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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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SCA名稱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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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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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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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說明：福安國中七年級新生加入「子供の森」計畫



OISCA世界總部發行全球的2012

年6月號期刊首頁，以「TOP NEWS」

全版報導OISCA中華民國總會開始實

施「子供の森」計畫（CEP）的實況，

並預期以「樹人、樹木、植愛心」為訴

求的這項活動，可望在臺灣全土逐步     

推展。    

從報導全文，我們深深感受到

OISCA世界總部諸多正面的肯定，意味

著對本會更多的期許，也提醒我們「創

業維艱，守成不易」。如何確保國內第

一個OISCA認證的「子供の森」計畫，

在妥善的照護下，樹木得以成長茁壯，

有了成功的經驗，我們才可能持續推展

更多的個案。這是規劃初期，參與作業

單位取得的共識。

欣聞多位本會理監事已經和當地

中小學校接觸，將援例尋求本會的認證

和協助，參與「子供の森」計畫。我

們樂觀期待，每一個案，終將有實現的     

一天。

本刊在這一期完整轉載OISCA世界

總部上述報導的縮版，意在和全體會友

以及參與「子供の森」計畫的夥伴們一

起來分享，並再次表達謝意!

肯定與期許
文/陳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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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I S C A世界總部發行的日文版

「OISCA」期刊，在2012年5、6月號，

連續刊載中野良子總裁關於「精神產業

與產業精神」及「產業精神的發揚與實

踐」兩篇文章，接著又在7月號的封面

裏頁，以「人類應遵行之道」為題，刊

載創立者中野與之助於1963年闡述「精

神產業」與「精神教化」的談話。其中

哲理，頗值思考與探討。本刊謹摘譯部

分原文，藉供讀者參攷。

『宇宙天體，日、月、星、辰自

轉、公轉的運行，可定義為「精神產

業」。深層探究，宇宙萬有萬象，無不

由此「精神產業」的活動，而賦予生

命。對此珍貴的事實，必須心存感恩與

隨喜。當此世界陷於窘迫危機，因而捲

入苦惱漩渦的人類，要何去何從？若能

確立新的產業精神，當知所依循。新的

產業精神的發揚，是開啟新世紀之門的

關鍵，也是精神教化的重要主題。「播

好種，生好果」是宇宙的原則，宇宙真

理透過「精神產業」為人類的精神播下

了至尊至貴的種子，也成就了道德界的

生命。然而，人世間的紛紛擾擾，爭奪

不斷，始終無法臻於樂土。此皆由於人

類欠缺精神素養所致。能真正理解「精

神產業」，才有可能把人類從相互批

判、非難、攻擊的慘酷世界和極大的不

幸中解脫出來；唯有去除人類膚淺的偏

見和迷信，方能導正混亂的秩序。

一味追求利益的產業，不能稱之

為新時代的產業，以「精神產業」為準

據所經營的產業，不必強調追求利益，

依然可以產生利益。「精神產業」的

各產業體，從一開始彼此之間的互補和

流通，已然形成增進人類福祉的經濟。

產業要建立在人類生存之道的真理之

上，亦即依於「精神產業」從事「精神

教化」以發揮產業精神，使各產業體都

能生生不息，必能促進世界的繁榮與富

足。能徹底認識從宇宙大生命衍生出各

種產業的真義，依據新的產業精神來開

發產業，才是務實的「精神教化」，也

必能在本體和實質上展現出令人難以估

計的進步和提昇！』

文/編輯室

精神產業與產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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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CA西日本支部會長松尾新

吾先生，以日本九州經濟連合會會長

身分，率領30多位日本產經界人士

來台參加6月12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舉行的「台日（九州）產業合作

交流論壇」，並和中華民國工商協

進會駱錦明理事長簽訂合作協議書

（MOU），還要遠赴台南參觀烏山

頭水庫紀念館的三天緊湊行程中，幾

經連繫，總算如願以償的在6月13日

上午，和行程也是滿檔的OISCA中華

民國總會陳炯松理事長有了一次別開

生面的晤談，隨即率團前往總統府拜

會吳敦義副總統。

因為考量接送松尾會長前來本

會拜訪，勢必延誤其既定行程，陳理

事長特囑咐秘書處的同仁把晤談會場

安排在松尾會長一行人住宿的國賓飯

店，親自移樽就教。由飯店公關部門

特別提供的會場，佈置有中日兩國國

旗及OISCA會旗，本會林顧問榮彬、

張秘書長麗華及潘起揚組長等同仁也

都到場接待，令松尾會長深為感動。

OISCA的手足之情OISCA的手足之情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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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中松尾會長自豪地表示，成

立已有44年的OISCA西日本支會，歷

年來多次接受世界各地的農村青年前

來研習有機農業，活躍情形冠居日本

各支部，只以近年來會員人數及預算

略有遞減，有待繼續努力。從OISCA

中華民國總會編印的近期季刊中，看

到我們在推廣有機農業、生物多樣性

保育以及「子供の森」各個領域，也

都有積極的表現和進展，甚表感佩。

同屬OISCA的成員，能分享這個國際

民間組織成立50周年慶典上，日本天

皇和皇后史無前例躬親蒞臨的榮耀，

更是津津樂道。兩人在輕鬆愉快的交

談中得知彼此居然同齡，就依出生月

份的先後，以兄弟相稱，手足之情，

溢於言表，希望在OISCA的活動領域

或經濟合作的層面，今後都能有更多

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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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益財團法人オイスカ岐阜

縣支部組成的台灣親善訪問團一行20幾

人，由村瀨恒治會長為團長，預定於本

年10月19日拜會OISCA中華民國總會  

陳炯松理事長。屆時，將有歷年來前往

日本岐阜縣觀摩研習的OB研習生多人

參與接待，聯誼交談。

這項取名為「綠でつなぐ臺灣親

善訪問2012」，本來岐阜縣支部希望能

贈送名貴的日本櫻花樹苗（岐阜縣天然

紀念物－花川櫻）來台種植，由於檢疫

過程緩不濟急，乃決定改種我國在地樹

種。幾經考量，將於參觀台北市福安國

民中學「子供の森」計畫植樹現場之同

時，就近在校園內種植數株親善訪問紀

念樹。為此，OISCA中華民國總會林顧

問榮彬特於日前拜訪施俞旭校長，得到

熱情回應並表示竭誠歡迎，當即實地勘

察，選定植樹地點，同時委請到場會勘

的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代為選定

紀念樹種，並協助指導種植事宜。

有朋自遠方來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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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期的草根大使，到每年少有間

斷的農村青年交流，凡是經由OISCA中

華民國總會選派，到過日本岐阜縣研習

的OB研習生，對オイスカ岐阜縣支部

的熱情接待和妥善的安排，無不留下深

刻的印象，時時感念在心。

個人在擔任台中縣農會梨山辦事處

主任和台中縣和平鄉農會總幹事期間，

因緣際會，和オイスカ岐阜縣支部結了

不少善緣。先是民國69年（1980），承

OISCA世界總部岡田文弘參事推薦，

透過當年オイスカ岐阜縣支部事務局長

野村哲郎的介紹，台中縣和平鄉摩天嶺

甜柿栽培的36位農友，得以前往岐阜縣

農業綜合研究中心參訪，從而獲得許多

寶貴的資訊，以提昇臺灣甜柿生產的技

術。繼於民國84年（1995）10月13日，

台中縣和平鄉農會特地組團參訪岐阜縣

本巢郡農業綜合研究中心及甜柿博物

館，由次長棚橋武治博士親自接待，並

出示其著作「果樹生產技術問答集」，

當場解說，即席回答我們的提問，使到

訪的理監事獲益良多。

最近一次和オイスカ岐阜縣支部結

緣，是三年前由OISCA中華民國總會選

派前往岐阜縣等地研習有機農業的實際

運作，同樣，又得到オイスカ岐阜縣支

部會長村瀨恆治、事務局長田村秀次，

以及オイスカ會友們很多的指導和協

助，得以滿載而歸！

2005年オイスカ岐阜縣支部訪華，本會派員陪同參訪苗栗高級農業學校

文/黃智信理事

『2012』
我和オイスカ岐阜縣支部的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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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由於日本東北311大地震的影

響，OISCA中華民國總會「暑期赴日研習農

業環保技術與日文活動」停止辦理，今年則

依照計畫如期進行。7月21日學員們準時於5

點30分在桃園國際機場第2航廈集合，大家

抱著既興奮又有些許忐忑不安的心情，搭上

華航飛往日本名古屋的班機，展開為期3週

的日本學習及文化體驗的課程。

    今年參加的學員共有6位(2女，4男)均為

大專在學青年。班機近中午抵達日本中部國

際機場，OISCA中野學園國際留學部菅原部

長約定下午4:30將與我們在入境大廳會合，

主要是來自東南亞各地的學生分別於下午才

陸續抵達，如此一來也讓我們足足有5小時

可以好好認識這個機場。

機場代表國家門面，是旅客對到訪國家

的第一印象，中部國際機場於2005年啟用，

名稱是由Central Japan Airport 兩字結合起

來，日文簡稱「セントレア」Centrair， 是

個高度科技(利用太陽能板及天然氣發電)、

環保概念(機場餐廳用水與雨水循環利用後

成為廁所與灌溉用水)、填海造地(機場海底

基地上堆疊天然石頭，以利海底生物繁衍)

所打造成的現代建築。特別的是中部機場還

有個吉祥物『WHO』，不免俗的6位學員也

與『WHO』一起合照。

寺田校長主持開學典禮

『2012』
暑期赴日研習農業環保技術

與日文帶團心得
文/陳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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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從各地前往參加OISCA中野學園暑

期課程的外籍學生共有60位，為了來自中國

上海、香港與占多數名額的台灣學生，學校

派了2輛校車及1輛承載行李的貨運車來接我

們，當晚約6點半即抵達靜岡縣浜松市濱名

湖畔的校園，隨後進入學校食堂用餐，待全

員到齊時有個儀式必須合掌感謝天、地、祖

之後方能用餐，餐畢後由千葉老師分配房間

並解說宿舍、澡堂、廚房、洗手間的使用方

法與規則。

隔天早餐過後，學校安排的課程內容

包含環境介紹、垃圾如何分類等，在菅原部

長親自示範說明後也讓學員們互動練習。由

於日本各地方及城市對於垃圾處理的方式不

同，導致分類項目也不盡相同。島內老師特

別介紹學校已通過取得ISO 14001的認證。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是國際公認，用於

任何製造與服務行業，能協助用在維持既有

利益且降低對環境的衝擊而取得的平衡，需

要整個組織從上而下一起承諾遵行，所以

ISO 14001強調的是建立環境管理系統，讓

企業能經改善其環境績效，而非再次提出法

規之外的另一套汙染防制標準。

結束一上午充實的課程之後，島內老師

利用校車分批載送學員至商場購買日常所需

用品後，緊接著下午5:30分舉行開學典禮，

由寺田校長親自主持，說明學校辦學的理念

及精神，尤其強調暑期學員不彷以日本為借

鏡，反觀自己國家的種種作為及想法來去蕪

存菁。

由於這次帶團行程匆促，扣除前後2天

移動路程，雖然只待在學校一天， OISCA

中野學園還是讓我感受到，它是個非常重視

人格養成，即所謂全人教育的組織，重視生

活教育強調人類和平、互助、共榮。學生在

學校中之生活作息相當嚴謹，每天清晨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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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所以不會有陌生或被冷落的感覺!在日

本生活的這3個禮拜讓我有許許多多美好的

回憶!－向哲弘

這次的日本之旅，我學到日本人對於守

時和垃圾分類的重視，此外，對於日本人有

關問候方面的禮貌態度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飲食方面的管理也很注重健康，這次的旅程

我學到很多。—向科軒

能夠參加這21天的日本遊學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體驗，能去看看不同國家的風

景，學習他們的文化、語言、還有生活習

慣，尤其是他們待人的方式更是讓我印象深

刻，我很感謝這次旅行中遇到的每個人，這

21天的寶貴經驗一定會使我未來的生活更

加的美好，我很慶幸自己有參加這次的活

動。—向科翰

開始點名、升旗、做早操及晨掃等活動，接

著是整天充實的日本文化及日語的學習課

程，晚上10點學生們必須熄燈就寢，生活規

律且充實，是個可讓家長放心將子弟送去學

習的學校。有幾位學員的心得感言，也希望

能和大家分享:

在日本上課很好玩，即使不會和老師溝

通，老師也會依著我們的程度來對我們「比

手畫腳」，每天上課就是在遊戲中學習，這

真的很棒！雖然有些老師的課會讓我偷偷的

打瞌睡啦！可是利用下課時間補個眠，下一

堂課就精神百倍啦！在日本的三個禮拜，

OISCA的老師也會扮成導遊，帶我們去附近

的景點遊玩，真的很有趣也很特別！也讓我

大開了眼界！短短的三個禮拜，卻讓我有了

不同的視野，也讓我認識許多更坦誠相見的

朋友了！這次的遊學，真的很棒！—謝函儒

第一次出國遊學，到了日本OISCA高

校體驗日本文化，感覺一切都很新鮮，重環

境、禮貌、態度、生活習慣等，都令人驚

訝。雖然語言上學到的並不多，因為我是

從0開始去日本學習，不過那邊的人都很親

切，還是會有一些比手劃腳或以英文來溝

通，一些重要的事項還是會請隨團的老師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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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本會理事曲銘先生先生，生前在其

經營的企業或主導的產業，處處都體現

了和諧、互惠、永續、共榮的產業精神

和文化，令人印象深刻、衷心感佩！

擔任臺灣區鮪魚公會理事長期間，

正逢全球海洋法體制的改變，世界各沿

海國家相繼宣佈實施200浬專屬經濟海

域，遠洋漁船因缺乏漁場，作業備感困

難。曲先生審時度勢、當機立斷，引領

業界邁向國際化，積極洽談國際漁業合

作，擴大海外漁業基地，乃得以突破困

境，永續經營；90年代末期，環境生態

意識快速擴張，為維護漁業正常營運，

並兼顧海洋資源的保育及生態平衡，乃

率先以行動支持政府禁捕鯨魚政策，毅

然結束捕鯨業之經營。更積極奔走，結

合台、美、加、日、韓等漁業團體，

促成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國際漁業團體

聯合會」（ICFA）的設立，為漁業捕

撈者的自律和權益，做了有效的把關

和發聲，並曾當選為該會會長（1984-

1985），贏得全球漁業界的推崇和敬

重。

在滔滔海浪中，曲先生堅穩把舵，

乘風破浪、遨遊四海，已經完成了美好

的航程，留給大家永世的典範和無限的

追思。OISCA中華民國總會更深深感念

這位熱心奉獻，長年贊助會務的長者。

OISCA世界總部執行副總裁兼日本公益

團體財團法人オイスカ理事長中野利弘

先生特別致函本會陳理事長，深致悼念

之意。

今年7月14日，曲先生的追思會

上，吳副總統敦義親臨致祭，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陳保基主任委員代表政府主持

國旗覆棺儀式，中國國民黨榮譽黨主席

吳伯雄先生主持黨旗覆棺儀式，莊嚴隆

重，備極哀榮。產、官、學界代表的追

思分享，細數往事，溫馨感人。陳理事

長炯松、許名譽理事長文富、李理事月

美以及秘書處全體同仁全程參與，並

一一在曲先生靈前獻上鮮花表達敬意和

感念！

產業精神文化的體現 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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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動態



「子供の森」
園地

今年3月23日，台北市福安國民中

學得到國際非政府組織OISCA認證，在

我國內首度實施「子供の森」計畫，由

全校師生及社區人士在校園內種植的樹

木，由於得到妥善的照顧，全都枝葉扶

疏，充滿生機。

五個月後的8月23日，校方為安排

七年級新生加入「子供の森」計畫，精

心規劃的〝接續與永續〞活動，鄭重其

事地將畢業離校的原九年級生所種樹木

交由七年級新生負責照護。OISCA中華

民國總會的志工偕同參與推動「子供の

森」計畫的團體會員台北市錫瑠環境綠

化基金會陳坤燦、韋水來兩位專業技師

以及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潘起揚組長

應邀到場。除了為同學們加油打氣，並

解說相關樹木的特性及照顧要領。活動

過程，同學們近距離接觸未來三年將伴

隨他們一起成長的樹木，興奮與喜悅之

情溢於言表。本刊「子供の森園地」特

選登3篇同學們的「感言卡片」，供讀

者分享！

施校長親自向學生解說「子供の森」計畫

接續與永續 文／編輯室

- 13 -

特　　稿子供の森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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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子供の森園地



     

營業時間：全年營業。唯6-9月僅開放日式庭園風呂（裸湯）與客房泡湯

※ 台     線，台北到八仙，只要30分鐘

※ 八仙大唐溫泉物語提供住宿、會議、宴會、旅遊、烤肉、露營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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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SCA名稱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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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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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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