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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1 年开始，ECHO 亚洲和本地合作者一起已经发展和推动了一些种子交流活动。通过与
农民和非政府组织成员交流，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当地重要植物品种、种子储存经验、储存种子
的态度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等一系列问题的更好的领悟。这些活动中最令人激动的部分就是听到成
功的故事！2012 年 11 月在我们第一次的缅甸农业研讨会上，一个来自南部掸邦的组织带来 75 株
恰亚（Chaya）截枝与其他代表分享的时候，我们非常激动，然后成功地把它作为食物和草料作物
介绍到了这些代表的小农业资源中心。他们原来有的存货都来源于一年以前的一个单一截枝，就
是在 ECHO 亚洲两年一度的在清迈的热带农业会议上收到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分享了开展种子交换的方法。用当地语言并由当地农民和研发人员参与
是种子交换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交换的实际过程和信息的捕捉需要提前准备，在一些特殊的村子
也要根据文化和现实情况进行调整
我们建议阅读《种子交流会：发展当地种子交换来支持当前生物多样性》(ECHO 亚洲期刊 i
第 12 期, 2012 年 1 月 ) 这篇文章 （Seed Fairs: Fostering local seed exchange to support regional
biodiversity” (ECHO Asia Notes issue 12, January 2012 )
(http://c.ymcdn.com/sites/www.echocommunity.org/resource/collection/F6FFA3BF-02EF-4FE3-B180F391C063E31A/Seed_Fairs.pdf) 因为它解释了建立当地保持生物多样性的能力和了解当地种子系统
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你以后开展种子交换活动起到帮助。
交换种子需要的基本材料
 有足够的种子和植株等繁殖材料供分享
 把种子分别放在小密封袋中
o 在泰国，我们是从当地药店买小的塑料药袋



o 你可以简单地用报纸、普通纸、纸信封和纸袋代替塑料袋
长期的标记和标签
o 种子包装袋应该用通俗名和学名区分开来（最好是用当地的语言还有英语）

种子交换的协助者需要准备的基础材料
 用白色的大纸或信笺纸列出参加的地区或组织
 剪切簿、钢笔和简单的收集种子信息的数据表格（图 1）
 当地语言的翻译
 准备记录种子信息的人

Figure 1: 种子交换活动中，ECHO 亚洲用于收集种子来源信息双语数据样板.

通过一个少于 100 人的多天会议实施种子交换:
1. 在活动之前，和参与者进行沟通并鼓励他们在活动中带种子和植株等用于增殖的材料来。当
你开始向当地组织宣传这个活动时就应该同时发出需要种子和植株的请求。如果可能，要求

每个组织至少带 500g 种子来与其他参与者分享，同时也要准备一些说明每种品种特征的材料
（例如，大彩色照片，幼苗、视频等。）也要考虑给参加者足够的筹备时间来收集供分享的
种子和植株材料。
2. 确定是否教育和能力建设组件是必需的。文章《种子交流会：发展当地种子交换来支持当前
生物多样性》（EAN 12）（Seed Fairs: Fostering local seed exchange to support regional
biodiversity” (EAN 12)）有一个问题列表帮助你决定是否除了种子交换外其他的议题应该被拿
出来讨论，这些问题包括：
 是否参加者对当地的农作物多样性或农民生产活动的种子供应非常了解？他们了解这
个地区导致农业变化的情况吗？ 他们与商业化种子生产有互动吗？
 你需要把农民、政府机构和农业开发人员分成不同的讨论组吗？
3. 确定种子交换的一些细节参数.
 如果你正在安排一个多天的会议/研讨会，要考虑 1）哪天最合适采集种子信息，2）
是否参加者之间需要讨论，3）怎样组织交换活动（见下文）。你可能需要设定一个接
受进行交换的种子的截止日期。
 考虑谁应该得到种子，是否什么都没有带来分享的参加者也可以得到种子？是否只有
带种子来交换的可以获得？ECHO 亚洲通常会准备一些额外的种子给所有参加者，无论
他们有没有带种子来分享。
 考虑带来的种子数量——可能够也可能不够每一个人分享。每个组织的每一个参加者
都应该获得种子？或者每个组织只用接受一份种子？
4. 会议里实施种子交换的方法。会议进行几天是理想的，因为在正式的交流会之前需要时间向
参加者收集种子信息。你可能需要安排一个人专门负责管理和准备交换环节。要考虑你面临
的时间上的约束是什么，因为准备和交换活动可能比预计的要长。ECHO 亚洲的会议一般都是
3 天日程，我发现以下程序是成功的：
第一天 – 普通注册登记过程以外还
要对参加者带来的种子分别登记。
ECHO 亚洲种子的“登记”是为了
编一个带来会议分享的品种的总清
单，并记录本地品种和种子储存信
息。通常这个过程需要翻译用本地
语言问问题，然后其他人用泰语和
英语记录。我们发现同时进行询问
和翻译，会使种子登记的结果产生
混乱，所以最好是把这些程序分
开。考虑在普通的注册之后登记种
子，或是用会议日程中单独的一天
让翻译和记录者来承担这个任务。



 编辑一个参加者带来的种
子的完整清单。清单内容要包括参加者的名字和带来的是什么种子，在会议期间你还可以
继续记录更多的信息和特征。也可以记录参加者的联系方式，这样有助于以后的联系和未
来的植物评估。
种子登记时，要记录下用于分享的特殊特征。使用一个简单的表（图 1，种子交流会样表
http://www.echocommunity.org/?page=AsiaTech）并用一段时间收集尽可能有效的信息。
ECHO 亚洲往往会借这个机会来采访参加者并问一些当地植物种类和种子系统等有深度的
问题。你可能不需要这么多信息只需要收集你需要的就行。
种子的来源






这些种子最初是来源于哪个村/市/省/地区？
这些种子是由 NGO/政府组织/农民/其他项目生产的？
这些种子是由种子生产者培养的吗？
有其他补充信息吗？

繁殖，使用，和特征
 种子生产者如何繁殖这种植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
 你喜欢在一年里的什么时间种这种种子？
 你喜欢吃这种植物的什么部分？什么时间你收获食用部分？你怎么烹饪这
些食用部分？
 你会把这种植物的某个部分喂给动物吗？哪个部分？
 这个植物会用于建筑、燃料、复合农林业等吗？
 使用这种植物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俗？
 有没有类似的你喜欢种或吃的植物？
 描述这种植物特殊的性质：是否是灌木生的、蔓生、抗旱、有荚和种子颜
色等等。
 这种植物/品种是否面临任何特别的问题？
生产和收获
 近几个季节这种植物的生长情况？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术收获种子？
第 2 天 – 准备用于交换的种子和植株。参加者可能带
来的种子是屯量的，然后需要分成小份并用重复密封
袋装好。像豆这样的种子，每带装 10-20 颗。一些更
小的种子像苋菜或绿芥菜的，用更小的袋子装 1 汤
勺。登记过程完成后准备稍后的种子提交。装种子的
袋子应该用通俗的品种名标记清楚。
 交换活动之外，决定是否提供时间给各小组售
卖秧苗或量大的种子。我们的建议是把各组在
会议现场售产品作为一项会议日程，把它安置
在靠近会议地点的一个设定好的区域。在公告
时间给每组代表 5 分钟时间介绍他们的产品。
每个组有责任提供收据和找零。在我们的经验
里，允许售卖种子或植株不会影响主要的种子
交换活动。
第三天 – 组织种子实际交换：整个过程持续 45 到 60
分钟。每个组织有 5-10 分钟介绍他们的
种子并说出他们的分享理由。展示真实的
幼苗，对于不太为人所知的作物品种要展
示大号的彩色照片，并在相关的讨论中说
明种植、收获和使用的方法。准备一些种
子的简要说明也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
为保持交换过程按时间运转，准备一个计
时器是非常重要的。介绍之后，交换活动
通常是在 15-30 分钟内完成。然而，交换
采用什么形式还是取决于有多少参与者。

对于人数在 40 或者以下，参加者可以全部聚在
摆放种子袋的桌子周围，取他们想要的种子
对于人数在 100 或以下，最有效的办法是一次
叫一组取有限的种子（一组一包）或某个设定
数量。带种子来交换的参加者有优先选择种子
的权利。种子的名字应该清楚地标记并整齐地
展示在桌子上或地上。
像我们两年一度超过 100 个参加者的会议，就
要求更讲究方式方法的过程。我们鼓励参加者
提前预订种子并在会议期间专门安排一组人管
理种子的分发。

5. 会议结束后，再次检查收集的种子和信息
并总结这次的交换活动。是否参与者能很
好地接受交换活动和讨论活动？整个活动
的管理如何？是否收集到了足够的种子信息？以后的活动应该有什么改进？正在该地区活动
的组织可以继续跟进在交换中遇到的关心的问题。ECHO 亚洲也收集了所有会议中带来的种子
样本并把它们带到我们的种子银行用设备对未来的使用进行评估。如果你的组织也有种子银
行，你可能也想收集所有种子样本用于未来的传播。
把种子交换作为单一事件开展
种子交换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事件开展，而不是包含几天日程的活动。最大的挑战是：是
否能有效管理时间，是否有足够的翻译和记录人员，和是否有明确的任务分工让活动顺利进行。
1. 活动之前指定和安排好明确的任务分工。如果不考虑以下这些角色，活动将会很混乱：
 几个翻译和记录的人员，负责注册和收集种子信息。考虑 5 到 7 人的一组要配备一套
翻译/记录者，一组用不超过 10 分钟的时间收集信息。
 需要几个引领到注册地点的人，特别是参加者比较多的情况。
 需要几个人在农民到达后尽快把重复密封袋分发给他们，并帮助农民把他们的种子分
成小份，他们需要清楚地指导农民每个袋子里装足够的种子（根据种子大小，例如一
个袋子里需要装至少 10 到 20 粒豆种，或 1 汤勺芥菜种）。这个过程应该和注册活动
分开以使其高效运转并避免围观人太多。
 在活动之后一个人需要编制一个所有种子信息的大列表并做简短标注。
 如果必要，还需要一些人管理参加者的食物和饮品。我们发现在极端炎热的天气下，
提供提神的茶点能帮助人们在交换时保持幽默感！把食物和饮品包含在整个事件的预
算中，并提前组织当地你的关系网。
2. 编制包含一个每个活动的时间安排表，并在活动开始的那天宣布。我们发现如果开始的注册
过程用了太长时间，一些农民会失去兴趣并消失掉。单一一天的活动，我们在早上 8 点开始
下午 3 点结束，包含了午餐休息。以下是一个我们通常如何使用一天的分解步骤：
 注册、信息采集和把种子分装成小袋 – 60 到 120 分钟
 偶尔，必要的训练和指导环节 – 45 到 60 分钟
 介绍和描述用于交换的种子 - 60 到 90 分钟
 实际种子交换 – 30 到 60 分钟
 交换后的分组简要总结 – 30 分钟
 茶歇 – 15 分钟；午餐时间 —30 到 45 分钟

结束语
我们想要听到你的声音！请发给我们你关于成功的种子
交换活动的故事或是不是特别超过的活动的经验。我们
也想知道这个指导文章有帮助与否。请发邮件给我们
echoasia@echone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