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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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機構

Industrial     產業

Spiritual      精神

Cultural       文化

Advancement  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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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園 地  大家來耕耘
文／陳炯松

本刊專欄在過去兩年，曾一再談到

OISCA是廣結善緣的平台，也強調本會

成員之間要經由互動，集思廣益，擴大

參與，合力推展會務。

兩年來，先後由陳常務監事國尊和

吳常務理事建和主導策劃的研討會，以

及多位理監事參與籌備的2010年OISCA  

DAY紀念集會和慶祝OISCA國際總會

成立50周年的系列活動，都有超乎原先

預期的盛況和熱烈的迴響，令人感奮不

已。我們也熱切期望，甫於本年4月間

設立的土城、五股兩處研習中心，同樣

能在大家共同關切和支持之下，逐步落

實運作。

至於本刊改版迄今，精益求精，在

報導國際協力合作和會務動態之餘，也

以較多篇幅探討大家關心的話題，轉載

相關學術性研究專文，以不負所期。今

後，如何藉由本刊，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本會成員各方面傑出的貢獻和成就，以

資相互砥礪，將是我們進一步追求的目

標。至盼本會全體會友多多提供這方面

的訊息，大家一起來耕耘這一塊屬於我

們自己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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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太康有機農業專區留影

為落實執行本會1 0 0年度工作計

畫所列：「鼓勵會員積極創業，體現

OISCA精神，並適時安排相互觀摩活

動」實施要點。由本會理監事及部分團

體會員代表組成的「100年台南市柳營

有機農業暨酪農事業觀摩參訪團」一行

30人，由陳理事長炯松、許名譽理事長

文富帶領，於8月3日在高鐵嘉義站會合

後，搭乘專車在台南市柳營地區展開了

一整天的參訪活動。

此次參訪主要行程，是要到本會

黃理事燕良所經營的育昇牧場，實地觀

摩這位自喻為道地〝酪農原住民〞的

OISCA成員，從事酪農產業卓然有成的

事蹟。得知我們將組團前往參訪，黃理

事很熱心地又為我們安排參訪曾經是全

國規模最大的柳營酪農專業區和全國第

一座由地方政府推動成立的公部門太康

有機農業專區營運中心等多處行程，並

告知作業單位無須事先〝場勘〞，屆時

文／編輯室

酪農牛耳  產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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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綠色隧道入口

他將親自引導，保證一切OK！

專車駛出高鐵嘉義站，眼前嘉南

平原遼闊的景象，讓久居都市叢林的部

分團員視界大開，精神也為之一振。由

於車行順暢，很快就來到行程中的「太

康綠色隧道」入口處，趕來迎接的黃理

事登車簡短致意後，隨即引導專車緩緩

駛入全長4公里，兩旁植有700餘株芒果

老樹的林蔭大道。我們所要參訪的「太

康有機農業專區」營運中心，就設在這

個曾被評為「南瀛八景」之一的「太康

綠色隧道」中段南側。出面接待我們的

太康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許經理很親切

地端出一盤盤剛收成的有機百香果給大

家品嚐，並為我們簡報專區營運情形：

在大台南地區扮演帶動有機農業發展重

要角色的這個專區佔地45公頃，已經完

成入口意象及美化工程、營運中心主體

建物、停車場、集貨包裝處理廠、生態

滯洪池等設施，並陸續施作農路，規劃

有市民農園、有機水稻、甘藷、蔬果及

景觀植物、花卉等專區，將轉租有機農

民進駐耕作。聽完簡報，在感謝聲中陳

理事長代表本會致送營運中心一面紀念

盾牌，並於參觀專區內所設農產品展售

處選購了當地生產的有機蒜頭，作為每

位參訪團員的伴手禮。

黃燕良理事登車歡迎參訪團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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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理事長檢視有機農產品

在太康有機農業專區聆聽簡報 陳理事長致送太康有機農業專區營運中心紀念品

充滿自信、笑口常開的黃燕良理事

太康綠色隧道入口

陳常務監事國尊用心觀看有機農產品

- 5 -

活動報導



芒果老樹的林蔭大道

追日型太陽能發電系統

 離開有機農業營運中心，我們繼

續沿著綠色隧道東行，穿越高鐵的高架

路段後右轉，就進入了規劃完善的「柳

營科技工業園區」，在園區內設有「追

日型太陽能發電系統」的路邊，專車短

暫停留，由黃理事在車內向大家說明太

陽能發電的吸熱面板，會隨著面向太陽

的方位轉動，以達到最大的吸熱功能，

是這項系統的特色。

出了科技工業園區，專車再度右轉

西行，等於繞了大半圈，又回到有機農

業專區南側。在這裡有一大片為攔截龜

子港排水上游9條支流而形成珊瑚狀的

農田灌溉用埤塘。為感念早期對當地著

有貢獻的先人，乃以德元埤名之。民國

92年間，地方政府提出「德元埤荷蘭村

生態休閒園區」的整體構想，引進荷蘭

風車，打造兼具觀光和教育功能的生態

綠帶，已成為配合歷史、人文、生態、

環境和產業發展的環境博物館。我們在

「德元埤荷蘭村」稍作停留，拍照留念

後，沿著兩旁都是稻田的道路終於來到

了黃理事經營的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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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元埤荷蘭村生態休閒園區一景

芒果老樹的林蔭大道

在德元埤荷蘭村生態園區合影

黃燕良理事解說德元埤的相關設施 德元埤荷蘭村一景

追日型太陽能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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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門一打開，陣陣乳香混雜著乳牛

排泄物的異味撲鼻而來，居然讓人有一

種說不出來的興奮，顧不得主人已經準

備好讓我們品嚐的鮮奶和乳製冰棒，大

家急忙走近牛舍，好奇地四處張望，還

比手劃腳各抒己見。黃理事如數家珍的

向大家解說養牛的酸甜苦辣，讓我們印

象較為深刻的是，在他担任中華民國酪

農協會理事長期間，為了處理產乳過剩

的問題，四處奔走。如今，由於國人消

費習慣對牛乳的需求日增，牛乳已供不

應求。所幸供銷秩序還算正常，酪農收

益也趨於穩定。他的經營策略則是強調

專業分工，自己專心養牛，從不種植牧

草。這位以捍衛酪農產業永續經營為己

任，以確保產業淨土為職志的全國十大

傑出農村青年農民〝神農獎〞得主，很

謙虛地表示，由於投入太多精神從事公

益活動，自家牧場遠較其他牧場遜色，

卻也充滿信心很自豪地表示：他給乳牛

吃的是最好的，也是睡最好的，對產乳

量較高的乳牛還有VIP的特殊待遇，所

得到的回報，也令他非常滿意。近年

來，他還經常應邀到國外去傳授養牛的

經驗，所到之處，總覺得當地農民從政

府得到的關心和協助遠不及我國農民，

很感恩自己有這樣一個〝好環境〞可以

繼續打拼！

黃彥良理事介紹牧場概況 育昇牧場牛棚一景

參訪育昇牧場 黃燕良理事解說牧草的營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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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們來到柳營酪農專區內的

八老爺牧場附設餐廳，每人各自點了一

道頗具特色的套餐，也品嚐了牧場主人

招待的乳酪甜點。席間，陳理事長特地

準備了一份鐫刻〝酪農牛耳、產業之光

〞的盾牌，在大家熱烈的掌聲中送給黃

理事，以肯定他在專業領域的卓越成就

和貢獻，並感謝他用心安排此次參訪行

程，妙語如珠的全程解說，讓大家度過

了一個美好的夏日時光!

走出餐廳，大家正準備前往搭乘

台糖的「五分車」，沒料到每位團員手

上突然又多出了一個手提紙袋。原來是

在當地經營食品加工卓然有成的本會會

員邱木城先生，親自送來了他和新化區

農會食用甘藷產銷班合作生產的「瓜瓜

園」地瓜酥和山葵薯條。南部人的熱情

和OISCA友愛之情，令人倍感親切!

在黃燕良理事的特別情商安排下，

平日往返「八老爺牧場」到「台糖中興

站」之間，只有一個固定班次的台糖

「五分車」，特別為本會參訪團加開專

車，「隨到隨開」。全長4.6公里的車

程，只比一般人跑步稍快的車速，開放

式的車廂，不僅可以飽覽兩旁的田野風

光，坐在車上搖搖擺擺通過「平交道」

和「急水溪」的感覺也很特別。

結束了在台南柳營地區的參訪活

動，專車較預定時間提早30分鐘返抵高

鐵嘉義站，全程順利，參訪團就地解散

後，團員也互道珍重，滿載而歸！

邱木城先生贈送當地特產 陳理事長致送「酪農牛耳˙產業之光」盾牌給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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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響應聯合國將2011年定為國際森林年，

全球各地陸續舉辦了相關活動或召開國際性的

會議，來強調植樹護林的重要。OISCA國際總

部發行的月刊，也在2011年4月的期刊以「特

集」報導了OISCA成立50年來，在日本國內

外推動植樹造林的具體作為和未來的展望，其

中若干訊息，頗能引發聯想，本刊特予摘譯轉

述，藉供參攷。

日本是世界有數的森林大國之一，國土面

積有三分之二是森林，其中四成，是以木材生

產為目的的人工林。由於管理成本偏高，價

格較低的國外木材大量輸入，致使人工林疏於

間伐，林木密集，缺少陽光照射，不僅樹幹細

小，樹根無法深入土壤，遇有豪雨，每易崩塌

成災。加以造林業者後繼無人，林業荒廢日趨

嚴重。オイスカ乃有別於協助國外造林的運作

模式，本於「植之、育之、用之、再植之」的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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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在日本國內力倡「森林循環再

生」的訴求，結合地方自治團體和相關

企業，積極推動森林的間伐和除伐，並

且「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接受遊戲

業者的支援，以國內間伐木材製成積

木，在全國各地舉辦「森のつみ木廣

場」活動，希望透過親子共同參與的堆

積木遊戲，引發對「積木的故鄉」—森

林關愛之情，大家一起來重視日本國內

林業的發展。

OISCA自1991年從菲律賓開始推展

的「子供の森」（兒童植樹）計畫，

乃緣於1980年代オイスカ推動新世代

年輕人共同參與的ラブグリーン（love 

green）綠化活動，進一步加以擴大。

20年來，已經在27個國家或地區展開。

活動初期由當時的兒童栽植的樹苗，如

今已成長到可以向新生兒童傳述森林的

功能。從「親自動手」、「直接觸摸」

中，感受森林的恩惠，不僅培育兒童

「愛護自然」、「重視綠化」的體認，

在其長大成人之後，更能將難以忘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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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化為實際行動，世世代

代傳承下去。不僅培育了森

林，也培育了兒童。

根據聯合國農糧

組織（FAO）2010

年 1 0 月發表的

「世界森林資

源評價」報告

書 披 露 ， 目

前全球森林

面積約有4 0

億h a，平均

每年約消失

520萬ha，較

1 9 0 0至2 0 0 0

年，平均每年

約消失 8 3 0 萬

h a，已有降低趨

勢。森林消失最快

速的地區首推南美洲

和非洲，亞洲則是近10年

來唯一有森林面積增加的地

區，其主要原因為中國大陸大規模的

「新規植林」，在原來沒有森林

的土地上植樹的「人工林」

面積，每年約有500ha的

增加，可是，原生林

的面積在近10年內

也相對有0 . 4％

的減少。尤其

是南亞和東南

亞熱帶雨林顯

著的喪失，已

經造成許多賴

以維生的動植

物面臨滅絕的

危機。

「 特 集 」

中，在一片樹葉

上簡明扼要的列

舉出森林多方面

的機能，頗具啟發

性，本刊特以原文放大轉

載，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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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團體會員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

技社會公益基金會長期以來結合專家學

者致力農業科技之研究，歷年已出版之

20餘冊研究報告，普獲各方推崇與肯

定；每年定期舉辦之研究成果發表會，

更深受產、官、學界所重視。本刊編輯

同仁有幸應邀參加今年6月21日在國立

中興大學作物科技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之100年研究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和

近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與會者，一起分

享了12個研究計畫豐碩的研究成果。

 由於研討議題專業性很高，難免

「內行人聽門道，外行人看熱鬧」，

整體而言，我們還是有不少的心得和收

穫。其中，由教育部終生榮譽國家講座

楊秋忠博士所主持的「臺灣有機廢棄物

的再利用—有機質肥料之生產及應用研

究」，和OISCA一貫倡導「有機農業經

營」之理念頗能契合，深入淺出的論述

也很容易讓一般人理解。經徵得中正基

金會同意，轉載本次研討會專刊的相關

內容，藉以引發更多的關心，共同期待

此項研究能早日普遍落實應用。（轉載

內容請見第14、15頁）

臺灣

有機廢棄物的再利用
文／編輯室

農糧署李署長蒼郎在研討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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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秋忠教授發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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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起揚
相聚自是有緣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オイスカ靜岡縣

支部袋井周知支局副會長—坂中美直先

生及浜松華進社支部內山嘉一先生等一

行4人來台參加台中市豐原區葫蘆墩文

化節，7月24日晚間順道訪問本會新北

市五股區研習中心，與會員農友們就農

業相關議題作意見交流。

坂中先生曾經擔任日本靜岡縣森町

議會議員、第24屆森町議會副議長，是

森町地區傑出農民，目前經營面積約8

甲之 茶園、種植有機蔬菜及培育越光

米種稻等，積極推動農業、文化國際交

流。坂中先生多年來長期接待台灣農村

青年赴日研習有機農業與休閒農園經營

與管理之人員，分享農事經驗與農業技

術交流。

坂中先生等一行人此次來台行程緊

湊，由本會吳常務理事建和聯繫安排與

五股區農會林理事長正盛、陳總幹事萬

福、本會陳常務理事國盛、陳常務監事

國尊、張理事炳章、李監事宗乾、張秘

書長麗華及五股地區農友等進行之餐敘

交流，氣氛溫馨融洽，席間就農業機械

化耕種及低溫倉儲等議題進行對談，其

中以萵苣溫室自動化栽植技術分享引發

農友們高度的興致並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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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互 動  新體驗
從OISCA國際總部發行的2011年5月

份OISCA月刊TOP NEWS中，看到了日

本公益財團法人オイスカ北海道支部和

菲律賓Abra農林研習中心交流互動的相

關報導，一時興起何不趁著自己將要前

往北海道旅遊之便，拜訪一下北海道支

部的念頭。

感謝本會李月美理事的穿針引線，

在今年5月的最後一天，我終於心想事

成，在當地計程車司機的協助下，好

不容易找到了位於札幌市豐平區郊外的

一幢樓層不高的ラルズビル。在三樓門

廳迎接我的是オイスカ北海道支部的平

尾三郎副會長兼事務局長以及杉井恭子

副會長。開放式的辦公室看起來頗為寬

敞，入口處至少掛有6個以上不同機構

的招牌，據說都是同一個負責人的關係

企業。

一見面就讓人倍感親切的杉井恭子

副會長，本來要親自到我住宿的飯店來

接我，因為我希望能自己找上門來，她

也就不再堅持，還直說先前曾向飯店查

詢想要留言給我，卻因為不清楚我的

英文姓氏的開頭是L或是R，而不得要

領，讓我十分過意不去。

從附近一所大學的教職退休後，就

來オイスカ北海道支部擔任義工的平尾

三郎副會長，臉上一直掛著笑容，很

親切地向我介紹北海道支部最近4年來

已經持續舉辦了25回的「森のつみ木

廣場」活動。參與者從兒童為主要對

象，逐步擴及「親子互動」和「老少互

動」。透過趣味性的「堆積木」活動，

使彼此「心心相繫」，藉以增進親子之

情、關懷寄養老人，並培養植樹惜木的

觀念。由於活動方式不斷創新，參加人

數也從每回數十人增至百人以上。從活

動照片中可以看出場面十分盛大，也很

感人。說著說著，平尾副會長還搬出一

箱箱以北海道原產木材製成的積木，親

自動手示範堆積木的要領。以七十七歲

的高齡，依然「童心未泯」、「樂在其

中」，真是令人既羨慕又感佩。

文／林榮彬

- 17 -

交流互動



本會監事，前臺北縣五股鄉農會理事長，現任新北市立五股區農會

常務監事陳財福先生的尊翁陳垂養老先生，以81歲高齡仙逝，陳理事長

炯松親往弔唁。7月28日的公祭典禮，莊嚴隆重，備極哀榮。本會林顧

問榮彬，吳常務理事建和、陳常務監事國尊、張監事炳章、李監事宗乾

及潘組長起揚等人前往致祭。謹此報導，並同申悼念。

　　　　　　　　　　　　　　　　　　　　（編輯室）

簡短的交談中，兩位副會長都提到

了一位來自臺灣的黃姓酪農曾多次到訪

北海道支部，和町村前會長有深厚的交

情，並引導我去看他贈送給町村會長的

紀念品。原來這位他們印象頗為深刻的

臺灣友人，就是我國酪農事業的頂尖人

物，本會理事黃燕良，使我們之間的話

題更為熱絡。由於自己另有行程，不便

多所叨擾，依然盛情難卻的讓平尾副會

長親自開車送我回到飯店。

當天下午，杉井副會長更親自選購

了好幾樣北海道最具特色的土產，送到

飯店請服務人員轉交給我，第二天上

午，又來電關切。這種真情的互動，除

了希望和大家分享我的感動，更希望在

OISCA的領域，往後能有更多樣的交流

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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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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