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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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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說明：OISCA中華民國總會認證福安國中「子供の森」計畫



常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在於強調人才培育乃百年大計，較之栽

植樹木，更須重視根本。

OISCA國際總部自1991年開始推動

的「子供の森」計畫，同樣以培育人才

為著眼，從「環境教育」著手。以學校

為舞台，以學童為主角，鼓勵在校學生

親手種植樹苗，並持續照顧其成長，實

際體驗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從而培養其

責任心與使命感，為承擔未來的世代，

植入愛心，奠定根基。

本會為積極回應中野良子總裁於

上述計畫施行20周年之際，在書面談話

中希望有新的國家和學校擴大參加的呼

籲，已結合相關團體會員單位專業資源

完成規劃，將贊助國內有意參加「子供

の森」計畫的中、小學校，以「樹人、

樹木、植愛心」為指標，落實推動，並

列為2012年本會重點工作。本刊也將配

合加強相關活動和資訊的報導，為生態

環境教育善盡心力。

樹人、樹木、植愛心
文／陳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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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結合環境教育和植樹運動所制

定的「子供の森」計畫，在諸多熱心人

士支持下，已經邁入20周年。OISCA從

1980年推出「愛綠運動」累積經驗所形

成的此項計畫，自1991年實施以來，參

加的學校逐年增加。目前已廣獲全世界

28個國家或地區的4,500所學校加入。

這項計畫，其實也是OISCA提倡

「鄉里營造」具體的活動之一，也可以

說是最主要的支柱。茲當計畫實施20周

年之機，期盼 新參加學校和國家地區

更為擴大； 已參加的學校，活動更為

充實； 參加學校和國家地區之間，要

強化連繫與互動，藉以培育人才，積極

投入OISCA相關活動。

2011年，創立已50周年的OISCA，

又踏出了新的一步，將以「培育健全的

學子承擔未來世代」為至願，加強推展

「子供の森」計畫。希望大家持續支持

和參與。

文／編輯室  譯

「子供の森」計畫 2 0周年

－原文登載於2011年11月25日發行的LOVE GREEN NEWS－

中野良子總裁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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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在OISCA國際總部發行的刊物

或相關文件上，得知全世界已經有28個

國家或地區四千多所學校，加入為了倡

導節能減碳愛護地球的「子供の森」計

畫，相關圖片介紹，更呈現出參加植樹

的學童們隨著親手種植的樹木一起成長

的喜悅，確實令人欽羨！

所幸，因緣際會得到本會團體會員

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的專業指導

和資源的配合，再加台北市福安國中全

校師生表達了積極參與的意願和熱忱，

我們終於也可以起步加入「子供の森」

計畫的行列。

起步前的準備階段，支援配合單位

在每一個環節上，都讓我們見識到專業

的精神和敬業的態度。不僅一再會勘場

地，丈量植樹間距，據以估算樹株；樹

種的選定及移植過程的保護措施，也以

高標準、高規格作要求。更難能可貴的

是學校內部意見的溝通和學生環境教育

的設計與安排，在在遠超乎我們預期的

完善，令人十分感佩。也更加確保了這

項計畫必能在我國內成功的實現。

2012年3月23日，由OISCA中華民

國總會認證的「子供の森」計畫，就要

在台北市福安國中的校園內揭牌實施

了。屆時將有來自OISCA國際總部和

國內關心環保教育的人士到場，為這項

「樹人．樹木．植愛心」的活動作見

證，並祝願「子供の森」計畫，從此在

這塊土地上生根萌芽，永續發展。

生根萌芽
OISCA中華民國總會

理事長   陳炯松
文／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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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植樹場地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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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緣邂逅

福安國中位於臺北市的邊陲----社

子島，是一所校地廣闊（25562m2）、

學生人數不多的學校（學生數 1 5 2

人）；前年學校希望將荒蕪的菜園改建

為社區民眾與學校師生都能善用的體適

能戶外活動場所時，卻苦於沒有多餘的

經費種植周邊的草皮；幸好透過「台北

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取得「台北市錫

瑠環境綠化基金會」的鼎力襄贊，俾使

如茵的體適能活動場所得以順利完工；

如今,綠意盎然的場地不只裨益莘莘學

子的戶外活動課程，更使得全校教職員

工與社區家長擁有最優良的體能訓練場

以及景色最優美的親子樂園。

貳、緣起不滅

我們更喜出望外的是今年(2012)    

1月12日透過「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

會」的連繫安排，學校有機會獲得聲譽

卓著的國際環保組織「國際產業精神

文化促進會(OISCA)」中華民國總會選

定福安國中為我國第一所參與OISCA

的CFP計畫(The Chi ldren＇s Fores t 

Program)學校；以「樹人‧樹木‧樹愛

心」為活動主題，並以「愛家園‧護

地球」為訴求，強調「種一株，是一

株」，透過環境教育的實作活動培育兒

童愛護地球的觀念。

去年6月我國開始實施環境教育

法，其中第19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於每

年12月31日以前參加4小時以上環境教

育」，希冀全民都能落實「保護環境、

珍愛地球」的實際行動，如此正與「子

供の森」計畫相互契合。

參、點亮社子島

社子島是滯洪禁建40多年的老舊

社區，公共設施不足、生活機能欠缺，

造成人口不斷外移，學生人數也逐年減

少；學校目前學生低收入戶佔48.2%，

相逢自有緣　只因愛地球

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

校長  施俞旭
撰文／

福安國中樂與OISCA

「子供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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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單親及隔代教養的弱勢家庭總計達7

成以上，亟須結合社區內外多元資源，

裨益創造超值的教育潛能，俾使學校校

務得以正向發展。

近年來老師們積極規劃提升學生

的品格力、閱讀能力、重視生命教育、

提倡環境教育，更辦理敬師、孝親、關

懷他人等活動，教導學生從日常實際行

動中展現高尚的教育素養，榮獲親子天

下雜誌推選為全國「25縣市品格推手學

校」；這2年在臺北市免試入學的「北

星計畫」中連續獲得全數錄取的全壘打

成績及全市最高錄取率的佳績。最近更

獲選全國「資訊融入教學創新運用及典

範團隊」（全國僅5所國中獲選，且由福

安國中發表分享）；學生更參加國際數

學分級能力檢定(AMC)榮獲團體績優殊

榮。

在這般迷你型的學校卻有如此豐富

的教育產值，除了師生們的戮力奮發向

上外，更感謝社會資源的贊助相挺；如

今，承蒙OISCA國際組織的關注，學校

更將學生推向高度視野的國際舞臺，以

能突破社子島的區域囿限，成為具備國

際觀並能參與國際事務，甚至成為「國

際志工」的有為學子。

肆、愛護環境

社子島是極佳的地理自然生態教學

場域，於是創新結合學校本位課程教學

（語文、自然、社會領域）；為加強社

區人士的認同及參與，辦理了島頭公園

「愛鄉淨土‧河堤美化」活動，淨化社

子島頭公園週邊及水筆仔生態保護區，

讓孩子的學習體驗與生活經驗結合，瞭

解自己生長的土地。

藉由走入社區服務學習，培養孩子

愛鄉愛土的情懷，促進學校與社區更緊

密的結合，激勵學校親師生，都能力行

生命教育、恪守生活常規、落實生態教

育，塑造「知、情、思、行」合一的德

性生活素養。

學校與社區本是一家，除了發展校

內優質文化與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外，更

應擔負社會教育的功能；同時，在「地

球是平的」現代思維中，「社區也是平

的」，意味著「社會資源無藩籬」的概

念。 

伍、珍愛地球

身為生物學系(NTNU)畢業的校長，

我更深切體悟「環境與人」的關係亟需

全民用心造就與維護；半年前自費到日

本新宿區參訪，兀自漫步「御苑」偌大

的植物園林裡的當下，我思索著如此優

雅寧謐的「景與物」，需要的不僅僅只

是技術上「高超的工」，更需要的是設

計者與維護者「高尚的心」，才能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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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的民眾擁有盡興享受「高雅的情」。

一如O I S C A國際總部中野良子總

裁在去年創會50週年的國際會議中引述

OISCA創始人中野與之助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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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深切期盼這

樣的精神能夠永續傳承，這樣的實踐才

能使環境教育更臻完善。

陸、結語

福安國中現階段雖然是小型學校，

經費預算與員額編制自是囿小；但是，

個人認為「小規模也有大格局」，現

在，社區給我們的正面評價與日俱增，

校內同仁的榮譽感、學生的自信心也益

漸成長。學校與社會都有珍貴知識與智

慧的寶庫，如同OISCA在彼此攜手共相

營造友善、信任、互惠的氛圍中，資源

的活水歡喜有道而來，才有機會「弱勢

轉優勢」。

今年 3月 2日福安國中已邀請由

OISCA中華民國總會推薦的台北市錫瑠

環境綠化基金會植樹綠化專家韋水來老

師、陳坤燦老師、李碧峰老師蒞校，為

全校講解OISCA在國際環保工作努力的

歷程以及其超凡卓越的成就，並講解種

植樹木時的技術要竅和呵護樹苗的使命

與喜悅；更期待3月23日植樹當天，在

OISCA國際總部的貴賓、中華民國總會

的佳賓、全校師生以及社區家長的見證

中，為我國環境教育歷史寫下「樹人‧

樹木‧樹愛心」的重要扉頁。

下回您騎單車路過充滿濃濃人情味

的社子島時，別忘了停車坐看：觀音山

夕照、島頭公園水鳥、釣魚、放風箏；

還有品嘗在地油飯、粿粽、素肉丸；夏

夜裡的基淡河小吃(基隆河與淡水河交接

處)更能讓您飽嚐平價道地豐盛美食-------

微風中，啜一口咖啡，聆賞雙河灣風景

時，也請記得來福安國中走訪OISCA在

校園中呵護有成的人文與自然的空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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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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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鍚 瑠瑠環境綠化基金會主導植樹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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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會團體會員台北市錫瑠環境

綠化基金會的連繫安排，並提供協助之

下，本會已連續3年，應邀在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主辦的植樹節市民

植樹造林活動現場設置攤位，配合環境

教育的宣導。本會陳理事長烔松親自

到場植樹，並與熱心環保人士互動的情

形，經本刊適時報導，也有助於讀者會

友持續關懷環保的議題。

今年的植樹節，臺北市政府援例

廣邀市民、民間團體及企業界，共同參

與植樹造林，地點選在內雙溪自然中心

的藥用植物園區。從籌備過程，充份感

受到主辦單位的設想週全，以及協辦單

位的積極參與，大家的目標都是希望藉

由鼓勵全民植樹造林，推廣節能減碳，

為愛護地球，盡一份心力。

配合植樹造林園區的特色，由林

務局提供現場植樹的樹種，有楊梅、土

肉桂、無患子，竹柏及榔榆等共計350

株；贈送市民攜回種植的樹苗，則有桂

花、茶花各800株、山櫻花400株、杜鵑

1,000株。贈苗地點分別設於捷運劍南

站前廣場、植樹造林園區現場及參加寫

生活動報名處，以利市民索取。

植樹造林園區內，由包括本會等

單位所設環境教育宣導攤位市集，位於

主舞台的兩側。參加植樹的市民，有的

是自行開車或步行來此，隨著接駁公車

的陸續抵達，聚集的民眾越來越多，場

面熱鬧非凡。攤位前更是到處可見排隊

等著索取環保宣導資料或迷你盆栽等

贈品的長龍；現場洋溢著一片熱情和歡

愉！

本會工作同仁和多位志工，雖然

忙於接待前來互動的民眾，始終是面帶

笑容，親切應對，令人印象深刻，也為

整個植樹造林活動的圓滿完成盡了一份

心力，值得大家為他們加油鼓勵。

為愛護              地球盡一份心力

文／編輯室

－台北市民植樹造林活動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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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陳理事長烔松到場致詞並參與植樹

貳、本會設置的環保宣導攤位人潮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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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張秘書長偕工作同仁熱情接待到場民眾

肆、贈苗服務處前索取樹苗的民眾大排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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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CA創立50周年，在日本東京

舉行的盛大紀念活動，我因籌辦剛成立

的土城研習中心開展事宜，工作忙碌，

不能前往參加。

回顧1979年我加入OISCA，經過

考試獲選為草根大使，出訪日、韓兩

國。在日本到過本州、四國等20幾個

縣，深入農村觀摩學習先進農業的經

營管理。對禽畜飼養設施、園藝栽培技

術、坡地開發利用、農耕機械的操作使

用、果樹栽培等，都有深刻的心得，獲

益良多。從參訪日本古蹟體認日本文化

中，對日本人凡事「用心」的精神，尤

為感佩。

1994年，再次到日本山形縣參加

亞太地區國際農村青年會議，得以和國

際農村青年交流，也有機會再度深入

日本農村。2001年，有幸到東京參加

OISCA創立40周年慶典，也到西日本研

習中心修習有機農業與休閒農業。這一

連串研習所累積他人許多寶貴的經驗，

大大的幫助我落實農業的經營，並獲致

遲來的獻禮

文／陳國尊

OISCA土城研習中心一年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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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成效。

OISCA中華民國總會成立30周年之

際，中野良子總裁來台訪問還特別親自

蒞臨我的農場，給我很多的鼓勵，更是

我最高的殊榮，不知如何回報。

如今，土城研習中心在成立一年之

後，總算有了具體的進展。我們很高興

有9位認同OISCA理念的農村青年，加

入了OISCA的行列，分別在研習中心學

習咖啡的栽植管理、有機蔬菜、水果及

花卉的種植。其收成有的是自營咖啡店

販售，也有透過網路銷售，彼此共同學

習，交換心得，不斷成長。最近有一位

自認患有憂鬱症的市民，希望到土城研

習中心的實習農場作園藝治療，讓我回

想30年前，我在四健會的實習農場也曾

幫助過一位精神病患，內心深感欣慰。

今後，土城研習中心為配合社會

發展和大眾需要，將以推廣環保教育為

重點，提供熱愛農業的附近民眾實習場

所，適時傳達OISCA基本理念，積極引

進新會員為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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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趕不上變化，終於排訂時間

從11月13日至11月20日赴日研習。本人

肩負團長與通譯大責，雖不是第一次，

但也是有壓力的。人數由往年的8人減

至6人為的是便利交通接送等問題。團

員來自南投的洪帛梧、陳志忠；嘉義的

吳倚豪；彰化的陳亭穎；桃園的陳耀

爐，分別是從事花木、蔬菜、蘭花、竹

筍、茶葉、秀珍菇及牛樟芝。出發前有

開過行前會議，知道大致的行程，詳細

拜訪單位並不清楚，所以準備見面禮數

量很難精確估算，只能在行李重量限制

內多帶一些，以免不夠那就很失禮了。

今年OISCA中華民國總會精心製作了考

察團的小旗子，重量輕，好攜帶，頗受

歡迎，但數量不夠，希望明年能增加多

一點，那就更完美了。

11月13日早上7：30前團員們各自

前往松山機場華航櫃台報到，這對中南

部朋友就是一大的考驗，一大早潘組長

就在現場等待我們了。辦好所有手續後

就登機出發踏上旅程。中午抵達羽田機

場，自行搭電車前往東京都杉並區和泉

町的OISCA東京總部，這是有機農業研

習以來第一次從羽田機場進出，省時省

錢又方便，不過提著笨重的行李坐電車

還滿累的。前往總部的途中，在涉谷車

站先把JR周遊券開卡作好，免得隔天太

趕了。傍晚抵達總部，OISCA國際總部

的岡田參事把我們的房間分配妥當，接

著作了行程說明及應注意事項的提示。

11月14日一大早，岡田先生和中

村小姐用箱型車載著我們和行李到新宿

車站搭電車到東京車站，轉搭新幹線

文／吳建和

2011臺灣農村青年有機農業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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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各自的目的地：靜岡浜松和岐阜白

鳥。A組於10：32抵達岐阜白鳥，一出

車站，田村先生就在出口等候迎接，按

表操課，首先去拜訪岐阜新聞社並接受

訪問，這是地方的大新聞，每次到岐阜

訪問必定安排，可見岐阜的友人們非常

重視這份交情。午餐由村瀨會長請客，

同時也邀請當地交流協會事務局與在日

本的臺灣女兒日本媳婦與我們交流，會

長在致詞時強調311日本東北大地震海

嘯，臺灣的捐助行動非常的感謝。下午

則是參觀揖斐川公業的新場「神戶育苗

中心」，這個中心是由栽種溫室玫瑰的

溫室改建的。自動化、立體化、一貫

化、一致化的種苗，非常不簡單，生產

嫁接蕃茄苗、小黃瓜、彩色甜椒、茄子

等，採用無塵室，入內要先洗手消毒換

雨鞋、隔離衣帽等，和高科技廠一樣，

有機農業除了把地養好以外，就是要有

好的種苗，這是一定要的啦！這家公司

本來是做水泥給配等建築相關的產品，

規模龐大，而農業方面發展至今也已30

餘年了，他們把農業帶到另一個省人

力、自動化生產境界，甚至還做整場輸

出，賣機器設備和資材，很值得參觀。

田村先生行程安排非常豐富多元，連續

參觀了野田水耕玫瑰園、福田盆花栽培

場，都是大型的農場，跟這些農場主人

交談，經驗交流獲益良多。晚間參加本

巢市OISCA理監事會並共進晚餐交流，

瑞穗市長親自與會，可見當地OISCA支

部經營得很扎實，很有影響力。

11月15日上午，先去拜訪本巢市

市長，互贈禮物，表達歡迎與來訪之

意，隨後去參觀富有甜柿達人加藤泰一

先生經營的果園，種的甜柿年年得獎有

其獨特的方法，我們向加藤先生請教整

枝的方法和產期調節的方法，品嘗至好

吃的甜柿，還獲贈我們一人一盒，真是

有點不好意思。本巢市是富有甜柿的發

源地，所以市政府設立了富有柿推廣中

心、柿子博物館，呈現了幾百種品種，

加工品也有各式各樣，可見日本人把這

個產業發展的淋漓盡致，而且這麼多年

以來富有甜柿價格都保持不墜，非常不

易。接下來去選果場見學，真是令人嘆

為觀止，一天的處理量可達80噸，甜度

與重量是用電腦攝影機條碼處理，但還

是需要很多的人力，這些人力都是臨時

工，但是速度很快、很有效率，農協集

貨選果後配送全國，可見日本的內需市

場還是很強的，農協扮演關鍵重要的角

色。中午與大垣市山口議員、富田會長

與副會長等5位委員午餐約會，下午我們

參觀了一個很特別的城市，一個比海平

面還低的海津市，這個地方是三條河流

的交會處沙洲堆積而成，在一百多年前

請荷蘭的水利師來治理設計，現在已看

不到太多當初的遺跡，但還是可從建築

物的基地了解到高低差1～2公尺。市政

府派2位接待人員，課長、課員，帶著我

們參觀博物館還有小地主大佃農的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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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農組合，由15個人組成的組合，耕作

面積米麥有344公頃，毛豆136公頃，大

型收割機有8台，曳引機有16台，灑農藥

用遙控飛機，秧苗用全自動播種機，規

模很大，每個人年收入都很高，並不是

做農就沒前途，這是另一種的農業經營

模式，但基礎建設在互信和司法公正性

上面。在下班前我們趕到海津市政府和

副市長見面。接下來住寄宿家庭，我們

這晚住宿在渡邊家，這個家庭很特別，

夫妻很樂觀，接待過各國的朋友，也到

世界各國旅行，但是第一次接待台灣

人，我們這個晚上就是做國民外交，好

好的感受一下日本人的居家生活、風俗

民情。

11月16日前往長野縣塩尻市，一

下火車，事務局長小林先生和中島老師

與橋倉先生已等候多時了，小林先生說

他這次有點困惑，因為團長兩年前就走

過同樣的行程，他不知如何安排，但是

我告訴他季節不同也會有不同收穫，沒

關係。更何況還有其他成員是第一次

來，他們的感受會很特別。吃過午餐之

後，我們搭杉倉先生的車前往井筒葡萄

酒莊，這個酒莊年產量80萬瓶，自己栽

種10公頃，契作40公頃，銷售中部地區

為主，以高價位和千元左右為主力，酒

莊蓋的很有味道，葡萄採用有機耕種方

式，引進歐洲與加拿大的品種和立式栽

培法，這是革命性的思維，現在臺灣的

新的觀光酒莊應該也是參考世界各國的

類似酒莊而來的。隨後開車前往一個古

老的驛道，古老的文物保持的非常好，

居民還住在其中，而又成為觀光街道，

也是電視劇的拍攝場景，文化真的是可

長可久。

11月17日的重頭戲是下条農園的

蘋果研習，農場主人和中島先生交情很

好，下条先生種了6公頃，種類很多，

也種水蜜桃、蜜棗等多角化種植，走觀

光農場銷售模式，沒有到外地賣，有

宅配、有網購，因農場位於國家公園

旁，這是它的優勢，但也有它的缺點，

因為路過這邊看到到處都是獼猴，對果

實的損失是非常大，我們問主人如何防

治，主人說裝電網，跑到園內可以把牠

捉下。少園主也問我們蟎類的有機防治

法，我們也傳授他幾招，互相交流。晚

上參加OISCA中信會員交流歡迎會，這

些會員們也是對日本東北大地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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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義援金世界第一稱謝不已，也問到他

們若要到台灣訪問要如何與臺灣OISCA

連絡，我就告訴他們可跟我直接連絡，

我再跟總部報告安排，沒有問題，他們

很高興可以找到對口了。最後一天的山

葵農場的見學，我本來是希望參觀研習

一般的農家山葵，但是又安排到最大型

的大王山葵農場，且是水耕栽培，這一

天早上非常冷，工人還是要下水採收，

採收完之後一部分人力處理山葵，一部

份人繼續到新栽種區扒石頭，我們覺得

很奇怪，後來才搞懂是要把青苔扒掉，

想不到水流量這麼大也會長青苔，原來

各種作物的栽種方法不同就有不同的處

理方式。最後去拜訪長野縣議會聯盟望

月會長，回程時參觀豆類食品加工廠，

這規模很大不是普通農民可以做的，但

是他們的黃豆來源都是在國外契作的遍

及北美加拿大、美國、南美的巴西等國

分散貨源以免不可避免的因素，影響工

廠的運轉，這就是他們成功之處。

回到東京總部後，聽到B組的成果

也是令人感動的，仙台的友人們以為台

灣人不敢前往了，看到勇敢的台灣人到

訪，欣喜若狂，他們託我們B組的團員們

轉告台灣的友人們，說他們很好，不用

掛心。

檢討這次的研習有待改進之處：

一、小紀念旗不夠；二、名片可加註日

語拼音；三、贈物沒辦法一一俱全；

四、團員的日語或英語有待加強；五、

多帶一些個人經營事業或家庭生活照。

這樣就更能增加彼此的瞭解。

最後要謝謝行政院農委會核准我們

這個計畫，因為日本的草根大使已經停

辦了，而日本的農業和臺灣的農業較接

近，讓臺灣的有志農業青壯年有機會去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開闊視野，來為

世界地球村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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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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