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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CA名稱的意涵

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三要素：產業、精神、文化，

要同等重視，也要世界各國共同來促進。

OISCA International 憲章第3條載明：

本機構的世界觀，是以藍、紅、水色、黃色和黑色等五種顏色構

成的標章，象徵著天（空）、火、水、地（大地）四要素，要在

一切生命之源的宇宙（黑色）間調和互動，使人類和萬物生生不

息、永續發展。

O rganization   機構

I ndus t r i a l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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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廣結善緣的平台O I S CA
文/陳炯松

接任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

（OISCA）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一職，

完全不在我的生涯規劃之中。只因為大

家所敬愛的許教授文富先生盛情相邀，

多年前有幸加入這個當時我還很好奇的

團體，忝為常務理事，追隨諸多先進，

略盡棉薄之力。今年八月六日，莫拉克

颱風來襲的前夕，本會第十三屆第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中，同樣是在許前理事

長文富先生的鼓勵和付託之下，我接下

了理事長的棒子。同一時間，全體理監

事也一致敦請許文富先生為本會榮譽理

事長，繼續來帶領我們。

俗語說：做什麼就要像什麼，角

色的認知和角色的學習當然不在話下。

所以，這一段時間，我先是拜讀了許教

授親自撰寫的「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

會（O I S C A）中華民國總會簡介」和

「O I S C A的中文涵義詮釋」這兩篇文

章，也參閱本會歷年來許多文獻資料，

才更加明白原來這個團體，不但大有來

頭，也曾風光一時。如何繼往開來，將

是我們無可旁貸的責任。

總部設在日本東京的OISCA，創立

於1961年10月。現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

（NGO）之一員，具有聯合國經濟社會

委員會第一類顧問及聯合國公共新聞局

顧問之地位；同時也是美國華府世界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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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與非政府組織委員會之委員和瑞士日

內瓦志工機構國際委員會成員之一。歷

年來，其所推動之國際活動深獲好評，

曾多次獲得聯合國之嘉獎，1993年6月，

更獲頒「地球維護獎」之殊勳。近年

來，在愛護地球的主軸之下，致力推動

環境保護、植樹綠化、農村開發和人才

育成等實務。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有執行

力的全球性志工奉獻團體。

OISCA中華民國總會成立於62年1

月，中日斷交之後的第四個月。隨即負

起中日兩國交流橋樑的重任。36年來，

隨著時移勢易，運作的模式和發揮的功

能雖不斷有所調整，然而，「和國際接

軌」與「前瞻的視野」則是始終如一。

其間，世界總部中野與之助總裁多次率

團來台作親善訪問，由本會連繫安排晉

見我國元首，拜訪部會首長，對維繫兩

國民間交流和產業互動，居功至偉；第

二任總裁中野良子、副總裁中野利弘，

珍惜兩國情誼，持續多次造訪，關注有

加，都令我們感念不已。

當我進一步瞭解到OISCA宗旨，在

促進產業發展之同時更重視文化傳承和

宏揚宇宙大自然和人類的基本精神，其

宏觀務實的規劃和行動，證諸我長年以

來參與或從事諸多社會公益和文教等活

動的起心動念和實際作為，其實是完全

契合的。有道是：「為善最樂」，樂在

其中的我，懇切盼望所有關心我、支持

我的朋友，也都能一起來加入OISCA這

個全球性的志工行列。把OISCA當作廣

結善緣的平台，為我們的地球、為我們

的家園，也為我們更美好的生態環境，

共同來盡一份善心，結一份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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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繼98年7月24日在第13

屆第1次會員大會中選出第13屆

理事21人、候補理事7人及監事

7人、候補監事1人。嗣於8月6

日召開第13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就21位理事中選出第13屆

常務理事7人，選舉結果由陳炯

松、許文富、吳建和、陳國盛、

劉清榕、洪帛梧、郭玉麒等七位理事當選為常務理事。接著由全體理事在7位常

務理事中選舉陳炯松常務理事為本會第13屆理事長；7位監事也選出陳國尊監事

連任第13屆常務監事。會中陳炯松理事長提名林榮彬先生擔任本會第13屆秘書

長，經決議通過。

這一次的理監事聯席會議另一項重要決議是：與會理監事一致同意將本

會會址遷至台北市延吉街171號6樓，借用財團法人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部分

辦公場所，並在5樓設置OISCA資料室。聯絡電話為：（02）2741–1616（總

機），傳真電話為：（02）2775-1265。

上項會員大會紀錄及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已報奉內政部98年9月9日以

台內社字第0980158862號函復：「97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

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等資料，同意備查」，並核發陳理事長炯松當選

證明書乙紙。至於會址變更案，也另行報奉內政部98年9月15日以台內社字第

0980174308號函同意備查，各在案。

一、本會第13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定事項

會務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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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CA世界總部2009年國際理事會原訂於十月一日至六日在日本東京召

開，本會陳理事長炯松、許榮譽理事長文富原已接獲正式邀請函，並提出本會

將在會中報告的書面資料；本會林秘書長榮彬亦獲邀以觀察員身分，將自費與

會。但以日本政府有鑑於H1N1流感將在十月間再度進入高峰期，要求國內大型

集會活動應儘量避免，OISCA總部乃緊急電知各會員國，取消2009年國際理事

會。隨後並已正式致函表達歉意。原已安排在會中提出的相關資料，則將另行

寄送各會員國總部。

本會第13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結束後，多位理監事紛紛來電，對本會

今後會務開展，表達高度關切之意。黃理事智信更主動聯繫吳常務理事建和、

洪常務理事帛梧、常務監事陳國尊、理事李月美、黃淑華、張炳章；監事曾文

增、李宗乾等八位理監事，於九月十三日相約前來本會，由陳理事長親自接

待，並以座談方式交換意見，對本會會務有諸多前瞻性、積極性的建言。

二、多位理監事會晤陳理事長關切會務發展

三、世界總部2009年國際理事會因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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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理事長向許理事長請益

黃理事智信發言

許理事長致詞

陳常務監事國尊監票情形

會場全景

本會第十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選舉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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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理事長與來訪理監事座談交換意見

陳理事長及林秘書長細心閱讀理監事建言文件

來訪理監事熱烈發言專注傾聽

多位理監事相約至本會
關心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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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和國際天文

學聯合會把 2 0 0 9年定為「世界天文

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Astronomy 

2009）。由於OISCA的理念認為所有生

命之源都來自宇宙，觀照天文，運轉有序

生生不息。為了迎接「世界天文年」的到

來，OISCA第二代總裁中野良子和宇宙物

理學家櫻井邦朋，以「從天文解讀宇宙的

意志」為主題，有很精闢的對談。詳細內

容在OISCA世界總部發行的2009年1月份

月刊上，以「特集」做了完整的報導。

兩位大師對談所傳達的信息，不僅

充滿玄機，有很深的哲理，更能從理性和

知性的探討中，嚴肅指出：在宇宙天體中

運行的地球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壞。隨著

科技的進步和產業的發展，近數十年來，

人類自以為無所不能，可以支配自然，而

無視於宇宙的自然法則，結果導致大自然

的反撲此起彼落，如果放任不管，人類只

好走向自滅之途。因此，呼籲國際間應積

極協商，妥為因應。

中野良子總裁在對談中，特別提到

她出席1992年在巴西里約召開的地球高峰

會中，以OISCA推動「兒童森林計畫」

的經驗，呼籲世界各國除了「人間道德」

之外，也要重視以地球為主體的「地球道

德」，來愛惜地球，保護地球；近年來，

由於太空計畫的競爭日趨頻仍，為了避免

汙染太空，危及運轉秩序「宇宙道德」的

規範，也將勢在必行。

櫻井邦朋談到：由於地球上植物的

數量比起動物，要多出好幾千倍，動物才

得以存活。動物中唯一有思考能力和反省

能力的人類，對“綠色樂園＂的地球上我

們賴以維生的植物，當善盡保護之責；對

於永不停息供應能源，使地球上的植物得

以滋長的太陽，更要心存敬畏和感恩。

中野良子總裁也提到太陽和地球的

文/編輯室

世界天文年的
啟示和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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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OISCA世界總部將在2011年

擴大慶祝創立50週年。籌備工作特別針對

OISCA所最關心的問題和今後50年努力的方

向，分別設置各種委員會，進行深入的探討

和規劃。中華民國總會已選定參與「生物多

樣性問題」之討論。為了對此一問題的背景

有基本認識，藉以集思廣益，分享會員寶貴

意見，並落實參與個別領域的生物多樣性保

育，特徵得本會會員，現任銘傳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副教授林青蓉女士同意，刊載渠所撰

相關論文之片段，以供參考。

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活動關係密切，

從工業革命後一直到二十世紀初，自然

界所能提供的生物多樣性價值一直被人

類視為理所當然。但近幾十年來隨著人

口激增及經濟蓬勃發展，生物多樣性在

人類大量使用自然資源之下急速削減，

其原因包含了棲地的破壞、資源的度過

開採與利用、環境汙染、全球氣候變

遷、外來種引進等。在二十世紀八○年

代後期，生物學家積極呼籲生物多樣性

可能發生迅速消失的危機，生物多樣性

的經濟與生態價值也被重新評估，並引

文/編輯室

距離，不太近，也不太遠的，才使得千千

萬萬的生物，得以在地球上生存。這種巧

妙的安排，很難說不是出自宇宙的意志。

人類如能因此自謙為「太陽之子」、「宇

宙之子」對我們生存的地球，當更知所珍

惜與愛護。

身為OISCA的成員，我們有幸從世

界總部的運作和相關報導中，得到宇宙自

然法則的啟示和先驅者的開導，透過深一

層的省思，我們應該會做得更好，做得更

多。

生物多樣性的問題要大家來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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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倫理、美學、精神、文化和宗教之

層次，更進一步開始以生命內在價值及

倫理關係為著眼點去維繫生物多樣性，

把生存的權利延伸至人類以外之其他生

物，甚至是生態系的無生命環境。隨著

地球生物資源迅速耗竭，維持豐富的生

物多樣性已然成為迫切的工作，學者認

為生物多樣性的存在是維繫人類未來演

化及生存的關鍵，因為基因、物種和生

態系多樣性一旦喪失，將會減少自然和

人類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生物多樣性

強調的是全面的、整體的、積極的保育

措施，除了劃設生態棲地保護區系統

外，對於非保護區生態系的環境與棲地

破壞問題更應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育不

僅僅是保育瀕臨滅絕或珍貴稀有等野生

物種，而是以所有的物種為保育對象，

並以就地保育、移地保育、棲地重建與

復育等方法為保育措施。今日，「生物

多樣性」這樣一個名詞，其意義已超越

傳統生物學領域，而與社會、經濟、法

律等層面發生牽連。

相關資訊：

一、 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於1993年12月29日正式開始生效，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保育公約，2007年止，正式

批准加入公約的國家或經濟共同體已有190個。

二、 我國行政院於2001年8月15日通過「生物多樣性

推動方案」，訂於各部會之權責職掌，藉各部

會間的分工、互動、協調，落實生物多樣性保

育。其整體目標第（四）項明訂「提升大眾維

護生物多樣性之意識及知識」；實施策略及執

行事項，更要求「加強生物多樣性之教育、訓

練與落實全民參與」。在此之前行政院農委會

已將2000年訂為「生物多樣性保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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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擔任OISCA中華民國總會秘書

長，首次和會友們面對面交換意見，是

在八月二十五日主持「2009年度赴日研

習有機農業、休閒農園經營管理活動」

的行前說明會。團員們最關心的是行程

安排和每一個人的分工，我也提醒大家

要注意H1N1流感的防疫措施。此時，腦

海裡卻突然浮現自己青少年時期就讀省

立台中示範農校時農場實習的景像，對

後來沒有機會學以致用，似乎還有一絲

絲的遺憾，也很想藉著在OISCA和會友

們的互動，找回對農業的舊日情懷。

首先，引起我高度興趣的，就是

有機農業相關的課題。從本會發行的

OISCA中華季刊相關報導中，我不但分

享了很多會友經營有機農業卓然有成的

案例，對行政院農委會多年來委由本會

選派農村青年赴日本觀摩研習有機農業

所獲致的成效，印象尤其深刻。在此之

前，我對有機農業直覺的反應，只是可

以買到以有機肥料栽培，不含農藥，無

害身體健康的農產品。然而，接觸相關

論述的文章越多，就越覺得有機農業在

一般的認知和實際的效益上仍然有很大

的落差；立場不同的人，對有機農業的

期待也不盡相同，這些，都是可以理解

的，也正因為如此，才需要有更多的討

論和溝通。

自然保育界富有實務經驗的學者

彭國棟先生，在所著「自然保育概論」

當中，提到「有機農業與自然保育」，

就明白指出：「發展有機農業的核心價

文/林榮彬

 有 機 農 業 

   充滿生機

- 11 -

焦點話題



值，不僅在維護人類健康，更重要的是

維持全球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的穩定平

衡。」

從網路上的「好文分享」，本會

同仁幫我摘錄了清華大學彭明輝先生關

於「有機農業與農村」文中，很值得參

考的兩段內容：「從經濟觀點看，有機

農業是台灣農業再振興的主要契機，有

機農業必須要靠生物多樣性來避免病蟲

害，增加地利（力）與產量，因此不適

合大面積，單一作物的機械化耕作。這

也提供台灣農業對抗美國與大陸廉價劣

質農作的機會。此外，有機農產品不

能使用防腐劑，無法長途運輸，因此有

助於「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原則，

從而提供它抵抗外來農產品的能力」。

然而，「部分關心農民的農運幹部只關

心農民的收入，看不到其他面向。因此

從「比較生產效益」的觀點提出將台灣

農產品少樣化，單挑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大量生產，而沒有警覺到這對農村生

態、永續與文化可能有巨大的衝擊與傷

害」。上述論點，確實仁智互見，都有

助於吾人對有機農業的認知」。

為使有機農業能在國內蓬勃發展，

有機農產品能獲得消費大眾的喜愛與信

賴，政府有關部門早已建立有機農產品

的驗證制度與體系，來規範生產者的栽

培與管理過程。如何加強宣導，落實執

行，將是生產者、銷售者和消費者三方

面能否互信、互惠，同蒙其利的關鍵。

至於從不同立場，對有機農業有不同面

向思考的意見，如能充分交流溝通，凝

聚共識，也必能同享有機農業永續經

營，充滿生機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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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很快就要過去了，想

當初那個連五十音都不會的我，現

在已經能到餐廳點餐了，這全要感

謝這裡的每個人，還有OISCA。這

一期一會的緣份，不管以後如何各

分東西，一定不要忘了，曾經，我

待過這裡！

★林雅慧

編者按：本年度「暑期赴日研習農業環保技術與日文活動」由吳素貞女士擔任團長，率領團員11人（男2女

9）於七月二十一日前往日本，住宿浜松市的OISCA開發教育專門學校學生宿舍，接受為期四星期的研習活動。由

於學校導師熱誠、周到的教導、訓育，每位參加研習學員心存感激，在結業之前都寫了一篇書面的研習心得和感

言，本刊編輯室特予摘錄彙整供讀者分享。

文/編輯室

2009年「暑期赴日研習農業環保技術與日文」

學員研習心得及感言集錦

在此學習不僅僅只是增加一項語文能

力，更重要的是讓我們了解日本文化的內

涵。這是只能靠親自體會而不能從任何一

本教科書中吸收的知識。

★林雅文

面對每一位先
生（老師）用

心

的教導，不僅
傳授我們日文

，連生

活起居也如此
竭盡心力的輔

導，讓

我們學習那更
為道地、正宗

的日本

文化，可謂是不
枉此行。

★莊于瑩

在學習方面，我是B班裡

面程度最差的，我還記得第二

天的測驗我是交白卷，因為我

連五十音都不會，但是這裡的

老師都很有耐心的指導，雖然

學了一個月只會一些簡單的單

字，但是對我而言，已經是很

大的進步了。

★蕭雅文

剛開始的生活讓我很不適應，不過，慢慢習慣之後，我覺得這樣的生活真的很棒，很有規律。這一個月說不定會是我這一生中最有規律的一個月。在這裡不只是學習日語，還學到了很多禮儀，體驗茶道，了解浜松市文化和歷史。

★李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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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イスカ這些溫暖、親切又熱

心的老師們願意默默的支持我，一

句「于喬你還好嗎？」真的是很令

人感動，根本就非親非故的老師都

願意給予我如此的關懷，這就是這

間學校的特色吧！

★洪于喬

真要說有什麼難忘的，就是

去看富士山的那一天回程大塞車，

老師們很辛苦的一路開車，但能看

到那美麗的富士山，即便塞車也值

得，真的好漂亮，好美。就算是旅

行團也不見得可以待那麼久。

★林婕

就我個人來說，參加這樣的進修，要學習的東西除了用不同的方式學習日語之外，最重要的是抱著體驗日本文化，學習生活態度的目標而來，而且オイスカ是個對地球環境有理想、有使命、有執行力的單位，這裡面有我要學習的精神。

★許淑媛

我們每天早
上都要在五

點

五十五分以前
起床，進行點

呼、早

操，實在是有
點累；在晚上

，則是

要進行默想，
反省今天的所

做所

為。由於是要
以正跪的姿勢

進行默

想，結束之後
常有許多人一

直起不

了身。
★林昇由

我很喜歡每天早上的收音機

早操，動作就是簡單的那幾個，但

是很好玩，這一個月我認識了可以

談心的好朋友，一起搞怪的同學。

我喜歡在日本的每一天，過的好充

實。

★許可

來日本的這一個月中，我學習到了很多東西，對於日本人平常的生活作息，飲食文化精髓也有了初步的認識。讓我最為欣賞的是日本人的生活態度，學校裡的每位老師在打掃、升旗、上課時都非常認真，令我由衷的感到佩服。

★吳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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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因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委託辦

理之「國際青年交流赴日活動」不再舉

辦，所以今年的研習行程就延續草根交流

之行程，連日期也提前到八、九月辦理。

而此項研習計劃已進行到第10年了，與會

研習之青年農民回國後都在自己的農業領

域裏有相當傑出的表現，一方面自己有新

的收穫，一方面也增進中日民間友誼，為

國民外交盡一份心力。明年度還有沒有相

關的計畫還是未知。

本次的研習成員除團長本人以外包

括副團長洪帛梧，前輩黃智信、黃淳賀，

農訓協會趙良蕙，北市農會推薦劉立涵，

五股農會推薦曾滄泳及香魚養殖的劉秉澔

等八名，於8月30日出發在日本進行為期

10天的研習交流活動。以前是先到福岡最

後才到東京總部，這次是從東京去從東京

回。在總部以一天半的時間做行前說明與

行程安排，並完成國鐵周遊券開卡及指定

日期等相關工作。

9月1日眾人提著行李上小商用車，

小行李隨身，人員坐電車，在新宿車站會

合，會合後就兵分二路北上與南下。A組

北上長野縣塩尻市。B組南下靜岡森町。

A組於中午準時到達車站時中島先生、小

林先生與橋倉先生已守候多時還麻煩台灣

鄉親朱小姐擔任翻譯同行，隨後直接前往

第一個見學點前進「井筒葡萄酒莊」，這

團長吳建和

從四健 開始共譜∼農村鳳梨協作曲

98年度「農村青年赴日研習有機農業與

休閒農園經營管理」活動率團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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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莊成立約80年，釀造所使用的葡萄全是

當地所生產的，除契作以外也有自己栽種

的各種葡萄，全是有機栽種的，有棚架式

的也有立體式的，有日本種，有歐洲種，

有美洲種，這些品種都是精挑細選的，除

了甜度高還有抗病強易栽種等優點。從葡

萄園的葡萄到酒莊的設備，釀酒流程到酒

窖全部一一的解說，並試飲10餘種酒莊的

產品，酒莊的外觀與主題非常醒目，服務

親切讓人印象深刻，臨別時互贈禮物，結

束第一站醉香醇的參觀學習。第二站是去

拜訪漆達人，老師傅為我們解說整個漆器

的製作過程，細心敬業的精神，令人肅然

起敬。

9月2日的重點是參觀大王山葵園，

這個山葵園利用天然的湧泉和溪砂石栽

種，面積相當遼闊，全年生產，一方面也

做休閒觀光，產品項目眾多，運用天時地

利配合人為的有效經營，變成長野縣一大

特色的休閒農場。

9月3日一早收拾行李移師茨城縣古

河石下町，這一站是和台灣草根交流研習

最早的地方之一，靈魂人物倉金先生，我

15年前來交流的時候，小孩子都還小，如

今最小的女兒都讀大學了，而她還是在種

小黃瓜，一家人還是那樣的樂天勤奮，這

一站是寄宿在農家，接待家庭有塩入先

生，安東先生及倉金先生，他們和台灣交

流的研習生感情非常深厚，這次中南部風

災重創，他們都一一打電話詢問平安否。

這次還個別希望能繼續收集四健小紀念

旗，得知去年是最後一期，而今年是不同

的計劃，而明年不知道有沒有，難掩失望

之情，他們強烈的希望能夠持續的有草根

的交流研習，要我們向相關單維建議，可

見這種國民外交是無法割捨的。

9月5日抵達最後一站山形縣與宮城

縣，這兩個縣因為鄰近不遠的最上郡和大

崎市，都是同一個OISCA事務人員角田先

生在帶，所以在這邊就待較久。角田先生

是第三年接待交流團所以非常的小心與細

心，也邀請東北大學研究所的陳同學擔任

隨隊翻譯。這天預定參觀的有水耕玫瑰，

山形牛及堆肥場及菇類生產農場。印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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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是山口牧場的山形牛，規模非常的

大，最多可到四千頭，現在還有二千頭，

而所用的牧草都是本國產，從8個月大的

牛養到35個月大出售，電宰廠在別處，而

農場裡有細加工廠及販售部打山形牛品牌

以提高售價。而堆肥場也是非常的大，有

專業用的也有家庭用的。晚上町長會來和

大家交流聚會，而到時會讓我們品嚐山形

牛，見識一下山形牛是如何用心的飼養，

成果如何？團員們直說入口即化，最高

（日語最棒之意）！而這個交流會一直存

在，只要有外國人來訪，他們就會聚會款

待，在日本各城市是很普遍的，這在台灣

卻是沒有的，可見他們國際化的腳步很早

就開始了，值得台灣學習。

9月6日參觀公所的間伐材利用事業

研習。地方政府經營的醫院養護所的冷暖

房系統的實驗事業，在這個醫院每天所用

的燃料都是利用這些間伐材。山上的造林

若沒有間伐會長不好且木材價值較低。政

府幫造林者免費間伐，而間伐所產生的木

材變成木屑燃料，販賣所得來支付雇用人

員薪資，可讓在地人員就業，也可讓50年

或百年後的林木變得更有價值，眼光真是

長遠。沒想到這套燃料系統是瑞士製的，

日本還做不出，真是各有所長，天外有

天。

9月7日重點參訪土地改良所及渡邊

採種場。土地改良所就和我們的農業工程

中心一樣，做農業灌溉的一切設施。渡邊

採種場所做的是各種蔬菜的品種改良，

韮菜、茄子、高麗菜、白菜、萵苣、小黃

瓜、玉米和南瓜等等..。這是農業的基本

功，有了好的品種就可增加農民的收益，

改善農民的生活。在這裡還有國家規定不

可賣給外國的南瓜品種，他們的種苗法還

保護的很好。

這幾天過得真快，9月7日晚間拖著

厚重的行李回到東京OISCA總部已是晚間

9點多了。而B組早我們A組回來，看他們

興高采烈，春風滿面有說不完的話題與感

觸，這種親身的體驗和學習是最快樂最直

接的。而10年來由這個計劃所培育的種子

已在台灣的農村逐漸的萌芽，對OISCA也

更加認同，更有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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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我出國旅遊記錄中，它

的次數與喜愛程度排名均列為第一名；

當得知有幸能參加OISCA中華民國總會

「2009年赴日研習有機農業、休閒農園

經營管理活動」時，心中雀躍不已，但

第一次離家十日，放下在台灣的各項身

分，不安的心情，也隱隱潛藏著。

2009.8.30

上午7:30 桃園機場匯集了這次研習

人員(8名)，台灣此次各項事務安排的

謝組長也趕到機場來送機，預祝這次活

動圓滿順利。班機如期抵達成田機場，

隨後即安排住進東京OISCA總部宿舍，

此時台日交流業務主辦岡田文弘先生早

已等待多時，並且安排一個溫馨的歡迎

會，讓初來乍到的我們倍感親切。

2009.8.31

早上在總部例行的晨會上拜見事

務局長，也有幸能與OISCA世界總部副

總裁中野利弘先生會面，中野先生在百

忙中依然與我們做簡短的交流。稍後即

文／趙良蕙
圖／劉立涵

赴日研習有機農業、
休閒農園經營管理活動

2009年

參訪心得報告

- 18 -

活動報導



由岡田先生主持行前說明會，亦簡單說

明OISCA成立目的為希望藉由OISCA為

媒介，進行民間農業的交流，以彌補中

日斷交之缺憾。今天正巧是日本編號第

十一號颱風登陸。下午我們一行8人在雨

大風小的狀態下奔波於新宿車站周遊券

開卡，日後幾天新幹線將是我們從東京

前往各縣間重要的交通移動工具。

2009.9.1

此次分成兩條路線進行參訪、交流：

A組：東京→長野、長野→茨城、茨城→

宮城、宮城→東京

B組：東京→靜岡(森町)、靜岡→岐阜(羽

島、白鳥、可兒市)、岐阜→東京

B組成員包括黃智信先生(中華民國

農業交流協會顧問)、洪帛梧先生(南投縣

暉慈委員會常務理事)、劉立涵小姐(元極

有機休閒蔬果耕學農場)及本人趙良蕙(中

華民國農訓協會幹事)。

一大早天氣已放晴，這是個好兆

頭，大夥大小行李加起來共計20件左

右，利用電車、小巴等來到新宿車站。

此時正值上班巔峰時間，親眼見識到大

城市人潮如水的景觀。兩組人馬手持JR

周遊券互道再見後就直奔新幹線車站。

靜岡縣以產茶為名、日本著名的富士山

亦在境內，這次主要造訪地點－森町，

是一個人口約2萬人左右的小山城。在

O I S C A靜岡縣支部事務局長市村孝一

先生安排下拜會了森町長村松藤雄先

生，村松町長非常關心台灣88水災的情

況，也對我們表示歡迎。在半小時的簡

報中，了解到全町總面積有72%為廣大

的森林為其地域特色之一，農業生產值

年約40億日圓，其中綠茶產值為42%，

其次為溫室栽培哈蜜瓜、水稻、萵苣

等。對於有機減農藥栽培要求非常嚴

格，在其北部為茶園集落區，因為夜間

溫差與霧氣，培育出優質的綠茶。農業

特色為：1.水田1年3次輪作體系（甜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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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水稻－萵苣）；2.地域循環型農業

追求：提供稻草為牧場牛馬等飼料，其

產生的糞便利用機械化方式處理為有機

堆肥，再供農地使用，一個周而復始的

循環性，展現出取之於自然，用之於大

地；3.茶商集中地：由於靜岡縣最主要

經濟作物為綠茶，森町從以前開始即是

附近鄰區茶葉集散地，在町內約有20家

茶葉經銷商，以銷售東京為主要市場，

數量之多為靜岡縣內之冠。目前森町以

休閒農場為其觀光重心，在森林渡假小

屋中有一日體驗營(手工拉麵、手染布)；

山里的市場-在地新鮮蔬果直接配送販

賣；吉川香魚溪釣等，輕鬆悠閒的享受

山居生活。在短短半小時的介紹中，清

楚了解町內居民如何利用自身所有的資

源，將山城劣勢化為觀光優勢，豐富小

小的家園。

＜遠江國一宮 小國神社＞是個具

有四百年歷史的古蹟，亦是有名的賞楓

景點，在巨木參天之下雖處盛夏，但走

在清幽的步道中，讓人整個心境為之悠

哉、輕鬆了。本地的茶園位於山谷，因

溫差大、時有雲霧，成了培育優良茶種

好條件。冬天為了防止霜害，皆利用電

線桿型的風扇，將其吹落分散各處以防

重壓葉心造成損害，這裡的茶葉一年收

成兩次，最主要依賴雨水灌溉。

相羽先生溫室栽培的哈蜜瓜更是高

經濟作物的代表，樸質的男主人以不矯

揉做作的態度，展現他與太太兩人的心

血結晶。從種子開始逐一詳細介紹在不

同時期的面貌，為利於果粒成長及提高

其甜度與香味，每株皆採疏果方式只留

下一個果實，以質為重而獲得市場高優

質價格，看到一顆顆約1萬日圓的黃金果

實，不禁覺得夫婦同心果然其利斷金，

堅持理念創造出優質產品，真令人羨

慕。晚上夜宿森町休閒農園。

2009.9.2

住在小木屋頂樓一夜好眠，都市

- 20 -

活動報導



叢林所嚮往的青山綠水，在此是唾手可

得。屋前有遠山可眺望，屋後有小溪可

戲水，看起來是度假而不是研修。早餐

過後第一個行程-友田家住宅參觀。這是

具有300多年的舊式建築，如今已被指

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建築物本身保

存良好，當時的生活細節可由此一窺全

貌。

＜太田川水庫＞所長福田先生利

用圖示詳細介紹水庫三大功能：防洪調

節、民生用水及灌溉供給等，在福田所

長安排下我們參觀了水庫底層各項作業

情況。水庫四周青山綠水風景宜人，也

成了另一種觀光休憩地。 

＜遠州中央農協園田出荷場＞此

處為農協所屬的萵苣育苗中心。接待者

為小栗清人主任，此種苗培育場，以穴

盤方式處理，在自動化的機器中加入有

機肥料、種子，經過20天時間即培育完

成，以宅配方式送至農家。目前因人口

老化關係，專職從事萵苣栽種由50年前

350人到今天只剩下85人了。

＜谷口建材見學＞為了阻止全球

繼續暖化，減少自然能源的消耗，以開

發太陽能面板，發展太陽能發電技術的

建材公司。設置方式以安裝屋頂直接吸

取太陽光源，現以醫院、學校、社區中

心、大型倉庫為主要對象，由於一天蓄

電量可以產生約43天能量，不僅自足有

餘還可販售。此外，利用綠化壁產生五

項效果：

1 .減輕溫室效應－綠色建築的隔熱效

果，減少熱量排放量。

2 .節約能源－通過牆上覆蓋著綠色植

物，在炎炎夏日可隔絕室外酷日烈陽

的日照，讓室內、外的溫差約在5度左

右。“綠色泡沫＂因具有冬暖夏涼的

特色，可達到節約能源的效果。

3.建築物的保護作用－利用綠化壁可迅

速降低建築物本身的溫度，避免建物

因熱脹效應產生混凝土的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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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降低噪音－種植樹籬和牆壁，可減少

噪音。

5.癒合－環境綠化，可以減少眼睛的疲

勞。減輕鋼筋水泥所帶來的壓力，創

造深入意識帶來舒適感的建設。

今天是待在森町的最後一個晚上，

在鈴木副會長、阪中副會長的安排下與

當地各界重要人物會見餐敘，雖然只有

短短兩天的相處，但森町的美景、人的

熱情，己深深植入各團員心中。

2009.9.3

今天是移動日，早上鈴木先生帶我

們參觀森町的傳統市場，此處規模不大

但農產品種類繁多。在日本，農產品生

產履歷已趨於成熟，各項商品價格由農

家自訂，在每份產品上明白標示出生產

者資料，讓消費者在選購時，清楚知道

來源，確實做到用的明白、吃的安心。

由於趕搭新幹線的關係，對於位

在靜岡縣的中野學園OISCA高等學校，

只能利用中午時間做短暫的拜訪。在這

裡除了接受一般高中課程外，更能在日

常生活中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一

起在自然美麗湖畔山景中學習、共同生

活、體會到身為地球的一份子，人與大

地的關係密不可分，學習如何去愛地球

母親，更要愛護使自己茁壯成長的家

園。

新幹線如期將我們載運至岐阜縣羽

島市，一出車站就看到田村俊秀事務局

長在那裡已等侯多時，接下來四天的行

程皆賴田村先生、乙咩先生、所小姐等

安排接送。

2009.9.4   

＜揖斐川工業株式會＞早年利用

揖斐川以生產沙、石為主，近年來發展

成利用多餘之黏土為原料，研究出水稻

用的育苗培養土、園藝方面所需的各項

資材，由於附近花農甚多，因應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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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研究花苗之培育，目前與荷蘭技術

合作開始全面自動化生產，規模之大在

日本已是首區一指。年銷售量約12億日

圓。

岐阜花木流通中心  花卉集貨運送中

心，在昭和62年正式營運，是日本第一

家花木流通中心，目前有150名會員，銷

售全日本26地點。目前與各農家之間皆

以電腦連線，在供需方面各種消息可立

即取得，非常迅速，目前流通中心全年

產值約49億。在花卉種類多達2000種品

種，對於銷售地點也完全由會員決定，

而居中收取1箱40日圓的管理費。目前正

進行共同商標的建立，以利推廣。

＜岐阜農林高等學校＞一個擁有

百年歷史，在豐富的自然環境中培育生

命、心和夢想的學校。總共有園藝科、

動物科、食品科、生物科、流通科、森

林科、環境科等七項學科，在教務長的

解說下，了解到透過農業教育培養出支

撐日本「食」和「環境」的專家、擁有

對未來生活有用的能力，具備科學的

修養及良好的勞動觀與職業觀。學

校不僅希望培育出農業專業人才，

更希望在校訓＜不屈不撓＞精神下，養

成學生具有遇到困難也不氣餒、愛憐生

命-對別人著想、貢獻社會的岐阜生。

2009.9.5

白鳥一個美麗的地名。わかば肥

料中心  從斯里蘭卡引進椰子樹殼(已磨

碎)當原料，加入雞糞(4%)、水等固定

比例，使其發酵做成有機肥，進而依

花卉、蔬果等的不同需求處理成培養

土。當初公司成立時是因為道路建設，

當工程完成時漸漸發展成培養土的研

究。銷售管道為全國各農業資材行或個

別農戶。晚上與白鳥町國際交流協會進

行餐會交流。席間曾提及希望能強化

（NGO）財團法人社團民間組織，使日

本與台灣或亞洲地域之農

村 青 年 ，

- 23 -

活動報導



每年以農業研習之草根大使（國與

國交換農家子弟，實際農業現場研習）

名義，進行農業知識互相交流外，亦可

藉由OISCA文化精神促進亞洲各國團結

聯盟。

2009.9.6

岐阜縣可兒市農民超市  由該地區農

協投資經營，所有新鮮蔬果、花卉、農

產品等皆為當地農家所生產的。農民直

接供應，每天定時有六次銷售報告，農

民可在家了解各項產品販賣情況，做為

每日供貨調整之依據。

2009.9.7

早上有幸拜會可兒市長，並在市長

先生安排之下參觀了兼山歷史博物館,該

館收藏著日本最古老的鐘，不禁令人想

起那首「爺爺的老時鐘」。

10天的參訪行程皆由各地O I S C A

支會負責安排、連繫，多日來直接與農

家面對面的交流，除了感受到親近大自

然的樸質本性，無藏私不保留的提供我

們各種資訊、分享他們的經驗。雖然日

本有機栽培的標準為最低劑量用藥，此

點與台灣無農藥、無化肥不同，但是農

民自身意識到健康飲食及環境維護的重

要性，皆朝向有機栽培為目標。想起

可愛的阪中先生、寡言的市村、鈴木先

生及優雅的伊藤小姐，森町這個幽靜的

山城，因為他們的熱情讓我永難忘懷；

田村、乙咩兩位先生除了規劃、陪同我

們在岐阜的各種參訪的行程外，甚至將

自家安排為團員ホ一ムステイ的地點。

靜岡、岐阜兩地均看重本次代表團的參

訪，除了能拜訪到當地的首長外，隔天

的新聞亦報導本團此次的目的。千言萬

語無從說起，只能輕輕一聲「謝謝」！

點點滴滴，除了滿載的行囊外，都均成

為美麗的回憶。

- 24 -

活動報導



與本會在交流活動上有密切伙伴關係的オイスカ開發教育專門學校，為

了提供本會會員或子弟體驗在日本過日本新年的機會，將於本年12月24日起至

明年1月2日止，為期十天，安排參加者住宿該校。在學習日語、體驗日本文化

的同時，也能培養"相互扶助"與"自助自立"的精神，創造美好的共同體。有意

報名參加者可向本會索取報名表件，本會將協助相關連繫事宜。（除往返日本

的機票自理外，需另繳學費、住宿費、餐費及在日本期間觀光、交通等費用

九八、○○○日元）。

オイスカ開發教育專門學校
∼近期相關活動預告∼

轉載2007年1月OISCA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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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入會會員名單：陳添乾、趙良蕙、曾滄泳、

劉秉澔、盧淑枝、陳如意、郭智慧、林明松、 蕭雲南、李煒論、

吳素貞、許淑媛、許文彬、袁志強、歐承昌、曾妃玉、林梓聯、

汪炳煌、林榮彬、潘起揚、陳佳雯、黃啟明、林青蓉。

二、黃理事淑華捐印2010年水果月曆100份，供本會運用

黃理事淑華任職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資訊部經理，日前偕多位理監事前

來本會關心會務，主動表示將捐印2010年水果月曆100份，供本會運

用。本會會員如有需要，可來電索取（送完為止），我們也在此向黃

理事表示謝意。

三、本會專兼職工作同仁異動情形：

長期以來擔任本會會務組長的謝毅叡先生，以年事已高，向陳理事長

請辭。雖多次慰留，以其本人辭意懇切，已勉予同意，將繼續以本

會志工，協助會務、業務之推展，我們在此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謝

忱。

為使本會會務正常運作，陳理事長特商請在相關基金會服務之潘起揚

先生兼任本會業務組組長；陳佳雯小姐、黃啟明先生兼辦財務、會計

及文書處理工作。

四、為了便於會員繳交年費及贊助本會的捐款，本會在郵

局開設的「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民國總會」專戶，帳號

是01065163，敬請多加利用。

會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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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vities of ROC Taiwan Chapter were regularly impemented in last calendar year, in despite 
that the sever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upsurging unemployment rate surrounding the country. ROC 
Taiwan Chapter is an unique organization in Taiwan founding in June 1973, with around 20 group 
members and 285 personal members. The Chaper's general affairs and activities conducted during the 
past year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Ⅰ.  Ordinary Meetings
1. The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Joint Meeting are currently held twice a year. In 

2008/2009 OISCA calendar year, the first meeting was held on July 8, 2008, and the second on 
February 10, 2009. Almost 90% of the 26 board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each gathering.

2. The 2008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 which held once a year, was held on July 18, 2008,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lumni Hall in Taipei. Approximately 80 persons of OISCA 
member participated. Mr. Okada Fumihiro, Board member of OISCA Japan, represented OISCA 
Headquart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Assembly. The honorable guests attending the meeting, included 
Mr. Chou, Li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East Asia Relation Commission. In this year's assembly 
meeting, a special speech was made by Dr. Chen, Wen-Chung, Dean of the Chang-Kun Memorial 
Hospital, Keelung, entitled 「Invisible Killer-Hypertension and Heart diseases.」

3. To attend the Inter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on October 21-24th, 2008, in Tokyo, Japan. 
Mr. Tsai, Chiu-Ron, Secretary General, and Mr. Chen, Kuo-Shen, Board member of OISCA ROC 
participated in the meeting.

Ⅱ.  Project Activities Implemented
1. 2008 Summer Term Agrieco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Program.

A 13 OISCA members' sons and daughters group participated in the program. The group 
attended the 4-week Japanese language course at OISCA College for Global Co-operation at 
Hamamatsu, starting from July 23, 2008. In addition to Japanese language, they also made use of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and experience Japanese culture, history, geography, and familiar with 
the agrieco preservation system in Japan, and also the Japanese lifestyle. The group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ir language course and returned to Taiwan on August 19.

2. Organic Farm Management and Recreational Farming Practice Program.
Continued from the previous year's program, OISCA ROC this year nominated 6 rural 

youths to make study tour to Japan, primarily to learn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organic farming practices and recreational farm operations. The group led by Mr. Wu, Chien-
Ho, standing board member of OISCA ROC, departing for Japan on 2 October, 2008. They 
visited farm families at Fukuoka, Saga, Gifu, Shizuoka and Tokyo, and the related agricultrual 
institutes. All of them returned home with satisfaction on October 12, 2008.

Annual Report (April, 2008-March, 2009)

OISCA ROC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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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ass-Root ambassador's Abroad Farm-home Stay Program
The three Grass-Root Ambassadors, nominated by ROC's 4-H Club Association have been 

taken cared for years by OISCA ROC through authorization of OISCA Japan Headquarter to 
arrange farm-home stay in Japan was continued this year. The three grass-root ambassadors 
departed for Japan on 4, November, made homestay at Miyagi, Yamagata, Yibaragi, Nagano, 
Shizuoka, Tokyo, and returned home country on 21, November, 2008.

Ⅲ.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tudy Tour
This year OISCA ROC continued to accept the study tour of South India OISCA Chapter's 

study tour group to Taiwan for learning organic banana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practices, 
under the arrangement of OISCA Japan. A six-person group visited Taiwan on August 4, and 
straight forwards to Taiwan Banana Research Institute located in Pinton Hsien,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to attend the two-day intensive study courses.

After finishing course work at Banana Research Institute, the group returned to Taipei, 
continued to make visits some organic farms, including barnboo shoot cultivation practices 
in Taipei area, accompanied by Mr. Chen, Kuo Shen. Board Member of OISCA ROC. Before 
their departure for India they also made a courtesy call to COA(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exchanged views and ideas of agricultural affairs of both countries.

Ⅳ.  Exchange Visits Activities
The severe economic recession occurred in 2008 and continued to 2009, did affect the 

exchange visits activities among OISCA members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Only four exchange 
activities were done during the last year. The details are as follwas.

1. A group of six person led by Mr. Tanaka Tsutomu, a senior OISCA member of Shizuoka 
prefecture, made visit to OISCA ROC on May 9, 2008, and exchange idears and farming 
practices relating to fruit farms, and recreational farms management in Taipei suburban area.

2. A farmer friend Mr. Hishikawa Yukio from Gifu prefecture led a group of seven persons made an 
exchange visit to Taiwan on October 23, 2008. Most of them were the first visit to Taiwan, they 
get together with  OISCA ROC member at Wu-Gu Farmers' Assonation, exchanging ideas and 
express mutual visions of farming practices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 way of living. It was really 
a peasant gathering.

3. OISCA ROC's farm friend Mr. Aonoma Yoich, from Miyagi prefecture, Japan, visit to OISCA 
ROC on October 23, 2008. He was warmly welcomed by many OISCA farm friends in Taiwan, 
attending dinner with the local OISCA members in Taipei.

Ⅴ.  Publication
To release the OISCA ROC Chapter's quarterly bulletins, 4 issues a year, respectively in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about 300 copies are printed in each issue, The content 
of which are mostly the informative and new agri. technologies based in nature, distributing to 
members for the purpose of being aware of the OISCA activities being conducted or will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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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微笑”傳達和平的信息，

用母親懷抱嬰兒呵護有加的造型，

強調要把像母親一樣孕育人類，

無可取代的地球，

完美無缺的留存給我們的下一代………。

愛護地球（earth）

保育生態（ecology）

發展經濟（economy）

這是OISCA基本理念的表徵，

以英文字母小寫的“e”為字首，發想出：

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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