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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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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團體成員的互動 文/陳炯松

很多的研究報告都指出，團體或組

織成員互動的頻率，是有高低起伏的。

當一個團體的成員認為有些事情必須集

思廣益、群策群力、積極參與，來提昇

正面的意義或降低負面的影響時，成員

互動的頻率就會增加。換句話說：團體

成員互動的頻率，往往取決於所謂的

「正價誘因」或「負價誘因」。這些誘

因，有的是出自成員的願望，有的則是

來自外在的因素。

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民國

總會的絕大多數成員，從OISCA中華季

刊系列的報導中，已經充分感受到「生

物多樣性」面臨的危機，才會有將近60

位來自全台各地的會員或OB研習員，相

約參加了5月間在土城市陳親家果園舉辦

的「有機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保育」觀摩

研習；為了認同OISCA的基本理念，並

為感念創立者中野與之助崇高的道德風

範，更有超過百位的會員，踴躍參加了

「2010年OISCA DAY」的紀念會。

這種分享感覺、真情流露的互動，

真是叫人不感動也難。但願這種「感覺

很好」的互動，能在OISCA中華民國總

會的成員之間持續不斷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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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炯松

2010 OISCA DAY的系列活動已

經圓滿落幕了。過程中，無論幕前或

幕後，出錢或出力，共襄盛舉者，真

是多到讓我有說不盡的感謝。

首先，我要感謝的是本會理監

事和會員的熱心參與。事前的籌備會

中，與會的林錦松、吳建和、陳國

尊、陳國盛、張炳章等多位理監事和

部分本會團體會員單位的負責人，就

很積極主動的認定了相關的分工事

項。有的是提供交通工具，有的是安

排餐宴，有的則是參加機場接機迎賓

的行列。事先並未認定要協助會場佈

置的陳國尊常務監事，更是出其不意

的提供了大把大把的有機香蕉，把紀

念會的會場點綴得生機盎然，增色許

多；李月美理事雖臨時因故未能參加

籌備會，卻是促成此次中野 利弘副總

裁來台訪問的幕後推手，在在都令人

感佩。

最難能可貴的是，OISCA DAY紀

念會當天，有超過百位的貴賓和本會

成員，不辭辛勞前來參與盛會。在和

樂融融中，彼此關懷，互相打氣，不

僅凝聚了共識，更增添了信心，確實

令人感奮。

由於長期以來，本會和OISCA國

際組織間密切合作所獲致的成果，得

到政府各級長官的肯定和重視。此次

OISCA DAY系列活動中，先後有考

試院關中院長、臺北市政府郝龍斌市

長、總統府廖了以秘書長、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武雄和前考試院

院長許水德先生，在百忙中親自撥冗

接見了來訪的OISCA世界總部執行副

總裁中野 利弘先生。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黃副主委有才、國際處張處長淑

賢、戴簡任技正德芳等多位長官，還

親自蒞臨系列活動的現場給我們很多

指導與鼓勵，更是令我們銘感五內。

在緊湊的活動過程中，隨同本

會團體會員單位提供的交通工具，前

來支援的李俊見、陳全興、陳信宏、

李元中和全程協助攝影的陳坤燦和擔

任司儀的林志鴻等幾位工作伙伴的辛

勞，我也要致上深深的謝意。對於本

會兼職義工們的盡心盡力，我由衷感

激之情，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感謝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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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委會黃副主任委員、

OISCA世界總部執行副總裁中野 利弘先

生、本會名譽理事長許文富教授、蒞會

指導的各位貴賓、到場的本會會友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民

國總會，是國際非政府組織OISCA的成

員。自1973年1月16日成立以來，長期致

力於國民外交及產業交流合作，都是透

過OISCA這個國際組織的體系和架構，

才得以順利進行。

今天，我們在這裡舉辦「 2 0 1 0 

OISCA DAY」紀念會，能夠邀請到本

會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農委會黃

副主任委員，和遠從日本專程前來的

OISCA世界總部執行副總裁中野 利弘先

生蒞會指導，真是讓我們倍感榮幸，也

使紀念會更增光彩。

陳董事長致詞要點 文/編輯室

OISCA DAY 紀念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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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迎接「2010 OISCA DAY」的來

臨，本人的感言，已經以「感恩的心」

為文，登載在OISCA中華季刊2010年夏

季刊的專欄上。今天，我要特別在此一

提的是，O I S C A中華民國總會成立初

期，對增進中、日兩國民間交流合作，

出力最大、貢獻最多的人，就是今天在

座的特別貴賓中野 利弘副總裁。從1972

年到1974年的短短三年內，他就有多達

12次的訪台行程，頻頻和當時我國各界

首長洽談要務。37年來，他在本會的成

長過程中，始終是最關心我們、最支持

我們的一位長者。這一次應邀前來參加

OISCA DAY紀念會，是他在2003年來台

參加本會為慶祝成立30周年所舉辦的植

樹活動之後，相隔長達7年，再度來台，

真是「彌足珍貴」的貴賓。所以，在台

的3天訪問行程，時時刻刻都令人倍感珍

惜。希望在隨後的茶會中，本會的會友

們能多多向他和同行的岡田 文弘先生表

示敬意。

- 5 -

特稿



OISCA DAY 系列活動集錦2010

壹、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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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紀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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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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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到訪本會(團體會員)及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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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
  新交情 文/編輯室

OISCA世界總部和中華民國總會結

識最早，也是結緣最深的老朋友，中野

利弘副總裁，在睽違7年之後，應陳理事

長炯松之邀，已於7月14日至17日來台訪

問4天。

為了迎接這位從未謀面的「老朋

友」，陳理事長的用心，連工作同仁都

讚嘆不已。舉凡接機的安排、車輛的調

度、拜會的行程、餐宴的規格，都是再

三叮嚀，甚至親自連繫。從7月14日下午

4時，在本會接見正式到訪的這位貴賓開

始，陳理事長就馬不停蹄地陪同中野利

弘副總裁拜會了考試院的關中院長和台

北市郝龍斌市長，7月15日上午又陪同拜

會了亞東關係協會和總統府的廖了以秘

書長，7月16日上午則是拜會了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武雄和前考試院院

長許水德先生。

在緊湊的官式拜會行程之間，陳

理事長還特地順道安排貴賓走訪他所主

持的社會公益、病理檢驗和老人安養等

機構，親自解說業務概況。不但很成功

地增進了彼此的瞭解和情誼，更讓遠道

而來的貴賓對陳理事長人脈之廣和善於

結合各方資源成就公益事業，留下極為

深刻的印象，直呼「了不起」、「好驚

奇」！

中野利弘訪台最主要的行程，是參

加7月16日下午3時，在台北市國賓飯店

舉行的「2010 OISCA DAY」紀念會。在

陳理事長致詞感謝中野利弘副總裁長期

以來對OISCA中華民國總會的關切和支

持之後，中野利弘副總裁難掩內心感奮

之情，上臺致詞時，一再強調他和陳理

事長同屬老虎生肖，必將虎虎生風，頻

頻互動，在許前理事長文富先生所奠定

的兩會合作基礎上，增進彼此的互信，

使交流合作更向前推進。當提起OISCA

創辦人中野與之助對增進中、日兩國民

間友誼奉獻畢生心力時，中野利弘副總

裁竟數度哽咽，難以言語，場面十分感

人。

真誠的邀訪和欣然受邀，中野利

弘副總裁和本會陳理事長經由這次的交

流互動，已經搭建了新的交情，點燃了

互信的火種，必將能繼往開來，光芒再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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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榮彬

OISCA世界總部中野利弘執行副總

裁此次來訪的4天行程，從到桃園國際機

場接機的那一刻開始，我就一直陪在他

的身旁兼任起「譯員」的差事，也要隨

時回答他提出的許多問題。大體而言，

整個過程還算圓滿順利，並沒有特別出

乎意料之事。

倒是，有一次座車在回飯店的途

中，他先是稱許我們對闡揚OISCA理念

的用心，緊接著，就向我提起O I S C A

創立者中野與之助生前對王陽明「知行

合一」的學說極為推崇。每當有人慶

幸能聆聽到中野與之助總裁講述的道

理，而有「茅塞頓開」、「如獲至寶」

的喜悅之際，他總是告訴大家要「即知

即行」，照著道理去「實踐力行」，否

則，懂得再多的道理，也於事無補。

中野利弘副總裁同時強調：「日

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

之一是，當時的領導階層多能信奉陽明

學說，凡事身體力行，不尚空談」。雖

然，只是這麼簡短的談話，卻給了我們

很大的啟示。

O I S C A的理念是崇高的，與時俱

進的追求目標也是很明確的。吾人如能

「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具體而

微，實踐力行，當可立竿見影，落實其

成效。

中野利弘副總裁談話中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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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民

國總會，多年來推動國際農業技術合作

及農村青年交流的計畫，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的大力支持和贊助下，已逐步建

構了可行的模式和有效的管道，也屢獲

OISCA世界總部的肯定。此次OISCA世

界總部執行副總裁中野利弘應邀來訪，

行前特來電表示，希望能親自前往農委

會拜訪，當面表達他的敬意。

在本會舉辦的2010 OISCA DAY系

列活動中，我們非常感謝農委會陳主任

委員親自接見了到訪的中野利弘副總裁

等人，就中、日兩國農業合作相關事宜

和國際間普遍關注的生物多樣性面臨的

危機等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前不久

才訪問過日本的黃副主任有才，更兩度

蒞臨我們的活動現場，就如何加強外語

人才培育，以增進國際交流活動多所提

示；國際處張處長淑賢，唐科長淑華也

頻頻關切活動準備情形，及時給予我們

最必要的協助，真是令我們感奮不已。

本會既屬加盟於國際非政府組織

（NGO）的OISCA International分支機

構，也是依據我國法令由內政部核准設

立的人民團體。基於實際推動的工作屬

性，我們始終認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就

是本會最關鍵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正

因為有這樣的認知，本會全體會員才更

有信心、也更有歸屬感的為國際農業技

術合作和人員的交流，持續不斷地盡我

們的一份心力。

文/編輯室本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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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

員武雄，於7月1 6日接見到訪的

OISCA世界總部執行副總裁中野 利

弘時，以充滿信心和堅定的語氣表

示，甫於7月14日經立法院第7屆第

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通過

的我國「農村再生條例」，將使我

國農村的活化再生指日可待。

我們細讀條例的全文，瞭解

到政府將設置農村再生基金新台幣

一千五百億元，並於條例施行後十

年內分年編列預算，用以支應「改

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

態及文化」、「提昇生活品質」以

建設富麗的新農村。其推動原則，

將以農村社區整體建設為主，並將

結合農業生產、產業文化、自然生

態作整體規劃建設；對有保存價值

之農村文物、文化資產及產業文化

之「保存、推廣、應用及宣傳」，

都將可以動支農村再生基金。

由於這項農村再生條例的精神

和目標，與OISCA的基本理念完全

契合，因此特別值得我們關注，也

希望本會全體會員多加留意各級政

府實際推動情形，適時給予必要之

支持與配合，或把握契機，考量必

要條件，自發自主參與相關計畫，

協力推動，以分享農村活化再生之

成果。

期待農村的
活化再生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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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ISCA ROC, Taiwan Chapter, founded on January 16, 1973, continue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ducational 
advancement to Taiwan. The council members consist of congressmen, ministers of agriculture, 
professors, financial entrepreneurs, business leaders, and agricultural business owners.  The 
general affairs of ROC, Taiwan Chapter and activities conducted during the past year include:

Ⅰ.  Improving Organization
1. In past 6 months, ROC Chapter has increased its membership base by 7 group members and 

10 personal members.  There are now 27 group members and 250 personal members of the 
routine maintenance.

2. We have issued new membership certification, familiarized members to the concept of 
OISCA and established cohesion.

Ⅱ.  Ordinary Meetings
1. The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Joint Meeting was held three times last year, 

discussing the planned activities of 2009 and the work plan of 2010.
2. Our research team of biodiversity decided to implement the manage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Ⅲ. Organizing Related Activities
1. The commemoration of “2010 OISCA DAY” was held on July 16 at The Ambassador 

Hotel. Mr. Nakano Toshihiro, Vice President of OISCA Japan Headquarter, participated in 
the assembly. In addition, approximately 100 honorable guests and memb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joined our commemoration.

2. Tree Planting Event :
The member of OISCA in Taipei attended our tree planting event, which was led by Mr. 
Chen, Chiung-Sung, Board Chairman of ROC Chapter, and took photos with Taipei City 
Mayor Mr. Hau, Lung-Bin.

3. On May 12, 2010, the OB members, who are nominated by OISCA ROC Chapter, learned 

OISCA International R.O.C. Chapter, Taiwan
Annual Report

(August, 2009-July, 2010)

提報OISCA國際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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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organic agriculture, farming practices, biodiversity in Japan and participated in farm 
social activities. They exchanged views and ideas of agricultural affairs.

4. We encourage our volunte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of Festival”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ampus on November 21, 2009.  Visit the Achievement 
Exhibition of Biodiversity in “Plus One! Plus You! 2010 International Year of Biodiversity  
Taiwan Action" on May 27, 2010. The exhibition is co-sponso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Ⅳ. Exchange Visits Activities
1. Mr. Asai Noboru and Mr. Tashiro Tadaomi, members of OISCA SHIZUOKA branch, made 

a visit to Taiwan, with Executive Director Mr. Wu, Chien-Huo and Director Mr. Chang 
Ping-Chang’s accompany reception on December 10, 2009.

2. A group of seven OISCA members, Mr. Hung, Po-Wu and agricultural owners, Ms. Zhao, 
Liang-Hui, Ms. Liu, Li-Han, Mr. Tseng, Tsang-Yung and Mr. Liu, Bing-Hao were led 
by Executive Director Mr. Wu, Chien-Huo to Japan on August 30, 2009.  The group was 
separated into two sections with arrangement of OISCA Foundation majorly to lear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organic farms, and of recreational farms for 10 days in 
Nagano, Ibaraki, Miyagi, Shizuoka, and Gifu etc..

3. An 11-person group of farm youths, Li, Ya-Wen etc., led by Ms, Wu, Su-Zhen were 
registered to study Japanese at OISCA College for the period of one month on July 21, 
2009.  The 14 farm youths of our members led by Mr. Pan, Chi-Yang, section chief of 
OISCA ROC, departed for Japan on July 23, 2010. In addition to learning Japanese, they 
also learned about Japanese culture, history, geography, and familiarized with living the 
Japanese way.

4. Mr. Tomoda Kazuomi, OISCA College for Global Co-operation Principal and General 
Manager Mr. Sugahara Atsuo visited OISCA ROC Chapter, and greeted by Mr. Chen, 
Chiung-Sung, Board Chairman of ROC Chapter on October 27, 2009. Also Mr. Sugahara 
Atsuo visited us twice to discuss exchange activities respectively in March July, 2010, and 
was greeted by General Secretary Mr. Lin, Jung-Pin.

5. The Board Chairman Mr. Chen, Chiung-Sung invite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OISCA 
Mr. Nakano Toshihiro and Counselor Mr. Okada Fumihiro to visit on July 14 ~July 17, 
2010, and discuss exchange visits activities.

Ⅴ. Publication
The quarterly bulletins of OISCA ROC Chapter, has been revised. The new edition of 

the Autumn issue of 2009 provides an informative review about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biodiversity issues. The issue has been widely distributed to the OISCA members and the 
related institutes to bring awareness of the OISCA activities that were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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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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