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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產地消看東部有機樂活廊道輔導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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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農業推廣課副研究員兼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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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農產品地產地消的觀念 早起源於美國洛杉磯，受 1934 年經濟大蕭條衝擊，

農民自己訂價、直接販售鄰近民眾，而地產地消在當時係指地區所生產的農產品，

於該地區消費之意。近年來則被應用到促進農產品銷售及振興農村發展等方面，

在日本全國廣泛被推廣；同時結合了綠色旅遊的發展，將當地農業體驗活動融入

當地農產品特色，並與教育結合，達到文化傳承及確保農業價值的效果。農委會

推動地產地消理念係為因應消費者重視食品的安全、品質及進口農產品逐漸增加、

國內農產品價格低迷等問題，打破傳統以生產者為中心的農產品產銷模式，透過

意識改革，轉型為重視飲食、健康及生活，由生產者將農產品直接銷售給消費者，

開拓多元行銷管道的產銷模式。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自 1994 年的第一塊有機田開始，即致力於有機農業之研

究與輔導，經過 20 多年的努力，一路從有機技術建置、有機產業規劃、有機村

發展、有機群聚推動、有機廊道輔導等，將有機農業從一級的生產，帶領朝向二、

三級有機產業的發展，奠定有機農業六級化產業發展之基礎。未來本場將在有機

生產、生活、生態的輔導架構下，透過社區凝聚共識，將在地有機農業產業結合，

發展環境教育、食農教育、慢食慢活及綠色旅遊，成為有機之地產地消輔導策略，

以實踐有機農業得以在地生產在地消費之理念。 

 

關鍵詞：地產地消、有機農業、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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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農產品地產地消的觀念 早起源於美國洛杉磯，受 1934 年經濟大蕭條衝擊，

農民自己訂價、直接販售鄰近民眾。而「地產地消」係指地區所生產的農產品，

於該地區消費之意。 

日本農林水產省在 1981 年提出的地產地消口號與施政目標，剛開始是為了

改善國民飲食生活而被提出。而近年來在日本政府的政策推廣與消費者的認同，

在日本國內有 2 千多處的地產地消的農產品通路，以及 1/3 蔬果量由農民市集輸

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農糧署] 2010)。 

近年來則被應用到促進農產品銷售及振興農村發展等方面，在日本全國廣泛

被推廣，同時結合了綠色旅遊的發展。將當地農業體驗活動融入當地農產品特色，

並與教育結合，達到文化傳承及確保農業價值的效果(顏等 2011)。 

以「地產地消」精神及「新鮮、安全、安心、環保」為核心競爭力之「農民

市場」（Farmers Market）或「直銷中心」（或直銷站）之作法，在日本已推行約

20 年，實施成果卓著堪稱在 WTO 架構下，小農國家對抗紐澳、美加、EU 及其

他農業生產成本低廉國家之有效模式之一(農糧署 2010)。 

陳(2012)則認為「地產地消」運動係為因應消費者重視食品的安全、品質及

進口農產品逐漸增加、國內農產品價格低迷等問題。打破傳統以生產者為中心的

農產品產銷模式，透過意識改革，轉型為重視「飲食」、「健康」及「生活」，由

生產者將農產品直接銷售給消費者，開拓多元行銷管道的產銷模式。 

地產地消農產品消費新觀念 
陳(2013)在地產地消-農產品消費新觀念中，亦提出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措施與

施政方向，包括推動背景、地產地消特色、地產地消之關鍵角色與觀念建立、政

府在地產地消之推動方式及相關政策推動等具體施政方向與推動作法，與消費者

對地產地消認知相近。 

1.在推動背景方面：面對國外貿易自由化、全球化反思、生態環保意識等，以及

國內因應貿易自由化、環保意識、人親土親情懷等，推行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有

其必要性。 

2.在地產地消特色方面：則針對保存在地特色產品、產品新鮮、增加文化認同、

節能減碳、降低食品安全的疑慮、促進在地經濟發展等 6 大特色提出說明。 

(1)保存在地特色產品：董(2008)認為「農夫市集」是一種「以小農為主，於固定

時間在固定地點舉行，由農民親自販售農產品的行銷經營組織」，更強調其特色

為產品新鮮自然、少量多樣化、在地生產、消費者可和農民直接對話、減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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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商介入等。地產地消的農產品應保有在地生產少量多樣特色，如能讓消費者

建立地域性及固定消費模式，即能產生固定客群，增加農民收益。 

(2)產品新鮮：農糧署(2010)調查發現，以「地產地消」精神及「新鮮、安全、安

心、環保」為核心競爭力之「農民市場」（Farmers Market）或「直銷中心」（或

直銷站）之作法，在日本已推行約 20 年，實施成果卓著。地產地消核心競爭力

為新鮮，更為農產品之安全與安心，因此在推動地產地消政策時，更要針對生

產者、消費者以及產業鏈強調此核心價值。 

(3)增加文化認同：顏等(2011)發現，地產地消近年來則被應用到促進農產品銷售

及振興農村發展等方面，在日本全國廣泛被推廣，同時結合了綠色旅遊的發展。

將當地農業體驗活動融入當地農產品特色，並與教育結合，達到文化傳承及確

保農業價值的效果。因此，如何增加農業與文化結合與認同，是未來推動地產

地消政策時，相當重要的思維與認知，若能結合農業與文創，更能發展出不同

之農產業風貌。 

(4)節能減碳：農糧署(2010)也指出，政府推動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目的，旨在改

善國人飲食結構，減少對進口產品需求，將「鮮享在地」觀念導入國人膳食習

慣，強調國產新鮮、安全、具營養健康機能等優勢，配合食材、飲食、調理等

教育推廣，鼓勵國人多消費國產農產品，並配合新興通路，媒合供應單位及物

流建立長期合作體系，提供消費者多元選購機會，期能縮短食物里程、維護國

人食的安全及健康，並兼顧照顧農民生計及產業發展。 

(5)降低食品安全的疑慮：楊(2010)研究指出消費者能在互動的過程中，認識並了

解生產者，而生產者也能將自己的操作模式與生產理念傳達給消費者了解。而

且相關活動的舉辦與參與，親身的感受與接觸農業生產，建立更加穩固的信任

關係。因此，讓消費者感同身受，接受安全的生產模式，建立對生產者的信認，

是地產地消的重要特色與成功關鍵因素。 

(6)促進在地經濟發展：鄭(2010)認為以農夫市集為中心，逐漸形成了一套獨特農

業聯結網絡，促使許多關心農業議題的社會人士聚集到此處，並開啟不同領域

對話可能性。農夫市集作為另類農業產銷體系的一環，應朝向在地聯結，發展

在地特色，並積極建立農夫市集聯盟，增加市集與市集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整

合農夫市集的資源與人力，做更有效的運用，方可在主流產銷體系下殺出生路，

並朝向永續經營。因此，地產地消除可增加農民實質收益外，更可以結合農業

聯結網絡，促進在地經濟發展。 

3.在地產地消之關鍵角色與觀念建立：則針對生產者、通路(企業、通路商、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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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消費者等 3 大關鍵角色，建立對地產地消的觀念與政策推廣。 

(1)生產者：鄭(2010)發現農夫市集不僅幫助小農增加收入，也擴展了小農的人際

網絡，更因為消費者的回饋，小農開始察覺自己的社會責任，多了自信與對自

身的期許。因此，在推動地產地消政策時，應針對有意願參與之農民，進行更

專業之訓練，以提升其本職學能。 

(2)通路(企業、通路商、網路等)：游(2012)在有機行銷通路（有機專賣店和農夫

市集）消費者，實證研究結果發現，知覺利益及知覺成本對於知覺價值有顯著

影響，知覺價值會進而影響滿意與信任。而消費者滿意，也會對通路業者產生

信任進而達到承諾之效果，而消費者承諾後則對通路業者會有惠顧意圖之行為

產生。因此，產業鏈中之通路的角色，扮演者生產者與消費者之橋樑，正確的

資訊則傳遞著重要且正向的訊息交流。 

(3)消費者：徐(2011)研究結果發現，248 農學市集是由一群具有相同的理念的生

產者所建立而成的市集，市集作為推廣在地小農理念、價值觀及農產品的平台，

讓生產者與消費者面對面溝通，提供消費者無毒、安全的食物外，並教育消費

者對食物多元的了解。一方面以消費支持友善的種植方式間接友善環境，並支

持生產者的理念與價值觀，同時也拉近都市與鄉村的連結，加深人、食物與土

地之間的關係。農夫市集的發展協助農友拓展多元的合作機會，改變生產者的

角色，建立比有機認證更有保障的信任關係。 

4.在政府在地產地消之推動方式：要讓消費者正確瞭解標章制度的辨識、強化地

產地消推廣與行銷、加強地產地消之法規與管理等推動工作，要以消費者的角

度思維，並以更親民與友善的方式，讓消費者願意參與，共同支持地產地消理

念。 

(1)在標章辨識方面：政府應積極推動驗證標章、追溯標章、地理標章以及品牌建

立的業務。 

(2)在地產地產地消的推廣與行銷：應積極推動農夫市集、超市(企業)專櫃等行銷

業務，與消費者密切互動，並結合媒體、網路等，利用故事化、特色化、在地

化等文創發想，建立新穎的地產地消產業。 

(3)應積極推動地產地消之配套法規與管理機制，諸如地產地消農產品冷藏與冷

凍之區別、農產品成分含量分析，以及國內農產品之檢驗管理(外觀、DNA 檢

驗、微量元素檢驗等)，讓本國農產品在相關配套機制中，能突顯與強化其優異

性，進而讓消費者親睞與支持。 

5.在相關政策推動方面：政府應持續推動對地產地消友善之政策，包括活化休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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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藍海經濟策略、有機農業、農產品追溯系統、休閒農業、本土機能性產

品等，除提供更優質的在地農特品外，更應該與消費者共同攜手支持在地生產

在地消費之理念，打破傳統以生產者為中心的農產品產銷模式，透過意識改革，

轉型為重視「飲食」、「健康」及「生活」，由生產者將農產品直接銷售給消費者，

開拓多元行銷管道的產銷模式。 

有機村發展歷程 
本場發展「有機村」已行之有年，對於「有機村」一詞，乃結合「生產、生

活、生態」之理念與作法，生產自然安全之有機農產品，運用在地的自然景觀、

人文社會及產業文化，轉型發展為具休閒功能的有機村，以展現地方特色，活絡

地方經濟，為地方創造就業機會(林 2004)。尤其有機栽培必須發展為群體性、區

域性與栽培法有地域上之區隔，及有形與無形的價值區隔(林 2004；沈等 2008)。

因此，有機村之推動具有推動範圍、執行組織與社區共識之意涵。推動範圍以尋

找具區隔地理空間
註
及具有獨立水源為主，推展有機栽培，形成「有機村」(沈等 

2008)。執行組織以村、社區、聚落等組織，以「有機」產業為共識，包含有機推

動委員會、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共同規劃及推動各項農業生產作業，使生產、

生活、生態全面採行有機化，在合理可行的生產技術支持下確保村民的收獲，重

視農業生產外也必須注重村民生活的有機化(林 2004；陳等 2005；沈等 2008；

吳 2012)，發展結合一、二、三級產業的六級產業，落實三生一體的有機村。以

社區的觀點認為，透過政府投入資源，政策由上而下，獲得居民認知與認同，輔

導並協助教育、訓練居民成長，讓居民自覺自發性的表達並認同社區參與的共同

目標，願意投入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資源，使得產業發展提升(陳、陳 2012)。 

國內自各改良場發展有機農業以來，本場即參與其中，1994 年起著手投入

擴大、推廣、發展新興作物與改進有機農業的栽培技術，於花蓮學田設置東部第

一塊有機水稻田共 1 公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花蓮農改場] 

1994)。1996 年開始於轄區內進行有機水稻栽培試作，執行適合品種比較試驗(花

                                                       
註：具區隔地理空間，此概念接近里山倡議之概念，里山倡議指的是環繞在村

落週圍的山、林和草原，包含社區、森林、農業的混合地景，除了農業生產外

還提供動植物多樣化的棲地(趙  2011)。在有機村中，具區隔地理空間乃為避免

推動大區塊有機栽培時，受鄰田汙染，因此選擇具區隔地理空間，以羅山村與

行健村為例，羅山村三面環山，螺仔溪是該村唯一的水源，且未有具汙染性之

產業進駐，實為為獨立且乾淨之區域；行健村南北分別有安農溪和其支流行健

溪為界，形成天然之隔離帶。本場在推展的四個重點區皆以區隔地理空間之要

點進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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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農改場 1996)。1997 年時進行有機產銷班經營管理輔導(花蓮農改場 1997)，

轄區有機耕作面積達 109.4 公頃(謝 2010)。1999 年本場辦理水稻有機栽培進階

班等課程，提升農民有機栽培技術(花蓮農改場 2000)。 

隨著有機栽培技術之進步，有機農業之發展常有受鄰田汙染的疑慮，在大面

積栽培下才能必免此疑慮，因此開始規劃尋找具有獨立水源之區塊，推展有機栽

培，形成東部地區「有機村」(沈等 2008)。在 2000 年本場開始進行轄區有機村

的規劃及評估，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村具獨立水源，而富里鄉已有些許有機栽培基

礎，極具發展潛力遂被選定納入發展有機村，將有機栽培理念廣為推行。2003 年

時有機村的發展便以三生一體為目標及理念，即結合生產、生活、生態，提出「花

蓮縣富里鄉羅山有機農業村發展規劃」，規劃短、中、長期之目標，以短期之發

展、中程之落實和長期之產業加級行銷，使有機村的概念在羅山得以落實發展。 

在規劃中認為有機村發展首要工作為取得村民共識，並積極調整耕作方式

(花蓮農改場 2003)。因此，在有機村發展期係以組織強化組織運作為發展核心。

在 2004 年時，成立「有機推動委員會」，依生產、生活、生態解說及秘書等工作

進行分工，成為全國第一個有機示範村(陳等 2005)；另為了強化有機村未來發展

的深度與廣度，於 2005 年辦理「羅山有機村有機及休閒產業前導組群體驗營」，

作為羅山村改善之依據，希冀可以吸引更多消費者前來觀光(花蓮農改場 2005)。 

2006 年為擴大有機農業之發展，以羅山有機村的建構與輔導模式為基礎架

構，輔導羅山鄰近村落竹田村、石牌村、永豐村及豐南村等，發展有機產業群聚

(陳 2010；吳 2011)。其發展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在於有機產業之持續擴大，

加強有機農業技術研究與推廣，提升對有機農業之驗證與產銷制度的認知，擴大

有機村周邊有機產業之栽種面積，同時加強農民對有機產業之信心。第二階段為

有機產業群聚的正式評估與發展，導入 M. E. Porter 產業群聚之概念。透過產業

群聚的效果，讓產業之間彼此產生互補、良性競爭的優點，使農戶獲得較佳的溝

通機制、知識流通及拓展耕作技術，有助於有機農業的發展與農產品品質提升(麥

可 2001)。本場將三生一體之架構融入產業群聚概念中，使有機村從單一的村落

進而發展成全國第一個富麗有機樂活聚落。 

2010 年為發展東部農業永續經營，讓有機聚落概念昇華，以廊道的全面發

展為概念藍圖。串聯宜蘭與花蓮兩區休閒農業及有機村，包含宜蘭縣三星鄉行健

有機村、花蓮縣壽豐鄉東華有機專區、花蓮縣光復鄉大豐大富有機生態村及花蓮

縣富里鄉富麗有機樂活聚落等 4 區塊，形成東部有機休閒樂活廊道(宋 2011；楊

等 2012)。發展有機廊道各村之意象，依據在地資源、社區人文、觀光休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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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等，分為聚落型及基地型兼教育型有機休閒產業，強化與整合各區塊之休閒

資源及有機農業的發展(宋 2011)。本場發展以環境教育、食農教育、慢食慢活及

綠色旅遊等四大輔導策略，期以四大輔導策略串聯三生，發展結合有機農業與休

閒產業的東部綠色旅遊。 

從 初有機栽培技術的推展，接著進行羅山有機村的規劃，發展有機聚落，

再形成有機廊道，除了產、官、學界對有機農業政策的大力推動外，本場在其間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推手，在發展過程中投入相當的人力及心血。將本場有機村

發展之計畫為核心，回顧有機村之發展、執行重點及成果，將計畫執行與發展歷

程依階段性目標區分為五個時期，分別為有機技術建置期、有機產業規劃期、有

機村發展期、有機群聚發展期及有機廊道發展期(圖一)。 

 
圖一、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推動東部有機休閒樂活廊道及執行相關計畫發展歷

程。(整理自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年報；羅，2006；金，2008；廖，

2008；謝，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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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有機產業與休閒樂活廊道之

建構(宜蘭、花蓮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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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廊道發展策略 
在歷經 21 年有機農業的推廣，本場在政策面與輔導面有許多不同的轉型與

轉變。自農業技術之導入，以點狀的輔導到集村式的經營，再導入產業群聚的觀

點發展有機聚落，然後轉型拓展有機廊道。有機村的設置與建構需考量許多不同

構面之影響，諸如在地地質、景觀、自然資源、產業、社會結構、歷史文化等因

素，在選擇有機村時，以農業發展為優先進行考量。 

有機廊道的發展與建置需要相當多的人力、物力，輔導過程皆以三生為核心

主軸，由點到面之方式拓展有機農業，將轄區有機村串連。發展過程有三大重要

轉捩點，分別為有機農業技術之投入、人力組織整合、結合地產地消之有機村，

讓有機廊道成為跨足一、二、三級產業的六級產業。有機農業技術之投入讓有機

栽培產量提升，減少農事成本，本場亦投入產銷相關輔導，為轄區有機農業帶來

新的契機，強化農民對有機農業之信心，為日後發展大面積有機農業發展奠下深

厚之基礎。人力組織整合是有機村發展成功的關鍵，為歷程中重大轉變，從組織

有機推動委員會，推動集村式的有機農業，成為兼顧生產、生活、生態的有機村。

從羅山村的成功推展，有機村到有機廊道各時期之發展，皆以資源盤點、凝聚共

識、產業推廣的模式進行規劃與輔導轉型。發展結合地產地消之有機村，將農村

休閒體驗活動融入當地農產品特色，結合生態維護功能，進行大規模有機栽培環

境建構，兼顧環境友善、農業生產與農民生計，搭配環境教育與食農教育，達到

文化傳承與確保農業價值。 

發展策略的演進依序為有機推廣、調查評估、組織強化運作、產業擴大發展

及生活輔導強化等五大階段性策略(圖二)。有機技術建置期乃透過栽培技術帶動

產業，透過多元作物之研究、栽培技術、經營管理等輔導策略，有效降低成本，

增加產值，強化農民從事有機農業之意願。在有機產業規劃期中以調查評估為策

略重點，以全面性調查進行資源盤點，明確瞭解在地的社會結構、人文資源、農

業資源及自然資源等，規劃羅山有機村短、中、長期發展目標(花蓮農改場 2003)。 

有機村發展期以組織強化運作為目標，凝聚在地共識，將在地組織進行轉型

與整合，組織羅山有機推動委員會，透過經營管理教育訓練與共識營活動，強化

農業經營企業化之理念與經營事業之籌劃能力，由委員會核心人員共同討論訂定

羅山有機村發展願景與各項推動業務，促使組織宗旨及目標更加明確，組織向心

力更加凝聚(沈、林 2007)；另以生產面輔導為短期工作重點，設置羅山第一塊有

機示範田，推動擴大有機生產面積、作物多元發展、有機驗證、產銷履歷推動及

發展標準作業程序等(林 2004；劉、沈 2006；沈等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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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群聚發展期以產業擴大發展為其重點，導入 Porter 產業群聚之概念(陳 

2008；謝 2010)，除擴大產業外，工作重點在發展生產、生活及生態不同面向輔

導。生產面持續推動有機村發展之業務，輔導開發地方伴手禮，提升農產品附加

價值；生活面與生態面辦理有機生活教育訓練，開發農村體驗活動，透過有機農

村市集的慶典活動結合，將有機產業提升形成產業鏈，創造產品附加價值(花蓮

農改場 2008；花蓮農改場 2009；陳 2010；吳 2011)。 

由於有機村的發展日漸完善，且有機栽培技術成熟，故在有機樂活廊道時期，

以生活輔導強化為策略目標，地產地消為輔導重點，積極發展環境教育、食農教

育、慢活慢城及綠色旅遊(宋 2011)，辦理環境教育、綠色旅遊等研習活動時，以

三生為核心架構輔導推廣地產地消，以期民眾重新體會土地價值，帶動相關產業

活動。 

 
圖二、東部有機休閒樂活廊道發展策略架構。(參考劉、沈 2006；劉等 2007) 

未來願景與定位 
本場發展有機廊道是以三生一體的架構為基礎，結合綠色旅遊發展，推動地

產地消概念。地產地消簡單來說，就是在地生產、在地消費，透過農村休閒體驗

的方式，融入當地農業生產、農村文化，搭配環境教育與食農教育，達到在地消

費的效果。為了推動地產地消概念，本場將有機生產、生活、生態為輔導架構。

透過農村休閒體驗，凝聚社區共識，將在地生活與生產經驗結合，發展農村休閒

體驗活動；並將在地三生結合，發展環境教育、食農教育、慢食慢活及綠色旅遊，

成為地產地消四大輔導策略(圖三)： 

1.環境教育：發展有機農田之環境教育活動，鼓勵人們走入田間，透過具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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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深刻瞭解食物生產、環境生態、營養健康等議題，並發展田間體驗活動，使

人們感受勞動的意義與學習珍惜食物。 

2.食農教育：系統性發展健康與安全之食育相關活動，確保飲食安全，瞭解食物

來源及食物里程，推展地產地消之概念，鼓勵消費者支持有機農產品，以維護

土地健康與避免環境破壞。 

3.慢食慢活：朝慢食、慢活、慢城方向發展，保存地方的農業、文化、藝術、餐

食，並透過整體規劃與精心設計後，提供給遊客仔細品味之服務與方式，創造

更健康的環境，讓消費者意識緩慢步調的生活價值。 

4.綠色旅遊：發展有機廊道綠色旅遊概念，以及對環境影響 小的旅遊形態，實

際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確實品味有機廊道的自然生態與人文之美的遊程體驗，

透過食、住、行、育、樂、購等產業之聯結，建構東部綠色旅遊產業網。 

在未來輔導工作將以地產地消為主軸，活絡串聯東部各區有機產業，強化各區有

機栽培技術，協助有機村擴大有機經營面積，推動地方特色的農產業，結合地

方人文休閒，帶動觀光產業，促進地方經濟及有機農業發展。未來有機村將整

合地方資源，利用田園、自然景觀之優勢，結合觀光、生態、環保、文化及有

機生產，將休閒農業轉型加值；再配合教育、心靈、健康功能旅遊，結合地方

產業特色，發展田園料理與農產品加工，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及增加村民收入，

提供遊客身心靈整體健康之另類體驗。 
 

 
圖三、東部有機樂活廊道發展地產地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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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政府推動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目的，旨在改善國人飲食結構，減少對進口產

品需求，將「鮮享在地」觀念導入國人膳食習慣。強調國產新鮮、安全、具營養

健康機能等優勢，配合食材、飲食、調理等教育推廣，鼓勵國人多消費國產農產

品。並配合新興通路，媒合供應單位及物流建立長期合作體系，提供消費者多元

選購機會，期能縮短食物里程、維護國人食的安全及健康，並兼顧照顧農民生計

及產業發展。 

直接向農夫買，並非是全新的供應通路，自古以來就有所謂的「趕集」，希

望臺灣未來的農夫市集，可以透過政府及民間的共同努力，提供一個體現在地化

的農產品銷售模式。消費者透過直接向生產者購買的過程，確認農產品安全、建

立信任感管道。讓農民可藉由農夫市集直接將自產的農產品賣給消費者，賺取比

經由一般市場機制為佳的利潤，消費者亦可透過親自選購在地農產品來確保食物

的安全。 

農產業不僅只是單一生產端的經營模式，如何開創農產品加工產業(農會百

大精品、農業伴手、農業精品)、發展農村美食(田媽媽)、推動農業旅遊、農村再

生結合在地產業等，積極發展臺灣六級農業，將地產地消的餅做大，並希冀經由

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直接接觸，強化社群人際關係，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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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ocal production for local consumption originated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S.A., by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34, farmers started 

to price their own ago-foods and sell them to the neighboring people, the local 

production for local consumption means on-site ago-food should be consumed 

in the same region. In recently, the concept was promoted widely in Japan, and 

be used on ago-foods sell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tc, not only combined green 

tourism, but also education, and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experience to local 

agricultural souvenir,  to achieve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e and to ensure that 

agricultural valu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COA) promotes the concept of local 

production for local consumption because of consumers stress on food safety, 

quality and to deal with problems about imported ago-foods are increasing 

gradually, domestic ago-foods price are getting lower and so on,  Break the  

traditional agro-food marketing model which takes producers as center, through 

conscious mortification transform to emphasize diet, health and life. The agro-

foods will be sold from producers to consumers directly, and establish a multi-

marketing method.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HDARES) 

focus on research and counseling of organic agriculture since the first organic 

farm started in 1994, after 20 years of effort, from the organic techniques, 

organic industrial planning, organic village development, organic critical mass 

promotion to organic corridor counseling, guide organic agriculture from 

industry of primary to secondary and tertiary, and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org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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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to sixth industrialization. HDAIS is going to combine communities’ 

consensus, the local organic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o develop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od and agricultural education, slow food & slow life and green 

tourism under the counseling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y, local 

production for local consumption will be a strategy to practice the idea of 

organic agriculture.  

 

Keywords: local production for local consumption, organic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