當地環境的砧木上，

便極有可能突破原本母株的生長限制。這樣的做法在學術上並不罕見，Westwood and Bjornsta (1968) 便

提出利用較少低溫需求量的砧木來降低母株品種的高低溫需求。以這樣的技術概念為基礎，福壽山農

場與中興大學得以共同在農業試驗與學術研究場域中，讓溫帶果樹在臺灣高山生根，並構成了臺灣高

山農業發展樣貌。 

然而，如何讓臺灣的成功經驗移動到泰國？顯然在農業技術實作上，無法將技術操作化約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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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而是需要大量「因地制宜」的實務操作經驗。若只將適應臺灣高山環境的的果苗枝條運到

泰國試驗，其結果勢必與原先清邁大浦農場的失敗經驗相差無幾。因此，蘊含技術實務經驗、能與果

樹溝通的農技專家必須在技術的移動過程中現身，而這些農技專家在泰王山地計畫中正是以宋慶雲先

生為中心的福壽山農業技師們。 

針對泰國的環境，宋慶雲先生在建立在泰農業試驗中心與嫁接技術上花了許多心思。早在泰王山

地計畫初期，宋慶雲先生便出訪泰國尋找合適的臺灣果樹生長地點： 

宋廠長原以為只要兩三天，結果搭直升機看了兩個禮拜，最後選了茵他儂、安康跟清萊

三個山區。清萊山區太接近邊界大其力 11，後來就不選。安康雖然也在邊區，但有個 (河

谷) ……屏障。 (訪談紀錄，2014.07.01)  

農場位置的選擇要素不僅需要參考宋慶雲先生對溫帶果樹的種植經驗，還必須交會泰方的戰略考

量。在宋慶雲先生考察泰北山林的年代，罌粟在該地區山頭屢見不鮮，山林之間的共產黨游擊部隊也

穿梭不絕，任何人行進之間若沒有槍枝與軍隊的保護，生命便可能大受威脅。事實上，不僅赤手空拳

深入山林便如深入絕境，就連荷槍實彈的泰國軍方士兵都將駐守邊境的任務視為畏途。由此可知，當

時的邊境地帶的秩序是混亂、難以受泰國官方所控制的。臺灣高山農業要在如此秩序紛雜的地方生根，

必須與泰國軍方密切合作。當時宋慶雲先生所搭乘的直升機是由泰國軍方所派出的，從臺灣空運各項

溫帶果樹的枝條也是由軍機護運，而整個泰國北部山區也都屬於軍方所管轄的「軍區」。不僅是宋慶雲

先生，諸位赴泰的臺灣農技專家也都是在泰國軍方、皇家的護衛下，在泰國有極為優渥的位置來執行

農業技術的傳遞與實作。 

因地制宜除了顯影在選址和與軍方的合作關係外，也反映於農業技術環節。在泰王山地計畫之

前，泰國並沒有種植溫帶果樹和操作扦插與嫁接技術的相關經驗，就如同受日本治理前的臺灣。溫帶

果樹要能在位處亞熱帶的臺灣與熱帶的泰國生根結果，不僅是要來自異國的高經濟價值品種母株，更

需要讓母株能適應在地的砧木。砧木的選擇與母株的選取、嫁接便是技術的關鍵。不論是在《泰北山

區辛勤耕耘二十年》還是岳陽大哥的經驗，都提到泰國當地毛桃的角色： 

泰北的苗族早已有種植毛桃，泰王認為直接用毛桃當砧木……毛桃味道當然不好，但沒

有其他 (桃子) 可以比較呀！(訪談紀錄，2014.07.01)  

透過泰國北部當地的毛桃做為砧木，臺灣高山的桃種得以用高接的方式結果於熱帶氣候的泰國北

部山林，成為赴泰農技專家口中常提到的「桃、李、梅、柿」其中之一。該四項作物是泰王山地計畫

初試驗成功的品項，當初桃子也是宋慶雲先生在福壽山農場中第一個試驗成功的溫帶果樹，而這樣

的經驗也生根於泰國。透過嫁接與阡插技術，泰北毛桃得以成為讓整個農業計畫成功的基石，並為臺

泰雙方的合作提供有力的物質─技術保證，並同時轉化了自身原先在泰國社會中無從比較的素樸風

味，成為新興開拓的溫帶水果市場中具高經濟價值的生產資材。 

在種種技術環節與實作場景裡，宋慶雲先生不斷地穿梭其中，在各項紀錄與相關人士的訪談中不

斷現身，就連泰王也親切地稱呼他為「爸爸宋」，儼然是一位處於技術中心的角色，溝通著多方的需求

並提供信任，讓計畫可以成真。不過，若沒有軍方直升機的庇護、福壽山農場的試驗作物、泰北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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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種植的毛桃、阡插與嫁接技術，「爸爸宋」便無法避開山林之中共產黨游擊隊的威脅，在泰建立農業

試驗中心，將已適應於臺灣高山上的溫帶果樹種於泰國北部山林，並成功的透過農業建立臺泰雙方的

交流，連結並完成雙方的興趣。在此，農技專家的經驗選擇與當地的空間治理密不可分，需要「因地

制宜」的不僅是溫帶果樹跨氣候帶種植技術，還包括泰國對北部山林罌粟、山民、泰共與泰北華人的

空間治理。總體而言，臺灣與泰國合作的泰王山地計畫，可以理解成一「農業─政治計畫」，連結了泰

國與臺灣雙方的農業與政治興趣，並重組了泰國北部山林的樣貌。 

 

臺泰斷交下的泰國皇室、農技專家與泰北華人 
 

泰王山地計畫一帆風順：溫帶果樹成功生根結果、罌粟種植逐漸根絕、在泰境內的三軍與五軍也

為泰國政府所用，以難民身分駐紮於邊境，對付共產黨勢力。然而，1975 年的突發事件讓臺泰的農業

互動有了不穩定的因素。該年，泰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相對的便是與中華民國斷交。國際關係

上的劇烈轉變，動搖了原先臺泰設定的共同政治目標，例如臺灣不再是泰國邦交國後，該以什麼名義

繼續參與泰王山地計畫？三軍與五軍被安置於邊境後，該如何處理與臺灣和中南半島共產勢力的關

係？政治上的轉變顯現出臺泰合作的農業計畫初步成功後該何去何從的難題。但也恰是如此，本研究

才得以在計畫中種種的農業技術成果，讀出政治如何與農業一起行動。不過，這些資訊並不會大辣辣

地呈現在計畫成果報告中，而是存於每位在該時期赴泰的農技專家的回憶裡。岳陽大哥身為第一批赴

泰人員，感受必定十分深刻： 

(泰王山地計畫) 前面三年有邦交，那時的大使是馬紀壯，後來 (1975) 斷交之後，皇帝

親自出來跟馬紀壯講我們斷了沒關係，我們這個東西實質還在，你把訊息帶回去，希望

繼續做這一塊。所以有皇帝的支持，皇家計畫就做得很順利。所以當初沈克勤 12去的時

候，只要關於國家 (等級) 的事情，直接上王宮。(訪談紀錄，2014.07.01)  

原本應該受到斷交影響而淒風苦雨的臺灣農技團，反而因得到泰王的允諾而更為順遂。泰王與皇

室的支持對於農業計畫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沒有任何單位膽敢和泰王「搶生意」。不論是泰國國內民

眾還是官方組織，基本上都不會過問泰王的行事指令；相同地，人民對於諸如像泰王山地計畫等皇家

計畫的成果與產品十分信任。簡言之，在泰國人心中，皇家即為品質與成功的保障。為了達成人民的

期待，參與皇家行事的相關人員必定是為 高層級、技術 為精良者。也因為如此，泰王山地計畫中

的工作人員得以在各項優渥條件下，持續進行計畫，例如岳陽大哥口中的直接上皇宮、面見泰王無須

行下跪禮、駐泰農技專家宋慶雲先生直接被泰王與親王稱為「爸爸宋」等等，都可見臺灣農技人員在

泰可以說被受禮遇，似乎完全不受兩國斷交的影響。皇室成員的超然身分讓外人不敢過問其相關事宜，

臺灣農技專家在其支持下，也相當胸有成竹執行計畫。在與岳陽大哥相處過程中，問及泰王山地計畫 

(現已改為皇家計畫基金會) 時的現況時，他不免感嘆道： 

親王已經 90 好幾，還是沒有接班人……沒有人敢和皇家搶生意呀。後來皇家繼續和中興

大學和屏科大簽約，跟 (臺灣的) 國合會 (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和泰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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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局所簽的約完全是不同層次的。(訪談紀錄，2014.07.01)  

泰王山地計畫改組成皇家計畫基金會後，臺灣方不再繼續由退輔會福壽山農場支援。在岳陽大哥

的眼裡，泰國皇室和臺灣非官方組織的締約，其層次是高於臺泰雙方官方的合作關係的。這樣的評價

除了彰顯出泰王作為一超然身分，連結了政治上存有尷尬關係的兩國之外，更表示出「泰王─臺灣農

技專家」這組連結是超越國家的。讓這組關係能夠超越國家的，不僅是泰王的皇室身分超越「國家」

的政治範疇，還有看似「去政治」的農業計畫援助行動與根除鴉片的人道口號。前文已指出看似純農

業的國際合作計畫其實交纏了許多政治行動，這樣的行動不只出現於擬定計畫與計畫執行初期而已。

泰王山地計畫原先的目標是泰國北部種植鴉片的山民，但隨著三軍與五軍的穩定以及臺泰斷交事件，

另一群體透過「私下」的方式與計畫有了互動，其便是駐紮於泰緬邊境的三軍與五軍。泰國軍方和泰

國森林局承租土地後，便將三軍與五軍安置於邊境的山區之中，並畫予一定的山林空間以資軍隊屯墾

為生。這個時期的三軍、五軍軍眷和隨軍隊遷徙的中國雲南難民只能在泰方所安置的「自衛村」行動，

不得隨意下山至泰國平地與都市。因此，他們在山上只能自食其力、自給自足，物質條件並不理想。

臺灣的陸軍和退輔會當初「毛遂自薦」協助泰王山地計畫，除了安置三軍五軍、在中南半島從事反共

情報蒐集外，其另一目的不外乎就近掌握、協助三軍五軍在泰的生活與發展。因此，駐泰的農技專家

除了在計畫之內協助泰國山民，計畫之外也與泰北華人有所交流： 

沈克勤沈代表非常熱愛這些泰北的榮民，跟宋場長 (宋慶雲) 講不要把所有的果苗都送

往泰王山地計畫，留一些給我們華人村這裡。大概有 1/3 到 1/4 就分到華人村，但大的就

有，小的就沒有，美斯樂就種了許多……有了苗就希望有人指導，先期是退輔會的去，

由皇家計畫下的人去指導，偷偷的過去，因為親王不希望我們過去。(訪談紀錄，

2014.07.01)  

本研究在田野期間常常聽聞這樣的「私下交流」，諸如誰從哪邊得到果苗、又送給誰賣給誰等等，

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過，相較於泰王山地計畫有強力的皇室主導著山民之間的資源分配，仍然受軍

紀秩序影響的泰北華人，在資源分配上不免受到軍階等因素影響，才有岳陽大哥觀察到的「大的就有，

小的就沒有」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美斯樂過去是五軍的指揮部所在，在泰北華人諸多村寨中，其資

源與發展是數一數二的，但在本研究於美斯樂調查訪談期間，資源分配不均仍是過去非軍官階級出身

的美斯樂人茶餘飯後的話題之一。雲南華人自身已如此感受，也就不難理解親王為何「不希望我們過

去」。親王深諳泰國都市中老華僑 13的經商能力，擔心若溫帶水果的產業與市場落入了華人手上，除了

不利於山民的生計，更會進一步衝擊到用高經濟果樹替代罌粟種植的效果。站在皇家的立場，親王曾

對駐泰農技專家暗示其憂慮，並表達並不希望其過於參與泰北華人事務的想法。 

此刻，駐泰農技專家面臨了雙重難題：一方是臺灣方退輔會與駐泰代表的殷切囑咐，另一方是親

王對山民生計與計畫成效的考量。如此雙面兩難的狀況，反應的不僅是臺泰斷交之後，農業計畫初有

成果之後該如何繼續共事的問題，還突顯了計畫中「泰王與皇室」本身雖做為品質與信任的保證，但

並不能保證計畫在人員與物力安置於泰國領土後就「水到渠成」。相對的，是看似成功與理所當然的背

後，必須努力的維持自身的興趣與目標、溝通他人的興趣與目標，並排除可能的風險。儘管面對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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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泰王山地計畫並沒有失敗，相反地還大獲成功，在 1988 年獲得了有亞洲諾貝爾獎稱譽的菲律賓

麥格塞塞國際合作獎；泰北華人的生計也沒有陷入絕境，相反地其透過溫帶果樹與茶的種植，提高自

身經濟能力，逐步晉升為家戶規模的商家甚至是大型企業資本家。促使臺泰雙方都達成彼此興趣、甚

至超出預期的關鍵，來自一個臺灣半官方的組織：中華救助總會 14。 

 

救總進場：泰王山地計畫之外的泰北華人與臺灣烏龍茶的引進 

 

泰王山地計畫自始至終的目標，便是透過農技提升山民的生計水平，根除罌粟。泰北華人並不在

計畫文本的考量之中，但是因上節所述種種，使得在泰王山地計畫初期，華人雖在計畫之外，卻不斷

地與計畫有所互動。看在退輔會派駐泰國的農技專家眼中，計畫裡的泰北華人一直存在著，不過事後

卻常常提到「皇家計畫 (泰王山地計畫) 只負責少數民族 (山民)；華人歸救總管」這樣責任分野的說

法。這樣的說法也常常出現於在田野所訪談的美斯樂人口中，彷彿兩者涇渭分明，有明確的職責劃分。

不過，雙方的工作內容都牽涉到了相同的溫帶果樹、都運用了同樣的阡插與嫁接技術、作物也都來自

臺灣。不論是物質、專家還是技術，泰王山地計畫與救總雙方都高度重疊，如此「表面分立明確、實

質緊密聯繫」的狀況，對局外人而言十分特殊，故本研究時常向泰北華人詢問道當時如何與「臺灣的

專家」互動。曾出任泰北華亮農場廠長的阿良哥 (化名) 對這個問題十分不以為然。原因在於，阿良

哥所負責的華亮農場雖針對協助泰北華人村寨，但農場裡的品種、技術與專家都來自臺灣，絕大部分

還是從距離不遠的泰王山地計畫轄下的皇家安康農場所「支持」的。雙方人員來往之頻繁，「每天開車

上山下山都會碰到」，對阿良哥而言是再日常不過的事情了。正是「表面分立明確、實質緊密聯繫」，

才得以避免前文所提到的雙重難題：在泰王、皇室與臺灣的「社會端」明確地分立，保有雙方的興趣；

在「技術端」又能因社會端的分立，而使兩項目的不同的計畫可以合法地共同行動，達成雙方的興趣。 

不過，若將「社會端」的分化做為雙方興趣得以成功實現的工具性解釋，便會過度武斷地區隔泰

王山地計畫與救總所推動的「泰北難民村救助計畫」之間故有的承接關係。唯有正視其承接關係，說

明救總如何從退輔會的駐泰農技專家中手中接下泰王山地計畫之外的泰北華人，才能適切的說明「農

業」做為技術端，如何和社會端共同改變了泰北華人村寨的樣貌。 

對退輔會派駐在泰國的農技專家而言，救總「泰北難民村救助計畫」工作團的成立主要目的是承

接他們計畫之外的工作。除了前文所提到的親王對華人的顧慮、站在皇家立場思考山民生計之外，另

一個因素是距離。泰王山地計畫中，臺灣農技專家雲集的皇家安康農場雖然離三軍指揮部「唐窩」很

近，卻離五軍指揮部美斯樂相隔超過 100 公里的山路，駐泰農技專家鞭長莫及，必須另派駐一組農技

團隊進行輔導。救總雖為非官方組織，但其早期任務便與中國大陸的「災胞」、榮民與臺灣的外交部、

僑委會和退輔會有緊密的聯繫，在其各項海外援助計畫中，常常扮演「半官方」角色協助處理海外相

關僑務，這樣的性質正好適於 1975 年臺泰斷後，臺灣在處理不易以「國家」之名行事的事件時所需要

的媒介。不過，站在救總的立場，援助泰北華人的起因是更為複雜的。 

早在 1954 年，救總便開始著手泰北孤軍與難民的援助工作，但因為當時南海難民潮的繁重工作，

使得對泰北的援助工作力有未逮。此外，如前文所述，當時泰國北部山林秩序混亂，不論是泰國還是

臺灣都難以掌握，自是無法進行大規模的救助活動。直到 1980 年，駐紮美斯樂的五軍的領導人段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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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逝世，救總遣團前去弔唁，才真正展開大規模對泰北眾多華人村寨的援助計畫。除了因段希文將

軍逝世重新牽連起救總與泰北華人之外，1960 年代柏楊的著名小說《異域》得到熱烈討論，提高臺灣

大眾對泰北華人的認識。直到 1981 年考柯考牙戰役，三軍五軍完全替泰靖平其國內共產黨勢力後，泰

國北部山林的治理得以確立，援助工作得以在一定的安全保障下進入泰北。耳熟能詳的「送炭到泰北」

活動便始於此時，救總的泰北難民村工作團也於同一時期進入泰北，在各個華人村寨展開大規模醫療

衛生、基礎建設與經濟生產的援助活動。救總在泰北華人村所推行的經濟生產活動，與泰王山地計畫

有非常高的相似性。兩者雖然計畫名目與援助對象皆有所不同，但事實上其技術環節與專家選任卻十

分相似，互動頻繁。儘管如此，雙方在「技術端」還是必須有所區隔，才能達到「社會端」─泰王山

地計畫與泰北難民村救助計畫─兩造分立： 

救總的農業計畫不能和皇家計畫重複呀，福壽山這邊是支援皇家計畫這邊，所以救總那

邊就由武陵農場支援。最早是從臺大梅峰農場支援，後來人手不夠，康有德才從梅峰派

人支援，和武陵農場相互交替。(訪談紀錄，2014.07.01)  

雖然農技專家的來源不同，但對於合適栽種於泰北山區的作物卻有著相同選擇。除了桃、李、梅、

柿四項作物在兩項計畫中皆有出現外，香菇、蔬菜、百香果等收益頗豐的作物也屢見不鮮。但在種種

農產品當中，有一項是在華人村寨發展極好，在泰王山地計畫發展卻處處受阻的作物：茶。在泰王山

地計畫中的駐泰農技專家岳陽大哥一聽到茶便說： 

種茶都是救總在種，我們都沒有種。因為農委會都說這些東西不能出去。所以臺茶 12

都是救總帶過去的。皇家看在眼裡，就問我為什麼他們沒有？ (我) 只好跟華亮農場買。

所以 (我) 不敢違背農委會，也不敢得罪皇家。(訪談紀錄，2014.07.01)  

顯然，救總在泰北華人村寨中大力發展的茶樹種植與茶產業，看在皇家眼裡是十分具有吸引力

的。不過，救總為何選擇上「臺灣烏龍茶」進入泰北呢？在本章一開始提到，泰北早在 1950 年代便有

來自臺灣的茶種，不過品種各異，性狀紛亂，品質難以穩定。真正目前存於泰北具有生產力的茶種，

除了原生的大葉阿薩姆種外，便是救總於 1990 年代帶入臺灣所培育的品種，泰北當地茶農與茶商將其

簡稱為「小葉種」、「烏龍種」或是「台茶」。 

為何救總會挑選泰王山地計畫所沒有的茶進入泰北呢？於救總服務甚久的阿良哥事後追憶起

來，將原因歸於當時救總泰北難民村工作團團長龔承業先生： 

 (救總) 農場主要是種植水果，那當時沒有種植茶。後來看到茶的前景不錯，那龔團長

就找臺灣的茶業改良場……要了 450 株的金萱品種，那一般又叫做台茶 12 號。龔先生就

把它打包，裝在用那個報紙包起來……上面的話呢擺一些舊衣服以後呢，這樣呢就進關

來了。(訪談紀錄，2014.02.06)  

阿良哥是隨孤軍遷泰的泰北華人，曾出任救總華亮農場場長，與龔承業先生極為熟稔。其在救總

工作期間，向農技專家習得精湛的果樹阡插與嫁接技術，並擅於茶樹種植、管理與製茶。在救總工作

團結束任務後，阿良哥甚至受聘於泰北華人中規模 大的 CF 公司 (化名) 擔任製茶廠廠長。據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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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認為由阿良哥的回憶做為追蹤泰北的臺灣茶發展是極為可信的。阿良哥所提到的工作團團長龔承

業是泰北各個華人村寨中極為知名的人物，在救總於泰北的援助工作中扮演相當重要的指揮角色。由

於龔團長出身軍人身分，其家族又是南滇土司，與絕大多數為雲南籍的泰北華人有相當的社會背景。

不過也因為身為團長，握有極大的資金與資源分配權力，在田野期間，雖常聞美斯樂村民感謝龔團長

的貢獻，但對其在資源分配的做法上仍時有非議。據阿良哥的回憶，龔團長當時認為臺灣茶葉發展行

情熱絡，便從臺灣「偷渡」茶苗來泰。回顧當時臺灣的茶產業發展，正處於經濟起飛時期的巔峰時刻。

臺灣生活水準提升，對於飲料的需求節節攀高。同時，務農人口隨都市化過程逐步降低、工資成本升

高，致使臺灣茶產業成長趨緩，茶葉進口量飆增。除了臺灣市場考量因素外，救總計畫中的溫帶水果

都具有易腐的產品時效限制，但茶葉經加工後可耐久保存，亦是一利基。不僅如此，溫帶果樹一年只

能一收，但茶葉可以四收，當今泰北產茶地區甚至可以達到五至六收，這也是當時龔團長決定引入茶

葉的原因之一。不過，當時臺灣所改良的茶葉品種是商業機密，並不允許對外出口，而當今在泰北各

個茶園常見的台茶 12 號、台茶 17 號，其實也是 1981 年和 1983 年才於茶業改良場育成的品種，由此

可知當時的「偷渡」行為承受了一定的風險。臺灣品種的茶苗歷經千辛萬苦運至泰國後，首要任務便

是將 450 株的茶苗繁殖到一定數量，以利援助計畫大規模地在各個華人村寨推動。當時負責繁殖茶苗

的，正是擔任華亮農場阿良哥： 

龔先生叫我去清邁拿……運到華亮農場。馬上就要把它種下去，450 株，盡量的灌溉、

施肥，讓它抽條。第二年我就剪它的發出來的枝條，把它阡插，阡插 2,000 多株。有了

2,000 多株，就分給這個四、五個地方。(訪談紀錄，2014.02.06)  

阿良哥說的「四、五個地方」，指的是泰北本來就有種茶的村寨，包含了美斯樂、漂排、茶房和

民養村。這些村子除了美斯樂外，都僅有種植大葉阿薩姆茶的經驗，因此初期種植臺灣茶種時「鬧出

許多笑話」，例如每一株茶種的太開，相隔竟達到一公尺，無法建立如臺灣茶園一般利於採收的摘採面 

(plucking table) 15。對於阿良哥以及本研究在田野之中訪談過的許多製茶師而言，現在他們的經驗與技

術水平早已非當初剛開始接觸臺灣茶種的狀態，但仍不避諱談到當初開始種茶所碰到的困難，津津樂

道當初如何一步一步向臺灣專家學習。對他們而言，這是種茶、製茶體會中印象極為深刻的一環：他

們面對的不只是新茶種，而是一整套新的作物，從種植、管理、摘採、製作、包裝、銷售，都必須與

農技專家學習、自我實踐，不斷磨合自身對於臺灣茶種的想像。 

不過在本研究進行田野訪談期間，對於當初接受臺灣茶種的茶家總是抱持著疑問：救總給了茶苗

與茶種枝條，你們種的時候難道不怕失敗嗎？每每茶家總是一派輕鬆的回答道：「不會呀，大家都有種，

全村都種沒有關係的」諸如此類無關技術環節的反應。事實上，以美斯樂為例，泰北華人並非一開始

就從自給性的糧食作物突然地轉作成臺灣茶等經濟作物，而是有一段過渡期。阿良哥回憶到救總當初

推廣種果樹時很多人都不種，認為種植果樹必須等待 3 到 5 年才能收成，無法果腹。他記得當時村民

跟他說：「我們吃了早上，還要種晚上的米呀，你要我們種水果，三年五年還不能吃，那怎麼辦呢」。

就這個問題，救總在泰北各村寨設立的示範農場便起到關鍵作用。諸如阿良哥所管理的華亮農場，免

費提供果苗，讓村民一邊種植短期糧食作物，一邊種植長期的經濟果樹。等到果樹順利收成後，村民

有了收入，便能逐漸降低糧食作物的生產，加速投入果園的照顧與經營。有了從包穀 16到果樹的經驗，



21 

泰北華人就較能夠接受同樣屬經濟作物的臺灣茶種，並投入資金去栽種、照顧茶園。至今，美斯樂的

茶地泰半可以找到過去種植果樹時所遺留下的桃、李、梅、柿，說明了溫帶水果與臺灣茶的收益差異，

以及果樹到茶園的承接關係。這樣的承接關係不僅是經濟作物的遞嬗，也銘刻了枝條阡插技術在泰北

農業地景之中，反映出泰王山地計畫與救總兩造間緊密的關聯，同時體現了泰北因農業而始領域化過

程。 

在茶葉生產上，救總成功地將臺灣茶種深耕於泰國北部山林。在製茶方面，救總除了商請當時茶

業改良場的技術士陳惠藏先生每年至泰北巡迴講解外，更在茶葉種植穩定後，在臺購買十八套製茶設

備，分送製各個產茶的村寨，並建立了許多以村為單位的製茶廠，廣布於美斯樂、漂排、密康、永泰、

茶房、崑瑞、輝成、民養、來善門、密窩等村。在茶葉種植與製茶設備部分，救總對於泰北茶產業的

建立可以說是花盡心力，但在市場銷售上，其成果卻與同樣為經濟作物的果樹有相當大的落差。筆者

在田野聽到不只一次「救總種茶全是失敗」的說法。這樣強烈的措詞並非完全無視或抹去該組織在泰

北茶產業的勞心勞力，而是經濟作物若沒有銷售管道來回收成本，那便無法建立有效的資本循環。救

總的難民村救助計畫晚於泰王山地計畫 11 年，故在華人村寨生產水果至市場銷售前，泰國的溫帶水果

的市場在泰王山地計畫時便已打下相當程度的根基，但是臺灣烏龍茶的市場卻全然空白一片。烏龍茶

在缺乏泰王山地計畫的背書下，泰北華人必須自行尋找、開拓市場。也正是如此，泰北茶產業初期雖

有市場問題，但隨著當地華人不斷積極介入，使得茶產業的走向逐漸脫離救總一開始所設立的發展腳

本，進而打造出一個與臺灣有所關連，樣貌卻大有不同的泰北「茶鄉」。若要探究泰北茶鄉是如何與臺

灣救總計畫有何不同、為何不同，那便必須回到臺灣茶在泰北生根、商業生產的重要場景─製場茶中

不斷運作的各項機械。 

 

機械、市場與打造茶鄉 
 

茶鄉在何處呢？救總在泰北華人村寨中建立十一座以村為單位的製茶廠，分別代表了在難民村救

助計畫初期產茶有成的空間範圍。然而，時至今日，這些當初由救總捐贈至各村的製茶設備早已因為

年久失修，而塵封在各村的製茶廠之中，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的家戶型或企業型的製茶廠，設備的數

量早已非同日而語。不過，不是所有村落都能夠順利地從救總救助時期、以村為單位的茶產業發展樣

貌，過渡到必須自力發展，並以個體為單位的高度競爭階段。一個村寨是否能成功的因臺泰農業技術

與品種移動而成功建立在地茶產業，關係到的不單單僅「市場」因素，還包括了村寨社會秩序狀態、

村民之間的共識、協商與農業技術在該村落的承接狀態。以下，本文以泰北當今茶鄉之名 為廣播的

美斯樂做為案例，說明泰北茶鄉中的人如何與市場、機器互動，打造出與臺灣相似又有所不同的茶鄉。 

美斯樂作為過去「孤軍」中五軍指揮部之所在，來自臺灣的援助資源自然是 為集中的。事實上，

第一個救總示範農場便建於美斯樂，面積廣達 270 萊 17。原先農場種滿了梅樹，後來幾乎全數改種臺

灣茶種。當然，美斯樂的茶地絕不只侷限於這 270 萊。美斯樂位於泰國 1234 號公路與 1089 號公路的

交會處，離泰緬邊境不到 10 公里。不論從哪一條道路進入美斯樂，都能看到山谷兩側如等高線般密密

麻麻的的茶園。據美斯樂鄉議會 (องคก์ารบริหารส่วนตาํบล) 的統計，整個清萊府「外美斯樂鄉」共計 13

個村的種茶面積高達 5,048 萊，而這是 2009 年的統計資料，當時鄉議會只記載到了 32 家茶店與 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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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茶廠，現在的茶店與製茶廠早已多過這個數字，種茶面積也隨著新的茶地開發而擴張，擴張速度遠

遠超過泰國官方的統計速度。 

走在美斯樂的主要大街上，很難忽略處處林立的景觀旅館、民宿客棧、中式餐廳與規模各異的茶

店與製茶廠。一進村子便有高大的中式牌坊與招牌，對外來遊客宣示著此地的特殊歷史與華人社會性

質。沿路上的告示牌用中文、英文與泰文寫著觀光茶園的方向與距離 (圖 3)，路旁的茶店裝潢可能如

南投鹿谷般極為素樸，卻也不乏如臺北東區一般精緻的擺設 (圖 4)。儘管茶店之間的產品極為雷同，

都是以真空帶包裝的烏龍「球茶」，但還是能從茶店建築規模與設計中，辨識出三大企業化經營的茶家：

早從救總示範農場起家，茶園管理極為整齊的 101 公司；茶店造型浮誇如中式宮殿、注重茶園景觀

營造的芙蓉宮；茶店與旅館聯合經營，積極尋求國際市場的風雅軒。三者在美斯樂的關係就有如戰國

時期的列強一般各據一方，其餘中小型的茶家絕大多數與這三巨頭有所生意往來與私交。 

 

 

 

 

   

 

 

 

 

       圖 3 美斯樂觀光茶園指示標                        圖 4 典型美斯樂茶店擺設 

 Fig. 3. The signpost of tea plantations for tourists.   Fig. 4. Typical display of a Yunnanese Chinese’s tea shop. 

現在主導美斯樂茶產業發展的各大小茶家，大抵上落在一同個年齡區間，彼此絕大多數是美斯樂

興華中學 18的校友，常常互稱彼此為學長姐、學弟妹。又由於都是從外地來到美斯樂，從其上一代起

便胼手胝足地從農經商，有著共同的打拼回憶。也因此，美斯樂各個茶家彼此間不僅是生意上的來往

的對象，更是日常生活庶務、情感交流的重要夥伴，並隨著生意上的互助、姻親上的結理或社區組織 (例

如管理公共財產的合作社、動員村里的青年會、共嗣祭拜的觀音會等等) 的共事，而更加地緊密。不

過，人際關係的稠密，卻不是「和諧」的保證。事實上，美斯樂只要一論及村中的發展，話題便會指

向「誰能代言公共性」的議題。田野期間幾乎每一天都能參與到茶家「群體閒聊」的場合，話題從某

某家「那個 (製茶) 師傅走了，茶都不香了，你看看這兩批差了多少……」到「美斯樂壞就壞在不團

結，誰都想著自己……你看看那個誰……」；從「他最近茶葉價格可好了，生意都做到中國去了……」

到「他竟然想要跟那個 (從中國來的) 基金會合作，也不知道人家葫蘆裡賣什麼藥……哎，到時怎麼

被賣掉都曉不得」。這些話題能從茶葉質量、市場通路一路連帶到美斯樂的地方發展，而話題 原初的

根源，正是救總當初所在美斯樂所留下的農場與製茶設備。 

在各個村寨中，美斯樂做為領頭與示範村寨，救總在此所投入的物力、人力可謂是 多的，因此

遺留下的「公共財」筆數、規模甚多。不僅當初 早捐贈的製茶設備，還包括示範農場等等，都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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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村中的公共組織共同管理，將其出租，收取租金，做為地方的公共基金。不過，從公共基金如何

使用到「公共財」本身的隸屬單位都充滿了紛爭。基本上，救總帶來外界資源時，都需要當地人承接、

管理與經營，資源才得以有效運行。當救總退場、地方頭人過往後，原先遺留下的「公共財」便成為

從屬複雜的物品。在其他村寨中，這些公共財的使用常壟斷於少數村中頭人的手上，導製該村茶產業

規模始終持平，甚至衰退。然而，如此因公共財爭議而衍生的發展腳本，並沒有在美斯樂上演。原因

是：不論是大型製茶廠還是家戶的簡易加工廠，美斯樂各個茶家幾乎都擁有自己的製茶設備，從臺灣

貨櫃原裝進口的 新型揉捻機、炒菁機、造價百萬銖的空調萎凋室，到從中國進口價格較為低廉的提

香機，不一而足。哪裡來這麼多機器呢？在美斯樂製茶多年的阿平哥 (化名) 回想起當時臺灣茶商來

到美斯樂時： 

賣機器的也一起來，跟我們說機器你們先用沒關係，之後用茶乾的錢抵掉就好。他們又

要壓茶菁價格，又要賣機器……後來機器 (所欠的債) 還完之後，就不賣給他們了。(訪

談紀錄，2014.07.26)  

阿平哥是美斯樂 早開始從事茶產業的元老之一，早期在美斯樂示範農場中學習，後來示範農場

租給 101 公司之後，幾經數次經營波動，轉而到了三大家企業中的芙蓉宮擔任製茶師傅。現在除了偶

爾幫芙蓉宮製茶，絕大多數時間都在自己經營的茶店中，可以說是見證了美斯樂茶產業從無到有的整

段過程。阿平哥口中的臺灣茶商之所以知道美斯樂有茶，一方面是救總與臺灣茶業改良場的相關人員

釋出訊息，另一方面是美斯樂有許多人曾到臺灣工作，或是嫁至臺灣，與臺灣茶產業有所接觸。不過，

使臺灣茶商願意不辭千里來到泰北，不外乎是臺灣茶葉市場正熱，卻苦無足夠的茶菁滿足市場需求，

必須對外尋找茶源，而這正是龔團長當初引入臺灣茶所希望達到的效果。不過，若要將泰北的臺灣茶

種所生產的茶葉運回臺灣，就必須在泰北建立初級加工廠，才能將加工後的茶乾以貨櫃海運的方式送

回臺灣，進行併堆、焙火與包裝等後續加工流程。如此一來，也不難理解為何臺灣茶商要與販售製茶

設備的機器商一同前來美斯樂。不過，諸如炒茶機、揉捻機、烘乾機等高成本生產設備，對於剛剛種

茶，缺乏初始資本的茶農而言，實在無力購買來自臺灣的高端設備，因此也才有阿平哥口中「以貨抵

債」的操作方式：機器商先給茶農製茶設備，將往後生產的茶乾 (毛茶) 繳予機器商抵銷設備的欠款。

這樣「臺灣茶商─臺灣機器商─泰北茶農」三組一體的商業關係大量的複製於美斯樂各個家戶之間，

開啟了美斯樂家戶型製茶的發展雛型。 

然而，「臺灣茶商─臺灣機器商─泰北茶農」這組接連臺灣與泰國兩地的連結本身就潛藏著斷裂

可能。首先，製茶設備雖然高昂，但當時茶菁價格也不低，就我田野訪談得到的答案，大約三年就可

以用茶乾「以貨抵債」還清債務。因此，還清債務後，泰北茶農首先面對的問題是：茶該賣給誰？臺

灣收購方雖然對泰北的臺灣品種茶品有一定的需求，但也有商業考量。在我訪談的茶家中，幾乎每一

家都表示臺灣「價格實在壓的太低，做不下去」： 

他們一來就挑東挑西，你越配合，他們就越刁難，嫌你肥不夠、水不甜，要你和臺灣一

樣下重肥……這成本哪划得來！(訪談紀錄，2014.07.26)  

在田野中，我一旦向美斯樂人問起臺灣茶商對泰北生產的茶葉評價，所得到的答案幾乎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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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不夠格，從種茶到製茶都不夠格」，邊說還邊模仿臺灣茶商嚴苛搖首的神情。由於在臺灣茶商眼

中，泰北的茶葉品質「不達標準」，便不斷地下殺茶菁與茶乾的價格， 後到達美斯樂人無法接受的程

度。阿平哥甚至還質疑到：「他們根本只想賣機器，然後不斷推拖茶菁品質不夠」。 後，美斯樂逐漸

退出了臺灣市場，不願再將茶售予臺灣，就算有，也只是十分零星的訂單。 

失去臺灣市場的美斯樂並沒有放棄茶產業，相反地，由於救總移入臺灣茶種、臺灣茶商與機器商

「攪局般」地將製茶設備送入家戶之中，讓美斯樂的茶產業從種植到加工製作環節都有一定的基礎，

剩下的便是美斯樂人如調節臺灣的茶種與製茶設備，一面參考卻又一面出走臺灣茶產業的技術與發展

腳本，逐步磨合臺灣以外的市場。當今，泰北主要生產的茶葉，供應了泰國本地蓬勃發展的飲料產業。

由於飲料產業對於食品原料的質與量要求極高，是過往單家茶家難以負荷地。因此，透過飲料原料供

應，泰北各村寨的茶家開始有了大規模的水平合作行動，共同供應茶乾給生產商，也開始借貸融資，

擴建自身茶廠與茶地規模。除了泰國本地飲料茶市場，也有茶家瞄準了泰國與臺灣之外。就美斯樂而

言，每年都有數十家茶家參與泰國政府所舉辦的 OTOP (One Tambon One Product) 展銷會，以「五星

級有機茶」的姿態，穿梭在各個東協區域市場與歐美市場的攤位中。事實上，失去臺灣市場的美斯樂，

反而發展出了組成更為複雜、產品標準更為多元的銷售策略。田野中，不時可以聽見茶家冀希中國蓬

勃市場、抱怨俄羅斯盧布貶值影響收入、討論歐盟與美國農產進口標準的聲音。種種跨區、跨國的商

業活動，都不斷加深泰北「茶鄉」的形象，並體現於不斷開拓的茶地，與茶家各項積極「打市場」的

行動之中。 

 

討論：臺泰農業計畫下的茶產業與泰北領域化 
 

銘刻於泰北山林的茶產業地景，反映的正是泰北領域化的過程。必須強調的是，茶並不是種植在

泰北的唯一經濟作物，當今的泰北經濟作物還包括各種溫帶水果、咖啡等等，本文中的茶其實是經濟

作物與泰北領域化過程關係中的一個縮影。泰北邊境農業歷經前述的泰王山地計畫、救總針對前國民

黨軍隊的農技協助，到現代農產品有機認證與本土農產品牌的打造等；從這些看似單純的「農業過程」，

泰北邊境也從泰國政府不完全掌控的山林、毒品黑市與共黨游擊戰場，轉化成泰國政府實際掌控的領

土，同時與區域市場經濟連結的領域變遷；而本文正是以「茶」作為案例，訴說泰北農業地景變遷背

後的領域化過程。 

為了更凸顯出茶作為一非人因子作用於泰北山林的效果，此處將位處泰北的臺灣茶分成兩個角色

論述：政治性質的「轉移作物」與經濟性質的「現金作物」。首先，在「轉移作物」角色中，茶在臺泰

合作的泰王山地計畫與救總的災胞救助計畫中，同溫帶果樹一般，為替代山區罌粟種植的選項之一。

透過農業作物與技術的轉移，罌粟生產所連帶不利掌控領土的因素得以排除，將難以控制的泰北「罌

山」轉換成可計算、可登記的產茶田園。為了讓臺灣茶能在泰北山林生存，茶種與加工技術引進的同

時，也興建了克服乾季水源問題的水壩、運輸原料與產品的水泥道路、提供製茶工廠所需能源的電力

設備。現代化設備讓位處邊界的泰北山林對外連結更加容易、頻繁，外界的影響也因此更容易深入邊

疆山林之中。在此同時，也因為茶，替泰守疆的異域孤軍也得以從自給自足的軍紀社會或罌粟地下經

濟中，轉換成茶農、茶商，更有甚者成為向銀行借貸，投入大規模生產的資本家。據此，茶不僅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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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佈署了領域的空間性質，也一併改變了居於其上的社會性質。 

其次，就「現金作物」角色而言，茶為了要存在於地景之中，必需尋找市場、建立資本迴圈。始

自救總便是運用泰北較低的生產本，以成為臺灣茶原料替代產區作為目標，引進臺灣茶至泰北各個華

人村寨之中。然而，就本研究的田野觀察，隨著越南茶低價且大量的競爭，泰北早約十年前就不再將

茶產品送至臺灣，而是開始將市場轉向泰國國內，開發泰式風味的烏龍茶。除了泰國本地市場，當今

泰北華人也積極開發歐美市場，為了因應歐盟與美國的農產進口規定，開始大舉將慣行農法的茶地轉

為有機耕作，取得有機認證，以標榜「健康」為招牌豎立泰北烏龍茶的形象。近年由於中國市場興起，

對於茶品需求大增，原先反共色彩濃厚的泰北華人村寨也開始和中國市場接觸，在茶產業生意中，轉

換自身鮮明的意識形態，更有彈性的將自身身分游移在華人、泰國人與雲南人之間。透過現金作物的

開發市場的需求，茶在農業計畫告一段落後，仍持續對泰北領域化過程產生影響。其影響不僅是經濟

性質的，更是政治性質的。 

從「轉移作物」與「現金作物」兩個角色考察，臺泰農業計畫便可解讀為一「政治─經濟」計畫，

也是 Elden (2010) 所言的政治技術。不過，這裡對政治技術的討論並非技術決定論式地分析、區辨泰

北領域化過程。相反，本文認為泰北領域化從未完成，因為領域並不只是一種靜態的「結果」，而是一

種「機制」(mechanism)。透過茶，政治上的領土得以穩固、領域化，但其所開拓的經濟活動卻讓泰北

呈現對外高度連結、甚至更動自身的去領域化過程。這也是 Dovey (2010) 對於地方領域性的論述：領

域性來自「剛性的」(rigid) 國家力量與「彈性的」(supple) 市場力量交織而成；剛性的國家力量強化

地方固著不變的意義，而彈性的市場力量則藉由人事物的不斷流動讓地方意義也隨之變動。這裡要特

別強調的是：「機制」本身並非意涵著法則與武斷的因果關係，而是充滿許多非預期、偶然的情境，就

如同本文對臺泰農業計畫分析一般。臺灣茶種與烏龍茶製茶技術並非風行草偃的在泰北遍地生根，除

了一開始的政治與經濟因素考量，還需要後天努力的維持─尋找市場，還得在各種突發狀況 (如臺泰

斷交、種植失敗等等) 中克服重重難關。臺灣茶在泰北克服難關的過程，也正是泰北山林領域化的過

程。據此，泰北山林中的層層茶地與茶鄉的形象標誌便是 Antonsich (2011: 424) 提到的「社會空間，

來自於特定的社會實踐以及社會意涵，將領域轉化成『符號的』(semiotized) 以及『生活的』(lived) 空

間」。 

透過泰北山林領域化案例，本文冀希為臺灣地理學界對領域的探討提供更為寬廣的分析取徑。領

域是一個「不僅人為」(more-than-human) 的政治技術，其連結了純然的政治討論、現代化發展過程，

以及一些過往不被政治納入討論的面相。就本文經驗案例而言，農業計畫充滿了政治作用、茶作為現

金作物亦在政治層面發揮影響力。另一方面，過往被單純視為「政治」事務的外交政策、軍事佈署，

其背後亦有經濟運作的痕跡。透過對「茶」這項非人因子的考察，更能突顯領域化過程中的政治與經

濟一體兩面的性質。 

 

註   解 
 

 1. 本文此處的大葉茶與小葉茶之分，是來自於我訪談諸多茶家時，在提及茶種分類中 常聽到的分

類。事實上茶樹的品種分類眾說紛紜，依照其假定原產地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品種演化分類。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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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茶家與臺灣農技專家所提的大小葉之分，來自茶 (Camellia sinensis) 的兩個栽培變種：中國小葉

種 (Camellia sinensis var. sinensis) 與大葉種 (Camellia sinensis var. Asamica，又稱阿薩姆種)。 

 2. 據 LeBar (1967) 的說法，Miang 是泰北少數民族醃漬茶葉的產物，可用於入菜、咀嚼提神。 

 3. 茶樹屬異交作物，由播種方式繁殖其後代會分離，所以每株外表性狀會略有不同，其中由種子繁

殖後代再選育出的品種，選育後的優良品種再以扦插的方式無性生殖。 

 4. 華人在泰活動的歷史可追至 14 世紀，19 世紀達到移民人口數的高峰，多來自於潮州、海南等地。

相對於 20 世紀中移入泰北地區的雲南人，來自潮州等地在泰國都市地區經商的華人在泰時間較

久，故被雲南籍的泰北華人稱為「老華僑」。 

 5. 泰國官方所界定的五大少數民族之一 (Laungaramsri 2003)。 

 6. 鴉片是罌粟的初級產品，由其未成熟蒴果經割傷果皮後，乾燥其滲出之白色乳汁而得。 

 7. 這個時期的異域孤軍只剩下李文煥所領的三軍，以及段希文所領的五軍，其餘軍隊皆已在第一次

撤臺 (1953-1943)、第二次徹臺 (1961) 後，居於中橫上的清境農場、桃園龍岡的忠貞新村與新北

市雙和地區。 

 8. 皇家計畫基金會成立於 1993 年，由泰王山地計畫改組而成。在泰國人與泰國華人口中常稱作 Royal 

project (皇家計畫)。 

 9. 泰王及其皇室成員推動相當多計劃，輔導泰國農民與鄉村地區的發展，較知名的例如泰王的二公

主詩琳通殿下在泰國北部楠府推動的蒲發皇家發展中心。而畢沙迪親王至今仍負責泰王山地計畫

(於 1993 年轉為皇家計畫基金會)，範圍涵蓋清萊府與清邁府。 

10. 中橫梨山、環山地區因種植溫帶水果如蘋果、水梨而發展昌旺，特別是開放蘋果進口之前的近十

年 (1969-1979) 被稱為「大梨山黃金十年」。 

11. 大其力 (Tachilek) 是緬甸位在泰緬邊境的城市，隔著湄公河與泰國 北端的美塞縣 (Mai Sai) 遙

遙相望。 

12. 沈克勤先生分別在中華民國與泰國斷交前與後出使泰國，斷交前為駐泰大使館領事 (1966-1971)；

斷交後則為首任駐泰代表 (1975-1989)。 

13. 這裡指的老華僑是指過去從廣州、潮汕一帶渡海來泰的華人。 

14. 原名為「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在 1991 年更名為「中國災胞救助總會」，至 2000 年才更為現

名。在田野中，訪談人皆稱為「救總」，本文行文沿用之。 

15. 茶樹是行栽作物，通常採收茶行上長出的嫩芽，而採摘面即是指茶樹經濟有效的可採摘嫩芽的生

產面。 

16. 即為玉米，是過去泰北 為常見的糧食作物。 

17. 「萊」是泰國計算面積的單位，一萊相當於 1,600 平方公尺，約為 1.6 分地。 

18. 興華中學座落於美斯樂，是泰北 早成立的華文學校，由五軍指揮部指揮段希文將軍創辦。時至

今日，規模與聲譽仍是全泰北中數一數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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