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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ication of Taiwan’s Camellia oil has changed due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tmosphere. 

This study uses the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 of Arjun Appadurai to explore the social life transformation of 

Camellia oil, so as to highlight its “social life of things”. Driven by post-modern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the use-value of Camellia oil products at each stage has evolved, showing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phenomenon of conversion into different consumption 

symbols can also explain consumer awareness and market preferences, and affect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governan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teriality 

properties of Camellia oil, symbolic value, quality governance and counter globalization, we find that the 

social life history of Taiwan’s Camellia oil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re are respect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ing factors in each stage, affecting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marketing model and product 

role of Camellia oil as well as symbolic meaning and materiality changes. These factor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ifferent production-marketing networks, increase the value of Camellia oil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Camellia oil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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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茶油的意涵，常常隨著政治經濟氛圍而轉變。本文透過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之物的

生命史觀點，探討茶油的社會生命轉型，以突顯茶油的「物的社會生命」。在後現代消費文化與全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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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帶動下，各個時期茶油產品的使用價值不停演化，展現出歷史發展的原始軌跡。不同消費符號的

現象，可由消費者意識與市場偏好來解釋，同時也影響著農產品產銷治理。本文透過茶油的物性轉變、

本真性、符號價值、品質治理，以及對抗全球化等過程，發現臺灣茶油的社會生命史可分為三個時期。

每個時期有各自在政治經濟作用力影響，傳統茶油產銷模式與產品角色，以及符號意義與物性變化。

這些作用提高不同產銷網絡的產品品質，提升其產品價值，促進將來產業發展提供指引方向。 

關鍵詞：阿帕杜萊、本真性、符號價值、品質治理 

緒 論 

（一）研究緣起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追求保健休閒的意識興起，逐漸重視養生和保健食品（Functional foods），

以維持身心的平衡。臺灣歷經數次食安衝擊，尤其在黑心油事件過後，對於食用油的安全與來源，明

顯地更加注重（鍾瑞萱等，2018），像是深受國人喜愛的茶油（Camellia oil）俗稱苦茶油，以下皆以茶

油稱之，素有東方橄欖油（Oriental olive oil）的稱譽，因為其成分天然和營養價值高，以及對溫度之

安定性（張雅惠、徐錫樑，2007；Li et al., 2011; Cheng et al., 2018）。 

國人生活與工作壓力大，加上飲食逐漸西化，常有胃腸道消化系統等文明病；茶油為臺灣常見的

食用油，被認為具有胃腸保健之功效，已得到科學上的證實（Chen et al., 2013; Shi et al., 2020），並且，

長期攝取茶油，可減少心血管和腦血管疾病，還能降低體內的膽固醇等功效（吳美芳等，2019；邱仁

俊，2018；Bumrungpert et al., 2016）。 

近年來研究發現，茶油具有抗氧化和抗炎活性，並能調節免疫系統（林佳瑩，2017；邱仁俊，2018；

Weng et al., 2020），逐漸受到民眾的重視。根據研究指出，透過地中海式的均衡飲食，搭配健康油品，

身處疫情流行期間，可維持良好的免疫系統（Trujillo-Mayol et al., 2021），此外，還可降低罹患慢性疾

病的風險（Martinez-Gonzalez and Martin-Calvo, 2016; Papadaki et al., 2020）。 

近年來市面上有些不肖業者，為了降低成本，常發生混油的現象，導致食用的民眾，健康受到影

響，而且，通常追求潮流的消費者，欠缺健康油正確消費知識，常受到的媒體廣告宣傳影響，茶油產

品的來源界定，以及品質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探討，逐漸受到重視；相對來說，油茶（油茶樹

的統稱）的種植與管理，較不需許多人力做維持和照顧，只有採集的時候，需要大量的人力。油茶產

業在勞動力方面，剛開始種植油茶前年，不需特別管理，每當採收的時候，都是找家人和顧工來採集，

其主因是伴隨著農村的農地結構的轉變，以及勞動力短缺之故。 

（二）研究目的 

早期茶油常被用在護髮與顧胃等方面，因為其脂肪酸（Fatty acid）成分與橄欖油非常相似，故得

到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推薦為優質的食用油

（Wang et al., 2017; Shi et al., 2020），目前國內民眾養生意識漸盛，常將其視為高級的食用油。《本草

綱目拾遺》記載：茶油味甘性涼，氣腥色綠，潤腸清胃，殺蟲解毒（趙學敏，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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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由於國內很少有大面積種植油茶，除了幾個大型廠商販售茶油相關產品外，多數尚處

於小農階段，如何建立油茶農與銷售管道，誠為產業發展的重點所在。根據謝偉民（2018）的研究調

查指出，茶油的國內外研究文獻，較偏重於茶油品質的功效與製造，以及各產區油茶的品種改良與經

營管理等（陳雪峯等，2017；Xiao et al., 2016; Zhou et al., 2019），很少從茶油物性的轉變，來探討該

產業的發展，於是引起筆者的進一步探討的動機。 

本文透過期刊文獻的彙整，以及田野的深度訪談紀錄相互對照，探究臺灣茶油從家庭的使用油，

到保健養生飲用油的演變過程，並以後現代產業視野來觀察茶油產業的發展，換言之，茶油在產業發

展歷程中，如何由早期的食用油，轉型為新興的養生保健飲用油，受到政府政策、消費者，以及消費

市場三個層面的影響，導致消費文化轉向，綜合以上的介紹與討論，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 探討茶油產業發展的社會生命與分類。 

2. 產品的本真性界定與使用功效的變化？ 

3. 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其產品的符號價值是如何轉變？ 

4. 農業生產過程中，品質如何被塑造與治理？ 

文獻回顧 

臺灣茶油產業歷史的發展轉型，同時在茶油的製造過程中，生產的區域與地方，牽動著地方的農

產特色、生產知識、技術、銷售管道等因素，並藉由產業、生產者與消費者互動，期間不斷地的重組

與變動。經歷不同時期的政治與社會脈絡，探究從早期到現在，它的使用功能、意義與價值，有哪些

明顯的轉變？前述所涉及的物性（Materiality）轉變、本真性、符號價值，以及品質治理（Quality 

governance）等影響。 

（一）茶油的興起與發展歷程 

1. 國家的農業施政 

陳俊仁、孫文章（2011）指出，油茶自 1910 年引進臺灣，在臺灣光復前後，種植做為造林樹種。

油茶具有水土保持的功效，1995 年以前，政府的造林獎勵補助，加上林務局規定為種植造林，非經濟

樹種無收穫，發生產量低落的狀況，並不重視其育種與栽培管理技術。 

農委會從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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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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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檳榔廢園轉作油茶計畫」

推動，例如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與油茶農契作，積極推廣在地的茶油產業（楊瑞永等，2019）。 

獎勵生產優質國產茶油方面，新竹縣湖口鄉推動油茶補助新植油茶苗計畫，自 2019 年起至 2022

年的四年期間，預計新植油茶苗面積每年 6 公頃，四年預計 24 公頃，每公頃補助 4 萬元，減輕新植油

茶農民在初期無收益的經濟問題。 

2. 種植面積的增加 

依據農糧署農情報告資源網，統計至 2018 年為止，油茶籽的生產量約 1,546.47 公噸，從歷年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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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超過 100 公頃的縣市，分別包括新北市、桃園市、苗栗縣、南投縣、嘉義縣、花蓮縣，以及臺

東縣為主要栽培地區，並且，發現新竹市和臺北市地區，皆出現零星的油茶種植面積（參照圖 1）。張

同吳（2014）指出，其中大果油茶的種植面積約 795.17 公頃，有逐年減少趨勢，相對上，小果油茶僅

種植在苗栗以北地區，其種植面積約 233.23 公頃，小果油茶之榨油品質佳，並具有特殊機能性成分，

故有逐年增加趨勢。 

臺灣種植油茶的面積為 1,409.30 公頃，其相較於 1997 年的種植面積，發現增加了約 55.34%。而

且，其中栽植面積以桃園市增加最多，從 1997 年的 3.58 公頃增加到現在的 75.79 公頃，增加面積達

2117.0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9）。 

此外，由於油茶的管理較粗放，樹勢衰弱，常有隔年結果現象，產量不高（陳俊仁、孫文章，2011），

可見油茶的種植不只深受到農業政策的影響，栽培的品種和經營管理，也是未來產業發展的關鍵所在。 

 

圖 1 1997-2018 每三年種植面積的面積變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9）。 

（二）產地的現況與市場的變遷 

黑心油事件過後，純正的本土茶油，已成為養生的保健油品，就比進口初榨的橄欖油還貴，主因

在於產量過少，未能達到經濟規模。林靜怡（2017）指出，近期才有國內知名廠商，願意投入研發與

推廣國產茶油，並以高於市價，透過長期和農民契作與收購，協助缺乏企業支持的農民。將油茶籽曬

乾後，不管冷壓或熱壓的方式，皆能順利地販售，甚至供不應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9）。Li et al.

（2016）發現茶油的價格比其他普通食用油貴三到五倍，原因來自其營養較高與商業價值；目前臺灣

市面上較好的橄欖油，例如特級冷壓橄欖油（Virgin olive oil），此類的初榨橄欖油價格為 160 元∕公

斤（林志鴻等，2018），遠低於市售的茶油價格。 

另外，現今鄉村人口結構的改變，農村因年輕人力外流，導致農村勞動力嚴重不足。關於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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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務農，農政單位尚無良好對策，難以維持長期的農業生產，這正是臺灣農業的所面臨的困境。 

（三）茶油其價值意涵變化 

中國人食用茶油已有超過 2,000 年的歷史，主要作為藥用與滋補品（張如華，2015），根據《本草

綱目拾遺》記載，茶油具護髮與顧胃等的功效。 

1. 保健養生功效與應用 

自古即相傳有保健療效的茶油，因為具有較佳油脂品質和儲藏安定性，成為臺灣民間珍貴的食用

油，並在合宜的炒培處理條件下，有益於身體健康（尹華文等，2009；Hsieh et al., 2014）。茶油本身

為天然抗氧化劑，可降低甘油三酸酯（Triglyceride, TAG）和膽固醇，從而預防高血壓、心臟病、動脈

硬化等功效（Wang et al., 2017; Luan et al., 2020），還有研究發現油茶粕中含有抗氧化的成分，可與自

由基直接反應（丁昭伶等，2018；前田一等，2014）。並且，Chang et al.（2020）指出，茶油經研究證

實，具有多酚類成分抗炎潛力，可應用在相關功能性食品上；目前可被用在化妝品、清潔藥劑、水產

養殖池的消毒劑和殺螺藥劑等。 

油茶花芽含有強效的抗氧化劑，也對大鼠胃粘膜損傷有保護作用，新鮮壓榨油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此類壓榨油不經過精製程序，雖然保存期短，但能保留較多的營養成分（李偉如等，2011），此外，還

可發展為生物燃料（Biofuel source）的技術（Lin and Fan, 2011）。 

2. 消費意識抬頭 

2013 年開始的多起食安事件，像是棉籽油假冒高級橄欖油等，成為當年度民眾網路票選臺灣十大

新聞榜首（顧立民、趙忠傑，2016）。為了提升民眾對產品的信賴度，國外食品企業皆會在商品上，標

示其有效性與安全檢驗，值得國內業者加以學習（劉翠玲，2008；莊秀文、林怡淑，2015；陳勵勤，

2016）。 

因此，人們對於油脂類的產品，總留下肥胖與不健康的感覺，國產油與進口油，產生健康與疾病

等二元對立的關係（Forth, 2013），根據消費者個人經驗，面對假油與混油事件，如何判定出油品的好

壞，確實有所困難。 

3. 物的社會生命 

Appaduri（1986）以文化人類學觀點來剖析物與消費問題，從物的社會生命歷史發展角度，界定

物的特性乃存於文化的範疇，價值來自於文化與政治互動過程，物的表現形式與實質存在著差異。例

如：墨西哥傳統食物─玉米餅（Tortilla）─從原先中下階層的平民食物，轉變為緬懷祖先的傳統

食物，可藉由其物的生命史，詮釋如何從平民食物成為國族召喚的工具，由鄉村到都市地區，以及由

殖民時期到現代的轉變過程（Lind and Barham, 2004）。在臺灣原住民傳統糧食作物─臺灣藜

（Chenopodium formosanum）常與小麥混植，近年來因其營養價值的重視，逐漸恢復耕作（林書帆，

2017）。讓帶有原住民色彩的紅藜，經由其物性的轉變，由原住民的日常主食，成為健康養生的平民食

物。 

針對物性的穩定結構，Appadurai（2006）認為價值則較為變動，於是提出三項物特性的穩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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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物的抽象性（Abstraction），物的概念的抽象性來自於它的物質特性與社會所賦加，例如茶油從

早期具護髮與顧胃等的功效，隨著不同時期社會脈絡，民眾逐漸將其當作保健的油品，其生命史亦隨

之轉變，逐漸具有物的抽象性。第二具有可轉化性（Convertibility），雖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像

是茶油從早期傳統的食用油，轉化成保健的飲用油，並根據消費市場的需求，產生可轉換性。對生產

者來說，油茶是賴以維生的經濟作物，而在消費者心中則是保健的油品，可進而取代橄欖油。第三則

是物性本身的穩定結構，那就是物必須有獨特性（Singularity）才有較高的市場價值，物也必須有共性

才可成為商品（譚鴻仁，2015）。 

Appadurai（1986）認為當商品不再進行流通和交換時，商品就不再是商品。因此，本質不是商品

與非商品的區別標準，而是由物處於不同的商品脈絡中所決定。於是，Appadurai（2006）運用路徑與

偏移（Paths and diversions）的概念，來說明商品流動與商品網絡間的關係。商品路徑與偏差和不同群

體之間的競爭有關（安勤之，2010）。關於茶油產品的 Tournament of value（價值競逐）、路徑等概念，

在本文研究之應用，發現茶油的市場價值，主要是取決於消費者的需求與偏好，在其物性的轉變階段，

茶油的社會生命史也將受到生產與消費的影響。關於茶油的價值競逐方面，一種為堅持臺灣本土生產

的最好，第二種則為強調優良品管與品質，形成這二類的價值競逐。 

因此，茶油正具備了上述這三種特性的描繪，呼應了 Appadurai（1986）對物的社會生命之體認，

總而言之，茶油從食用油到飲用油，其本質未曾改變，然而認知其營養優於橄欖油，早已深化到民眾

心中。但是，Appadurai（1986）的物社會生命史，只簡化物的歷史轉變，缺乏將時間與空間維度同時

納入思考（顧雅文，2016），認為抽象性受到實用價值，尚未說明如何在市場的需求而轉變，因此，理

論上有一些不足之處，未能詳盡解釋物性轉變的過程，缺乏解釋物性可以轉變的地方，會造成只變成

是時間分類。本文從社會生命史面向的空間維度，詮釋地理的空間差異與茶油的不同本真性宣稱，本

研究發現茶油在不同的生命階段，有新的發展方向，不必然完全的取代前階段的發展方式。在本研究

的發現中，有些地方或空間已進入茶油生命史的第三階段，但也有其他地方卻還在第二階段。茶油的

消費與認識，因為發展的空間化，影響其地理的向度。因此，產生發展階段的差異，會有不同空間的

變動關係。 

追溯茶油從日常的食用油變成養生保健的油品，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物本身的生命軌跡，還有不同

時空背景下變動的消費文化與空間想像。此外，空間差異也展現不同的消費地景。北部油茶農，較傾

向自行生產，送煉、壓製與銷售。相較之下，中南部的茶油消費較多農民與煉油廠、盤商結合的產銷

體系。北部消費者較多直接前往農家購買的特殊消費地景。此外，由於臺灣北部的氣候土壤條件、生

產環境與油茶的種類等因素，皆與中南部有明顯差異，例如由於臺灣北部與宜蘭地區的氣候，適合種

植小果油茶，且為小果茶油的重要產區（羅士凱，2015），加上產量少且價格高，因此，樹立消費者對

於北部的茶油，有著國產優良茶油的直接印象。 

4. 品質治理 

茶油的品質如何被界定？必須先界定好茶油的標準。吾人發現茶油已從多方的品質治理過程中，

不斷地進行商品文化價值的調整與建構。每當品質治理發生變化時，一方面，透過消費者與生產者之

間的信任或規範，造成品質治理的作用力與拉扯關係。另一方面，臺灣不同地區對於品質與消費文化

的共識，形成一個新興的生產銷售體系。因此，Neilson（2007）認為農產品的品質治理，較多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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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與地方連結的問題。農作物的品質，通常會指涉到農作物與地方的關係。本文所提到的茶油的

品質治理有二個層面，其一是地方與本真性的連結，即結合在地化的概念；其二是產品的符號價值，

商品是透過文化和認知的過程所產生。 

(1) 食物的本真性 

食物的本真性是透過個人、歷史的傳統，或是族群上的連結，所具有地理上的特殊性（劉正元，

2014），本真性著重於道地的定義權解釋（陳玉箴，2016）。藉由臺灣本土茶油的「本真性」探究，以

形構此種歷史面向的概念，包括生產者的歷史脈絡，以及定義「道地本土茶油」形塑的過程與變遷。

國內業者常藉由本地的茶油，其養生保健與安全性高，強調其功效比進口的好，試圖透過食物國族主

義（Food nationalism）的方式，將本土與進口之間劃出一道空間上的區隔。 

陳儀芳等（2020）的研究指出，為替消費者進行品質把關，從栽培生產到油品檢測開發一系列規

範與檢測技術，建制並公告油茶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TGAP），以使臺

灣的油茶農戶有良好的作業標準可依循及取得產銷履歷，也研發多種油品鑑定技術以確保油品的品質

與產地。此外，產地的標示和認證是推動在地農業食物的重要方式之一，例如鹿谷凍頂烏龍茶，透過

全國性茶比賽，建構其產地認證的地方名聲與穩住固定的消費口味（梁炳琨，2014）。又例如新竹地區

的許多油茶農，借用食物國族主義的形式，特意與大陸進口油茶籽區別，強調唯有本土小果茶油，具

有治療胃食道逆流的療效，利用地方性色彩對抗全球化，此為明顯的例子。 

(2) 符號價值 

關於茶油商品的符號價值，如何被創造和改寫呢？進一步思索，茶油被生產者和消費者怎麼形塑

商品呢？林怡潔（2018）認為，可從食物商品歷史與政治的敘事，透過象徵媒介（Symbolic medium），

以保存文化資產，進而達到教育民眾的功能、支持地域經濟，以及永續食物生產等作用。 

象徵符號理論的應用上，來自與他物的對比與差異，其食物意義轉變過程，還可應用符號意象的

行銷模式，增進消費者對地方的支持與認同，以提升農產品價值，可藉由 Baudrillard 的符號價值，不

同符號價值的商品過程，例如鳳梨的社會生命階段進行轉換（陳琦珊，2018）。商品的生產是一個文化

和認知過程，須被貼上文化上標記，商品的變化和差異，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轉變（Kopytoff, 1986; 

Wilkie, 2005），就像臺灣茶油早期當作家用的食用油，今日則成為保健的飲用油一樣。 

面對各種的健康、營養和食物研究，以及其對消費選擇的影響，可透過食物地景（Foodscape）飲

食的動態空間，其中包括食物烹調技藝與飲食傳統在內，所形成具有國家、民族或地域等識別性的文

化體系，足以反映其文化景觀的重要環節（曾品滄，2018；Surman and Hamilton, 2018）。因此，食物

的感知可從過去社會經濟、文化和科技的變遷，呈現人類的意識型態和地景特質（黃丰姿，2018），因

此，觀看油茶地景的背後，可以發現油茶農的堅持，消費者對其產品的認同感。 

物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就是文化形塑過程，如何看待物的抽象性與價格機制的變動，應

當注意物與價值的對應，以及其社會的轉化過程，藉此提出一個方法學的主張，引導認識物的價值（譚

鴻仁，2015；Kopytoff, 1986）。因此，討論鄉村發展的商品化，以及提出農作物的品質，應與其自然

環境、栽培方式、地方文化與傳統的關係來探討，方為產業正常發展的過程，例如討論鳳梨的商品化

時，必須先認識它的品質治理歷程，包括制度上的品質與交易上的品質是如何被決策，就是探究與不

同層級產銷角色關係的互動（譚鴻仁，2007；陳琦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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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臺灣在 2001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後，面臨全球農業食物系統

的壓力，食物在地化系統逐漸受到關注（梁炳琨、施依凡，2011）。近年來，茶油成為養生的食用油代

表，其營養超越橄欖油，在抗全球化的競爭中，儼然成為當今優良的飲用養生油。 

整體而言，茶油的保健療效與機能，普遍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並可提升本土農產品之經濟價值。

除了上述種種的情況之外，現在種植油茶的民眾增多，以致造成採收時節，發生人力不足的現象，但

是，為了生產較佳品質的茶油，種植油茶需要五年以上，加上每年的施肥與每季的除草作業，呈現勞

動力明顯不足。 

研究方法 

依據前述的問題意識與理論架構，並匯整文獻蒐集和深度訪談之相關資料，逐一說明使用的本體

論、方法論以及後續進行研究的方式，內容包含以下部分： 

（一）研究區域與限制 

 

圖 2 研究區域位置圖 

本研究範圍以宜蘭縣冬山鄉、新北市三峽區、桃園市龍潭區、新竹縣湖口鄉，以及苗栗縣三灣鄉

五個地區（如圖 2 所示），並以相同的地理尺度加以比較探討。所謂的相同地理尺度，它們均為相同地

理尺度的鄉鎮，同時位居該縣市茶油產業發展的重要鄉鎮；其次，根據吳家禎（2013）研究指出，小

果油茶為臺灣的原生種，主要栽植於苗栗以北的地區，已成為國產優質茶油的代表。接著張同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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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臺灣目前油茶種植以新北市、嘉義縣、南投縣及花蓮縣等縣市為主要栽培地區，其中以小果

油茶之榨油品質為佳，主要栽培於臺灣北部地區。因此，根據調查後發現，國內小果油茶種植與茶油

的生產消費，多數集中在北部地區，並從歷年農政的記錄中，發現研究地區所種植的小果油茶，還可

代表地方成為具有特色的農產品。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7）農情統計資料，顯示這五個地區皆為該縣市茶油種植與收穫的重

要鄉鎮。其中在種農糧署植面積方面，北部地區的冬山鄉約占宜蘭縣的 35.23%，自從雪山隧道通行以

來，假日遊客眾多，許多種茶的農家和茶行盛行兼賣茶油，並開始栽種油茶，甚至紛紛成立茶葉產銷

班和組織茶油合作社；三峽區約佔新北市的 73.99%，本區早期以產茶聞名，現今還是以茶葉生產為主，

生產茶油為副產品階段；龍潭區約占桃園市的 25.43%，本區的茶農和業者，在產業轉型的同時，開始

思考油茶的種植和發展；湖口鄉約占新竹縣的 22.00%，近年來湖口鄉強調「正茶油」名號，堅持本土

小果茶油的優良品質；三灣鄉約占苗栗縣的 31.29%，該鄉的農會為國內第一個成立的茶油產銷班，不

論其在油茶的栽培種植與經營管理，皆已步入成熟階段。故本研究選取這五個在質與量均有顯著重要

性的鄉鎮為研究區。加上茶油的價錢比市售的高級橄欖油還高，主要消費的群眾多屬於都會區中產階

級，商家需要高度的資訊的傳播與廣告宣傳，加上其人際的網絡，因此，鎖定在北臺灣的這五個地區，

進行分析與研究。 

最後，根據有機經營者整合資訊系統（2021）統計得知，全國超市與量販店的有機專櫃統計有 240

家登記，北部地區則占有 133 家門市（約 55%），此外，依據里仁事業（2021）發現，國內知名的里

仁有機店全臺共 131 家，在北部地區則有 54 家（約 41%），足以證明國內茶油的消費，多數集中在北

部地區。 

（二）研究方法 

首先將文獻回顧與評析，透過國內外食物研究研讀，輔以日據（治）時期油茶種植相關史料蒐集，

並深入臺灣茶油文化，彙整其過去的研究經驗，藉由農產品的產銷網絡，利用物的社會生命史的理論，

生產過程的意義與轉化。再者，透過經濟社會與文化價值之互動，以及品質治理等歷程。 

其次，運用半結構式深度訪談法，採取一般性訪談引導法的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方式，

進行茶油產業歷程資料之蒐集與評析。透過質化研究之連續性，以彌補量化研究的不足，並讓受訪者

用自己的語言與理解架構來敍述其經驗（董孟修，2019）。為提高本研究之可信度，以三角交叉檢視法

（tiangulation）方式，審視談論的內容一致性與否，以及尋求資料的正確性，（胡幼慧，2002；黃湘儀、

林宏熾，2006）。 

最後，先期研究時間從 2019 年 10 月起，根據先期研究經驗與觀察，將研究的受訪者分為三類（參

照表 1）。其中公部門包括鄉公所農業課或農經課，皆以直接承辦油茶業務、輔導油茶農；私部門則包

括當地的油茶協會、合作社、農會等承辦人員與油茶產銷班長（成員），以及從事種植油茶的油茶農和

生產茶油的油行業者，再加上數位消費者（平均食用茶油達二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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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訪談者基本資料表 

代碼序號 地區 訪查時期 職務 

A1~A4 宜蘭縣冬山鄉 108 年 11 月至 108 年 12 月 油茶農 3 位、合作社理事 1 位 

B1~B4 新北市三峽區 109 年 3 月至 109 年 5 月 油茶農 2 位、油行 1 位、農會承辦員 1 位 

C1~C4 桃園市龍潭區 109 年 4 月至 109 年 6 月 油茶農 2 位、油行 1 位、農會承辦員 1 位 

D1~D4 新竹縣湖口鄉 108 年 10 月至 109 年 6 月 
油茶種植協會成員 2 位、鄉公所農業課員 1
位、農會承辦員 1 位 

E1~E4 苗栗縣三灣鄉 108 年 11 月至 109 年 6 月 
油茶農兼產銷班班長 1 位、茶油商 2 位和

農會承辦員 1 位 

F1~F3 
新北市、新竹縣 
苗栗縣 

108 年 11 月至 109 年 6 月 平均食用茶油達二年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結果與討論 

早期茶農生產茶葉之餘，常將茶油當成副產品，歷經國家經濟與林業政策的更替，從食用油轉型

為養生的保健油品，並發展多種衍生性產品，呈現出不同的商品風貌，從茶農的茶籽榨油開始，許多

從採收油茶籽來榨油，變成專業的茶油農，多呈現小農的階段，無法進入經濟規模。 

（一）臺灣茶油產業發展歷程 

吳家禎（2013）根據《新竹廳の茶油》的記載，指出日據時期（1895-1945）的 1912 年於新竹、

桃園、南投和嘉義廳皆有種植。多數的油茶農多為種植茶樹起家，主要以茶葉的販售為主，再兼賣茶

籽油和茶油，到後來的油茶種植和茶油的販售，受訪者指出：「早期是和家人在坪林種茶，想說在宜蘭

種茶販售，但是，不想長期被茶商收購，之後就種植油茶與生產茶油，目前約有 5 甲地。」（訪談紀錄

A4）。原本從事油茶農的工作，或是轉職種植油茶的農民，來自新北市三峽區的受訪者指出：「我父親

早期以栽種茶樹為主，自 1977 至 1981 年間，在零星地上種植油茶。由於耕作的環境與方式類似，而

且，油茶樹同時喜歡酸性的土質……」（訪談紀錄 B1）。種茶務農再進入種植油茶，比一般民眾熟習油

茶種植，到生產販售，故進入的門檻較低。 

臺灣茶油產業的特色，油茶農和油商分工，雙方都有利潤存在，其間多數並無中間盤商介入。李

民賢、葉錦祥（2015）將三峽地區綠茶歸類為主要具代表性品項，亦有從父執輩即開始種植的例子，

受訪者指出：「……我知道從我爸爸那代的，再上一代的我就不清楚，我爸爸那一代的時候，就有油茶

樹與茶樹兩種都有，所以，把我知道的部分跟你講，當時油茶主要用在當防風林……」（訪談紀錄 B3）。 

（二）茶油的社會生命史 

Appadurai（1986）認為物性隨著時間、空間、價值體制的操弄而影響，此過程為價值的政治（The 

politic of value），強調交易關係是如何發生，以解釋其意義與社會脈絡，著作中只注意到商品物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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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轉變，並未著墨於物性如何發生，以及轉變的意涵為何？也無具體的案例經驗，可加以實證說明。

因此，本研究根據筆者的田野經驗，藉由臺灣茶油的社會生命史，進一步對其理論加以舉例補充，可

分為三個演變的時期，說明如下所述： 

1. 農家自用的副產品階段 

過去的臺灣農家生活，茶籽油和茶油是混用的料理油，最多使用就是拿來拌麵與炒菜。相較之下，

傳統農家多是茶農，採收所榨的茶籽油或茶油，常被農家當成現金作物，連同自己種的蔬菜都可賣錢，

茶籽可以榨油給自家食用，又發現油茶籽也可榨油，其香氣比較濃郁。 

茶農的茶籽可以榨油開始，許多從採收油茶籽來榨油，變成專業的茶油農。油茶農販售農產品，

屬於兼業性質的小農，尚未達到量產的規模，每年榨取 300 斤到 500 斤的油，自己吃不完時，就分送

或賣給親朋好友，單純貼補家用的形式。早期苦茶籽 1 斤可賣到 100 塊，茶農種植採收完，油茶籽就

賣掉了，不是自己榨油，受訪者指出：「……賣苦茶籽 1 斤 100 塊。二十年前，一瓶 2000 塊……」（訪

談紀錄 E1）。對象以周圍鄰里的居民為主，因為種來僅供自家食用。 

本階段重視人際間的信任，雖然開始有營利行為，但非屬主要收入來源，銷售網絡以鄰里附近為

主，並無混油的狀況，因此，由於茶籽油和茶油僅是茶葉生產的副產品，未發生物性上的轉變現象。

僅是茶農自家食用，所以，尚未出現對抗全球化現象。 

2. 量產道地的商品油階段 

茶油生產過程的歷史脈絡，可梳理對於產品的「本真性」，每當油茶農強調本土茶油的優點，會讓

民眾聯想到本土茶油的在地性。從支持本土農業與價值認同上，藉由茶油的產業推動，可促進在地的

農業經濟。此外，消費者可透過如農場小舖、農民市集等，直接從生產者（小農）購買產品，經由與

生產者的面對面互動，形成本真性和信任關係，並博得民眾的認同感，成為忠實的顧客。而且，據說

對於胃食道逆流也有功效，有受訪油茶農認為：「……所謂正茶油是強調本土所生產的茶油，並搭配其

部分保健療效，據說可治療火燒心……。」（訪談紀錄 D3）。油茶農以上的說法，也得到學者的認同，

科學證實茶油具有抗氧化能力，達到保護胃黏膜的功效（李瑋婷等，2019）。 

因此，消費者對於目前產品的價格，可接受程度如何？受訪者指出小果茶油的銷售情況：「……差

不多是這樣，以前我爸是賣兩千，現在有時候就是熟客還是賣兩千。600cc 差不多一斤。從我有印象

以來到現在，應該有二、三十年了。」（訪談紀錄 B2）。因為小果油茶僅適合在苗栗以北種植，加上每

年採收一次，市面上純正的本土茶油很少。其實，茶油產業前景並未如想像上樂觀，除了國內產量供

給量不足，民眾使用習慣偏向橄欖油，尤其在面對全球化的貿易競爭，進口油茶籽高達九成，國內茶

油品質良莠不齊，造成小果茶油奇貨可居的現象。 

3. 保健養生的飲用油階段 

食用茶油可降低壞膽固醇，達到保健與養生的功效，基於身體保健的因素，透過地中海式的飲食，

固定適量飲用好的油品，具有相當的健康效果（Trujillo-Mayol et al., 2021），有消費者指出：「個人認

為正確的飲用方式，晚上睡前刷完牙後，用喝高粱酒的小杯子半杯（大約 15cc 的量），可以保護腸胃

器官，但是，只要製造的品質好，不需要區分大小果茶油……」（訪談紀錄 F1），因此，像是茶油、橄

欖油、芝麻油等優良的油品。現在消費的健康意識抬頭，許多購買因素為健康需求，受訪的業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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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會吃這個油，都是可以保養身體，因此。很少有胖子，所以就想說，因為都是對心血管

的保護，所以身材都沒有很胖的喔，是真的注重養生的！」（訪談紀錄 E1）。張如華（2015）的研究指

出，就營養價值而言，茶油比茶籽油高，其中又以小果茶油的營養價值最高。 

（三）品質治理 

1. 食物的本真性 

本研究以油茶的產業為探討，以「本真性」論點加以補充，例如新竹縣湖口鄉的正茶油（小果茶

油），強調其為地方特色的農作物，地景也因油茶的種植而改變，展現國族身分與食物本真性。陳俊仁、

孫文章（2011）指出，北部地區的小果油茶，為臺灣本地原生種，其優良品質深受國人青睞，成為養

生與保健的高價值飲用油。此處所強調的「本真性」，著重在國產本土的茶油，具地方性農產品的意味。

受訪者指出：「……很多朋友原先吃橄欖油，會回頭來吃這個……。因為我們賣多年了，因為很多買不

到的，又倒回來，好像說吃別人的不習慣。」（訪談紀錄 E1）。利用產地直銷之經營理念，可縮短食物

里程，不需透過中間盤商，形成短的商品鍊，即可進行產品的銷售。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部分本土生產的茶油，大量榨製茶油後，長時間放置等待販售，導致產品不

新鮮；另一類型的廠商則強調茶油的品質，不諱言採用大陸進口油茶籽，從冷凍儲存、加工、生產和

運輸等嚴格的品管，不像一般油行榨完油任其擺放，而是售完後才再榨油，以檢驗數據強調品質優良

不輸本土茶油。此種本真性的宣稱，形成價值競逐，以優良的品管與品質，對抗本土生產的論述，反

而受到部分消費者的青睞。 

並且，其銷售的模式與通路，為其創造有利論述，競逐與取代的路徑。此類廠商結合知名的有機

商店舉辦展售會，以及網路教育行銷等方式，直接與顧客面對面溝通，並取得其信任，擴充油品市場

的競爭力。受訪茶油商的進一步說明：「……我本身沒有吃全素，因為里仁有機店是我的客戶，我跟他

合作了二十五年，所以我的理念都是照這個方向去走，……，那是我的個人認同。」（訪談紀錄 E2）。

可見業者所堅持的品質，已得到知名有機商店的認同；誠如 Tai et al.（2019）指出，茶油為優質植物

油，其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多。又有消費者指出：「……個人認為，來自中南部的大果茶油，一樣有

保健效果……」（訪談紀錄 F2）。所以，業者強調品質的論述，搭配建立自創品牌，以取得消費者的認

同，成為茶油行銷的另一種模式。 

注重養生的民眾，已具有分辨油品好壞，清楚合理價位的所在。國內許多小果種茶籽，經過日曬

等快速處理，製造優質的茶油，就是秉持農地農用，產地直銷之經營理念，受訪者指出：「……其實，

使用橄欖油的消費者，與食用茶油的消費群並不相同，會買到這個價位的油，都是知道行情的，通常

不需要太過於解釋……」（訪談紀錄 E2），為了因應全球化的生產衝擊，對於食物安全與品質的重視。 

2. 符號意象與價值 

各時期茶油品質與意涵，茶籽油與茶油除自己食用外，當作副產品，還有對外販售。透過與消費

者的互動，介紹茶油食用的方法，受訪者指出：「……客人主要是為了保健的效果，我們會給客戶這樣

的建議，早上起來可空腹喝一小杯，約 15-20cc，或是拌飯、拌麵線。買冷壓或熱壓的產品時，強調純

天然的產品，不會破壞內部的營養元素，會感到茶油的特質，原本就比較耐高溫，冒煙點較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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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壓榨的過程，就盡量控制在 100℃。」（訪談紀錄 A1）。 

食物文化與消費價值方面，茶油產品已經成為保健的食品，不單是純為料理食用油，還能兼顧養

生的效用。於是價格已高出一般油品，受訪者指出：「……目前自己食用和對外販售都有。大概二十幾

年前，茶油就賣已經一千八百，然後現在是兩千塊的價位……」（訪談紀錄 B1）。而且，在黑心油事件

後，茶油再度受到重視，另一受訪者指出：「……購買的消費者各個群組都有，以中老年人居多，年齡

大約介於 50 到 70 歲間，男女皆有，通常購買者多以保健為主，還會覺得茶油很夠味，通常為了這個

因素來購買的……」（訪談紀錄 A1）。這類以中老年人為主要消費群組，形成台灣獨特的茶油消費文化，

讓茶油品質因應消費需求而轉換，並以保健養生的符號形式出現，其產品在文化價值也獲得提升。 

根據筆者的觀察，多數業者根據其經驗，能分辨的出茶油的真偽，至於冷壓或熱壓的茶油，可從

味道與外觀顏色判斷出來，受訪者指出：「……如果發現味道沒有像茶油那麼濃郁，而且，聞起來的那

個味道會比較淡，雖然不敢確認那是否有添加其他油。熱壓的味道聞起來比較香，茶油的色澤會比較

偏黃褐色，因為冷壓的沒有用炒的，而是用蒸的，所以味道比較沒那麼香，比較沒有味道，茶油的色

澤比較偏淡和偏淺色。」（訪談紀錄 B4）。 

產銷履歷制度的推行，可以降低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對其來源所產生的疑慮。原本是針對農產

品的好做法，但是在茶油的市場並不普遍，其原因有以下二者：一是台灣生產履歷制度要求油茶籽須

為國內生產，但目前九成油茶籽依賴進口（張瓊方，2016）；二是為小農的產量少，生產履歷制度之行

政程序與認證費用，造成農民額外負擔，因此部分農民尚在觀望。消費者會想問：「市面上的茶油售價

比其他油品高，是否買到相對應的價值呢？」其實並非如此，本文某受訪農民即提出他的意見解釋尚

在觀望的原因，受訪者指出：「……雖然贊成產地認證，因為產量少，無法實施，所生產的油都不夠賣

了，還要花一筆認證費用……（訪談紀錄 B4）。」，言外之意，就是茶油的銷售已經供不應求，產銷履

歷認證顯得多餘，深究其原因，吳麗春（2007）指出，目前產銷履歷紀錄的執行，對農友難度太高，

不符合小農少量多樣化生產的特性，加上驗證費用太高，將是推行產銷履歷急迫需要解決的三大問題。

關於品質方面，受訪者指出：「……其他間（店家）講白了，他還是給你混進口的（暗指進口油茶籽）。」

（訪談紀錄 B3）。普遍存在業者內心的秘密，讓消費者的權益受到損失，受訪者接著指出：「……山下

就有油行被檢舉，被要求檢驗酸價，至於哪一家不方便透露……」（訪談紀錄 B3）。利用酸價值評鑑茶

油的好壞，正常應介於 0.2 至 0.3 間，本地油茶籽採收後，新鮮曬乾直接榨油，對照之下，因為進口

籽運送時間太長，加上貨櫃溫度太高等因素，皆會影響榨油品質，因此，其所製成的茶油，酸價在 0.8

以上，接近酸敗程度（陳怡如，2019）。 

3. 國家的政策與輔導 

首先，透過國家政策的協助，農政單位所提供育種技術，透過研發單位的輔導，協助農民育種嫁

接技術，受訪者指出：「……有花蓮改良場來教導嫁接，然後桃園茶改場，還有林業試驗所的博士，來

幫油品做檢驗，要篩選臺灣好的品種，……」（訪談紀錄 E1）。地方的茶油協會，常舉辦農業改良技術，

受訪者指出：「從前我嫁接水梨等果樹的經驗，成功率幾乎百分之百，但是油茶的嫁接，剛開始僅有一

成左右，經過這幾年的努力，可以高達九成六，所以我不藏私，鼓勵會員們回家多練習……」（訪談紀

錄 D4）其實，嫁接技術需透過學習外，還要到農地上不斷練習。 

其次，關於農會如何輔導油茶農，以及爭取的補助與講習？透過地方農會的講習班，受訪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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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農會可能會辦一些農藥安全講習與肥料的合理化施肥，就是大概一分地適用幾包的肥

料，要合理性，避免使用太多或不足。」（訪談紀錄 B3）。至於舉辦說明會與研習，免費給他們參加嗎？

受訪者指出：「當然是免費的，大多從農業改良場、茶業改良場，請來的專家講者。」（訪談紀錄 B3）。

地方農會常協助販售與參展，像臺北市有些農民市集，建議經常外食的民眾，為家人的健康換個好油，

受訪者指出：「臺北市農會一個農夫市集，希望廣場在林森北路附近，……會有農友去那邊參展，還有

會去花博那邊，產品就包括有茶葉、茶籽油、茶油和蔬果類等產品……」（訪談紀錄 B1）。農政推廣人

員主動詢問消費者對產銷履歷農產品的意見，蒐集與建議相關資訊給予業者，可讓業者改善問題，並

增加消費者對產銷履歷農產品的信任程度，以及提高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陳儀芳等，2020）。 

地方合作社的產品，如何取得消費者信任？油茶的種植不需使用過多肥料與農藥，較為環保。因

此，受訪者指出：「……友善管理的方式就是不要化肥和農藥，我們就是要求合作社的社員，……就是

要有這樣的認知。」（訪談紀錄 A2）。慣習農法對環境、社會和經濟所產生的負面影響（Zwart and Mathijs, 

2020），地方合作社經由耕作管理的自我約束，以達到合格產品的標準。 

由於近年來新竹縣湖口鄉與關西鎮，分別透過鄉鎮公所與農會的協助，成立茶油產銷班，根據新

竹縣政府行政處（2020）的報導得知，鄰近的峨眉鄉也效法，接受輔導推行產銷履歷認證，並積極參

與農村再生各項改善生產、生活、生態與環境保護，將持續採友善與有機栽種認證方面，以及施行全

面機械化。同時也聯合周邊鄉鎮關西、北埔、湖口鄉鎮等，洽談委託代工服務，此外更至全台各地收

購帶回加工，期望帶動地方特有的茶油產業發揚光大、經濟成長、創造就業率提升年輕回鄉人口。 

強調在地消費，強化生產者的組織管理，利用鄉鎮區公所的協助，結合同理念的農民，發展地區

的農業經濟，並搭配產品的地方特色，可與市面商品區隔，就像在二年前冬山鄉成立合作社，促進農

業升級，建立農企業與繁榮農村。 

地方合作社經營運作所遭遇的困難，面臨農村勞動力的老化，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此類可粗放

經營的茶油產業，加上採收時人工不易支援的情況時，受訪者指出：「……每次要雇請不只十個人採

呢！……採一天啊！一天 1300 啊！雖然沒點心，但有便當。不需要車接送，他自己會來啊！……」（訪

談紀錄 E1）。油茶籽每年只需採收一次，此時為最需要勞力的時候。 

受訪者又指出：「大概來說，第一個就是人力的問題，目前在種植這個的，大部分都是年齡比較大

的，本身在經營與管理的工作上，沒有人力，只能靠一個人來做的話，會很累……」（訪談紀錄 A2）。

由於上述因素的考量下，高齡的油茶農，寧可選擇單位面積的經濟效益較低的茶作物，實有不得已的

苦衷。 

（四）小結 

目前三個時期並存於臺灣產業網絡中，各鄉鎮呈現地區性差異，從料理油（或食用油）變成飲用

油階段，筆者認為每個階段有所差別，茶油物性有所改變，於是提出三個時期的社會生命，作為本文

論述的主軸。頂新油品事件過後，民眾的食安意識升高，逐漸發覺茶油的物性，已從料理油逐漸轉變

飲用的健康油，受訪者指出：「……因為一般消費者，不熟的就不會跟你買，通常在買了幾次後，發覺

油的品質不錯，價錢合理，就會持續購買，變成熟客了。」（訪談紀錄 B1）。熟客行銷模式建立後，透

過與消費者的互動，能接受本地茶油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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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近年來油茶農，逐漸採用友善農耕的種植方式，粗放的管理模式，但是，為了生產較佳品質

的茶油，種植油茶需要五年以上，加上每年的施肥與每季的除草作業，勞動力明顯不足。因此，如何

透過農政單位協助，一方面改良油茶品種和栽培技術，增加種植面積，以提升國產油茶的供給；另一

方面透過有效的栽培管理，配合地方政府、農改場和農會合力輔導協助，以克服農業勞動力老化和不

足的問題。 

結論 

臺灣茶油經由不同政治與經濟時期，根據產業的發展經驗，並佐以 Appadurai（1986）物化的觀點，

建構臺灣茶油的社會生命史，以及探討其本真性的品質治理，總結出以下三點發現與貢獻： 

第一點：臺灣茶油在不同階段，其物性會隨著時空而轉變，從食用油到飲用油的轉換過程，將其

社會生命史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一） 農家自用的副產品階段：此時期的油茶農屬於兼業性質，販售農產品的小農，量產尚未達到經

濟規模，茶油僅是茶葉生產的副產品，未發生物性上的轉變現象。僅是茶農自家食用的，尚沒

有出現對抗全球化現象； 

（二） 量產道地的商品油階段：藉由茶油的產業推動，以支持本土農業與價值認同，可促進在地的農

業經濟，茶油已成為本地量產油品； 

（三） 保健養生的飲用油階段：健康的消費意識抬頭，保健養生成為購買茶油的主要因素。因此，張

同吳（2014）建議，小果油茶可與進口的大果油茶進行市場區隔，成為未來我國油茶推動發展

的目標。 

第二點：本研究發現茶油的品質治理，有以下二種特性，一種為強調在地生產，作為優良茶油的

同義詞。經由地方與本真性的治理，進入在地生產與在地使用的地方召喚，形成在地的品質治理，強

調的是與地方連結的本真性，展現了 Winter（2003）所稱之防禦的地方主義（Defensive localism）。第

二種本真性的意義為注重優良品質的油品。在對抗全球化之下，推動在地的農產品，為強調營養與食

安品質的本真性。進口茶籽隨著社會需求而增加，已有廠商透過優良的運輸、冷藏製造過程，生產高

品質的油品，普遍得到消費者的認同，不特別強調在地生產，卻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成功轉化為注

重品質治理的另一種本真性。總之，在品質治理的本真性研究，發現台灣茶油產業，朝向二方面發展，

分別為強調國產本土化的優良茶油，以及營養與食安品質為主的二類。 

第三點：發現國內茶油的消費市場，常建立在熟識顧客的網絡，具有生產鏈較短的特性，大多以

直銷的方式，主因是油茶的經濟規模尚小，不需中間盤商來處理；至於有機與產銷認證制度，鑑於國

內的種植與產量過少，多數農民意願並不高。因此，針對上述所遭遇的問題，未來將擴大油茶產銷履

歷以推廣面積，並透過油品評鑑建立產業輔導機制，以提升本土茶油之品質，建立國產茶油的生產溯

源，以增強消費者對於茶油產品的信任感。 

總而言之，為了提升國產茶油的消費，提高農產品的在地行銷，強化產業政策，以開拓其市場的

銷售管道，並保障消費者的健康與權益，所以，農政單位面對油品的食安問題，應當替消費者將品質

把關，監督油品使用的安全，同時提升國產茶油的自給率，以取代部份國外進口油，正是臺灣茶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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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的努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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