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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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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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炯松

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民國

總會，自36年前成立以來，一直被定位為

國際性的民間組織。每年也都會派員參

與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之一的OISCA 

International國際理事會議，和其他會員國

的代表，在國際舞台上維持互動關係。尤其

和OISCA總部所在地的日本財團

法人オイスカ之間，合作交

流頗為密切。從本刊的

報導中，不時可以看到

彼此人員互訪或協力

安排研習觀摩活動的

訊息。這種長久以來所

建立的深厚友誼，誠屬

彌足珍貴，也希望能傳之久

遠。

反觀這個組織在國內的活動，就顯得

有些侷限而鮮為人知。其實，依據內政部核

定本會設立的宗旨和章程明列的任務，本會

業務的開展，除了國際化的思維，還有很多

在地化經營的努力空間。因此，在本會第13

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所通過的本會99

年度工作計畫中，基於業務開展的需要，不

僅把主動徵求相關機構或個人加入本會為

團體會員或個人會員，列為健全組織的首要

工作，也將與國內外從事產業精神文化相關

活動之組織互通訊息，加強交流合作。

在會員的連繫服務方面，我

們將試辦會員分區聯誼座談

以交換心得和工作經驗，

幫助會員在各自的事業

上不斷成長。必要時，

也會安排觀摩活動，相

互鼓勵，力求精進。經營

事業卓然有成的會員，我

們更盼望能在本刊把您成功

的故事介紹給大家，來分享您的

成就。

總而言之，持續推動國際間的交流合

作和落實在地化的經營，將是本會努力的雙

向指標，希望全體會員和社會各界多予支持

與協助。

為了順應一般雜誌編排的新趨勢，本刊自2009年的秋季刊開始，版面的編排也做

了很大的調整，並得到不少正面的回應。然而，我們還是要為部分讀者一時恐怕還難以

適應，而感到不安。除了希望熱愛本刊的讀者不吝指正，更熱切盼望大家能踴躍投稿，

一起來耕耘這一塊屬於我們共同的園地，並請多多利用本刊的網頁（www.oiscataiwan.

blogspot.com）讓我們分享您寶貴的意見。

國際化的思維，在地化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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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榮彬

大環境的「變遷」，在其領域下不同層面

的「個別處境」都會有所「改變」，也必須有所

「應變」。前不久的金融大海嘯就是最顯著的

例子，其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已使得全球景氣

急速滑落，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倖免。這種說來

就來的「轉變」，要如何去「應變」，就成了必須

認真思考的課題。至於一般人的感受或許還不

是那麼急迫的「地球暖化」，可能危及人類生存

的問題，在全球性「節能減碳」的趨勢下，日常

生活方式勢必有一連串的「改變」，當然也要有

所調適。

有些「改變」，並不是想變就可以變，更不

能說變就變。因為牽一髮而動全身，必須設想

周全，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主動「改變」或被

動「改變」，「應變」的作為不盡相同，大體而

言，以下幾點可以作一般的參考：

■把握時機：要以敏銳的觀察力和高度的警覺心

「洞燭機先」、「臨機應變」、「當機立斷」。不

可「反應遲鈍」、「優柔寡斷」、「錯失良機」。

要在最適當的時間點上做出最正確的反應。

簡單地說，就是要「機智」、「機警」、「機敏」、

「機變」。

■做好準備：世事多變化，天有不測風雲，要「居

安思危」、「未雨綢繆」、「有備無患」。更要有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的打算。本會陳理事長

常常引用「好天要存雨來糧」這句話，就是最

深入淺出的道理。

■積極應對：「改變」之來，要面對它、接受它、

處理它。消極的「應付」、「拖延」、「遷就」、

「敷衍」，甚或「保守」、「抵制」、「抗拒」，想

要「以不變應萬變」，走到「窮途末路」，還以

為「窮則變，變則通」，結果必然是「窮於應

變」，是行不通的。

■調整心態：改變環境，先改變心境；改變別人，

先改變自己，不滿現狀、滿腹委屈、見異思遷、

喜新厭舊、不安於位，總是變來變去、反覆無

常的人，終究都會在「改變」中成為「受害者」

而不是「受益者」。

■提昇能力：「應變」能力是多方面的，單就職

場的「應變」而言，過去人們常說「一技在

身，不怕沒飯吃」、「天生我才必有所用」、

「一枝草，一點露」、「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

處，」這些話固然有其道理。然而，在競爭激

烈而又多元的職場環境下，縱使有一技之長

者，未必就有容身之處。培養第二專長，盡可

能具備「多技之長」，擁有「多證在身」將是

提昇職場「應變」能力的萬全之策。

任何「改變」，過程中不免會有「變數」，

事先的「計劃」可能永遠趕不上「變化」，結果

是「變好」或「變壞」，很難預作斷言。加以利害

關係的衝突，甲方認為「變好」的，乙方也許認

為是「變壞」了。無論是「變好」或「變壞」，都

要「通權達變」，妥為「因應」、「回應」或「對

應」。這也是「萬變不離其宗」的道理。

談「改變」與「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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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5日上午，

本會第13屆理監事們陸續來

到位於台北市延吉街171號6

樓的本會新會址，在工作人員

的引導下，又更上一層樓走進

寬敞明亮的會議室，每一個人

的心情也隨之振奮起來。因為

這裡將是未來4年大家要集思

廣益，研商策劃如何推展本會

會務、業務的場所。

在第13屆第2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的出席紀錄上簽了到，每一位理監事隨即拿到了一個精製的小盒子，打開一

看，裡頭居然是一個鎸刻有自己職稱和姓名的壓克力製小座標。原來，這是出自陳理

事長炯松的巧思，把傳統上理監事當選證書的式樣，設計成可以置於案前，隨時都能

看到自己在OISCA所擔任的職務，來積極展現角色的功能。

本會第13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相關報導

會務簡訊

陳理事長主持會議起身致詞

會場一角會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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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一開始，陳理事長首先代表全體理監事致贈許前理事長文富先生一

個充分表達感念之意的紀念品，上面刻有：「有您帶領，我們得以坐於春風之

間、沐於化雨之中」等字句；同時陳理事長也致贈任期屆滿的蔡前秘書長秋榮

和退休的謝組長毅叡感謝狀各壹座，以感謝他們長期以來對本會的貢獻。

這一次的理監事聯席會議，除了聽取會務、業務的工作報告，主要是依法

審議通過了本會99年度的工作計畫和經費收支預算。與會的理監事對議事資料

的完備和會議進行井然有序的安排，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會議在熱烈的討論和

作成相關決議後，圓滿結束。

陳理事長致贈許名譽理事長文富紀念品 陳理事長致贈謝組長毅叡感謝狀

會中致贈之紀念品與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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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常務監事國尊在會中發表意見

林秘書長榮彬工作報告 陳理事希煌傾聽會務報告 洪常務理事帛梧聚精會神閱讀議事資料

郭常務理事玉麒與李理事月美討論議案

洪理事筆鋒閱讀議事資料 黃理事智信在會中建議修改本會章程

會場一角

會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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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CA International 總

裁中野良子以民間立場，長

年從事國際協助活動，卓著

貢獻，更經常在政府相關審

議會多所建言，經日本政府

外務省以財團法人オイスカ

會長身分舉薦，榮獲平成21

年度＂秋の敘勳＂的「旭日中

綬章」。此項訊息，於2009年

11月2日由財團法人オイスカ

事務局長永石安明署名傳真

至OISCA 中華民國總會。本

刊特以專頁報導，藉以同申

慶賀之忱，也希望讀者能一

起來分享這份榮耀。

中野良子總裁

OISCA International 中野良子總裁
榮獲日本政府頒贈「旭日中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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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歷年辦理「暑期赴日研習農業環

境技術與日文」活動及「赴日研習有機農

業、休閒農園經營管理」活動，協助配合

最為密切之日本OISCA開發教育專門學校

友田和臣校長暨菅原敦夫留學生部部長

二人於10月27日到本會訪問。

當天上午9時半拜會本會陳烱松理事

長，由吳建和常務理事、陳國盛常務理事、

李月美理事、陳國尊常務監事和林榮彬秘

書長及會務工作人員陪同會見，洽談今後

加強連繫及合作等相關事宜。

午間，陳理事長在世貿聯誼社加邀許

名譽理事長文富、泰北高中張校長暨新加

入本會之團體會員代表多人與來訪貴賓餐

敘，交換意見。

下午轉往台北縣五股鄉與30多位歷

年赴日研習農業技術及日文的本會會員聚

會，暢談甚歡。

10月31日，本會吳建和常務理事、李

宗乾監事等陪同友

田校長前往關渡水

鳥生態公園參觀本

地淨水綠化環境景

況，並與本年度赴

日研習日文活動之

學員見面，繼轉往

本年度參加「赴日

研習有機農業、休閒農園」活動之劉立涵

會友在北投山區經營之「有機蔬果耕學農

場」實地參觀並品嚐有機便餐，嗣又到蘆

洲參觀蘆洲紫禁城博物館，觀賞中國古代

稀有的古董和寶物，晚間參加由昔日研習

生安排的餐會，結束所有訪問行程。

陳理事長接見友田和臣校長

林秘書長榮彬向菅原敦夫部長介紹本會動態

オイスカ開發教育專門學校友田和臣校長來訪

陳理事長與來訪貴賓合影

友田和臣校長以「富士百
景」畫冊致贈陳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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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名譽理事長文富介紹貴賓

陳理事長炯松在 餐會中致詞

參加歡迎餐會貴賓合影

許名譽理事長文富在餐會中致詞

友田和臣校長在餐會中致詞

餐會一角

餐會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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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田和臣校長返日後，於11月12日致函本會陳理事長，對此次來台訪問，受到溫

馨和盛情的接待，表達感謝之忱，今後將更致力於兩國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也希望

能繼續保持密切的連繫。

※本刊特轉登來函原文，藉資分享這份珍貴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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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有機農業共同訂定每年11月

11日為「臺灣有機農業日」，希望喚

起民眾覺醒，購買有機產品、生活簡

樸恬適、愛護生態環境，共同建設台

灣成為有機國家。

由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主辦

的「全國有機農業日系列活動」，自

2009年9月11日起分別在全台各地展

開，至12月3日告一段落。OISCA中

華民國總會經向主辦單位取得相關資

訊後，隨即連繫北部地區相關領導幹部轉知會友，踴躍參與11月21日在台灣大學校

園舉辦的「有機農業嘉年華會」，藉以觀摩學習，共襄盛舉。陳常務監事國尊、吳常

務理事建和、林秘書長榮彬等人，也相約或先後前往會場，取回許多寶貴的「他山之

石」，對協助本會會員在相關領域之經營發展，頗有參考借鏡之處。

本刊特選擇有待廣為宣導、普遍認知的「有機農業四原則」介紹給讀者

們共同響應；並轉載將於明年3月間在台北舉辦的「2010亞洲有機樂活產

業展」宣傳海報（見15頁）藉供參考。

觀摩「有機農業嘉年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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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良師

自古以來，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人文道德規範與生活習俗，皆受儒家思想的影

響，代代傳承；日本早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及近代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語」詔書等⋯也

都是「修身」內涵的具體啟示，也影響日本人之為人處事態度。但不論中國古代聖賢

的教誨或日本的教育勅語，對現代人來說，都很難體會，不易身體力行，也就是說，

知易行難，只能當作理想追求。

最近我在「財團法人蒲公英希望基金會」出版的九月號「希望月刊」發現一篇短

文，題目是「Finding your mentor」，感到相當有意義，讀起來很輕鬆，知易行亦易，

人人可做到，可以作為我們日常生活的為人準則，茲借來轉知各位參考，算是讀書心

得分享。

Mentor一字，按Random House Dictionary的解釋為「Wise and trusted counselor」，

亦即智慧與可信賴的指導者，或稱「良師」之意。惟作者再用mentor這個字的每一個字

母當作字首，另找出代表待人處世作法的六個形容詞字，也就是大家尋求的良師，以

此勉勵大家，希望身體力行。內容為：

M: Modest 謙虛的

E: Enthusiastic 熱情的、熱心的

N: Natural 自然的、純真的

T: Thankful 感恩的

O: Open minded 心胸開闊、無偏見的

R: Renewable 可更新的、可再生的

總之，Mentor的意涵是說，做人要謙虛、

純真、熱情；處事要公正無私、不要有偏見，

並常懷感恩之心。

文/許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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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基於業務開展需要，主動徵求國內外從事產業精

神文化相關活動之組織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最近有令人

鼓舞的進展。由原來就是本會團體會員台北市瑠公農田水

利會捐資成立的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財團法人郭錫瑠先

生文教基金會，已在本年8、9月間先後加入本會為團體會

員，今後將在相關領域協力推展業務。台北市瑠公農田水

利會也在今年的11月間捐助本會新台幣20萬元，以充實工

作經費。

新入會團體會員介紹

本會團體會員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林錦松會長對本會之支持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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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劉立涵農場介紹

由本會團體會員台北市農會推薦參加98年度「赴日研習有機農

業、休閒農園活動」之劉立涵會員和雙親一起經營的「元極有機蔬果耕

學農場」，位於台北市北投區桃園里中央北路3段220巷60號山坡地。

由於環境幽雅、空氣清新、視野良好，長期以來吸引不少遊客流連

忘返。更有許多專程來體驗有機蔬果耕學的小家庭成員和結伴同遊的青

少年，到此享受野外活動的樂趣。劉立涵會員竭誠歡迎本會會友暇時也

能前往一遊，保證獲益良多。

左起第４位為到訪的友田和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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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生活‧健康保證
打造一個對地球友善的環境
有機農業是一種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

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方式。



有機生活‧健康保證
打造一個對地球友善的環境
有機農業是一種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

並能提供消費者健康與安全農產品的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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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