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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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SCA名稱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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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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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機構

Industrial     產業

Spiritual      精神

Cultural       文化

Advancement  促進

的使命感





以研習成果祝賀

文／陳炯松

當國人熱烈慶祝中華民國建國100

年的同時，全球的OISCA成員也在多方

籌辦活動，要在2011年為OISCA創立50

周年同申祝賀之忱。國際產業精神文化

促進會中華民國總會，為國際非政府組

織（NGO）中，深受聯合國推崇重視的

OISCA International會員國之一，當

然要有具體作為，來表達我們祝賀的盛

情。

為了彰顯OISCA創始國日本國內相

關機構長期協助各會員國培育開發人才

所獲致的成效，世界總部希望各會員國

所舉辦的慶祝活動，盡可能邀集歷年赴

日考察觀摩的OB研習員共同參與，以擴

大影響。

本會有了2010年由資深OB研習員

陳常務監事國尊所主導，在其經營有成

的果園和農場舉辦〝有機農業與生物多

樣性〞的觀摩研習，頗獲好評的成功經

驗。今年將持續由資深OB研習員吳常務

理事建和、陳監事財福等人籌劃舉辦以

〝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復育〞為主題的

觀摩研習。屆時將有日本OISCA相關機

構及地方支部組團前來交流互動。我們

希望能以總結研習的豐碩成果，作為祝

賀OISCA創立50周年的最佳獻禮。至盼

全體會員共同關心、踴躍參與，以共襄

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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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第13屆第2次會員大會紀錄經報

奉內政部100年1月13日台內社字第

0990257444號函復，對所報98年度工

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

現金出納表、財產目錄及100年度工作

計畫、收支預算表等，同意備查。至

於本會所報變更章程乙節，除應增訂

第6條；載明「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

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

管機關之指導、監督」；會員大會及

理事會之職權建請參考部頒「章程草

案範例」修訂俾求周延外，最要緊的

是關於本會經費的來源，原列有「各

界樂捐」乙項，應修正為「會員捐

款」，以符合「公益勸募條例」相關

規定。

二、本會第13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就

陳常務監事國尊所提設立分會之臨時

動議案，經秘書處遵照決議所擬初步

構想，擬先設置土城、五股兩處研習

中心，如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將

由本會製發「研習中心」名牌及「授

證書」開始運作。

三、OISCA國際總會2010年11月26日傳真本

會，確認本會陳理事長炯松及林秘書

長榮彬為2011－2012年OISCA國際理事

會理事。為持續借重林秘書長協助本

會會務業務之運作，經陳理事長敦聘

為本會駐會顧問。本會秘書長乙職，

由張副秘書長麗華升任，均自100年1

月1日起生效。此項人事案，將提請理

監事聯席會議追認。

四、為繳交年費，本會團體會員內部作業

如需本會先行致函檢具收據，敬請隨

時來電賜知，以便配合辦理。

會務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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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第2次會員大會紀實
編輯室

第13屆理事會成立後的首次大會，

在秘書處工作同仁謹守相關法令規定，

按部就班，用心連繫安排工作之下，已

於99年12月10日順利召開。到有來自全

台各地的會員80餘人，會場到處洋溢著

彼此招呼問候之聲，氣氛相當熱絡。

主持會議的陳理事長炯松，一再感

謝會員們的踴躍出席和熱心的參與，他

先是提到一年多來，在理監事先進的指

導和協力之下，本會會務的運作頗為順

暢，組織的發展和財務的健全都有顯著

的績效。對兼職義工的無私奉獻，也表

達由衷的謝意。

許名譽理事長致詞時表示，這是他

多年來參加會員大會，心情最輕鬆的一

次，自從陳理事長接任以來，會務蒸蒸

日上，工作條件也顯見改善，才有能力

在大飯店來召開會員大會，希望大家持

續關心會務，多加支持；陳常務監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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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也提議：本屆理監事會成立之後，短期內已看

出會務的運作在各方面都有很大進步，希望順勢

而為，積極規劃籌設本會分支機構，更求工作的

開展。

應邀代表OISCA世界總部蒞會指導的岡田文

弘參事除了表達對本會的敬意和謝忱之外，也說

明OISCA世界總部為了慶祝成立50周年，預定於

2011年10月6、7兩日在東京召開國際理事會議。

會議主題為「生物多樣性保全及復興活動之促

進」。國際理事會後，將於10月7日下午隆重舉

行紀念式典及祝賀會。此外，日本各地OISCA支

部也將配合各會員國為慶祝OISCA成立50周年所

舉辦的集會活動，組團前往當地和OISCA的成員

聯誼互動，同申慶賀之忱，屆時盼望OISCA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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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總會配合安排相關接待事宜。

本次會員大會，除了聽取理監事會

的報告，藉以全盤瞭解本會會務、業務

的運作情形和財務狀況，最重要的議程

是將本會的章程做了大幅度的修正。也

例行性的討論通過了民國100年本會的

工作計畫和經費收支預算。

會員大會圓滿結束後的聯誼餐會

上，會友們相互舉杯祝福，交談中，大

家對本會會務的發展都樂觀其成，也有

意願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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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女企業家

編輯室

本會第13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通過陳理事長提議聘請林廖玉女士為本

會顧問一案，經報請內政部核備後，陳

理事長旋即由林秘書長等人陪同，於99

年12月23日前往位於臺北市敦化南路的

啟昇機構總部拜會林廖玉董事長，當面

致送聘書及本會出版之刊物，向林廖顧

問簡介本會沿革及動態。

經營企業有卓越成就的林廖玉女

士，對社團活動及公益事業更有高度的

熱忱。歷任中華民國華商婦女企管協會

理事長、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總

會長、國際獅子會3002B區總監、臺北

縣弘揚孝道促進會創會理事長、新店市

婦女會理事長等要職，曾膺選為中華民

國十大傑出女企業家及中華民國十大傑

出工商企業，並先後榮獲英、美兩國雙

商學博士學位。

林廖玉女士很謙虛的表示，有機會

參與國際性非政府組織OISCA的志工行

列，會先向OISCA的先進多多請教，並

盡心盡力協助陳理事長推廣OISCA中華

民國總會的相關活動，以不負所托。

林廖玉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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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為了總結本會OB研習員研究成果，

作為祝賀OISCA世界總部創立50周年的

獻禮，由吳常務理事建和及陳監事財福

為東道主的2011年OB研習員觀摩研習活

動，已決定於本年4月7日（星期四），

在本會團體會員士林紙業公司關係企業

的「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相關

園區和吳常務理事建和經營的農場實

施。屆時將有OISCA世界總部的多位貴

賓蒞會指導，並有日本オイスカ相關研

習機構和地方支部的代表近百人前來參

與盛會。

這項活動的內容將包括：一、以

「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復育」為主題的

研習座談會；二、展示本會OB研習員經

營業務之績效及成果；三、OISCA世界

總部及本會出版之刊物及歷來互動情形

之圖片展覽；四、聯誼餐會；五、參觀

本會OB研習員經營之農場等項目。

為了使這項活動的準備工作臻於

完善，包括本會團體會員台北市瑠公農

田水利會林總幹事濟民、中正農業科技

社會公益基金會劉執行長易昇在內的籌

備工作人員特趕在2010年即將結束的前

一天，實地勘察了活動的場所。對「八

仙樂園育樂公司」精心規劃設備完善的

「大唐溫泉物語」和「生態園區」之深

具特色，以及吳常務理事建和經營之農

場的多樣性，都讚嘆不已，咸信屆時必

能使參加研習活動的人員留下極為美好

的印象。

我們滿懷期待並熱切盼望本會全體

會員及團體會員機構的成員，都能在這

項活動中，真情互動，彼此感動。

期待大家來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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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活動場地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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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各式各樣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這些生物的遺傳基因及其

與環境所構成的各種生態系。其範圍涵蓋遺

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與生態系多樣性三個

層次。生物多樣性為人類生存與福祉的基礎，

它提供生態系基本維生功能、穩定水文、調節

氣候、促進能量與養分循環，更提供人類生活

必需之物資、藥物、生產原料、娛樂、美學、

科學、教育、社會文化、精神與歷史等重要功

能。

以往保育生物多樣性之努力大都集中在保

護區等自然生態系，但這些土地占全球面積不

到十分之一。相對地，全球有37%的土地是農業

生產用地卻未受到重視。最近大家已愈來愈瞭

解，大部分物種主要棲息在自然地區，但很多

物種之生存與人類日常生活和農業生產體系密

切相關，甚至一個地區的大部分物種可以在農

業生產用地上被發現。所以農業生產體系之經

營是否適當，可能大大的影響到整個生物多樣

性及一些特定物種之生存。很可惜的是，過去

一百年多來，大部分的農業經營方式都對生物

多樣性保育產生很大的不利影響，因此引起生

物多樣性之嚴重損失和減少。

依照國際有機農業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IFOAM)之定義，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包括所有能提升生態、社會及經

濟健康情形的農業生產體系。此體系視土壤肥

力為健康生產之鑰，並經由尊重大自然、建立

認證標準、認證制度及上市產品識別系統等，

以獲取農業和環境之最高服務品質。迄2007年6

月底，其加盟會員有750多個機構，分布於全球

108個國家中。目前全球已有超過2,600萬

公頃土地通過有機認證，其他已使用有機

很多野生物種可在農業用地上發現

一、為了人類也為了萬物

一、為了人類也為了萬物

「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各式各樣的

動物、植物、微生物、這些生物的遺傳基因

及其與環境所構成的各種生態系。其範圍涵

蓋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與生態系多樣性

三個層次。生物多樣性為人類生存與福祉的

基礎，它提供生態系基本維生功能、穩定水

文、調節氣候、促進能量與養分循環，更提

供人類生活必需之物資、藥物、生產原料、

娛樂、美學、科學、教育、社會文化、精神

與歷史等重要功能。

以往保育生物多樣性之努力大都集中在

保護區等自然生態系，但這些土地占全球面

積不到十分之一。相對地，全球有37%的土

地是農業生產用地卻未受到重視。最近大家

已愈來愈瞭解，大部分物種主要棲息在自然

地區，但很多物種之生存與人類日常生活和

農業生產體系密切相關，甚至一個地區的大

部分物種可以在農業生產用地上被發現。所

以農業生產體系之經營是否適當，可能大大

的影響到整個生物多樣性及一些特定物種之

生存。很可惜的是，過去一百年多來，大部

分的農業經營方式都對生物多樣性保育產生

很大的不利影響，因此引起生物多樣性之嚴

重損失和減少。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副研究員

有機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保育
邱美蘭

依 照 國 際 有 機 農 業 聯 盟 ( I n t e r -

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s, IFOAM)之定義，

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包括所有

能提升生態、社會及經濟健康情形的農業生

產體系。此體系視土壤肥力為健康生產之

鑰，並經由尊重大自然、建立認證標準、認

證制度及上市產品識別系統等，以獲取農業

和環境之最高服務品質。迄2007年6月底，

其加盟會員有750多個機構，分布於全球

108個國家中。目前全球已有超過2,600萬

公頃土地通過有機認證，其他已使用有機技

術但未認證之農場面積不詳，但很可能遠比

已通過認證之土地為大。

透過對生態系之整體考量，有機農業結

很多野生物種可在農業用地上發現。

有機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保育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副研究員／邱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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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但未認證之農場面積不詳，但很可能遠比

已通過認證之土地為大。

透過對生態系之整體考量，有機農業結合

了野生物多樣性、農業生物多樣性及土壤保

育，並禁止化學肥料及殺蟲劑之使用，所以有

機農業在增進農場土地之生物多樣性方面有很

大的潛能。最近我們也知道，有愈來愈多分布

在台灣各地的農民朋友，為了避免每天在農田

及果園中接觸各種農藥與殺草劑，直接威脅到

自己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正在克服困難，

改採有機耕作，其發展已由零星的點及個別農

民的努力，逐漸受到各界重視、支持、輔導或

結盟，並漸漸形成市場主流。為配合這種農業

經營方式之轉變，政府政策及農場作業技術需

要改變，保育單位和有機農業經營者間也需加

強合作及對話，並強化專業知識和技術。

二、有機農業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之策

略及進展

美國著名作家及生物學家理察卡森(Rachel 

Carson)於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對於1945年代以後美國各地大

量使用農藥和殺草劑，對大自然、野生物及人

類產生嚴重破壞的情形，有強烈的批判和深度

的描述，引起大家的驚醒。特別是該書第8章

妥善經營濕地可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育

合了野生物多樣性、農業生物多樣性及土壤

保育，並禁止化學肥料及殺蟲劑之使用，

所以有機農業在增進農場土地之生物多樣

性方面有很大的潛能。最近我們也知道，有

愈來愈多分布在台灣各地的農民朋友，為了

避免每天在農田及果園中接觸各種農藥與殺

草劑，直接威脅到自己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

全，正在克服困難，改採有機耕作，其發展

已由零星的點及個別農民的努力，逐漸受到

各界重視、支持、輔導或結盟，並漸漸形成

市場主流。為配合這種農業經營方式之轉

變，政府政策及農場作業技術需要改變，保

育單位和有機農業經營者間也需加強合作及

對話，並強化專業知識和技術。

二、有機農業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之策

   略及進展

美國著名作家及生物學家理察卡森

(Rachel Carson)於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

春天(Silent Spring)」中，對於1945年代

以後美國各地大量使用農藥和殺草劑，對

大自然、野生物及人類產生嚴重破壞的情

形，有強烈的批判和深度的描述，引起大家

的驚醒。特別是該書第8章「野鳥不再鳴唱

(And No Birds Sing)」、第9章「死亡的

河川(Rivers of Death)」、第12章「人類

的代價(The Human Price)」及第15章「大

妥善經營濕地可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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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鳥不再鳴唱(And No Birds Sing)」、第9

章「死亡的河川(Rivers of Death)」、第12

章「人類的代價(The Human Price)」及第15

章「大自然反撲(Nature Fights Back)」等，

觸目驚心地說明有毒化學物質對於人類和自然

環境的破壞及一幕幕的危害悲劇。「寂靜的春

天」這本書對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觀念之啟蒙

及有機農業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及幫助。

過去20年間，不論是政府或非政府組織，

已漸有一些政策及機制在促進有機農業和生物

多樣性保育間之連結，但都缺乏實質內容或細

節進展。這股連結及創見力量主要來自1992年

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起初，在該公約中未討論

到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之關係，但很多開發中

國家呼籲，應該把農業議題納入公約中，所

以目前該公約之相關文件中，已規定各國在

其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National Report)、

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畫(Nat i o n a l 

Biodiversity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中，均應將農業議題予以納入並法制化。對很

多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國家的人民而言，農業

生物多樣性保育是何意義仍然少有人知道，因

為大部分的國家仍著重在作物遺傳資源，而少

注重耕作地上的土壤及野生動植物之生物多樣

性。

為 了 提 高 有 機 農 業 在 全 球 保 育 運

動 中 之 能 見 度 及 角 色 地 位 ， 1 9 9 1 年 世

界永續農業協會(W o r l d S u s t a i n a b l e 

AgricultureAssociatiom, WSAA)於聯合國總

部正式成立，並明確標榜「跨越國境、宗教、

人種的界限，防止土地的荒廢，保全珍貴的地

球，推廣可確保糧食安全的新型農業，致力於

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和諧」。國際有機農業聯

盟自1996年開始即和世界保育聯盟(TheWorld 

Conservation Union)，透過世界保育大會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研討會及出

版品等進行合作，加強保育生物多樣性，以讓

更多人認識有機農業在生物和景觀多樣性上之

重要角色。國際有機農業聯盟已研訂有機原則

和基本準則，並被翻譯成20多種不同語言，供

世界各地認證單位研訂其個別準則之參考。其

標榜的有機農業基本原則有四項：

（一）健康原則(principle of health)：強化

並永續土壤、植物、動物、人類及地球

之整體及個別的健康。

（二）生態原則(principle of ecology)：以

生態系及生態循環為基礎，謀求和生態

系和諧共處及永續，並向生態系學習。

（三）公平原則(principle of justice)：保

障人和環境、人和人、人和其他生物間

之公平、尊嚴及正義。

（四）關懷原則(principle of care)：以關懷

的心及負責的態度，對環境及世代子孫

之長期福祉負責。

自然保育季刊 2007.9 第五十九期 11

自然反撲(Nature Fights Back)」等，觸

目驚心地說明有毒化學物質對於人類和自然

環境的破壞及一幕幕的危害悲劇。「寂靜的

春天」這本書對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觀念之

啟蒙及有機農業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及

幫助。

過去20年間，不論是政府或非政府組

織，已漸有一些政策及機制在促進有機農業

和生物多樣性保育間之連結，但都缺乏實質

內容或細節進展。這股連結及創見力量主要

來自1992年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起初，

在該公約中未討論到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之關

係，但很多開發中國家呼籲，應該把農業

議題納入公約中，所以目前該公約之相關

文件中，已規定各國在其生物多樣性國家

報告(National Report)、國家生物多樣性

策略及行動計畫(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中，均應

將農業議題予以納入並法制化。對很多簽署

生物多樣性公約國家的人民而言，農業生物

多樣性保育是何意義仍然少有人知道，因為

大部分的國家仍著重在作物遺傳資源，而少

注重耕作地上的土壤及野生動植物之生物多

樣性。

為了提高有機農業在全球保育運動中

之能見度及角色地位，1991年世界永續農

業協會(Worl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ssociatiom, WSAA)於聯合國總部正式成

立，並明確標榜「跨越國境、宗教、人種的

界限，防止土地的荒廢，保全珍貴的地球，

推廣可確保糧食安全的新型農業，致力於大

自然與人類之間的和諧」。國際有機農業

聯盟自1996年開始即和世界保育聯盟(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透過世界保

育大會(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研討會及出版品等進行合作，加強保育生物

多樣性，以讓更多人認識有機農業在生物和

景觀多樣性上之重要角色。國際有機農業聯

盟已研訂有機原則和基本準則，並被翻譯成

20多種不同語言，供世界各地認證單位研

訂其個別準則之參考。其標榜的有機農業基

本原則有四項：

(一)健康原則(principle of health)：強

化並永續土壤、植物、動物、人類及

地球之整體及個別的健康。

(二)生態原則(principle of ecology)：

以生態系及生態循環為基礎，謀求和

生態系和諧共處及永續，並向生態系

學習。

(三)公平原則(principle of justice)：

保障人和環境、人和人、人和其他生

物間之公平、尊嚴及正義。

(四)關懷原則(principle of care)：以關

懷的心及負責的態度，對環境及世代

加強業者訓練。 加強業者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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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該聯盟的有機生產及加工基本準則

(Basic　Standards for Organic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規定，有機農業應對生態系之

保護有所幫助，並建議採行以下各種措施：

（一）妥善經營與連結濕地、生態豐富的休耕

地及各種生物多樣性高的土地、殘存荒

野及不作生產用途的水道與溝渠等，以

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育。

（二）就農場區域內訂定自然保育和生物多樣

性保育用地之最低面積比率。

（三）針對生物多樣性及景觀改善事項納入相

關措施中執行。

最近該聯盟更提出三份創新性標準草案，

包括：

（一）植物育種標準草案(Plant Breeding 

Draft Standards)：強調增加基因多樣

性及天然繁殖能力。

（二）生物多樣性及景觀標準草案

(Biodiversity and Landscape Draft 

Standards)：從基因、物種及生態系三

方面加強自然地區生物多樣性、農業生

物多樣性及景觀多樣性。

（三）資源利用標準草案(Resources Use 

Draft Standards)：強調能源及資材之

永續與合理利用。

為了結合有機農業和生物多樣性保育，瑞

典的有機農民、自然保育學家、政府機構及大

學等自1997年開始已結合起來，增進保育和有

機農業間之合作及對話，並在有機農業經營體

系內傳播生物多樣性之知識。由於這種合作、

對話和討論，瑞典的有機準則做了一些修正，

規定有機農民必需針對自己的農場研提出生物

多樣性的經營計畫。其他如美國農部的國家準

則、歐盟及世界衛生組織(WHO)之規則中都不斷

強化保育生物多樣性之重要，並正在加強法制

化及制度化。歐盟各國已有20%以上之農地採用

相關的保護環境措施，並於2006年進行研修其

有機農業及產品標示法(Council Regulation 

on Organic Production and Labeling of 

Organic Products)。

目前全世界已通過有機認證之農地已超過

2,600萬公頃。其中有機農地面積較大的國家

有澳洲、阿根廷、義大利、加拿大及美國等，

有機農地比例已接近或超過10%之國家有瑞

典、奧地利、瑞士、芬蘭及義大利等。另外，

有機市場產值及市場占有率不斷上升，其中以

丹麥、奧地利、瑞士、德國及瑞典等國之消費

量較大。各國政府已看出，為了兼顧世界貿易

規則、環境保護及社會永續，有機產品之發展

確是一條可行之路，而且表現了甚大的發展興

趣。

我國行政院農委會正積極輔導有機農業團

體辦理驗證事宜，迄95年12月底止輔導之驗

證團體有「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

會」、「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會」、

「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及「台灣寶島有

機農業發展協會」等4個民間組織，驗證合格農

戶898戶，驗證面積1,708公頃。

三、我們可採取之具體行動

為了確保有機農業和生物多樣性保育均能

持續同步發展，我們在政策、教育及訓練各方

面均應不斷強化。謹建議現階段我們可優先加

強之具體行動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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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持續同步發展，我們在政策、教育及訓練

各方面均應不斷強化。謹建議現階段我們可

優先加強之具體行動如次：

(一)肯定有機農業在生態及經濟上之價

值：政府及各機構計算各種農業成本

時，應採用綠色成本觀念，把生產過

程中所有環境損失或社會成本均計

入，俾能真實反映有機農業之價值。

(二)創造有機農業的經營環境：例如減少

單一品種栽培面積、限制基因改良生

物及殺蟲劑之使用；採取持續而穩定

之鼓勵措施及經費補助，鼓勵有機農

業之發展及農民對土地所有權與經營

權之長久保有。

(三)加強對話：持續加強保育機構與有機

農業間之對話、交流、研討及訓練，

增進彼此對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有機農

業之瞭解。

(四)加強研究及監測：加強各項可能影響

生物多樣性之有機農業經營因子的研

究，包括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加強生

物多樣性監測工作，以瞭解生物多樣

性和有機農業間之關係，並供改進政

策之參考。

(五)資金、設施及訓練：提升生物多樣性

保育有關之資訊傳播、教育、訓練、

諮詢等所需資金與設施，並規劃全面

而深度的有機農業經營者之生物多樣

乾砌石工法是對環境友善的施工方法。
乾砌石工法是對環境友善的施工方法

（一）肯定有機農業在生態及經濟上之價值：

政府及各機構計算各種農業成本時，應

採用綠色成本觀念，把生產過程中所有

環境損失或社會成本均計入，俾能真實

反映有機農業之價值。

（二）創造有機農業的經營環境：例如減少單

一品種栽培面積、限制基因改良生物及

殺蟲劑之使用；採取持續而穩定之鼓勵

措施及經費補助，鼓勵有機農業之發展

及農民對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之長久保

有。

（三）加強對話：持續加強保育機構與有機農

業間之對話、交流、研討及訓練，增進

彼此對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有機農業之瞭

解。

（四）加強研究及監測：加強各項可能影響生

物多樣性之有機農業經營因子的研究，

包括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加強生物多樣

性監測工作，以瞭解生物多樣性和有機

農業間之關係，並供改進政策之參考。

（五）資金、設施及訓練：提升生物多樣性保

育有關之資訊傳播、教育、訓練、諮詢

等所需資金與設施，並規劃全面而深度

的有機農業經營者之生物多樣性研習課

程。

（六）協助有機農業認證及主管機構研修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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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習課程。

(六)協助有機農業認證及主管機構研修與

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景觀維護基本

準則。

(七)鼓勵農民從最簡單、最容易的經營實

務開始改善：

1.灌排水設施之建設及維護採用生態工法

(1)維護及推廣土溝、草溝、乾砌石溝。

(2)維持足夠寬度及多孔隙、多樣化之水

溝，必要時可增設緩流區、調節池、

生態池及水制工等多樣化溝床。

(3)護岸應平緩化、低矮化、孔隙化、多

層次化，以利作業及生物進出。

(4)儘量設計多樣化之流況，並經常維持

最少基流量。

(5)整修或清理時，應分段、分期進行，

以利維持物種種原並確保快速恢復穩

定的生態系。

(6)適度連結自然河川、野溪、森林、荒

野地、蓄水池、沉澱池及生態池等。

(7)於適當地點規劃栽植原生植物。如水

柳、水社柳、水同木、茄苳、江某、

香楠、苦楝、榕樹、雀榕、九丁榕、

稜果榕、九芎等。

(8)各項設施之規劃、設計、施工、管理

及使用均應和地方居民密切溝通，以

落實地方化、社區化及生態生活化。

2.田埂、交通道及各項設施之生態化

田埂及各種交通道，可用原生草種或適 

單一作物大面積栽培會減少生物多樣性。

動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景觀維護基本準

則。

（七）鼓勵農民從最簡單、最容易的經營實務

開始改善：

1.灌排水設施之建設及維護採用生態工法

(1)維護及推廣土溝、草溝、乾砌石溝。

(2)維持足夠寬度及多孔隙、多樣化之水溝，必

要時可增設緩流區、調節池、生態池及水

制工等多樣化溝床。

(3)護岸應平緩化、低矮化、孔隙化、多層次

化，以利作業及生物進出。

(4)儘量設計多樣化之流況，並經常維持最少基

流量。

(5)整修或清理時，應分段、分期進行，以利

維持物種種原並確保快速恢復穩定的生態

系。

(6)適度連結自然河川、野溪、森林、荒野地、

蓄水池、沉澱池及生態池等。

(7)於適當地點規劃栽植原生植物。如水柳、

水社柳、水同木、茄苳、江某、香楠、苦

楝、榕樹、雀榕、九丁榕、稜果榕、九芎

等。

(8)各項設施之規劃、設計、施工、管理及使

用均應和地方居民密切溝通，以落實地方

化、社區化及生態生活化。

2.田埂、交通道及各項設施之生態化田埂及各

單一作物大面積栽培會減少生物多樣性

- 16 -

轉　　載



種交通道，可用原生草種或適當植物取代塑

膠布覆蓋、水泥或外來入侵物種，例如使用

仙草、金絲草、雷公根、魚腥草、箭葉鳳尾

蕨、過溝菜蕨、空心菜、倒地蜈蚣、鳳尾

蕨、三白草、兩耳草等，不僅可保護生物多

樣性，也可配合發展鄉土料理、保健食品或

提供禽畜飼料。各項邊坡、駁崁、護岸也應

採用乾砌石工法取代水泥三面工。農場空間

儘量透水化及綠化，減少水泥及不透水空

間。

3.避免砍伐天然森林、排乾或填平天然濕地。

調查、登錄及保護殘存在農場內之荒野及小

林地。

4.生態空間之綠美化，儘量以原生植物取代外

來植物，以種子苗替代無性繁殖苗，以容器

苗取代裸根苗及野外挖取苗。

5.一公頃以上之農場應設置及維護其農場面積

5%以上之自然濕地、草地、林地或休耕地。

其中生態水池，每公頃至少應有3個，每個面

積30m2以上。

6.執行輪作，並限制每種單一作物之最大面

積。作物及果園行間空地以綠肥作物或稻

殼、木屑、乾稻草覆蓋，以取代殺草劑之使

用。

7.於農場空地適度規劃休閒空間及生物棲地，

栽種原生喬木及灌木，以增加野生物棲地及

生物多樣性，並滿足訪客在景觀及休閒遊憩

上之需求。

8.協助有機農場將場內之育種、生物多樣性及

景觀維護、資源利用等計畫納入年度經營計

畫中，並由政府及學術界給予經費及技術協

助。

(八)心靈及消費型態改變：

1.多用有機產品：支持有機農業的最好方式就

是多用有機產品。目前政府輔導的有機認

證、產品履歷制度及各地有機農產品經銷網

路，均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而且更有保障的

產品。相關資訊可至農委會設置之「台灣農

產品安全追溯資訊網(http://taft.coa.gov.

tw)」查詢。

2.少消費多分享：浪費是破壞的元兇，人們真

正需要的不多，但想要的太多。另外，建立

與左鄰右舍的良好關係，多和別人分享有機

產品，也是減少浪費的方法之一。

3.在地消費：減少對危害環境及人類健康的工

廠式農場所生產的產品之依賴性，多向住家

附近有機農場或市場購買；並避免食用長途

運輸的蔬菜、水果、肉類及牛奶等農產品，

不僅可以吃到在地的、新鮮的原味，且可減

少對環境的衝擊。例如美國的localharvest.

org、英國的farmersmarkets.net及澳洲的

farmersmarkets.org.au等網站均提供消費者

在地消費的資訊。

4.過簡單的生活：人人都應該學習過健康及

簡單的生活，做個對環境破壞最少的樂

活族(LOHAS，Lifestyles of Healthand 

Sustainability)。

四、保育生物多樣性及永續發展

人類正面臨二條可以選擇的路。一條是延

續以往長期習慣的快速公路，一路走來，我們

一直在開發、破壞及污染，毒害了萬物也毒害

到人類自己。它是容易走、習慣走、而且可以

快速通行的路，但是它的末端出口是嚴重的生

態災難和不永續的社會。另一條路，是以往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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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毒害到人類自己。它是容易走、習慣走、

而且可以快速通行的路，但是它的末端出口

是嚴重的生態災難和不永續的社會。另一條

路，是以往較少人走、也較不易走的道路，

但它是提供人類最後且唯一可以確保地球及

人類永續發展機會的道路。如何選擇，全在

人類本身。

有機農業的本質，是由認識地球、關懷

土地，從自然及生物間的綿密關係和共存共

榮中去尋求解決人類生活的問題。它需要政

府、生產者、消費者、生物學家、昆蟲學

家、遺傳學家、生理及生物化學家等，貢

獻每個人的知識、創見和巧思，才能使有

機農業走得更長、更穩，解決現階段63億

世界人口的廣大需要，也能和自然萬物共

存共榮。誠如理察卡森所說：「雖然一本書

不可能改變一切，但是拯救地球和生物世界

的美，是我內心長期的渴望。我深深感覺，

我有一種神聖的義務，應減少自然界遭受危

害。人類已深陷於盲目改造世界及人工化的

困境，但我們對於宇宙之奇及自然之美愈有

瞭解，我們就愈有可能減少破壞」。

隨著全世界對有機農產品之市場需求不

斷擴大，可以預見的是，不論在國內或國

外，會有愈來愈大的有機作物及農場出現，

也潛藏著無限大的商機。面對這樣的機會及

挑戰，每一個人均應深切體認我們在生物多

樣性保育上可扮演的角色及責任，並要勇於

改變，積極迎接挑戰。

有機農業潛藏著無限大的商機。有機農業潛藏著無限大的商機

少人走、也較不易走的道路，但它是提供人類

最後且唯一可以確保地球及人類永續發展機會

的道路。如何選擇，全在人類本身。

有機農業的本質，是由認識地球、關懷土

地，從自然及生物間的綿密關係和共存共榮中

去尋求解決人類生活的問題。它需要政府、生

產者、消費者、生物學家、昆蟲學家、遺傳學

家、生理及生物化學家等，貢獻每個人的知

識、創見和巧思，才能使有機農業走得更長、

更穩，解決現階段63億世界人口的廣大需要，

也能和自然萬物共存共榮。誠如理察卡森所

說：「雖然一本書不可能改變一切，但是拯救

地球和生物世界的美，是我內心長期的渴望。

我深深感覺，我有一種神聖的義務，應減少自

然界遭受危害。人類已深陷於盲目改造世界及

人工化的困境，但我們對於宇宙之奇及自然之

美愈有瞭解，我們就愈有可能減少破壞」。

隨著全世界對有機農產品之市場需求不斷

擴大，可以預見的是，不論在國內或國外，會

有愈來愈大的有機作物及農場出現，也潛藏著

無限大的商機。面對這樣的機會及挑戰，每一

個人均應深切體認我們在生物多樣性保育上可

扮演的角色及責任，並要勇於改變，積極迎接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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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葵就是吃生魚片用的ワサビ 

（Wasabi，哇沙米），早年我們常把它

誤稱作芥末（Mustard），兩者雖然都

有辛辣嗆鼻的口感，但芥末是用芥菜子

和薑黃等加工處理成的黃色醬料，哇沙

米則是用山葵的根莖磨成的綠色糊泥。 

只是真正的山葵很貴，而且不耐

貯藏，只有在高級日本餐廳才吃得到現

磨的純正哇沙米，我們平常吃的或市面

上買到的都是混合另一種植物歐洲辣根

（Armoracia rusticana）染色調製成

的山寨版代用品。

山葵是日本特有的十字花科多

年生草本植物，原產在山區溪流邊。

學名Wasabia japonica也就從日文的

wasabi而來，不過現在有些分類把它歸

併到同科的山菜屬，學名改為Eutrema 

wasabi，中文也叫做塊莖山菜。

山葵生長需要比較特殊的環境條

件，所以產地受到限制，根據2003年日

本農林水產省的統計，目前全國山葵栽

培面積僅約650公頃，其中以靜岡縣最

多，長野縣居次，兩者合計就佔了全國

一半以上的產量。由於日本對山葵的需

求殷切，每年也都從台灣、大陸、美國

和紐西蘭進口。

大王山葵農場
2010年8月30日到9月8日參加OISCA（國際產業精神文

化促進會）農業研習團，到日本觀摩了10天，地點包括長

野、茨城、宮城和山形四個縣的農業產區，期間受到日方

人員的熱誠接待和妥善安排，增加了不少農業見聞，可說

是獲益良多。

在整個研習過程中看到不少農作物的栽培生產，其中

比較特別的是長野縣大王山葵農場。不過在和大家分享這

個農場的參觀心得之前，恐怕還是得先介紹山葵這種特殊

的作物。

【日本農業研習見聞】

認識山葵：

吳昭祥

- 19 -

特　　輯



大王山葵農場簡介：

大王山葵農場位於長野縣安曇野

市穗高町地方，創始於大正6年（1917

年），迄今已經將近百年歷史。目前面

積15公頃，年產量130公噸。這裡有豐

富的地下水源，湧水量每天12萬噸，年

平均水溫13℃，非常適合山葵的生長。

山葵從栽培到採收約需2年時間，

採收的山葵除了根莖為主要產品外，葉

子、葉柄和鬚根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在

販賣部裡就看到上百種的山葵加工產

品，琳瑯滿目。

原本只是一個生產山葵的農戶，目

前已經逐漸轉型為休閒農場。農場內有

餐廳、販賣部、DIY體驗工坊，每年參

觀人數約120萬人，年營業額達12億日

圓（大約台幣4億5千萬元）。

整個農場以山葵和水做為主題，園

區內有完整的遊園步道和觀景台，可以

眺望山葵田和周邊風景，沿途有解說牌

介紹農場歷史和山葵栽培資訊，建築也

都採用木造結構，完全融入鄉野特色。

夏天期間週邊的蓼川還有泛舟和熱氣球

活動。

參觀心得：

我對大王山葵農場最欣賞的是它仍

維持原有的生產架構，所有的活動和商

品幾乎都由山葵衍生而來，相對於台灣

的部份休閒農場，充斥太多不相干的遊

樂設施，原本主要的農業生產反而變成

聊備一格，這是非常值得學習的。

另外台灣阿里山的達邦和里佳也有

山葵生產，以外銷日本為主，由於獲利

高，濫墾極為嚴重，影響到林木生長及

水土保持，林務局也不勝其擾。我倒是

覺得林務局不妨主動提供一塊較完整的

土地，規畫成山葵休閒農場，提供當地

原住民經營管理，或許是一個雙贏的策

略。

大王ワサビ農場網站

http://www.daiowasab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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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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SCA名稱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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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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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機構

Industrial     產業

Spiritual      精神

Cultural       文化

Advancement  促進

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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