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與韓國地方品種保存及推廣實例

國際交流

前　言

自人類進入農耕社會以來，農民持續在進

行保種及品種改良的工作，在作物採收後，會

選擇生長優異的種子來留種，作為下一期種植

使用，經過農民一代接一代的選種、播種栽植

後，會逐漸培育出適應當地氣候及土壤的地方

品種。

然而近代的農業為了穩定糧食供應，商業

育種逐漸取代農民的自行留種。商業育種的作

物品種強調生長快速、產量高等優勢，為了追

逐產量及栽培管理便利，農民逐漸放棄種植地

方品種，因此作物的多樣性及糧食的安全系統

也逐漸出現問題。例如為了適應肥料、農藥和

灌溉等作物的栽培管理，商業育種讓作物品種

單純化，降低了對新病蟲害的抵抗力及因應氣

候變化的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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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地方品種產量不一定高，但保留了適

應地方氣候與土壤的優勢，或者對抗某種病蟲

害的特性。其中原鄉部落由於飲食文化及傳統

祭儀需要，仍保有並使用多樣的地方品種，具

有高度的作物多樣性，在地方農民長期篩選

下，這些品種對於地方風土適應性強，面對全

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事件發生日益頻繁的挑

戰，地方品種的種原成為強化台灣農業韌性及

與永續生產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場近年來積極蒐集及保存原鄉特色作物

的種原，期望協助部落保留及復耕地方品種，

同時透過活動參展或是部落小旅行的方式，向

民眾推廣保種的概念與作法，讓大家認識與支

持部落的特色農產品與傳統農耕文化。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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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場蒐集及保存多樣的原住民特色作物的種原�

 2 warmerwarmer 負責人高橋夫婦 ( 中間與左三 ) 與
辦理「古來種蔬菜」攝影展的攝影師 Janny�Suzuki�

( 右三 )�

 3 �活動場地同時銷售古來種蔬菜及出版品�

 4 �「古來種蔬菜的 100 日食堂」活動教消費者如何料
理及食用�

5 �在新宿伊勢丹百貨公司的專櫃銷售有助於「古來種
蔬菜」的行銷宣傳

提供種子參與全國種子交換會活動，期望進行

部落特色作物種原的分享與交流，促進部落傳

統作物的保存，維持地區作物的多樣性。

對於地方品種的保存，雖然國內農業試驗

場所有完善的種原保存制度，但公家單位種原

保存人力有限，面臨商業品種快速替代地方種

原的現狀，產生極大的挑戰，因此農民保種的

重要性逐漸受到許多國家的重視，積極提倡農

民選種、留種的參與式保種工作。

日本、韓國與台灣的農業發展挑戰相似，

以下介紹幾個日本與韓國可供借鏡的地方品種

保存及推廣實例，看他們如何藉由品牌行銷創

造保種產業價值、透過食農教育推廣地方品種

食材、利用體驗活動帶領消費者到產地認識地

方品種的歷史與文化等方式，進行地方品種保

存及推廣。

保種實例Ⅰ	

日本－以品牌行銷創造保種產業價值

一、推廣「古來種蔬菜」的 warmerwarmer

「古來種蔬菜」是由日本的高橋一也先生

提出的名詞，指的是自古傳下來的蔬菜，也就

是未經科學家或種苗公司改良的地方品種，由

農家代代相傳自家栽種的蔬菜。

他過去曾在 Kihachi和 S Aoyama Main 
Store擔任廚師，對食材有深入的認識，並
愛用有機蔬菜。1998年加入 Natural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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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il Co.，Ltd，為 Natural House採購有
機食品，並進行商店管理、銷售計劃、產品部

門水果和蔬菜採購等工作。長期在日本各產地

採購有機農產品，在拜會農家時常看見自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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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地方品種蔬菜，農民代代留種栽種並僅供

自家使用，種子在適應地區特定的氣候、濕度、

土壤等條件，與市場上的蔬菜不同，具有特別

又濃厚的味道，是他一直想介紹給消費者認識

的食材。

在 2011年 3月東日本大地震後，靠周邊
地區供給蔬菜的東京都明顯感受到新鮮蔬菜供

給不足的問題，促使東京人關心重視農業與糧

食供應問題。高橋先生認為在反污染及重視生

態環境的潮流下，是讓消費者認識「古來種蔬

菜」的契機，因此他辭去公司董事職務，建立

銷售傳統蔬菜品種（固定品種和地方品種）的

平台「warmerwarmer」，與日本各地的農
業生產者合作，藉由「古來種蔬菜」品牌行銷

方式，介紹消費者認識並支持地方品種，進而

讓農民願意持續種植及保種。

warmerwarmer主要以舉辦農夫市集、
活動與講座方式進行「古來種蔬菜」的行銷推

廣，例如在東京都武藏野市吉祥寺本町舉辦

「古來種蔬菜的 100日食堂」活動，以保留
原味的料理方式介紹消費者認識古來種蔬菜滋

味，並透過料理教室教消費者如何料理及食用；

出版刊物「古來種野菜を食べてください」，

並辦理講座活動及接受媒體採訪宣傳推廣理

念。

除網路銷售、宅配蔬菜 箱外，並於新
宿伊勢丹、日本橋三越總店、銀座三越等百

貨公司上架販售，藉由百貨公司的高消費力

及曝光機會，宣傳「古來種蔬菜」，另外

warmerwarmer也製作「love seed」的標
章貼紙，在產品包裝後貼上標章可以讓消費者

知道，這是由農家代代採種流傳下來的地方品

種蔬菜。

二、推廣「江戶東京蔬菜」的東京都農業協

同組合

由於耕地小且耕作地區的限制，加上與商

業品種相比地方品種的產量較低，目前在東京

在地生產的傳統蔬菜數量稀少。因此為了提供

居民在東京生產的農產品，東京都農業協同組

合中央會在 2011年使用「江戶東京蔬菜」品
牌作為市場區隔，以維護由江戶時代開始種植

與食用的東京蔬菜。

所謂的江戶東京蔬菜是指在江戶時代在東

京就有食用的蔬菜種類，這些都是地方品種，

直到 20世紀 50年代中期（1965年左右），
大部分蔬菜種子及幼苗都是農民自行留種，或

者是由附近的苗木經銷商供應。

為界定「江戶東京蔬菜」種類，由東京都

農業部門、農業協同組合、農民代表等組成「江

戶東京蔬菜推進委員會」的會議，根據農業協

同組合的申請通過會議討論確定，目前共登陸

57種作物，農民也意識到保護傳統蔬菜和促
銷東京生產的蔬菜重要性。

為了讓種植江戶東京蔬菜的農民有銷售通

路，並方便東京市民購買，東京都農業協同組

合設立經營的據點設有專櫃銷售，並且清楚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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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貼上「love� seed」標章貼紙的古來種蔬菜在百貨公司銷
售及宣傳

7  由「江戶東京蔬菜推進委員會」的會議界定的「江戶東

京蔬菜」品牌，目前共登陸 57 種作物 (https://

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

8  JA 東京中央的 Framers� Market 超市提供地方品種蔬果

上架販賣空間

9  地方品種蔬果上架時清楚標示產地資訊、食材介紹

10  銷售據點也提供建議料理方式方便消費者認識與購買地

方品種蔬菜

11  地方品種孵出的豆芽受到當地居民喜愛，是合作社的主

力商品

12  合作社以地方品種小麥，開發多項麵粉及麵條商品

示產地資訊、食材使用說明、建議料理方式及

生產農夫介紹等，讓消費者認識與支持在地品

種蔬菜。

保種實例Ⅰ－韓國

除上述介紹的 2個日本藉由品牌行銷創造
保種產業價值實例外，在韓國我們也看到相似

的實例：

一、推廣地方品種的「忠清南道小農合作社」

忠清南道小農合作社成立於 2013年，主
要種植作物為小麥及黃豆，兩者皆是地方品

種，目前栽培型態為豆麥輪作。

據社長的介紹，合作社種植的地方品種屬

矮性小麥，過去在當地普遍種植，然而其口感

及筋性較不符合現今西點所需，因此逐漸失去

市場，也越來越少農民願意種植。隨著近年來

韓國對保種理念的重視，民間興起保種運動，

大家都想再找回在地的作物、品嘗記憶中的食

物風味，使得地方品種小麥及大豆可以再回到

田間種植。

目前合作社生產的主力商品是黃豆芽，與

周邊超市通路合作，在接到訂單後才開始規劃

栽培，因此收入相對穩定，小麥部分除販售原

料外，另外也開發地方品種小麥的麵粉及麵條

等相關產品，以合作社的共同品牌販售，逐漸

增加知名度也有利於一般消費者直接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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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地方品種與小農直銷空間的「順天

local food market」

2014年韓國順天市政府出資成立民間支
持小組，由政府、農民以及一般市民入股，共

同成立順天 local food market，超市設立的
主要目標是恢復在地農業生產、恢復小農耕作

以及家庭人口、強化飲食與在地農業鏈結，提

供許多農村地區少量栽培的地方品種蔬果有上

架販賣的空間，支持農民持續種植及保存地方

品種。

為強化與消費者的連結，在超市的產品販

售架上會展示生產農民的資訊，並且固定在周

末舉辦戶外市集，讓農民有機會接觸消費者介

紹農產品的特色，另外更推動「家族化計畫」，

期望消費者與農民間能夠建立如同家人一般的

情感，強化農民與消費者的溝通及在地農產的

不可取代性。

除販售小農生產的生鮮蔬果外，於 2017
年由政府輔導成立加工中心，提供小農農產品

加工，並以「순純순順순筍」為共同品牌行銷
，以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價值，且為了推動六級

化產業，在超市二樓也設立了餐廳以便推廣當

地農產品。

保種實例Ⅱ：餐桌上的食農教育

在農村的地方品種保存及推廣場域除了農

田之外，餐廳是最方便也最普遍可行的場所，

消費者可以直觀的品嘗及體驗地方品種的特殊

風味，餐廳經營者也可以藉由食農教育及解說

資訊露出，帶領消費者認識地方品種的歷史與

飲食文化，進行地方品種保存及推廣。在日本

靜岡大學研究所農業學教授稻垣榮洋帶領下，

我們也特地前往推廣地方品種的餐廳拜訪，包

括：

一、傳承 300 年雜糧種原的「雜穀料理」

日本靜岡縣濱松市天龍區水窪町的農民石

本靜子，保存 3百多年前就在水窪區當地持續
種植的傳統雜糧種原，並設置採種圃，利用簡

易網室區隔不同品種種原，採種後持續種植。

石本靜子表示，由於種植傳統雜糧的人數

逐漸減少，除了自己家族持續進行栽培外，亦

進行保種推廣及學校的食農教育，將種植技術

教導、傳授給學生及有意種植的農民。

她認為除了地方品種的種原保存外，更令

人憂心的是傳統食材風味、料理方法及飲食文

化的傳承，如果放棄種植及食用地方品種，過

去在家庭一代一代流傳的種子及飲食風味就會

喪失，因此她所種植的地方品種除供應自家食

用外，也提供地方祭典使用，且為了介紹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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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糧給大眾認識，開設餐廳及烹

飪教室推廣傳統雜糧飲食文化。

二、保存傳統蕎麥種原的單品蕎

麥麵料理

靜岡大學調查在靜岡市有超

過 120種地方品種，其中井川區
因祭典文化保存了 60種種原，是
靜岡地區調查保存最多地方品種

的地區，其中有 10種重要的雜糧
品種，目前正積極推廣地方品種

蕎麥。

靜岡市中山間地振興課為了

保存與推廣地方品種種原，與農

民合作進行種原收集、種植及保存，並結合農

事體驗活動、餐廳料理及農村旅遊等方式推

廣，其中位於靜岡市葵區的手作蕎麥麵餐廳，

為響應地方品種蕎麥的保存與推廣，在餐廳中

提供單品蕎麥麵料理及食農教育，消費者可以

在餐廳的解說下認識產地及農民種植地方品種

蕎麥情形，並體驗不同地方品種製成的蕎麥

麵。

結　語

從日本及韓國地方品種的保存及推廣實例

中，可以看到要推動保種工作，除了政府推廣

及農民的努力種植外，更需要從消費者的角度

切入，讓更多消費者認識保種的重要性及價

值，透過消費者支持與選購地方品種農產品，

進而帶動與影響農民的栽培種植意願。另外，

也可善加利用「地方品種」作為地方特色品牌，

成為在農村產業或體驗式經濟中吸引消費者之

重要元素，日本及韓國地方品種保存與農產

業、文化結合之模式，值得保種工作推動參考。

13 �順天 local�food�market 超市提供地方品種蔬果上
架販賣空間

14 �超市的產品販售架上標示生產農民的資訊並介紹在
地農產品的特色

15 �「순純순순順순순筍」為順天地區政府為地方小農設立
的加工品牌

16 �石本靜子農民保存的傳統雜糧種原

17 �由當季地方品種料理的日式餐點

18 �石本靜子 (左 )的孫子石本駿輔 (右 )回鄉持續種
植及推廣地方品種雜糧 (前方 )，目前石本駿輔主

要栽培地方品種馬鈴薯

19 �位於靜岡市葵區的手作蕎麥麵餐廳

20 �手作蕎麥麵餐廳中提供葵區的地方品種蕎麥製成的
蕎麥麵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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