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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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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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ment  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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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環境教育法第1條，開宗

明義指出：推動環境教育，是為了促進

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

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以達

永續發展的公民教育過程。由於立法精

神與OISCA致力維護生物多樣性，以確

保環境生態平衡的一貫主張完全契合，

本刊自當積極配合，加強宣導。

該法自民國100年6月施行以來，

欣見政府機關（構）及各級學校，多已

依據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環境教育行動

方案，逐步推展。唯從公民教育過程觀

察，要達成全民共識，則與預期目標相

去甚遠！

由於地球暖化，氣候劇變，近年

來，大自然反撲所造成的嚴重災害，此

起彼落，令人觸目驚心。如何保護人類

和萬物共同賴以生存的地球，免於環境

生態平衡的進一步惡化，造成更不可收

拾的浩劫，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當人

們竟日為物價上揚，憂心收支難以平衡

之際，卻顧此失彼，忽略了生態失衡隨

時都有可能危及生存和生命的安全，又

如何能藉由環境教育打造全民重視環保

的共識？誠屬令人更為憂心。

文／陳炯松

環境教育與全民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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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在重點報導〝子供の森〞植樹

活動的同時，對長期以來熱心參與、多

所貢獻的本會理監事、團體會員和會友

們，有了更深一層的感佩和敬意！如果

不是大家集腋成裘、共襄盛舉，不可能

在近年來接連舉辦的多項活動，都得到

OISCA國際總部高度的關注，中野利弘

執行副總裁更是不辭辛勞，屢屢躬親蒞

臨指導並多所肯定。此次，藉前來參加

〝子供の森〞植樹活動之便，除了多次

和本會理監事聯誼交談，在陳理事長的

安排下，也和甫上任的亞東關係協會廖

了以會長以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保基

主任委員、國際處國際組織科林科長家

榮等政府官員交談甚歡。在緊湊的行程

中，為了實地瞭解基層動態，還應本會

洪常務理事帛梧之邀，在工作同仁陪同

下，遠赴南投縣民間鄉參訪。

最令人感動的是，中野副總裁念

念不忘明年就是OISCA中華民國總會成

立40周年，一再表示，屆時他一定要專

程前來祝賀！日前，更致函陳理事長指

出：最近他走訪日本各地，接觸當年曾

有1,000名以上到訪過我 國的OISCA成

員，無不熱切盼望再度組團來台同申慶

賀，並藉以感懷創會總裁中野與之助對

中華民國的深厚情誼，誠屬彌足珍貴！

在本會陳常務理事國盛的連繫安排

並陪同之下，現任OISCA印度Palakkad 

Chapter分會會長Mr.P.Prem Nath在來

台參加亞太及中東地區國際檢察官協

會世界年會之便，特地於4月19日到

訪本會，由張秘書長麗華及潘組長起

揚接待。Prem Nath是經由OISCA南印

度總會秘書長M r.B ab u的介紹希望拜

會OISCA臺灣總會，Mr.Babu曾經於

2007、2008兩度帶團來臺灣研習有機香

蕉栽培技術，同時他也在2011年在東京

舉行OISCA 50周年紀念大會獲得〝特別

功勞賞〞殊榮。

文／編輯室

國際交流持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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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境教育法施行未滿一年，當

大家還在摸索如何落實推動之際，由於

因緣際會，在本會團體會員郭錫瑠先生

文教基金會的連繫安排，並得到台北市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的全力支援，本會

得以和台北市福安國中在今年3月23日

共同為環境教育打造了一項充滿生機、

令人鼓舞的模式，也為OISCA的〝子供

の森〞計畫和我國的環境教育，作了最

完美的結合。整個過程，確確實實有模

有樣，完全沒有裝模作樣！

一開始由業務單位提出在國內試行

推動OISCA〝子供の森〞計畫的構想，

很快獲得陳理事長批示：敬表同意，就

令參與籌備的工作人員充滿信心和熱

忱，是這項定名為〝樹人、樹木、植愛

心〞的活動，得以順利推展的主要動

能。由於OISCA所倡導的「子供の森」

植樹計畫首度在我國實施，國際總部執

行副總裁中野利弘先生特地由岡田文弘

參事陪同，專程前來觀察，並於3月23

日上午列席指導OISCA中華民國總會

第13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中，

從本刊以這一天訂為出刊日期的2012年

春季刊相關報導中，已略知活動規劃的

大致流程，即席表達欣慰與嘉許之意。

因為決定來台行程後中野副總裁又臨時

應邀前往汶萊視察當地稻作環境，回程

再經香港轉機來台，旅途勞頓，難掩倦

容。當天下午由陳理事長和全體理監事

陪同抵達台北市福安國中，面對全校師

生和家長會以及社區民眾近200人參與

植樹的盛大場面，頓時精神為之一振，

愉悅之情溢於言表。致詞時，語氣激

昂，讓所有在場人士振奮不已。從鼓聲

震天到舞獅迎賓，福安國中同學們傑出

的才藝和熱情活力，也讓大家印象極為

深刻。

有模有樣的
文／編輯室

環 境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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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集錦

（一）、來賓致詞

（二）、場面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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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致贈感謝狀

（四）、全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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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福安國中校園內田徑場周邊

的植樹區域，但見按照事先規劃的植樹

間距，已經挖好了植樹的洞穴，栽種的

樹株和一包包培養土及肥料，也都配置

就緒，參與植樹的全校師生和來賓們各

就定位，在陳理事長和中野副總裁由施

俞旭校長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駐區督學

蔣文英女士陪同，為〝樹人、樹木、植

愛心〞的活動揭幕後，大家同時動手植

樹的場面，十分壯觀，歡笑之聲更是此

起彼落。由於所種植的每一株樹，都在

樹名標示牌上載明認養師生的姓名，深

信必能從此得到妥善的照顧，不斷成長

茁壯，為環境教育的落實，做最好的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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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3月23日「樹人、樹木、植愛

心活動」，5月9日結合學校環境教育研

習課程，進行校園植物生態導覽。首先

施俞旭校長的勉勵，對用心照顧樹木同

學予以肯定，緊接著許尤美主任進行分

組說明，而後由本會林明志、韋水來先

生、陳素嵐小姐進行分組導覽及有獎問

答，活動過程由潘起揚組長照像記錄，

並提供精美小紀念品，活動寓教於樂加

強同學對樹木的認識。

樹木有各種形態特性，遠距離觀察

可初步判別。圓形樹如榕樹、樟樹，傘

形樹如茄冬、台灣欒樹，均屬開張多幹

形；錐形樹如白千層、楓香，層形樹如

黑板樹、小葉欖仁，同為直立中軸形；

垂形樹如阿勃勒、印度紫檀；棕櫚類如

大王椰子、蒲葵，以上都是自然的樹

形。人工整型樹如錐形羅漢松、球形杜

鵑，為人為手段強剪為各種造型。樹木

需持續性的撫育，藉由適度及正確的修

剪，達到健康、防風、優型、穩定等永

續目標。

近距離的觀察樹木，可由根、莖、

葉、花、果的特徵，進一步的分辨，列

舉說明如下:
1、明顯易見的根--例如:鳳凰木.麵包樹扁

平的板根；落羽松筍狀的呼吸根；垂

直向下榕樹的氣根、印度橡膠樹的支

柱根。

2、特殊紋路的樹皮--例如:光臘樹、榔榆

斑駁的樹皮；檸檬桉、九芎、白千層

會 落的樹皮；樟樹、大葉桉、黑松樹

幹上明顯的線條；吉貝棉長瘤刺的樹

幹；梧桐枝幹上明顯的葉痕。

3、葉是樹的名片--例如 :菩提樹的心形

葉；琴葉榕、麵包樹的巨大葉片；黑

板樹枝葉上環繞３片以上的葉；白匏

子、油桐葉的兩面顏色不一樣；福木

革質厚實的葉片；青剛櫟鋸齒狀的葉

緣；紅楠．芒果紅色的新芽；土肉桂

葉片的奇香；楓香、欖仁樹為紅葉落

葉樹。

4、美麗繽紛的花朵--例如:相思樹、合歡

球形和扇形的粉撲花；木棉、刺桐

火燄式的花朵；阿勃勒長長的黃色花

串；棋盤脚樹晚上開花；含笑．烏心

石的純白花香；其他如初春開始盛開

的櫻花、別名五月雪白色油桐花。

5、果實與種子特性--例如:阿勃勒． 凰木

長條狀的果實；大花紫薇成熟後開裂

的果實；印度紫檀有翅膀的種子；可

可在樹幹上開花結果；鐵冬青結一大

串果實；楊梅汁多味美野果；台灣五

葉松的針葉樹毬果；台東漆造形奇特

扁平的橢圓形核果。

福安國中校園樹木導覽
財團法人台北巿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韋水來副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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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樹木、植愛心

OISCA的「子供の森」CFP計畫(The Children´s Forest Program)，選定社

子島福安國中為我國第一所參與學校。活動規劃以「樹人‧樹木‧植愛心」為

活動主題，於操場一隅進行學生環境教育的植樹實作活動。樹種選擇以台灣原

生樹種為主，並調查植樹地點的風土氣候條件，著重生長強健且少病蟲害、容

易維管，最後選擇青剛櫟、土肉桂、光蠟樹等三種兼具觀賞、生態、資源利用

等用途的樹為種植樹種。

簡介：殼斗科的常綠喬木，原產台灣低中海拔山區的向陽坡，尤其在山嶺上最常見，是台灣

殼斗科植物中分佈最廣的種。樹木堅毅挺拔，樹高可達20公尺，樹冠綠蔭如傘。木材

堅硬耐颱風，植株耐旱性也很強。葉面深綠色，葉背灰綠色，葉緣只有中間到末端有

鋸齒，是辨識的重點。春季於枝端的葉腋伸出葇荑花序，雌雄異株。花朵非常小，以

風作為傳播媒介。夏至冬季結果，殼斗有環紋，堅果橢圓形。木材是早期農具、工具

木柄的材料。果實具有觀賞價值，可製作陀螺、哨子或鏈墜等童玩。青剛櫟少病蟲害

且抗污染，值得推廣於公園、綠地、校園與行道樹栽植。

管理：生長比較緩慢，除了不良枝外，一般可不進行修剪。耐旱性強，種植成活後可不必特

意澆水。如久旱不雨，可觀察新葉有萎軟現象才補充澆水。冬春之季可施用一次長效

肥料，新芽生長發育後，可再補充一次長效性肥料。

學名：Cyclobalanopsis glauca

英名：Ring-cupped Oak、Japanese Blue Oak

日名：アラカシ（粗樫）

青剛櫟

種植樹木簡介及維護管理要點

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副技師　陳坤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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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樟科常綠喬木，為台灣特有種，原產臺灣全島中、低海拔闊葉樹林中。樹冠圓形，型

態端正，樹高可達20公尺。葉片光潔亮麗，紅色新葉具有較高觀賞價值。全株具有肉

桂醛，具有肉桂香味，可以製作香料與藥材，代替肉桂使用。枝葉蒸餾萃取的精油，

是目前大力開發的商品。具有殺蟲、滅菌與防黴抗腐的功能，可以以作為養生保健的

食品。所以有多土肉桂商品上市。福安國中美食烹飪班素來知名，日後可以採取土肉

桂葉片作為食材開發使用。

管理：生長速度中等，略具耐旱能力，如果沒有嫩葉萎軟的現象，可以不必人工澆水。春至

秋季可以每季施用一次長效性肥料，冬季生長停滯可以不必施肥。可隨時修剪枯弱細

枝以及過密枝。因葉片具有氣味而少有蟲害，多雨季節如葉片有褐圓斑是炭疽病危

害，可以剪除病葉銷毀，以避免擴大病害傳播。

簡介：木犀科半落葉喬木，原產台灣低海拔闊葉林中，尤其在河岸溪畔及路緣最常見。樹姿

高聳挺拔，樹冠為圓錐形，成樹樹皮會雲狀剝落是辨識重點。材質柔韌，抗風力強是

一大特點。生長較為迅速，且生機蓬勃，有非常強的生命力。羽狀複葉質感細緻，葉

片光滑潔淨。樹皮富含汁液，是蟬與鍬形蟲、獨角仙等昆蟲的最愛，在生態復育地常

有種植。春夏之際開花，白色小花如雲霧籠罩全樹。秋季結有翅的果實，藉以隨風傳

播。可以收集種子種植「種子小盆栽」，具有室內綠化玩賞的價值。

管理：生長迅速，充足提供水養分更可加速生長。夏季高溫期，可觀察嫩芽萎軟無力就澆

水。肥料除冬季外，每季施用一次長效性肥料。天然樹勢高聳挺拔，一般不進行截短

的矮化修剪，僅修剪細弱枝與不良枝。

學名：Fraxinus formosana

英名：Griffith's Ash、Formosan Ash

日名：シマトネリコ（島梣）、タイワンシオジ（台灣塩地）

學名：Cinnamomum osmophloeum

英名：Indigenous Cinnamon

日名：タイワンニッケイ（台灣肉桂）

光蠟樹

土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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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供の森」
園地

台北市福安國中的同學們實際參與了OISCA〝子供の森〞植樹活動之後，

校方為了落實並延續環境教育的功效，隨即舉辦彩繪感言海報製作及心得寫作

比賽。參賽作品不僅充滿感激與興奮之情，對維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和照顧樹

木成長的責任感，更多所體認。本刊特增闢〝子供の森園地〞，將伴隨照顧樹

木的成長，持續報導同學們的心得，分享同學們的喜悅！

彩繪感言與心得分享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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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高科技的時代裡，每個人天天都在努力的奮鬥，為了就是要爭口飯吃。但

人人都在忙碌之際中，忽略了最重要的環保、綠美化。

在千挑萬選中，我們學校很榮幸的被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挑中了。這個促進

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人發現節能減碳、愛護地球、降低傷害的重要，所以就

藉由植樹的方式以實際的行動啟發人們要重視環保的重要。

3月23日是我們要種樹的日子。我們全校先到了文化走廊歡迎遠道而來的

OISC相關重要人員。一眼望去，前面坐了好幾排的人。雖然他們講得是日文我

們都有聽沒有懂，但是從他們的神情、姿態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它們的熱情。

經過一番的說明後，我們便移動到下個位置，就是植樹的位置。植樹也是有步驟

的：首先先放準備好的再生土，再生土是從水溝裡堆積的土挖起來後，經過處理後所形

成的。再來是放入樹的幼苗，放的時候要手托著底，以免樹根與土分離。最後再放入一

★ 702 李欣怡種樹初體驗

在一個寧靜的早晨，遠處傳來了熱鬧的聲音，空氣瀰漫著一股清新的味道，夾雜

了一些泥土味，小樹苗們個個精神抖擻的站在一旁，等待著我們將希望及溫暖一起把他

種下。

「歡迎OISCA的來賓～」校長喜出望外的說，鼓掌聲依舊那麼宏亮。校長隆重

的介紹所有的貴賓，有遠從日本來共襄盛舉的，也有環保單位的工作人員，每

個人的臉上都笑容可掬。「咚咚咚」福安國中藝陣風雲社所帶來震撼人心的表

演，正式揭開了序幕。大家滿心期待的達到自己分配到的定點後，小組員們合

力將土肉桂的樹苗溫柔的放在土坑裡，灑上一大把的肥料，然後小心翼翼地將

泥土一層又一層的覆蓋上，並且細心地為他澆水。水漫漫滲透土壤，葉片上的水珠在陽

光的照耀下，顯得無比美麗，就像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珍珠。

這次植樹活動的意義，就是在拯救地球，給往後的人們有一個乾淨舒適的環境居

住，並且希望地球能回復到最初欣欣向榮、花紅柳綠的景色，安全無污染的地球。

我在這次活動中，與我的組員一同把我們所認養的植物種下，在那一剎那，我突

然有所領悟，其實要照顧好一株植物，一點都不容易，要天天為他灌溉，注意他的身體

健康，到了未來，他茁壯的長大，就知道當初這麼做，不但救了地球，也讓自己吸收了

植樹的技巧與知識。一代傳一代，地球一定能變得更加綠意盎然。

★ 80103 高奕庭OISCA植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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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樹」是平時人們常呼籲，但是我們卻很少有機會去做的事情，然而，在一次

因緣際會的巧合下，我們福安國中很幸運的和日本的OISCA合作，成為全國第一所參

與這個植樹活動的學校。

早在好幾個月前，校長就躍躍欲試的向全校宣布這個植樹活動的好消息，在活動

當日前幾星期，也有植樹的老師向我們介紹當天我們所種的樹的品種、特性，樹可能會

生的病以及栽種方式，當我們越深入了解活動細節時，也越期待當天的到來。終於，在

眾人期盼下，植樹的日子到囉！一大早的開幕典禮，社區議員、許多的嘉賓也到此共襄

盛舉，我想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應該就是由日本千里迢迢來到福安國中的博士了吧！校

長邀請他致詞時，他一開口就是爽快的一句：「摳你機哇！」大家頓時也異口同聲的回

應道：「摳你機哇！」場面熱絡無比呀！開幕典禮結束後，大家植樹去！到了學校的操

場邊，每個班級都有兩個大洞，大洞旁放著小樹以及種植用的材料和器具，洞的正前方

有寫著負責人也就是每班兩組人的名字的告示牌，大家照著告示牌分組，準備齊全後，

開始種樹囉！大家雖然手忙腳亂，但也亂中有序，你翻土、我施肥，你種樹、我澆水，

大家都「忙得很快樂」。終於，在一陣手忙腳亂下，大家的樹都成功「就位」了，遠遠

的看過去，樹雖不多，也不高大，但別有一番風味呢！

當然，雖然植樹的過程很快，但只要細細品嚐，我們也會在其中體會到另外的意

義。有了這次的經驗，讓我了解到「種樹」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卻不簡單，種一棵樹，

要靠大家的同心協力，但是以前在戶外、在人行道上，當我們看到樹時，會去想到這些

嗎？有些人甚至會去破壞、砍伐它，每個生命要培養並且維持，這些都是不簡單的，當

我們在種樹時，就好像在照顧一個小孩，幫他施肥、打好基礎，看它是否生病，澆水給

他力量，並希望他長高、茁壯，邁向光明，這活動對我們來說，的確意義非凡。

一隻燕子不能成春天；一朵花不能能花園；一棵樹更不能成森

林，唯有我們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大地生機盎然，有機會大家不妨

種棵樹，你會體會到：當個植樹人是件很開心的事情。

★ 802 陳柏儒樹人，樹木，樹愛心

層的再生土並鋪平，而且外圍要隆起形成一個凹槽，然後就大功告成了。

結束後，雖然手有帶手套，手還是有泥土，但植樹難免會有觸碰到。植樹時，我

們也毫不猶豫的直接用手摸，反正再去洗不就得了。

我覺得植樹很好玩，而且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種樹，不過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

後一次了。植一棵樹沒有什麼，但全臺灣的人一人種一棵呢？你可能覺得節能減碳、綠

美化沒甚麼就錯了，只要從自己做起，就會影響他人，感動他人，到時候就會一傳十、

十傳百，那原本微不足道的力量就會開始全面擴散，形成超大的無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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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百花盛開、綠草如茵的春天三月，植物們茂盛的生長，爭奇鬥艷，有一個

團體決定前來為福安國中更添綠意，使我們成為台灣第一所學校接受植樹，能脫穎而出

真是備感光榮，那就是為地球盡心力的-OISCA。

社子島的福安國中，處在都市，但未受到科技的開發和建設，呈現鄉村的安逸。

現在，地球發燒了，山老鼠的過度砍伐森林資源，一層層的防護被破壞，這時，人類才

覺悟「環保」的重要性，OISCA也早已動手幫助地球，在世上二十多個國家種樹，得

以保住這美麗的世界。

他們送來了很多的樹苗，準備一班兩棵的給我們栽植，比我高快一公尺

高的小樹站在我的前面，戴上手套、拿起工具，心想要如何把樹種好，一邊

施肥、一邊灌溉，最後再做出個圍牆，就大功告成了。看從日本專程來的貴

賓高興的樣子，表示我們做得很好，一張大團體照，也畫下活動的句點。每

★ 703 李宗彥種一棵樹，送千萬愛

地球汙染日趨加劇，環境保育越來越受到重視，而保育方法千萬

種，植樹，也是其中之一。

我們學校和世界環保團體OISCA合作，決定在福安國中舉辦植樹

的活動，讓學生親自體驗植樹的樂趣和重要性。鐘聲一響，各班都整隊

好，陸陸續續的到操場集合，人群中還不停傳出嬉鬧聲，好不快樂呀！一到自己的樹

前，大家很有默契的安靜下來，等待老師下達指令，沉默了一些時間，突然聽到講師說

開始，我們才興高采烈的開始種，在種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地底下的小生命，像：蚯

蚓、螞蟻、蟋蟀…等，真是令我又驚又喜啊！

在這次的活動中，我終於知道樹的重要性，樹非常厲害，它能光合作用製造氧

氣，吸收二氧化碳，更能調節氣候呢！可是現在為了商業利益，不斷砍伐樹木，導致現

在雨林幾乎消失，氣候失調，天災接連不斷，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如果不現在悔改，後

果不堪設想啊！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為了我們居住的地球盡自己的一份心力，現在的地球溫度持續

升高，環境變遷，不只動植物逐漸消失，連人類也受到影響；從開始身體力行做環保工

作，也還來得及喔！

★ 701 王舒右植樹活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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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從操場邊跑過，也會不時的去探望他，梅雨季節即將來臨，不知它是否還健壯﹖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永久的，從我手中種下一棵樹苗，是成長的里程

碑，上面的名字將成為國中的美好回憶，從照顧幼苗學習「護苗愛苗」，綠化學校環

境，在植樹節那個月辦的活動讓我們了解愛護環境、種樹的意義，親自參與美化環境的

同時也讓我們更愛護學校的一草一木和地球。

我自己種下的小樹，不斷的出芽長根，和我同步的成長，看來我和大自然有有了

一種學習，一種新體驗。誰說植物不重要，它可是和我們密不可分，如果有一天，它長

成了一顆雄偉的大樹，真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畢業了以後，真不知它會長

多大了﹖

在植樹節的那一天，全校一起到體適能區的草皮上，為等一下的植樹活動，做

一個開幕儀式。那天的天氣陽光普照，風涼涼的吹過，每個人都有精神起來。校長開

始一個一個的介紹從大老遠趕來的貴賓，看我們一起把一棵一棵的小樹苗種進土裡，

細心的幫他鋪上一層厚厚的土，小心的呵護它，讓它回到大自然，展現出無比的生命

力。

在種下去的那一刻，我的心中非常的高興，終於等到種植的時候了，以後就要像

父母一樣好好的栽培，讓它長出更茂密的綠葉。旁邊貴賓也一起跟我們種，幫忙把球

根放坑洞裡，為它鋪上一層厚厚的土。偶爾也翻出一條一條的小蚯蚓，在土壤裡鑽來

鑽去，努力的要鑽回牠原本的家，在地底默默的幫我們照顧給植物新的養份。

繼植樹節當天的活動，終於到了國際組織OISCA來訪，各位貴賓一一入場，在

藝陣社鏗鏘有力的鑼鼓聲中，拉開了序幕。OISCA的副總裁已高齡86歲了，還從日

本跨海來到這裡種下在臺灣的第一棵樹，不但為我們學校添加了綠意，更為世界盡一

份心力。每班都可以種兩棵樹，全部加起來，我們已在地球上種了十幾棵小樹苗了。

我們這一組種的是光臘樹，聽老師說，這可是一棵很好的樹，長成

大樹可賣很多錢呢！但是我們是不會砍掉他的，因為它是全班辛辛苦苦種

下去的呢！在還沒種之前，我們拍了一張照片，紀錄了當時的熱情。每一

步驟都很重要是缺一不可的，雖然在過程中出現許多小插曲，但大家還是

很高興。最後終於把樹種好了，跟同學一起種樹就是不一樣。

★ 701 高奕芹植樹活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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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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