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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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 r i tual      精神

Cultural       文化

A dvancement  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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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
文/陳炯松

這一期的OISCA中華季刊發行

後，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

民國總會的會友們，即將滿懷感恩

的心，迎接「2010 OISCA  DAY」

的來臨。這個深具意義的日子，

是在感念O I S C A的創立者，也是

OISCA International第一任總裁中野

與之助——這位本於宇宙大自然的

精神，倡導萬物和諧共生，竭盡心

力推廣精神文化運動的仁者、智者

和勇者。

「反思來時路，感念先人

恩」。1972年，繼我國退出聯合

國不久，又與日本斷交。在外交

處境艱困之際，德高望重的中野與

之助總裁見義勇為，登高一呼，立

即組成日本民間議會，多次率團來

台親善訪問，給我們極大的支持，

OISCA中華民國總會也因此應運而

生，有效發揮了維繫中、日二國民

間交流合作的重要功能。

畢生為了「四海一家」、「人

類一體」的理想和建立一個和諧的

世界而奮鬥的中野與之助總裁，總

是不辭辛勞，經常奔波於全球各

地。1974年第七次訪華，是帶領120

位日本友人，參加5月23日在台北市

國賓飯店舉行的「日華國民外交促

進座談會」。訪問日程結束後，中

野總裁因病留台就醫，6月1日返日

後，不幸於6月24日與世長辭，距生

於1887年7月23日，享壽88歲。我國

竟成為他最後訪問的國家，真是令

人不勝唏噓，也倍增感傷與不捨。

今年的「OISCA日紀念會」，

我們將重返台北市國賓飯店，以感

恩的心，追念中野總裁的道德風

範和偉大的貢獻。並以砥礪奉行

OISCA的理念，來表達我們對一代

哲人永恆的追思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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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落實「國際化的思維，在地化的

經營」，依據本會99年度工作計畫
成立的「生物多樣性研究小組」決

議事項，由陳國尊常務監事主導

策劃的第1場次「99年有機農業與
生物多樣性觀摩研習」，已如期於

5月12日在台北縣土城市「陳親家
果園」、「日日春蔬果育苗場」、

「土城市第一市民農場」等地舉

行。到有本會歷年選派赴日研習有

機農業的OB會友、本會義工，及
當地農友近60人，陳理事長炯松也
一大早就親自到場參加研習課程。

由於籌備週全，過程順利，效果良

好。（觀摩研習活動紀實請參閱第4
頁）

二、OISCA世界總部定於2010年10月
14、15兩日，在日本愛知縣豐田市
召開2010國際理事會議。本會陳理
事長炯松已接獲OISCA世界總部正
式邀請函，將偕同許名譽理事長文

富與會；林秘書長榮彬亦將以觀察

員身分參加。本會自2009年8月以來
的活動績效，也將依規定以英文彙

整，在7月底以前提報世界總部。
三、為增進交流與合作，本會陳理事長

於5月27日具函邀請OISCA世界總
部中野利弘執行副總裁偕岡田文弘

參事於7月14日至17日來台訪問。屆
時除安排相關拜會活動及具體洽談

互派人員交流研習等事宜，並將出

席預定於7月16日下午3至5時，在台
北市國賓飯店舉行的「2010  OISCA  
DAY」紀念會。

四、本會在OISCA世界總部的組織架構
下，歷年推展國際農業技術合作

及農村青年交流活動，已建立諸

多管道及運作模式。頃奉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99年5月17日農際字第
0990111218號函示：有關貴會所提
「99年台日農業技術與農村青年交
流計畫」，業經核定（計畫編號

為：99農管－6.7－國－07）。本年
度將賡續由本會選派農村青年7名赴
日本深入農村實地考察研習；並接

待日本農業環保專家及農村青年來

台交流。

五、本會為配合政府主導，結合民間力

量，積極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特

邀集多位義工，於5月27日前往設
於台北植物園內布政使司衙門的

「2010臺灣生物多樣性成果展」觀
摩學習，並取回許多寶貴資料，將

有助於規劃會務開展之參攷。（相

關報導請見第8頁）
六、截至本期季刊截稿日止，99年度會

員繳納年費、入會費及捐款情形如

下：

（一）團體會員計有17個單位繳納年
費，總金額為17萬元。

（二）個人會員計有49位會員繳納年
費，總金額為4萬9千元。

（三）新入會之團體會員有4個單位， 
繳納入會費，總金額為8萬元。

（四）新入會之個人會員有2位，繳納 
入會費總金額為4千元。

（五）理監事之捐款合計26萬9千元； 
會員捐款合計1萬6千元。

會務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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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節過後，北臺灣的氣候就時晴

時雨，讓人難以捉摸。參與籌備「有機

農業與生物多樣性」觀摩研習活動的義

工們，也不斷和負責主導策劃這次活動

的陳國尊常務監事頻頻連繫，磋商場地

安排和應變的腹案。

氣象預報顯示，5月12日這一天台北

地區將是"陰偶陣雨"。果然，一出了台

北捷運土城站的2號出口，就必須撐著雨

傘四處張望有沒有前來接送我們到會場

的車子。不一會兒，就有一位邊打手機

邊走近我們的劉麗麗小姐和我們取得連

繫。接著，又發現和平路轉角的路邊也

停了3、4部車子。原來，包括陳國尊常

務監事的公子和幾位親朋好友已經在此

等候多時，真是令人感動。此時，陳國

盛常務理事和夫人忽然出現在車道的對

面，他也是受託開車前來幫忙接送搭乘

捷運的與會人員。

從捷運車站到會場的和平路上，到

文/編輯室

有機農業與生物多樣性

觀摩研習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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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可見OISCA的旗幟隨風飄揚，很容易

就可以引導從四面八方開車前來參加觀

摩研習的會友們抵達會場。會場內外的

佈置，更充分看出主導策劃的用心，鮮

花、茶水、飲料、甜品一應俱全，還到

處懸掛著垂手可得香Q甜美的芭蕉，可

見主人待客的誠意十足。

上午10時，觀摩研習活動準時開

始，將近60位參加觀摩研習的會友和服

務的人員，幾乎坐滿了採光良好，別具

一格的"大教室"，由陳國尊常務監事以  

"陳親家講故事"揭開了序幕。接著由林

秘書長簡單報告此項活動兼具OB會友聯

誼的用意，希望大家以歡愉的心情，分

享難得相聚的美好時光。

原定中午才會前來和大家餐敘聯

誼的陳炯松理事長，因屆時另有臨時行

程，特地提前在10點20分來到會場，向

熱心促成這次研習活動的相關人員表達

感謝之意，也希望OB會友們今後能多多

聯繫，相互砥礪。簡短致詞後，隨即坐

下來和大家一起全程聆聽特聘講師顏勝

雄先生"有機農業與生物多樣性的基本認

知和實務經驗"的專題演講，才趕赴下一

個行程。

這一次的觀摩研習，因為有OI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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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的共同協辦，劉執行長易昇和翁組長

世文等人的全程參與，並邀請到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臺北分場

傅主任仰人前來指導，整個活動的氛

圍，一開始就顯得十分熱絡。主持人陳

國尊常務監事更是笑口常開，感奮不

已，看得出來很想毫不保留地把他從

日本學成歸來後30年來辛勤耕耘的成果

全部掏出來給大家一次看個夠。他難掩

喜悅地引領參加觀摩人員穿梭在山林之

間，巴不得大家能踏遍"陳親家果園"的

每一寸土地；賞盡每一株他視如愛女的

果樹。

順利走完了觀摩果園的行程，一

行人忽然察覺稍早報到時的毛毛細雨，

早已不見蹤影，眼前風和日麗、綠意盎

然的景色，不禁叫人精神為之一爽；工

作人員也因為老天爺的幫忙，而放下心

來！

中午，在芝洛生態休閒農園席開6

桌的聯誼餐會，聚集了來自全台各地的

OISCA "OB"會友。歷年來多次率團前往

日本研習有機農業的"團長"吳建和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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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興高采烈地把每一屆的團員分批

介紹給與會人員，也找回大家許多美好

的回憶。陳國尊常務監事突如其來，當

場"秀"了一段唱作俱佳的"歌仔戲"，也

贏得不少掌聲。受邀的土城市公所多位

貴賓和當地里長的加入，更使聯誼餐會

生色不少，談笑之聲此起彼落，欲罷不

能。

觀摩研習的壓軸好戲，是參觀陳國

尊常務監事經營有成的"土城市第一市民

農園"。他很自豪地把特地為了此次觀摩

研習活動重新粉刷得光鮮亮麗的"農舍"

和馬力十足的"農機"展現出來，還坐上

"鐵騎"當場表演操控自如的動作。到場

人員一邊品嚐著美味的"冰品"飲料，也

很自然地交換起意見來。在不拘形式的

"座談"中，發言踴躍，傅主任仰人和劉

執行長易昇也都即席提出許多寶貴的意

見；負責策劃主導第二梯次觀摩研習活

動的吳建和常務理事，更不忘把握機

會，請大家屆時要多多給他捧場。

整個觀摩研習活動，在一片感謝聲

中，人人手提一袋由主人贈送的"有機香

蕉"滿載而歸，並期待著再次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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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國際生物多樣性年  台灣行動，

在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和民間團體的密切

配合之下，真的是動起來了！從5月22

日展開的「522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嘉年

華」，持續到6月30日的「2010台灣生物

多樣性成果展」，內容有「嘉年華闖關

活動」、「有獎徵答」、「生物多樣性

學堂」、「生態影片欣賞」等，都能生

動活潑地吸引了無數民眾的參與。

為了找尋主辦單位在活動網頁上所

提「生物多樣性是什麼？她怎麼那麼重

要？台灣為她做了些什麼？為什麼非你

不可？」這一連串問題的答案，OISCA

中華民國總會的多位義工，相約於5月27

日參觀了設在台北植物園布政使司衙門

內的生物多樣性成果展。

走進展示會場，首先就讓我們"認

識"到「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各樣生

命的總稱，它包含了不同種類的動物、

植物和其他生物，以及這些生物賴以生

存的多樣生態系和生物體內變化多端的

基因，也就是所謂的「基因多樣性」及

生物多樣性非你不可！
Plus One! Plus You!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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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多樣性」。這些各式各樣的生命

有著複雜、緊密的關係，相互依賴，也

和人類有密切的關係，舉凡維持人類生

存所需的源頭，無一不是來自「生物多

樣性」。

然而，由於人口不斷增加，開發壓

力持續擴大，自然棲地被改造、污染、

破壞，生物資源被過度利用，造成物種

消失，生態失衡，資源枯竭和種種自然

反撲的現象。我們必須警覺"危機"的存

在，及時維護珍貴的生物多樣性，學習

與自然共存共榮，人類才有永續發展的

可能。

在全球普遍重視生物多樣性已面

臨空前危機之際，台灣身為地球村的一

員，有義務更有責任採取"行動"，積極

加入「保育生物多樣性」的行列。身為

OISCA的成員，我們更是責無旁貸。

從展示資料中我們看到了政府的行

動，也看到在全國各個角落都有默默守

護環境、捍衛生物多樣性的實踐家，實

在令人可欽可佩。其實每一個人在生活

中，舉手之勞就有許許多多可以照顧生

物多樣性的作法，只要我們願意多愛地

球一些，自己和下一代的未來，就可以

更好一些。

走出展示間，我們得到的答案是：

決定一起加入維護生物多樣性的行列，

共同來盡我們的一分心力。也當下決定

要引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導這次活動

頗能打動人心的訴求：「生物多樣性非

你不可！」作為這篇報導的標題和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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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義工參觀生物多樣性成果展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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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開發史上影響最為深遠，也最值得人們追憶的瑠公圳，今年

已邁入開圳270年。同屬OISCA團體會員的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及

其捐助成立的五個相關基金會，為了傳承開圳先賢郭錫瑠先生無私奉

獻的精神、永續經營瑠公基業，隨著灌溉農田的逐漸減少及配合台北

都會的發展，已成功轉型為農業科技、社會公益、環境綠化、醫療保

健、農產運銷及文化教育等多角化經營的事業體，積極回饋社會，持

續照顧農友。近年來，多方贊助OISCA的植樹造林以及推動有機農業

與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活動，對本會會務開展有很大的貢獻。

為了紀念瑠公圳開圳270年，瑠公基業的相關事業體，以“源遠流

長　傳愛心”為主軸，所展開的系列活動，除了呈現多角化經營多彩

多姿的具體成果，更在6月5日的紀念大會上，由財團法人郭錫瑠先生

文教基金會捐出新台幣100萬元，由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統籌用於提供經

濟弱勢學童的營養午餐；另以新台幣100萬元捐作發展童軍教育之用。

我們從多位“瑠公人”的口中得知：“源遠流長　傳愛心”所

要傳達的“愛心”，除了關懷人群、關愛同胞，更要關愛地球、關愛

鄉土、關愛生態環境，乃至關愛生物的多樣性。這種“大愛”和“博

愛”正是OISCA的基本理念，也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在此，讓我

們衷心祝福——瑠公精神有傳承，瑠公基業永續存。

源遠流長 傳愛心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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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自古，就有「一言興邦，

一言喪邦」的

警語，提醒人們必須謹言
慎行，以免禍從口出，造

成「一言既出，駟

馬難追」的憾事。

然而，現實生活中，誑言
惑眾、惡言相向、諂言獻

媚，甚至昧於

事實強詞奪理者，仍屢見
不鮮；言不及義、言行不

一、信口雌黃、人

云亦云者，亦大有人在；
胡言亂語、不知所云者，

也每每令人啼笑皆

非。由是觀之，言必及義
、言而有信、忠言直諫、

善盡言責者，在現

今的社會上確實難能可貴
。

最近，政壇上每見官員為
展現"親民"和"幽默"的作風，總是喜歡

不管在什麼場合，都要講
一些"冷笑話"，卻往往引喻失義，不但不好

笑，反而「失言」風波不
斷，鬧出很多笑話。足見

「花言巧語」每易

「弄巧成拙」，不可不慎
。

多年來，我始終沒有忘記
昔日一位長者所說：「由

衷之言不敢

言，言不由衷不必言」這
句話。也一直提醒自己「

不言則已，言必由

衷」。自從職場退休後，
到處受聘為無給職顧問或

擔任民間社團義

工，總是「處處為人想，
事事有主張」，以「言必

由衷」自我要求。

在談笑之間體現「逢人搭
友誼之橋，遇事開成功之

路」的樂趣。也領

悟到「有貢獻才有地位，
有成就才有權威」的道理

。從「獻言」、

「成事」中找到自己存在
的意義。這些親身體驗，

很樂意提出來和大

家分享，也希望能引發一
些正面的思考和回應。

文/林榮彬言必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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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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