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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油茶產業概況介紹專題報導農業新知與技術

前言

油茶是山茶科山茶屬植物，為世界四

大木本食用油料樹種之一，種子成熟經榨

油就是苦茶油。由於它的物理、化學特性和

橄欖油極為相似，有東方的橄欖油之稱。近

年因食安風暴後引發消費者恐慌，食品安

全議題逐漸受到國人重視，國產具有特殊

風味及保健成分的苦茶油市場供不應求。

種植油茶可生產優良的植物性油脂供人類

食用，亦可保水固土，為極優良之油料樹

種。農委會為推動油茶產業的發展，從103

年度起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及「檳榔廢園轉作」轉作油茶等相關政策，

文／圖 ■  王瑞章、張錦興、孫文章

輔導農民種植油茶，於是臺灣油茶栽培面

積有逐漸增加趨勢。本文謹就雲嘉南油茶

產業概況進行介紹，以提供油茶栽培業者

參考。

臺灣油茶栽培現況

臺灣種植的油茶種類有大果油茶 (Ca-

mellia oleifera.) 及小果油茶 (Camellia 

brevistyla.) 二種。大果油茶栽培較多，主要

栽植於中南部如雲林、嘉義、南投及東部花

蓮、臺東等地區。小果油茶栽培面積較少，

主要經濟栽培於北部如新北市、桃園市、苗

栗縣及新竹縣等地。依據農糧署統計，104

1  大果油茶果實採收後情形 2  油茶果實脫殼後之油茶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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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臺灣油茶總種植面積為1,222公頃，收穫

面積是1,183公頃，相較於101年種植面積

1,028公頃約增加194公頃。以栽培縣市而

言，臺灣前三大栽植油茶的縣市依序是嘉

義縣、新北市、南投縣。前三大栽植油茶的

鄉鎮則為嘉義縣阿里山鄉、新北市三峽區、

南投縣信義鄉 (表1)。本場轄區種植面積為

258.51公頃，104年栽培面積較3年前增加

49.14公頃，以嘉義縣增加49.09公頃最多。

雲嘉南地區油茶產業現況

油茶早期在林業為造林樹種，多採粗放

栽培，近年來因檳榔產值不高，農民為創造

更高利潤，常於檳榔園內混作油茶，以增加

收益。因此，臺灣種植的油茶栽培模式可分

為種植多年的油茶樹及新植混種的油茶園。

由於國內相關試驗單位未推出油茶品種，農

民大多採用自行播種的實生苗，這些油茶樹

並無經過選育，植株的品質參差不齊、劣株

比例偏高，相對的油茶種子產量及產油率偏

低，生產效率不彰，進而影響整體油茶產業

的發展。例如在雲嘉南的古坑鄉、梅山鄉及

中埔鄉等地區，常可看見與檳榔混植的油茶

樹，由於長期的粗放管理，樹勢衰弱並常有

隔年結果現象，產量普遍不高，每公頃平均

種子收量僅約1,119公斤。

表1、臺灣地區油茶栽培面積(104年)

縣市名稱
種植面積
（公頃）

收穫面積
（公頃）

每公頃種子收量
（公斤）

種子收量
（公斤）

嘉義縣 218.26 217.76 998 217,389
新北市 176.92 151.71 1,479 224,331
南投縣 175.08 174.48 1,541 268,888
臺東縣 132.29 128.89 1,073 138,279
花蓮縣 128.72 122.74 1,712 210,155
苗栗縣 121.35 121.35 1,585 192,377
桃園市 111.30 110.10 976 107,500
新竹縣 45.60 45.60 823 37,509
雲林縣 38.70 38.7 1,500 58,050
臺中市 33.19 32.83 1,408 46,214
高雄市 19.85 19.85 1,624 32,244
宜蘭縣 16.81 14.88 1,288 19,168
彰化縣 3.17 3.17 458 1,451
臺南市 1.55 1.55 1,458 2,260
合計 1,222.79 1,183.61 1,314 1,555,815

 (資料來源：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3  雲嘉南地區檳榔園混種油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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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通常於每年10～11月間，於油茶果

殼開始裂開且種子呈現黑色或褐色時即開始

採收，對於油茶籽採收後利用，主要有兩種

方式：一為將採收後油茶果實或剝殼曝曬後

的乾油茶籽直接販售於收購商，此種方式油

茶農獲利較低；另一為將油茶籽自行壓榨或

委託代工壓榨後產苦茶油自售。若依照目前

雲嘉南地區油茶市場行情，每公斤油茶果實

市價平均約為50元，剝殼後的油茶籽市價為

250～300元，油茶籽的製油率大果種約在

25%～30%之間，一瓶苦茶油600cc，售價

600～1000元，相對的平均每公頃油茶籽的

粗收益在300,000元左右，自行製油販賣則

可達350,000元。然而因其採粗放栽培，幾

乎是種後即等待採收，在山坡原鄉部落種植

意願頗高。因此，轄區嘉義縣油茶種植面積

以阿里山鄉 (占嘉義縣總種植面積的3/4) 居
全臺鄉鎮之冠，其次為中埔鄉 (占全臺鄉鎮

第6名)、雲林縣古坑鄉 (占全臺鄉鎮第7名)，
其它地區則呈零星栽培 (表2)。總計104年

雲嘉南地區油茶種植面積為258.51公頃，約

占全台灣種植面積21.15%，油茶籽總收量

為277,699公斤，約占全臺灣油茶籽總收量

17.84%，主要栽培以大果油茶為主。

(一)嘉義縣阿里山鄉油茶產銷現況

嘉義縣阿里山鄉油茶種植面積為全臺

鄉鎮第1名，占嘉義縣種植面積73.58%，

占臺南場轄區內種植面積62.12%，但僅占

臺灣種植面積13.14%。阿里山鄉內種植業

者較具規模有新美村的嘉義縣阿里山鄉特

用作物苦茶產銷班第6班，該班栽培面積約

28公頃，包括油茶有機栽培種植面積約4公

頃。該產銷班附設加工廠一座，負責班員加

工及鄰近部落代工，其苦茶油產製流程為：

班員將採收後油茶果實，經剝殼曝曬的油

茶籽送至產銷班加工廠榨油後，以阿里山

新美苦茶油品牌包裝銷售，但未有品牌登

記。該班經營的主要困難點係農民採放任

栽培產能太低，不合經濟原則，目前本場選

表2、雲嘉南地區油茶栽培面積(104年)

縣市鄉鎮名稱
種植面積
（公頃）

收穫面積
（公頃）

每公頃種子收量
（公斤）

種子收量
（公斤）

嘉義縣阿里山鄉 160.60 160.60 1,000 160,600
嘉義縣中埔鄉 45.37 44.87 1,000 44,870
雲林縣古坑鄉 38.70 38.70 1,500 58,050
嘉義縣番路鄉 4.80 4.80 1,000 4,800
嘉義縣梅山鄉 3.30 3.30 990 3,267
嘉義縣竹崎鄉 1.60 1.60 900 1,440
嘉義縣水上鄉 1.40 1.40 1,000 1,400
臺南市白河區 1.30 1.30 1,450 1,885
嘉義縣大埔鄉 1.19 1.19 850 1,012
臺南市善化區 0.25 0.25 1,500 375
合計 258.51 258.01 1,119 277,699

 (資料來源：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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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該班進行輔導，改善其栽培管理、整枝

技術，希望能增加油茶產量與產值。另有雜

糧產銷班第1班，該產銷班油茶栽培面積約

15～20公頃，包括油茶有機栽培種植面積

約11公頃，3年前即已開始進行有機栽培驗

證，目前有機苦茶油已上市銷售。

(二)雲林縣古坑鄉油茶產銷現況

雲林縣古坑鄉油茶種植面積38.7

公頃，占全臺鄉鎮第7名，占臺灣種植

面積3.16%，占臺南場轄區內種植面積

14.97%。位於古坑鄉草嶺村的雲林縣古

坑鄉特用作物油茶產銷班第11班，地點在

草嶺及鄰近地區，該地區栽培面積約15公

頃，係源於民國78年間，由雲林縣政府苗

圃提供茶苗供農民種植迄今，樹齡約有20

年之久，每年果實由劉文房先生收購及加

工。此外，經本場輔導，在古坑鄉農會整合

草嶺及鄰近地區生產農戶，成立古坑鄉特

用作物油茶產銷班第13班，該班栽培面積

約13公頃。

結語

油茶在臺灣栽培雖然有一百多年的歷

史，但農民對油茶栽培管理均沒有深入的瞭

解，大多均採粗放經營的方法，故單位面積

的產量甚低，老舊粗放的栽培及管理方法遲

遲未改進，乃是影響臺灣油茶發展最大的原

因之一。因此油茶之栽培推廣必須選擇優良

品種及加強整枝、修剪、肥培管理等栽培管

理模式，才能提高農民收益。

臺南場100年起自阿里山及草嶺地區等

主要產區，陸續收集大果種油茶優良品系，

目前已建立油茶種原圃並進行生育性狀調

查，期能選育出適合中、低海拔地區產量高

且品質優良的油茶品種 (系) 供農民種植，

以提高油茶的產量。另在轄區嘉義縣阿里山

鄉、中埔鄉、梅山鄉及雲林縣古坑鄉草嶺地

區的油茶大都是好幾十年的老樹，因放任生

長，互相遮蔭，導致植株太高，不利採收。未

來若能針對山坡地檳榔園油茶栽培及整枝修

剪技術體系，進行探討提供農民栽培參考，

期能增加產量，減少採收人工，增加其收

益，將有助於未來國家在推動山坡地保育政

策時，提供另一項選擇。

4  阿里山鄉苦茶產銷班苦茶油產銷情形 5  本場輔導轄區阿里山鄉新植油茶園整枝修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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