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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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陳炯松

在OISCA這個非政府國際協力組織

邁入創立50周年的2011年3月11日，創始

國的日本竟然發生天崩地裂、舉世震驚

的大災難，災情的慘重，海內同悲。身

為OISCA的成員，感傷之情更是難以言

表。除已迅即由本人代表國內OISCA全

體會友致電東京國際總部表達關切與慰

問之意，並願與全球OISCA成員同心協

力支援善後。

面對著被視為世紀大災難的突如

其來，不禁讓我們特別思念OISCA的創

立者中野與之助（來台演講留影），早

在50多年前就積極奔走，呼籲世人要對

宇宙的奧秘心存敬畏；對孕我、育我、

養我的地球要心存感恩，善加珍惜與愛

護。先哲的警世之語，言猶在耳，本刊

也在每一期的封面和封底裡頁持續以顯

著的版面，傳達OISCA主張「天、地、

水、火要在宇宙間和諧互動，使人類和

萬物生生不息永續生存」的基本理念，

強調要把「像母親一樣孕育人類，無可

取代的地球」，完美無缺地留存給我們

的下一代。

在天災地變接踵而至的今日，人

們似乎更應該學會謙卑，自覺渺小。以

一個民間團體對內發行的刊物，我們自

知「人微言輕」，影響有限，仍當善盡

言責，至盼本會會員能積極回應，以身

作則，把愛護地球的口號化為實際的行

動。

面對世紀              的省思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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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第13屆第2次會員大會通過之本

會章程修正案，遵照內政部指示就

部份條文補正後，已報奉內政部100

年2月22日台內社字第100002471號

函同意備查。

二、本會第13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於100年2月25日上午假台北市忠孝

東路5段297號「彩蝶宴」召開，由

陳理事長親自主持。會中除聽取秘

書處工作報告外，討論通過之議案

有：

（一）敦聘林榮彬先生為本會顧問，

張麗華女士為本會秘書長人

事案。

（二）本會設立土城、五股兩個地區

性研習中心；分別敦請陳常

務監事國尊、吳常務理事建

和主持。

（三）本會99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三、本會為賡續爭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補助經費，推動台、日農業技術與

農村青年之交流，所提報之民國100

年計畫案，經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年3月11日農際字第1000106060

號函核定。

四、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由台北

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大地工程處主辦

的植樹活動，於3月12日植樹節在

台北市內雙溪自然生態公園實施。

本會應邀參與籌備，並於活動現場

設置環保攤位，分送到場民眾有關

「愛護地球」及「生物多樣性保育

與復育」等文宣資料。本會陳理事

長親自帶領多位志工參加植樹。

（相關報導請參閱第24頁）

五、日本茨城縣岡堰土地改良區理事長

大橋幸雄帶領之親善訪問團一行10

人，由本會團體會員台北市瑠公農

田水利會林會長錦松陪同，於3月2

日到訪本會，由陳理事長及許名譽

理事長出面接待。

       （相關報導請參閱第26頁）

六、日本ｵｲｽｶ開發專門學校國際留學
部本部長菅原敦夫於3月14日到訪本

會，洽談2011年夏季本會選送農村

青年赴該校短期研習相關事宜。本

會吳常務理事建和、張秘書長等人

出面接待。

       （招生簡章請參閱第28頁）

七、本會為紀念OISCA國際總部創立50

周年舉辦之系列活動，於3月9日由

陳理事長親自主持籌備會議，秘書

處同仁多次會勘活動場地作成妥善

規劃。該項活動於4月6日至4月9日

順利辦理完成。

       （詳情請參閱第6頁至23頁）

會務簡訊 文/編輯室

- 3 -

會務簡訊



中野良子總裁

談日本的「文化力」與國際協力

2011年3月11日，日本遭受所謂

「世紀大災難」的關東大地震以及隨

之而來的海嘯侵襲後，受災民眾屋毀

人散，四處避難之際，多能冷靜沉

著，無私互助，對來自各方的救援更

心存感恩，不怨天尤人的表現，令人

印象極為深刻。一時之間，日本的傳

統精神和文化，也成了大家談論的熱

門話題。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ｵｲｽｶ發行的

OISCA月刊，在2011年1月的期刊上，

以「特集」報導了OISCA中野良子總

裁和日本前駐法大使，也曾長期擔任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秘書

長松浦晃一郎的「新春對談」。談話

的主題就是在探討日本的「文化力」

如何成就了日本的國際協力。

早在日本全面參與聯合國非政

府組織（N G O）的國際協力之前，

O I S C A的創立者中野與之助就本於

「宇宙萬物應和諧共存，永續共生」

的自然法則和人道精神，創立了國際

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積極推動「愛

護地球」、「關懷弱勢」的國際協力

活動。O I S C A創立50周年的今日，

眼看地球的生態環境仍不斷遭到破

壞，大自然的浩劫更接連發生，吾人

感傷之餘，對中野與之助的「先知先

覺」，益增感念。

中野良子總裁在「對談」中，回

憶OISCA創立時，尚無「NGO」這

個名稱，也沒有所謂「環境問題」。

半世紀後回首當年，有如夢幻。松浦

則談到：其實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也曾長期接受來自各國的糧食援

助，直到1960年代的初期，還在向世

文/林榮彬 摘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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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銀行貸款。1960年代的後期，由於

快速成長，所得倍增，乃能從「被援

助國」轉為「援助國」，也加入了經

濟協力開發機構（OECD）的行列。90

年代日本政府的開發援助（ODE）更

躍居世界首位，持續長達10年，對亞

洲的開發深具貢獻。

然而，由於非政府組織的財力有

限，中野良子總裁特別強調OISCA自

始就不是「援助團體」，而是「相互

扶助」、「同心協力」的國際組織。

松浦認為日本的國際協力到處受到歡

迎並展現協力開發的成效，關鍵乃在

於日本自古以來就有左鄰右舍相互照

應的「鄰組」，並逐漸發展出「地域

活性化」的共識，形成了「相互扶

助」的傳統文化。中野總裁則強調日

本人對宗教信仰的包容，以及對「文

化多樣性」尊重，每到一處，總是能

和當地民眾融為一體，打造出「大家

一起來」的協力模式。

中野良子總裁表示，總部設在

東京的OISCA，也在各地設有研習中

心，然而，真正的活動現場是在協力

開發的國家和地區，所以很希望新世

代的日本年青人，能打開心胸，面向

世界，多到OISCA協力開發的現場去

親身體驗，使「相互扶助」的「文化

力」持續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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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編輯群

一項讓所有參與者都分享了「滿

心歡喜」、「喜出望外」的活動，圓

滿落幕了。過程中的點點滴滴，本刊

編輯群同仁，身臨其境、親身感受，

總覺得有一股強烈的熱情在趨使著我

們，要把這樣的訊息迫不及待的傳達

給本刊的讀者。

為了紀念OISCA國際總會創立50

周年，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

民國總會原已構思要以歷年來OB研習

員所主導的研習成果，作為最佳的獻

禮，嗣經理監事聯席會議商定於今年

的4月7日在各項設備頗為完善的「八

仙樂園育樂園區」以及吳常務理事建

和經營的教學農場，舉辦「生物多樣

性的保育與復育」觀摩研習，作為系

列紀念活動的主軸。

本會陳理事長炯松隨即親自主

持多次籌備會，廣邀五股區農會林理

事長正盛、八仙育樂公司陳總經理慧

穎、本會團體會員台北市瑠公農田

水利會、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

會、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等單

位代表、以及吳常務理事建和、陳常

務監事國尊、陳監事財福參與籌備，

並多次會勘活動場地，作了妥善的規

劃。

原先預估屆時將會有為數眾多

的日本オイスカ各研習中心及地方支

部相關人員前來參加盛會，但由於東

日本大震災的影響，人數頓減。國際

總部執行副總裁兼日本公益財團法人

オイスカ理事長的中野利弘先生，還

是克服困難親自帶領7位OISCA的成

滿心歡喜

         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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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專程前來我國，參加全球數十個

OISCA會員國中，由中華民國總會

率先舉辦的OISCA創立50周年紀念活

動。

親自到松山國際機場接機的陳

理事長在4月6日首先登場的紀念集會

致詞時，除了表達對中野副總裁一行

人的歡迎，並以感傷的心情和在場的

近百位會眾，起立為東日本大震災受

難民眾默禱致哀。緬懷OISCA創立者

中野與之助在50年前就能本於宇宙自

然法則，「先知先覺」積極呼籲國際

協力，共同來「保育生態」、「愛護

地球」，陳理事長的講話中，以「撫

今追昔，益增感念」道出了對一代哲

人的追思和敬仰。中野副總裁對本會

正式設立土城、五股兩個地區研習中

心，以具體行動來紀念OISCA創立50

周年的舉措，至為讚賞，並強調「人

才培育」是OISCA長遠的目標，也

是每一個階段的重點工作。在接受

本會部分團體會員單位共同匯集日

幣100萬元作為東日本大震災賑災捐

款，以及個人會員自發性直接捐贈的

「義援金」時，中野副總裁激動的表

示由衷感謝，也一定會把我們「滿滿

的愛心」帶回日本廣為傳播，在場的

人也都感受「為善最樂」而「滿心歡

喜」。

4月7日這一天，風和日麗、陽

光普照，來自全省各地的一百多位

OISCA的成員，滿懷歡愉，聚集在

緊鄰台北港的八仙育樂中心大講堂，

「期待大家來相會」的觀摩研習準時

在9時30分開鑼。陳理事長簡單致詞

後，即由臺灣大學前農學院院長楊平

世教授主講「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復

育」，講台前方巨型銀幕顯示的講述

綱要，簡明易懂，變換有序，加以楊

教授親切的口音，深入淺出的引領大

家漸入佳境，有如置身其所描繪的場

景而渾然忘我，聽不懂楊教授國、台

語雙聲帶發音的在場日本友人，向林

顧問榮彬表示：從銀幕上的畫面和文

字，就可以看出楊教授蒐集的資料非

常豐富，也能瞭解其中大部分的含

義，讓他們獲益良多。坦言聽課時難

免會打盹的陳理事長，則不斷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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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教授的講述，從頭到尾一氣呵成，

毫無冷場，他因為聽得太入神，「睡

蟲」也就不見蹤影了。從講述結束後

的意見交流發問熱烈，欲罷不能，充

分說明了這的確是一場讓每位參與者

都「心滿意足」，也可以說是「喜出

望外」的研習會。

經營「大蕓有機農場」頗有成

就，深獲國內農檢單位肯定推崇的OB

研習員劉又菱農友，在研習會上的

「經驗分享」，也得到熱烈的迴響，

為研習會加分不少。

本會秘書處兼職義工費了不少功

夫，從歷年的檔案資料中找出了數十

幀OISCA國際總部和中華民國總會之

間互動情形的照片，加以翻拍放大並

製作成投影片，在紀念集會和研習會

的現場陳列或播放，也引來不少人駐

足觀看。中野副總裁對很多照片中都

有他的身影，頻頻向隨行的人解說照

片中的故事，使紀念活動的意味更加

濃厚。

我們的目光轉移到研習講堂外的

長廊，但見由本會OB研習員和五股、

蘆洲地區農友們所提供的農特產品和

種類繁多、爭奇奪艷的蘭花，井然有

序地陳列於兩側，令人目不暇給。

當與會者得知這些農特產品的義賣

所得，也將全數作為東日本大震災的

「義援金」時，紛紛搶購，愛心不落

人後的表現，感人殊深。

在國內造紙業頗富盛名的士林紙

業公司，於本會創立初期，就是團體

會員之一。熱心公益的陳董事長朝傳

先生得知本會選定要在其親自精心規

劃的關係企業「八仙育樂園區」舉辦

研習活動，不但竭誠歡迎，更是二話

不說，一肩扛下，堅持不收取任何費

用，還提供了精美的茶點、安排豐盛

的午宴，招待全體與會人員。八仙育

樂公司總經理陳慧穎女士還親自帶領

多位幹部前來加入研習，在聆聽了楊

教授講課之後，很興奮的表示，將進

一步向楊教授請教，希望把原有的育

樂中心打造成更適於生物多樣性保育

與復育的生態園區，來提升對遊客的

服務項目和品質，真是「學以致用」

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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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研習活動的壓軸好戲，一行

人浩浩蕩蕩地移師到觀音山麓吳常務

理事建和經營的教學農場，在導覽人

員帶領解說下，親眼目睹了許多平日

難得一見的奇花異木，特殊品種的果

樹結實纍纍，驚叫之聲，此起彼落。

沿著小溪旁搭建的棧橋和棚架，蜿蜒

綿延，步行其間，一片綠意盎然，腳

下流水潺潺，令人神清氣爽。大家在

農場內寬敞的「教室」一邊品嚐美味

的咖啡、樹莓茶，一邊盡情暢談研習

心得和感受，才意猶未盡地互道珍重

再見，也期待著再次的「大家來相

會」！

中野副總裁此次來台，行程緊

湊。抵達當天即由本會張秘書長陪同

拜會台日文化經濟協會鄭理事長祺

耀，對早年主持協會的何應欽將軍對

OISCA的大力支持，深懷感念；陳理

事長也在4月7日下午陪同他拜會了中

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廖秘書長了以，

表達敬意。

由本會團體會員台北市瑠公農田

水利會、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

會、台北病理中心等單位分別安排接

待中野副總裁一行的聯誼餐會，蒞會

指導的長官和貴賓，有前我國駐日代

表許水德先生、考試院關中院長、內

政部簡次長太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黃副主任委員有才、國際處張處長淑

賢等多位，對本會長期致力國際交流

合作，多表肯定與支持。

當初在研擬此次系列活動舉辦日

期時已經考量來台參加活動的日本オ

イスカ會友們不要錯過首次在我國舉

辦的「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4月8

日上午，本會林顧問和張秘書長等人

特地陪同中野副總裁一行參觀了花博

的「未來館」，館內的展出多以農、

林、花、木為主軸，日語解說員在結

束將近兩個小時的導覽後，以「我

們展出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更愛護地

球」這句話作為結語，引來一行人

會心的微笑和熱烈的掌聲，也為紀念

OISCA創立50周年的系列活動，劃下

了完美的句點。

- 9 -

活動報導



OISCA 創立50週年紀念 活動集錦

壹、紀念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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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習中心授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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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復育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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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特產品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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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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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農場觀摩

- 17 -

活動報導



柒、參觀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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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聯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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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拜會表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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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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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溫泉物語」探幽
文/編輯室

原本以為本會舉辦「生物多樣

性保育與復育」研習活動的地點，

距離台北市區可能相當遙遠的中野

利弘副總裁，沒有想到座車過了台

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忠孝橋」，

一路順著高架快速道路，不到30分

鐘就抵達了位於「台北港」附近的

「八仙育樂園區」。 研習活動的空檔，參觀了環境

幽雅、設備完善的「大唐物語」詩

泊溫泉會館後，中野副總裁當場表

示：「比起台北市區，更想住到這

裡！」，對頗具「懷古之幽情」的

仿唐街景，和「引人入勝」綠意盎

然的庭院，讚賞不已；對創辦人陳

朝傳先生此次大力支持本會研習活

動的盛情，更是由衷感佩，特別請

在場的本會陳理事長和「八仙育樂

公司」陳總經理慧穎轉達他的深深

謝意。

- 22 -

特稿



中文大意：

承邀參加紀念OISCA創立50周年系列活動，至為感謝。對  貴會設立土城、五股兩

個地區研習中心，積極致力人才培育，倡導有機農業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尤為感佩。

3月11日東日本發生大地震後，中華民國各界迅即給予大力支援，身為日本國民之

一，衷心感謝。又承OISCA中華民國總會和許多個別會友巨額的捐助，更是感動莫名。

オイスカ總部已透過受災地區オイスカ的網路以及和行政部門磋商後，將配合災區實際

需求，做最有效之運用。並已先對在首都圈避難的民眾提供毛氈和飲料水等物資。近期

將前往災區展開救助活動。

貴會會員踴躍參加OISCA創立50周年的活動和義工們的熱心投入，謹表高度的敬

意。

編者按：這一期的季刊編排完成，即將付印之際，很高興接到中野利弘副總裁親自署名致本會陳理事長的謝函。限於版

面，謹將原函縮小刊出，特此說明。

中野利弘副總裁的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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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呼應中央政府的「中華民國．

精彩一百．攜手減碳．森日快樂」，由

臺北市政府大地工程處發起的「溫故植

新，百年情森臺北宅森林PART兔」千人

植樹活動，於2011年3月12日在臺北市小

溪頭自然中心熱鬧登場。

OISCA中華民國總會應邀在活動現

場認養了一個環保市集攤位，陳理事長

炯松也親自帶領多位環保志工加入了環

保減碳及「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復育」

的宣導行列。由於O I S C A這個國際性

NGO非政府組織，平日殊少參與國內相

關活動，特別引起到場民眾的好奇，紛

紛駐足攤位前，觀看OISCA相關文宣看

板，索取本會出版的刊物和植物圖鑑，

和在場服務的志工們頻頻互動。

由本會團體會員台北市錫瑠環境綠

化基金會設置的另一個環保攤位，因有

專人解說迷你盆栽的培育和贈獎問答，

更是門庭若市，應接不暇。

這項千人植樹活動，由於精心安

排，宣導有方，不僅得到許多企業員工

的集體響應；學校老師紛紛帶領學生熱

情參與；自行報名的民眾，更是廣邀親

朋結伴而來，場面十分感人。活動現

場多采多姿的藝文表演，處處洋溢歡

笑之聲，連日的陰雨，也在當天清晨的

濃霧散去之後現出了曙光。眼前的好山

好水，令人神清氣爽，「樂遊臺北小溪

頭」的愉悅之情，表露無遺。

文/編輯室

溫故植新
       百年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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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植新
       百年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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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日，本會陳理事長炯松和

許名譽理事長文富親自接待了來自日本茨

城縣岡堰土地改良區理事長大橋幸雄先生

所帶領的親善訪問團十位貴賓。陪同到訪

的有本會團體會員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林會長錦松和林總幹事濟民等人。

日本的土地改良區相當於我國的農

田水利會，此行到訪，除了慶祝岡堰土地

改良區和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締結姐妹

會10周年並將拜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參

觀台北國際花博，更在抵達我國的第一個

行程，就直接從松山機場趕到OISCA中華

民國總會來訪問，原來是有一段十分感人

的故事和令人珍惜的回憶。

高齡85歲的大橋幸雄先生，早在27

年前（昭和60年）日本學校法人中野學園

オイスカ高等學校成立之時， 就曾應邀

出席開校式及入學式，並多次寄贈他親著

「土地と人間と政治」以及「心を耕すも

のは何か」等書籍給該校圖書館。和從事

國際協力事業的オイスカ結了許許多多的

善緣。

這一次能親自拜訪OISCA中華民國

總會，讓他頗為興奮，行前特地找出好幾

封當年日本オイスカ相關部門主事人員寫

給他表達謝意的信箋，並出示給我們，

讓我們分享了他內心深處滿懷「海內存知

己」的感動。

海內存知己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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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廣告



乾隆坊餐廳始於民國八十一年啟昇機構投資成立乾隆坊餐廳，秉承林董事長正派經營、踏實作風、貨

真價實，在新店地區已有一席之地位。服務項目方面有喜宴廣場、到府外燴、魚翅鮑魚、游水海鮮、精緻

套餐，以及道地江浙菜餚之外，還禮聘正宗港式燒臘、港式點心師傅來台獻藝，精緻美食、即點即製。

乾隆坊餐廳有著豪華排場、硬體設備齊全、安全設施良好、明亮雅致的用餐氣氛、爽心入脾的佳餚美

食、體貼入微的餐飲服務，還有活動式的大小包廂，備有現代多功能電腦卡拉OK，也可舉辦各式宴會、

文定、婚宴和壽宴等大型聚會。

交通方面，除了可搭方便快捷的捷運淡新線大坪林1號出口和公車之外，也可開車前來，有專人代客

泊車，這樣無微不至的服務水準，乾隆坊會是您的最佳選擇。您的屢次光臨，都是我們無上的榮幸！

協力廣告



協力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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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