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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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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他精神的體現
文／陳炯松

為了紀念OISCA International創立

50周年，國際總部在創始國日本東京舉

辦的系列活動中，除了紀念式典有日本

政府總理大臣到場致詞，對OISCA過

去半個世紀在歷史上寫下許多輝煌的史

頁，多所肯定與推崇；慶祝酒會上，日

本天皇和皇后的躬親蒞臨，更是OISCA

至高的殊榮，令人感奮。

在此之前，為期兩天，以「生物

多樣性保育與復育」為主題的國際會議

上，中野良子總裁提到：『OISCA創

始的1960年代初期，所謂「生物多樣

性」與「永續開發」的話題，尚無文書

記載或口語論述。就連OISCA是「非政

府組織（NGO）」這個名稱，也是在

OISCA成立了10年之後，才首度聽聞。

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科學家的OISCA

創始者中野與之助，基於對宇宙自然法

則的敬畏，倡導「愛護地球」、「維護

生態」的實際行動，起心動念，乃在關

懷山河、關懷人類、關懷地球上萬物的

和諧共生，是出於利他而不是利己的精

神』。也令與會將近30個國家或地區的

代表，印象頗為深刻。

此項國際會議，以日本傳統上

極具深層意義的概念〝ふるさと〞

（FURUSATO）為主軸，在於引諭地

球是人類和千千萬萬生物共同依存的〝

家園〞，如何發揮無私利他的精神，致

力愛護這個有如母親一般孕育萬物的地

球，頗值吾人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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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第13屆第6次理監事會議，於

100年11月10日上午，假本會7樓會

議室召開，由陳理事長親自主持。

會中除聽取秘書處工作報告外，討

論通過的議案有：

(一)、本會預定於100年12月2日召

開第13屆第3次會員大會，

依法審定會員大會會員資格

名冊，將依規定報請內政部

核備。

(二)、審議通過本會101年度工作

計畫草案暨經費收支預算表

草案，將提請第13屆第3次

會員大會審議。

(三)、OISCA南印度支部致電本會

陳常務董事國盛，希望派員

來台研習有機香蕉栽植技

術，臨時動議案，經熱烈討

論後決定：請陳常務理事國

盛與對方連繫，確定來訪行

程後由本會協助安排接待事

宜，唯全程旅費請對方自行

處理。辦理經過適時知會

OISCA國際總部。

二、OISCA Interntational 於2011年10月

4日至8日假日本東京召開創立50周

年紀念活動。本會許名譽理事長文

富、陳理事長炯松、林顧問榮彬受

邀全程參與。陳常務理事國盛伉

儷、李理事月美、潘組長起揚專程

前往參加10月8日在 New Otani飯店

舉辦之紀念會及慶祝酒會。許名譽

理事長文富，李理事月美獲頒「功

勞賞」獎狀；在會中接受表揚。

三、行政院農委會辦理「100年度補助

民間團體財務會計人員專業訓練

班」，本會陳佳雯小姐、黃啟明先

生參加研習。

四、日本才イス力開發專門學校國際留

學部部長菅原敦夫於10月27日到訪

本會，洽談2012年夏季農村青年赴

日短期研習相關事宜。由陳理事長

炯松、林顧問榮彬、潘組長起揚出

面接待。

五、本年度農村青年赴日研習有機農業

參訪團，於11月13日至18日分二組

由吳常務理事建和、洪常務理事帛

梧分別帶領團員陳志忠、吳倚豪、

陳耀爐、陳亭穎等人，前往日本岐

阜、松本及靜岡、古川、山形等地

區研習。

文／編輯室
會 務 簡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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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榮彬

OISCA創立50周年紀念輯要

隨同陳理事長和許名譽理事長全程

參加2011年10月5日起接連三天，在日

本東京舉行的OISCA創立50周年紀念集

會，深切體認：OISCA所揭櫫的理念至

為崇高；追求的目標也很明確。只是各

會員國的國情不同，對OISCA的認知和

期待，未必完全一致，運作模式如何因

地制宜，以彰顯功能，有待各方的用心

和努力。

為期兩天，以「生物多樣性的保

育與復育」為主題的國際會議，針對

OISCA當前要務，也取得了充分的共

識，為邁向未來的50年，踏出了重要的

一步。中野利弘副總裁在會中多次有感

而發，語重心長地表示：走過半個世紀

的OISCA，亟需培養新秀，號召更多年

輕人的參與和投入，世代交替，開創新

機」，也為OISCA的永續發展指出明確

的方向。

這一期的〝本刊專欄〞，陳理事長

在〝利他精神的體現〞文中，已完整描

述了紀念活動的盛況。相關場景，基於

安全考量和日本皇室禮儀，日本政府總

理大臣到場致詞和日本天皇、皇后躬親

蒞會的會場，是不許攝影的，所以只能

選出幾張其他相關活動的照片和大家來

分享。

國際會議與會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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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良子總裁與我代表團成員交談甚歡

國際會議會場一角

國際會議開幕式中野良子總裁致詞

許名譽理事長以首席代表出席國際會議

OISCA創立50周年紀念會中野良子總裁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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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理事長代表本會致贈紀念品，
由中野利弘副總裁代表接受

OISCA創立50周年紀念會況

中野良子總裁對本會致贈的紀念品端詳許久

國際會議聯誼酒會上與中野良子總裁合影

中野良子總裁為本會熱心賑災向陳理事長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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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虛一實，陰陽和合，而成圓鼎

的造型，更形飽滿，所謂「陰陽交感，

化生萬物」，展現萬物融合而生的豐

盈榮盛之美，故紋飾也以華美的鳳紋與

「圓」的形制相呼應。

昂首展翅、颯然飛舉的鳳凰，一向

被視為「百鳥之王」，主要是因為凰凰

為多種鳥禽和太陽、風等自然現象多元

融合而產生的一種神物，也因鳥禽特別

喜愛溫暖與陽光，故賦予鳳凰「向陽、

達天、崇高」的美好象徵，而所謂「見

則天下安寧」，指的也是鳳凰，是一能

帶來和平、幸福的吉祥瑞鳥，加上其非

常罕見，故也被視為最權威最尊貴的象

徵。

鼎足以茂盛的草木為紋飾，顯然有

「鳳凰擇良木而棲」之喻，而能飛九重

青天；且文案更進一步藉此自然元素，

強調應天地之變、順陰陽之化，而生宇

宙萬物之蓬勃。

本會致贈OISCA國際總部紀念品圖說

和合盈～心涵萬有而翱翔天地

和合盈
Perfect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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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李理事月美獲頒之表彰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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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明的入口意象 專區內的溫室設施與露天栽培區

強勢打造全國

第一座公部門有機農業專區

長達4公里，700餘株芒果老樹的

綠色隧道，是進入「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的第一個視覺印象。綠廊道的導

引，的確營造了極佳的有機農業專區概

念。接著入口意象的雕塑，身穿工作圍

裙的兩個工作人員歡迎大家的到來，身

旁五顏六色、豐富多樣的蔬果，告訴大

家這裏所要營造的是一個作物種類豐沛

而有衝勁的農業專區。主體建物─有機

農業專區營運中心，坐落在大門入口

處，內部有辦公室、生態解說教室、有

機餐廳等設施，展售處陳列販售著農場

自產的農產品或加工品，以及相關的有

機商品。

有機小農與有機農業專區的共生關係

太康有機農業專區，佔地4 5公

頃，土地是向台糖承租之蔗作地，其中

三十八公頃做為生產用地，以十年為

期，由農民承租種植有機作物，其餘七

公頃做公共設施。整地之初，投入大量

的有機質，每公頃400公噸已腐熟牛糞

及木材。作物種類包括果菜、根莖、葉

菜、水果、花卉、茶樹及水稻。

目前進駐農民有廿一位，採集團

驗證，已於98年7月30日通過中華有機

農業協會驗證。專區營運中心目前委由

區內農民組成的太康有機農業生產合作

社經營及管理，專區的有機農產品也大

都由合作社共同運銷，建立共同品牌及

口碑。其中知名的瓜瓜園、陳稼莊、佛

法山有機茶園(一炮茶園)，是目前太康

有機農業專區內品牌化經營較為凸顯的

三大業者。

專區內還規劃了一處健康樂活市

民農園，可供學校或機關團體人員，利

文／曾淑莉

我看「太康有機
農業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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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有機農業專區之展售處 陳稼莊的各式加工品

用假期前往體驗有機農業，期許打造成

為兼具生產、教育、休閒功能的有機農

場。目前市民農園的運作仍以春秋兩季

的短期作物栽培為主。

生態環境平衡，有助於穩定的栽培

以往從事有機農業，從轉型期至

有機至少需要三年的時間，其中最大的

原因是有機農業的環境是需要時間來

養成，作物栽培與環境需要達成生態平

衡，尤其對大面積栽培最為明顯，當食

物來源充足，就能形成極佳的食物鏈而

達成和諧共處的環境。

專區內仍有相當普遍的病蟲害問

題。例如瓜瓜園的地瓜栽培，就有嚴重

的鼠害，必須採水旱輪作的方式，一期

水稻(夏季)，二期地瓜(冬季)，降低老

鼠的危害。陳稼莊有機果園則採行果樹

間作，一排百香果，一排鳳梨或檸檬等

作物，以作物的多樣栽培，來分散或減

少病蟲害的發生。

農場本身還在調整階段，專區的耕

作區域可見零星栽培，又因水源不足的

關係，在炎夏之際，極目可見枯黃的景

象。對一個剛剛起步的專區，這是可理

解的現況，有待時間的醞釀，以及整體

土地環境的調整，假以時日，才有可能

展現綠意生機的農場景致。

歸因於有機農業倍增計畫

有機農業專區的設立，是各縣市政

府為了達成98年5月7日行政院院會通過

之「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中，發展

有機農業為健康農業之重要策略。執行

方式就是利用台糖公司土地、退輔會農

場及連續休耕田建立有機農業專區，預

計至民國101年，有機農業面積倍增達5

千公頃，增加面積相當於過去13年的總

和，以邁向無毒農業島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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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椿茶油工坊的茶花仔油禮盒 無米樂是台南後壁鄉知名的稻米產品

有機農業專區的隱憂

在台灣，政府積極促成有機農業

專區，利弊互見。好處是將從事有機耕

作的土地集中管理，避免鄰田的干擾；

大面積的作物規劃，可以創造多樣性或

者應付較大產能上的需求。壞處是專區

的成立，若不是出於農耕者自發性的意

願，政策考量大於實際評估，往往會浮

現許多不同面向的問題。例如太康有機

農業專區原屬蔗作區，並沒有完善的灌

溉水路可供進駐的農戶使用。等到營運

之後，水源問題浮現，才要求專區內的

農戶轉作需水量較少的作物，足以影響

整體專區的正常運作。未來設置有機專

區前，應先行評估水資源取得，教導農

友瞭解適地適作原則，篩選出適合的作

物，才不致亡羊補牢，力猶未逮。

另一個可能面對的通路問題，如果

沒有被列入優先考量的重點，辛苦種植

出來的作物，沒有穩定的市場來支撐，

勢必影響入駐專區耕作者的意願。

期許未來

我們樂見縣市政府積極配合政策開

發有機農業專區，不管是集區的單一作

物大面積栽培，或是專區的小農共耕，

對有機產業栽培面積與產量的提升都有

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但在籌畫有機農業

專區之前，建議先對所在土地的氣候、

雨量、土壤、水源，以及作物的適作性

都建立完整的評估資料，便於有意投入

的農戶有所參考依據。

十年的土地租約，對地主而言，

或許很長，但對從事有機栽培的農家而

言，卻才剛剛進入生態平衡、產量穩定

的成熟階段。另尋土地又得重新開始，

專區耕作真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期望

有機農業專區不要陷入追求有機農業可

耕面積的量化謎思，犧牲掉的可能就是

滿懷衝勁、積極投入的小農對於有機農

業的遠大憧憬。

- 11 -

特稿 特稿



9月4日星期假日，資訊及企劃部

同仁組成14人一行至五股生態農園作一

日遊；惟部份同仁因公務值班或另有要

事，不能參加，可惜無法同行。上午9

時許，由黃淑華經理帶隊，分乘幾輛車

出發，經由高速公路轉64號快速道路，

約莫40分鐘光景，即到達目的地。

車子方抵達農園門口，便見佇立

於艷陽下的主人，堆滿一臉笑容的來迎

接我們。十來個人陸續進入這座依山傍

水、空氣新鮮的農園建築物。這裡的一

磚一瓦、一草一木皆是由OISCA(國際

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中華民國總會)常

務理事吳建和先生與其夫人親自構思

及建造，能將這樣一處位於都市郊區的

山坡地，打造成結合生態、園藝及農村

文化教育傳播的王國，耗費的心血，可

想而知。所以OISCA授證給他的農園

為「五股地區研習中心」，獎勵他倡導

有機農業經營。小坐片刻，閒話家常之

中，女主人一邊洗著剛採收回來的新鮮

綠竹筍，一邊向我們解說如何以外觀判

別竹筍的等級，亦教導大家保存竹筍鮮

度的方法。同時，男主人端出自家製作

的醃梅及梅汁，讓我不禁垂涎欲滴，逕

行的將它放入嘴裡，口中被甜味包裹住

五股生態農園一日遊
文／譚英娜    圖／陳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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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淡淡酸意，流露出絲絲的溫柔，銜在

嘴中，不忍咀嚼，好似能藉由這樣的味

蕾，稍稍的褪去酷熱些許的暑氣。

片刻之後，大伙兒已經迫不及待欲

探索這座王國之寶-戶外生態。沿途，

吳常務理事親自導覽，好不精采！他引

領我們沿著住家的外圍而行，凡任何映

入眼簾的景象及植物，均能滔滔不絕且

口手並用，將所知的豐富常識、資訊及

與真心對待大自然，長期共處的默契所

累積出來的人生哲理毫不保留的傾囊相

授。他教我們如何以肉眼辨識攀爬於高

牆上的火龍果，果肉是紅色或是白色？

許多人喜歡於住家外圍栽植火龍果是因

為可以防曬、綠化等功用；文旦需套袋

是為了防制果蠅：樹上的柿子什麼顏色

品嚐起來會較甜等；溫室內的各種玫瑰

花種介紹(有綠玫瑰，珍珠玫瑰等)，園

區裡的各式竹子特性解說。每位成員都

好忙碌，眼睛不停地搜索自然生態各式

的奇景、耳朵不忍遺漏半句吳常務理事

道出的種種心得、嘴巴更是不想錯過任

何主人沿路摘取予我們的有機果實，漫

步在整片的花海、綠蔭小徑之中，俯拾

皆是清晰、天然的綠意，讓心情吹風、

任思緒放空，就由眼前的這幅景緻、氛

圍，攻佔住我日欲腐朽的腦海，淘洗我

逐漸銅臭的身軀。

品嚐了各式果類之後，讓我沒有感

覺絲毫餓意，原本意興闌珊的午餐，中

午12時左右來到吳常務理事特別推薦的

“觀音山碧瑤山莊”餐廳，最難得是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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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成專員已經爬了鄰近的硬漢嶺等2座

山，先到達了餐廳等我們。大夥兒圍坐

著四方桌的涼亭內，傍隨著微風徐徐輕

拂，面對一道道主人親點的佳餚，望著

裝放不同菜樣的餐盤，相互輝映出各自

獨特的風格，有種要與人“博感情”的

平易感；更不用說每盤菜傳來陣陣令人

勾魂的個性化香味，讓人毫無招架餘地

的想與它們親近，就這樣將10多樣不同

的菜色，包括綠竹筍特產各式佳餚，依

序貼近了我的胃內，直到確定胃已無任

何空間，筷子方肯放下。不但有主人專

程從家裡取來自釀的櫻花酒，搭配冰啤

酒暢飲，助興不少，呼…滿足之感，已

無法形容！

不知主人何時至花田裡摘取了含

苞待放的天堂鳥，一束束用橡皮筋捆好

的置放門邊，要送給我們帶回；尚有早

上採回的「黃金筍」讓每人認購數份帶

回，盛情難卻之下，只見大家雙手沒閒

著的各自拎著滿滿的特產及熱情，一聲

聲的謝謝實在已經無法表示感激之意的

就此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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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台北國際花博圓滿閉幕後，

賞花人士就開始期待2011年在西安舉

辦的世界園藝博覽會，也能到場一睹

盛況。筆者在這項為期178天的「世園

會」接近尾聲之際，隨同本會團體會員

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的考察

團，以一整天的時間快步繞行了幅員比

台北國際花博大上好幾倍的「世園」會

場。

「花卉博覽會」和「園藝博覽會」

雖不能說大異其趣，畢竟是主題不同。

園博所強調的是「景觀情境」，不在

「百花爭艷」。園區內雖然也有大片

的「長安花谷」和「絲路花雨」等景

點，並沒有吸引我停下腳步慢慢觀賞。

倒是全區109個展園，風格迥異，精彩

紛呈，令人目不暇給。特別是中國園林

「景有境，觀不同」，雖由人作，宛如

天成。不僅重視「主觀選材」，更強調

「客觀領悟」，在「借景」上做足了

功夫，真是應了「借景無由，觸景即

是」；「似無心處，皆有文章」，就看

遊客各自品味！

為了提供OISCA中華季刊封面的

「花卉寫真」，我的相機總是到處「捕

花捉影」，此回在西安園博會場，卻是

「捨花取景」留下不少園林景觀的影

像。其中，在「大師園」拍到的「山水

園—中國地圖」、「通道」、「山之迷

徑」，風格獨特；「國際竹藤園」的竹

林，湖邊荷葉的生態、湖面小橋流水的

「倒影」，以及從不同角度遠眺「世園

會標誌」的「長安塔」，都讓我不時拿

出相機，一再顯像觀看，也希望能藉本

刊一角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文／林榮彬

2011西安世園會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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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山之迷徑↑

←長安塔遠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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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竹藤園

湖邊荷葉生態↑

山水園－中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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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謙稱自己「只會蓋房子，別的

都不會」，在建築業白手起家榮耀40年

的合環機構總裁黃正勝先生，兩年前經

陳理事長炯松的力邀和介紹，成為本會

團體會員代表人以來，熱心參與會務，

對本會工作的推動助益良多。

早年移民澳洲的黃正勝先生，由於

傑出的創業成就，曾獲澳洲政府頒獎肯

定，在我國內政府特敦聘為行政院僑務

委員會委員。2010年以「建構幸福大僑

社」多所貢獻，獲僑務委員會頒贈光華

一等獎章的最高殊榮。

更值得慶賀的是，他在今年10月

4日，於台北圓山飯店所召開的世界台

商聯合總會會員大會上，眾望所歸，當

選為第18屆世界台商聯合總會總會長。

這個在全球六大洲，設有68個台商會，

170個分會，會員多達4萬人的龐大組

織，自1994年成立以來，已發展成為台

灣走向全世界的開路先鋒，是國民外交

的生力軍，也是政府拓展外交最大的後

盾，在僑居地深具影響實力。

日前，本刊編輯室的同仁專訪黃總

會長時，無意間看到一張今年7月27日

馬英九總統單獨召見他的合照，他卻希

望我們不要刊登出來。行事的低調和樸

實的風範，令人印象深刻。

文／編輯室
創 業 有 成 的 黃 正 勝 會 友

2010年黃正勝總裁獲頒行政院僑務委員會華光一等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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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学習を初めとして、日本文化体験、親善交流の場を提供します。学習者には、このプログラムの参加を通じ

て、“創造美的共同体・相互扶助・自助自立”の精神を学び、自己能力の開発の機会となることを希望します。 
 

２９日（日） 各地より名古屋空港着、学校へ、オリエンテーション、礼儀作法 

３０日（月） 日本語授業 

３１日（火） 日本語授業 

１日（水） 日本語授業、日本文化体験 

２日（木） 日本語授業 

３日（金） 日本語授業、日本文化体験 

４日（土） 舘山寺周辺観光、浜松城見学 

５日（日） スキー体験（１泊２日、長野県あららぎ高原） 

６日（月） スキー体験 

７日（火） 日本語授業 

８日（水） 日本語授業、日本文化体験 

９日（木） 日本語授業 

１０日（金） ショッピングセンターにて買い物など自由行動 

１１日（土） 学校から名古屋空港へ 

 

費用：１２０，０００円 （授業料、寮費、食費、観光代、スキー関連などすべて含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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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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