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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與宗旨

農糧署因應國人需求發展國產油

的任 務宗 旨與 業 務發 展 進行 意見交

料產業，針對產業現況著重優良品種

流，更深度探討推廣業務內涵和預期

選育、加強整枝、修剪、肥培管理等

效益，最終根據業務分類架構形塑產

栽培管理模式等問題，自 104 年起推

業協會的營運模式，作為產業協會形

動「建構油料作物產業加值鏈計畫」(後

成與推動的重要依據 (圖 1)。

簡稱油料作物計畫)。油料作物計畫在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與理監事

規劃、執行時，著重思考如何提升業

會於 106 年 12 月 4 日舉辦，選出蔡永

者應用研發成果之意願，加強政策面

富擔任第一屆理事長，蘇光明擔任秘

輔導與補助之配套，故推動成立產學

書長；希望透過茶油策進會的成立擴

研聯盟平台，透過鼓勵農民、民間團

大農民轉作油茶作物、提升國產茶油

體與業者成立產業發展協會，並採單

品質與品牌形象，以「永續」與「友

一窗口服務，除了研究單位能協助產

善栽培環境」理念提供國人健康優良

業發展外，產業單位也能夠回饋，提

的茶油與提升茶油產業鏈附加價值為

供研發單位所需的材料與研究方向的

本會成立之目標。策進會宗旨在策進

建議，以便促進產業與研發單位之間

台灣茶油產業鏈之提升，針對油料作

的合作。

物自生產栽培至榨油加工之製作技術

106 年 3 月開始籌組台灣茶油產業

進行研究加以突破，並協助品牌之建

推廣策進會(後簡稱茶油策進會)，成立

立， 凸顯 產品 特 色且 品 質安 全有保

前先邀集核心科研成員，釐清產業可

障，希望全面性地建構「台灣茶油」

能缺口(例如豐產品系缺乏、加工資源

的品 牌形 象、 製 造品 質 與原 料特色

不足、政府獎勵措施無法獲得、通路

等，希望能作為整合產製銷各方資源

不明顯、廢園亟需輔導體系等)，以明

的服務平台，同時抒緩進口油品之依

訂組織的任務宗旨與工作內容，期能

賴、提高糧食自給率、增加農民收益，

符合產業需求。於同年月接續辦理業

藉以打造幸福富裕的新農業。

者交流座談會，邀集政府界、產業意
見領袖與產銷班成員，針對產業協會

二、

目標與工作項

為承接學研計畫的研究成果，仿

觀摩會辦理、示範園的建立、宣傳摺

效政府推行之產業學苑概念，以產業

頁及相關推廣文章發表，提升農民栽

需求導向設計課程，透過產業學苑的

種意願，並達到中央政策推動之目

建立，降低新農民進入油茶產業的門

標。

檻並擴大產業之規模，同時有效延續

1.

開辦研習課程：建立研究團隊與

學研單位的交流並徹底落實產業，目

農民合作默契、促進油品技術與

標包括：(1) 完成年度產業學苑課程與

管理知識交流，並分享油茶種植

產業師資資料庫，供未來油茶產業推

管理技成果，目前農民對於油茶

廣與教育落實之參據；(2)整合北中南

知識與技術的重點需求包括：修

東區域油茶示範區，透過課程設計提

剪技術、油茶嫁接技術、病蟲害

升農民轉作油茶意願及技能；(3)協助

管理技術、加工技術、油茶副產

支援政府機關共同辦理油茶推廣活動，

品利用、油茶保健功能、肥培管

提高社會大眾對國產油茶支持度與油

理、補助及優惠措施申請及種苗

茶品質，並透過以下工作項達成：

管理 (劉秋芳，2016)。據此，策
進會系統性地規劃油茶產業課程：

(一) 產業人才培訓課程設計與推廣示

建立講師資料庫與培訓制度：邀

範區之整合

集投入油茶研究的科研人員，研
由於油茶產業發展之初，缺乏自

討油茶產業鏈各環節的技術需求，

有經驗之油茶生產全盤的栽培模式，

並招募講座師資與研討講座方式，

包括生產優良油茶種苗繁殖、肥培、

以作為年度系列課程推廣依據。

定植、整枝矮化、採收期物候判定、

2.

本計畫設立培訓專責窗口，協助

低產園改造等栽培生產模式，因此規

服務策進會會員與非會員，設計

劃系統性培訓課程，協助提升農民栽

課程培訓議程與活動辦法，邀聘

植管理技術。

專業研究人員協助授課，並錄製
影音與教材製作，未來納入本策

另一方面，政府近年來鼓勵農民

進會的教育公共財之一。

轉作，以油茶作替代檳榔作物，對於
水土保持、國土利用與油品自給率皆

3.

油茶示範區參訪：接軌農糧署統

有很大的幫助，目前全台灣共有 11 處

籌之油料作物研究團隊之技術成

油茶轉作示範點，透過休耕地及檳榔

果，盤點國內茶油轉作成功案例

園轉作油茶栽培管理技術模式的建立、

與茶油示範區位，依據轉作類型

轉作補助說明會、栽培技術講習會及

與各地特性，規劃實地參訪活

4.

動，邀聘講師傳遞正確栽培管理

品評體驗，並設計相關加工商品

技術與管理技術，同時了解非會

展示，設計活動 DM 增加消費者

員對投入油茶轉作之意願度。

對於感官品評的認識，以提高國

進會作為產、官、學、研的溝通

5.

產油的知名度。

油茶相關學研機構參訪：茶油策
2.

配合茶業改良場辦理苦茶油品評

平台，媒合業界至學研單位觀

分級示範會，透過社群平台協助

摩，交流彼此需求並建立正確茶

宣傳茶油感官品評標準與分級作

油製程與衛生安全概念，優化國

業方式外，並廣邀業者與農民參

內苦茶油品質思維，並藉此提升

與活動。在公部門的協助之下，

苦茶油之機能性價值。

策進會逐步熟悉品評競賽作業流

活動滿意度與學習成效問卷調
研：針對上述不同方式的油茶技
術課程規劃，設計滿意度與知能
問卷，了解參與者對於技術活動
的支持，並藉此了解後續對課程
精進的建議。

(二) 協助油茶感官品評模式推廣
目前國內苦茶油品牌眾多，需透
過具豐富經驗的品油師進行油品感官
品評，將油品香氣進行分類分級，使
消費者選購時希望能有所依據；再者，
優良的感官品評結果可作為品種選育
的參考；而不同的製油法會形成不同
的風味，可藉由品油師的品評可給予

程，待政府主導之油料作物整合
型計畫退場後，策進會建立計畫
成果接軌機制，持續推動油茶分
級 制 度 與 後 續 品 評競 賽 活 動 規
劃。

三、

願景與期望

目前茶油策進會由近 60 位產官學
研的成員所共同組成，提供公部門與
農業界面對面的溝通平台，彼此間的
資訊交流密切，助於提高政策推廣效
能；同時，透過社團群組的經營，公
部門、專家學者、業者與農民的共同
指導與建議，及時解決產業鏈種植到
通路端面臨的困境。

改善製程的建議，因此落實國產茶油

茶油策進會成立之初，首要工作

之分級制度，為國產油茶產業鏈建立

為承接學研成果，規劃產業學院課程，

的關鍵。

協助提升農民栽植管理技術，解決過

1.

協助舉辦油料計畫成果發表會，

去缺乏系統性的生產栽培模式，導致

提供行政及人力上的支援，活動

生產規模小品質欠佳的問題；另一方

包括：媒合業者與農民、苦茶油

面，在公部門的指導之下，107 年度辦

理茶油推廣活動包括：茶油感管品評

支持與鼓勵，因此廣邀國內愛油人士

方法與分級制度討論共識會、油品感

的加入，集結各方人才共同為油茶產

官品評能力人才培訓、國產茶油感官

業出一份心力。未來將持續落實茶油

品評分級示範會，熟悉相關活動作業

感官品評分級制度，強化油茶生產端

流程，以利未來持續推動油茶分級制

到製程端的品質控管，提升國產茶油

度建立與品評活動推廣。而為使上述

附加價值，以有效區隔進口油品；同

工作能順利執行，策進會依會員性質

時吸引更多農民投入產業，擴大油茶

分組包括：(1)產業學院組；(2)示範區

產業規模，以建立台灣國產油茶品牌

整合組；(3)活動推廣組(圖 2)，集結產

知名度。

官學研各界的專家，一同集思廣益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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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茶油產業推廣策進會籌組規劃
會員大會

理事會

團隊顧問

監事會

理事長

秘書長

產業學苑組

圖 2. 台灣茶油產業推廣策進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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