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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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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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

進會中華民國總會成立40周年，

本刊2013年春、夏二季，合為特

刊，榮蒙  馬總統及政府首長、

民間領袖惠賜賀辭、鴻文，勗勉

有加，OISCA世界總部中野良子

總裁等國際友人同申賀忱。本會

全體會友得此榮寵，感奮之餘，

當益加砥礪，更求精進！

回顧本會成立之時，正值

我國處境艱困之際，為促進國內

產業發展，亟需開拓國際民間交

流。本會得以及時成立，並多所

獻替，創會賢達先進的卓越領

導，以及40年來基於共同理念持

續投入心力多所貢獻的會友們，

我們首先表達由衷的敬意；對

長期給予我們指導支持的政府

相關部門和社會各界，我們謹致

由衷謝忱；當年義無反顧，熱

心奔走，促成本會加盟國際非政

府組織，為中日兩國親善竭盡心

力的OISCA創會總裁中野與之

助博士，我們更是深深感念，永

難忘懷；為了祝賀並參與本會成

立40周年系列活動，專程到訪的

OISCA世界總部中野良子總裁和

來自全球各地眾多會友們的隆情

厚誼，我們不勝銘感！

撫今追昔，感恩的心深似

海，感謝的話道不盡，我們當以

更實際的作為，為OISCA〝敬天

愛地〞的理念，持續奉獻心力，

以回應各界對我們的勉勵與期

許！

文／陳炯松

感恩的心  感謝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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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OISCA中華民國總會成立40周年，謹申衷心祝賀。

回顧1972年9月，日本與中華民國不幸斷交，OISCA創立者，家父中野與之助感

於「兩國人民長期以來難以切割的情緣，政府的關係既然不維繫，民間有志之士理當

合力強化彼此的情誼」。乃於同年10月3日親自訪問中華民國，緊接著派遣眾多日本青

年到中華民國展開活動。翌年1月16日，OISCA中華民國總會即告成立。

其後的活動，基於加強兩國民間交流，更陸續派遣果樹栽植及鑄造業、自行車業

等專門技術人員，其所展現的成果，對台灣的發展想必有所貢獻。再者，貴會成立迄

今從未間斷的「中日農村青年交流」，更有眾多青年透過技術、文化的交流，對強化

兩國情誼持續發揮積極的功能。

OISCA作為一個「促進產業、精神、文化的機構」，向來以「有形的繁榮和內

心的繁榮有如車輛的兩輪，要為達成人類安心、幸福的和平世界運行」作為活動的基

準。為此，我們正在推動永續「家園」的打造，這個「家園」，不僅是人們各自出生

的家鄉、祖國，全世界的國家所處的地球，更是人類共同的「家園」。對廣大宇宙中

能有水和生命存在的這個行星—有如母親可以讓我們託付生命的地球，吾人當更知所

珍貴。

OISCA世界本部過去50年來所致力「人

才培育、地球開發、植樹造林和〝子供の森〞

計畫」，全都是為了守護「生命」，也和永續

「家園」的打造息息相關。為使以「生命」為

基軸構築的「新文明」，能以吾人為中心，推

向全世界，至盼大家有共同的行動。

最後，對40年來為創造OISCA中華民國

總會的歷史付出心力的相關人士，謹申感謝之

忱，並祝福今後有更飛躍的進展！

2013年1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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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進會(OISCA-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中華民國總會 ( R O C 
Chapter)成立於1973年元月十六日，今
年剛滿40年，係以弘揚人類精神文化，
促進各國經濟，尤其是農企業發展，謀

求世界和平與繁榮，培養世界大同的人

生觀為宗旨。

OISCA是由日本已故中野與之助博
士所發起，他是一位反極權反專制，崇

尚大自然，重視生態維護與精神文化的

人士，在中日斷交前後率團來台數次，

與我國有關單位人士協調溝通，促成成

立中華民國總會，獲得政府相關單位之

支持，協助號召許多工商界有力人士及

資深民意代表之認同與贊助並加入為團

體或個人會員，而成為一個國際級之非

政府組織(NGO)，其理事會成員也都由
德高望重之人士擔任。

OISCA到底是甚麼樣的一種組織？
因為其名稱很長，又涵蓋幾個不同領域

的抽象要素，所以鮮有人知道其真意，

惟我們可以詮釋它是以「精神」與「文

化」為基石，愛護地球，開發資源，重

視生態以促進產業發展為目標的公益團

體。OISCA在台灣成立後的十數年間，
正逢我國中小企業蓬勃發展時期，當時

曾透過OISCA日本總部之聯繫安排前
往日本研習交流的工業技術人員及青年

農民有數百人之多，爾後因經濟情勢改

變，我國工業開始進入自我成長期，所

以工業人員的交流逐漸減少，但農業界

派遣前往日本研習農業科技人員有增無

減，表示OISCA的國際交流目前已多集
中於農業相關領域。

事實上，OISCA是公益性的民間團
體，其本身沒有營業收入，都需要仰賴

外界的捐助，會員會費尚不足應付日常

開支，所以過去每年都要理監事捐助，

甚至需要由理事長墊款作為員工薪資費

用。回憶過去40年，一路走來相當辛
苦，但OISCA中華民國總會秉持其組織
初衷，堅守崗位，自立自強，配合日本

總部完成相關年度計畫，幸而數年來由

農委會在青年農民國外研習計畫項下，

每年有固定經費資助，使得該計畫進行

順利，一直至今。

幸虧自 2 0 1 0年新理事會成立，     
陳炯松先生接任理事長後情勢已趨好

轉；由於陳理事長人脈寬廣，工商界的

朋友多，加上其工作團隊個個菁英能

幹，所以只要登高一呼，相信有更多的

人會支持此團體的相關活動，本人藉此

歡慶OISCA 40週年機會，懇切呼籲社會
各界多支持此組織，做公益、積功德，

深信未來會更好，也更能發揮公益法人

之功能與善盡其社會責任。

文／許文富

歡慶OISCA 40週年
敬天愛地、自立自強、善盡公益法人之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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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四十年來，OISCA推動「樹

人、樹木、植愛心」運動，不僅對中小

學生給予「綠色運動」的教育，也對社

會產生維護環境的影響，提醒大家對環

境保護的注意。

人類經濟社會的進步，是由科技

發展所帶動。人類的科技發展，一方面

用於提升作業效率，強化資源利用；另

一方面可創新發明，創造科技水準的快

速循環發展，促成產業不斷的成長。但

是以往人類缺乏經濟發展的環境成本觀

念，經濟發展對資源不斷地擴張需求，

而工農產業在科技負面的運作下，破

壞生態環境，導致今日生態環境破壞的

嚴重性，也由於人類利用自然資源，破

壞自然資源，使得自然資源不能永續利

用。

國際觀察曾經發出警告，他們指出

「隨著地球生產力達於極限，土地與水

資源的品質愈來愈低劣，影響農業永續

發展。」所以他們也預測糧食問題將成

為21世紀國際經濟問題的中心，我們必

須要有未來農業與環境保育問題重要性

的認知。

農業不只是糧食生產，同時也關係

到生態維護與環境美化問題。農業部門

面對知識爆炸、環境惡化、以及經濟體

系無國界的觀念形成，農業發展的願景

在永續經營的前提下，農業應思考能成

為運用先進科技，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

發展的綠色農業。

由於生態環境危機的出現，永續發

展的觀念也逐漸形成，我們在利用經濟

資源的時候，也應該注意維護生態的平

衡與安全，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都必

須兼顧經濟利益與生態平衡，未來的產

業發展應該走出過去以賺取利潤為主的

產業，轉型為運用各種科技知識與文化

知識去開發知識經濟發展，以體現經濟

與生態雙重目的的產業發展。專家告訴

我們，要推動經濟與生態平衡的發展，

生物科技將是帶動新時代經濟發展的重

要產業科技。

農業運用生物科技，可以消除化學

肥料與農藥的負面作用。生態專家曾說

明利用「有益微生物羣」作用於農業，

在高密度與抗氧化作用的生物特性自然

運作下，可改良土壤增進農業生產並提

生態保育與       綠色農業
文／陳希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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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有效處理殘渣廢棄物，製造高

品質飼料，有利於優質畜牧生產；運用

「有益微生物羣」可淨化河川、湖泊、

海洋等水資源，有助於漁業發展；再

者，利用「微生物羣」在土壤中活動，

可創造樹木存活的絕佳環境，讓樹木生

氣盎然，有助於綠色環境的維護。

面對氣候變遷與生態的劇烈變化，

人類生存的生態系統受到衝擊，人類永

續生存受到考驗。綠色農業是維護生態

安全的重要產業，「有益微生物羣」的

運作以維護生態環境保育，則是今後必

須面對的重要課題。我們應該全面推動

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發展有機農業，

建構人文、產業、及生態兼備的新世紀

農業。

生活的均衡，生態的均衡都關係到

自然資源的循環利用，因此就永續農業

而言，應該田間生產與環保並重，產、

製、銷鏈生物科技化，以建立一個既重

視環保也重視生產效率的現代化農業。

任何進步的演進，必須不放棄優良的傳

統與生態環境的維護，前者向祖先負

責，後者向子孫負責。我們應該加強青

少年的綠色教育，使他們認知經濟發展

與生態保育的重要性，產生承先啟後承

擔永續發展的責任心。

欣逢OISCA成立40周年紀念，在此

祝賀OISCA 40周年慶，並祝福OISCA的

理念順利發揚進展。

▲圖左為本文作者（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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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夏，學成歸國前夕，日本
友人送我一個綠色黑邊的木製水果盤，

我非常珍惜，不因為它的材質，而是那

盤中的三句話「天に星、地に花、人に

愛」。晚上抬頭望滿天星星，白天低頭

看遍地的小花兒，日常生活中與周邊的

友人閒聊，這就是緣分。

1960年代，政府實施「留學生回國
輔導政策」，讓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就能

安心就業，因而就此進入內政部。因為

會說日語，在當時的內政部甚為稀罕，

1972年10月受到王士杰先生（中華民國
國際技能競賽正代表）之託，在中野與

之助老總裁第一次率團來台的記者招待

會上充當翻譯，也就這樣與O I S C A結
下了不解之緣。翌日拜會內政部林金生

部長時，當場林部長指令我全力協助。

因為人民團體的監督是屬於內政部社會

司，所以我一路眼見OISCA從籌備到成
立，由無到有，由播種→長芽→幼苗→

成長→茁壯。

回首來時路，中華民國OISCA坎坎
坷坷也有40年了。如今的陳炯松先生從
打拚了8年的許文富前理事長手中接過理
事長一職後，以陳理事長的睿智、廣闊

的人脈，堅強的團隊不辭辛勞，使得這

一團體在日本、國際上漸漸有回聲了。

而因舉辦幾次（子供の森）小朋友植

樹，更讓我們未來的主人翁能夠親自體

驗植樹、植人的重要。

走過40年歲月，見證一些純樸的農
村青年們及社會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

身為OISCA中華民國總會31名發起人之
一的我，心中感慨萬千。

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海嘯捐款一
事，在最近幾期的日本總會月刊上，藏

裔日僑在演講中提及所有的捐款中，台

灣排名第一。這一則刊載讓我深深地體

會到，台灣若不要消失在國際多樣舞台

上，就要憑藉民間的力量。

2011年10月OISCA世界總會創立50
週年慶典時頒發給我一張功勞賞，除了

驚喜感謝外，更覺受之有愧。

此次我們OISCA中華民國總會創立
40週年慶以「敬天愛地」為主軸，若再
加以「天に星、地に花、人に愛」為點

綴，那將是一幅很美的畫面。

我們大家  因緣際會相逢了，在此提
供幾張相片，共同回憶珍惜這人世間的

溫馨。

天に星、地に花、人に愛
文／李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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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年10月19日，日本公益財團法
人オイスカ岐阜縣支部村瀨恒治會

長帶領19位成員，以「綠でつなぐ
台灣親善訪問」為題，組團到訪，

兩會成員熱情互動，為紀念本會創

立40周年系列活動，揭開序幕。
二、2012年11月28日，本會召開年度會

員大會，同一天，本會發行之「中

華季刊」2012年冬季刊的「本刊專
欄」陳理事長炯松以「敬天愛地的

精神教化」為題，檢視長期以來本

會運作情形，闡揚OISCA基本理
念，為迎接本會成立40周年凝聚成
員共識，砥礪互勉，更求精進！

三、為報導本會成立40周年系列活動，
「中華季刊」2013年春、夏兩季合
為特刊，增加篇幅刊載  馬總統及
政府首長、民間領袖惠賜之賀辭、

鴻文以及OISCA世界總部中野良子
總裁親筆賀函，用以永誌。

四、2013年2月26日，本會第13屆第9次
理監事會議確認以「敬天愛地—守

護生命，永續家園」作為本會40周
年慶系列活動主題。與會理監事並

在主題旗幟前合影留念。

五、2013年3月9日，本會陳理事長偕同
多位理監事及台北地區團體會員代

表、會務志工等數十人，參加在台

北市北投區貴子坑水土保持教學園

區，以「102攜手植樹  台北永續」
為主題的植樹活動，並在會場設置

OISCA攤位，宣揚「打造城市新森
林概念」推廣植樹造林、節能減碳

的重要性。

六、2013年3月15日，由本會認證，在
臺北市立福安國中推動之「子供の

森」計畫屆滿一周年，全校師生以

「天地有情，世界有愛—「子供の

森」我的樹」為主題，舉辦「子供

の森  生日快樂」活動，為本會成
立40周年同申賀忱。

七、由本會認證，在南投縣立營北國中

推動之「子供の森」計畫，承本會

團體會員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

金會多方協助，於2013年3月22日
先期實施環境教育，5月10日將在
國內外嘉賓共同見證下盛大舉辦植

樹活動，為本會成立40周年更增喜
氣。

八、2013年5月9日本會成立40周年慶
典，在OISCA創立者中野與之助總
裁於1974年5月間率領120位日本友
我人士訪台，與國內有識之士舉行

「加強中日國民外交座談會」的會

場—臺北市國賓飯店國際會議廳舉

辦，藉表感念！

文／編輯室

本會成立40周年慶系列活動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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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成立40週年慶系列活動集錦

壹、友會到訪揭開序幕

▲國門接機

▲種植紀念樹

▲慶賀本會成立4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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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監事聯席會議確認以「敬天愛地」為活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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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擴大參與植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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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福安國中歡慶「子供の森」週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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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北國中熱情參與更增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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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期：2012年10月29日至11月8日

二、參加人員：

領隊：吳建和

團員：劉峻溢、黃清華、陳賢聰、

方水生、許良全

三、行程：

（一）、10月29日，上午全員齊集自桃

園國際機場出境，日本時間下午抵達日

本福岡國際機場，海關檢驗超嚴，但態

度良好。オイスカ西日本研習中心廣瀨

老師及同事前來接機，抵達早良區研習

中心受到友池所長、滿川老師、芝田老

師及13個國家的研習生列隊迎接，並幫

忙提行李，真是盛情感人。該中心目前

有來自泰、菲、柬、越、緬、印度、印

尼、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孟加拉、斐

濟、新幾內亞、蒙古等13個國家的農村

青年，他們必須先到浜松的オイスカ

專門學校學3個月的日語後，才依研習

的技能派到相關研習中心，半年後再到

各農場實習，全程研習為期1年。回國

後，即為オイスカ在其母國的種子教

師，或在當地研習中心服務。

（二）、10月30日，一大早起床參加升

旗典禮，十幾個國家的國旗同時升起，

場面感人。早餐後的會報，由來自台灣

的研習生列席自我介紹並由每個職員報

告當天的行程或工作進度。今天我們要

見學的是福岡市臨海清潔園區垃圾焚化

爐，了解福岡市垃圾是如何處理、回

收再利用。這個焚化爐總建設經費644

億日圓，占地97,700平方公尺，每日

處理900噸垃圾，每年歲休20天，去年

賣電收入5億日元。此園區全部為海埔

新生地，強調建立4個都市形象：一、

2012年臺灣農村青年

赴日研習有機暨休閒農業心得
文／吳常務理事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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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和溫情兼有的市民。二、有效利用

自然、生活舒適的都市。三、面臨海

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都市。四、生

機勃勃的亞洲中心城市。此園區更重視

教育功能，福岡的國小四年級生一定要

來此校外教學，園區也特別針對這點而

設計，非常的進步。下午前往北九州市

參訪地產地銷的「街の 」農民市集，

首先拜訪三原市議員，由他親自帶我參

觀有機農場（葉菜）、試驗場等栽培場

研習，最後去「街の 」。位於若松區

的日日元氣村，在北九州市有24個這樣

的販賣所。42個觀光農園、15個市民農

園。市政府相關部門把這些據點整合得

很好，資訊也做得很好，輔導這些農民

或團體突破法令限制建立硬體設施，導

入管理及好的行銷，讓農作物賣到好價

錢，節省運銷成本，也讓市民買到安

全、安心、健康、新鮮，價格又合理的

農產品。反觀臺灣推「一鄉一特色」或

「一鄉一休閒」等等的政策，最後都敗

在銷售的通道，農產品價格暴起暴落，

消費者卻買不到價格合理的農產品，希

望農政單位和相關單位能夠整合，讓農

業看見春天。晚間與北九州オイスカ的

會長、議員、幹事們聚餐，明年他們會

來台參加台灣オイスカ總會成立40周年

相關活動。

（三）、10月31日，由豐田老師開車載

送我們6人前往佐賀縣見學伊藤先生的有

機肥料製作，規模雖不是非常的大，但

有獨特的配方和客製化的服務，特別是

那台小型的肥料成型機很有特色。接著

在伊藤社長的帶領下去參觀他的客戶使

用情形。包括葉菜、小黃瓜、橘子和百

合花的農戶，山口百合的山口先生經營

的農場很大，都是玻璃溫室，夏種雞冠

花，春、秋、冬種百合花，球根全是從

荷蘭進口的，自己調節產期，貨分送全

國，利潤很好。オイスカ的研習生經常

有人到農場來實習，他有時也會出國到

研習生的農場作指導，是非常成功的一

位農民。回程時順路去見學オイスカ的

蜜柑園，這個果園約五分地，今年才承

租的，一年租金2萬元只是象徵性的。從

研習中心開車到此要一個半小時約7、80

公里遠，今天也有中心的老師開卡車帶

著3名研習生來採蜜柑準備明天到福岡車

站前擺攤販售，真是夠辛苦的。從中我

也看到オイスカ的精神，真實、腳踏實

地、環保，自給自足、節能減碳，默默

地在為愛護地球盡一份力量。

（四）、11月1日，這天我們要移動到

岐阜，與研習中心的老師和研習生一一

道別後，由芝田老師載我們前往博多車

站，以J R週遊券先到綠色窗口開卡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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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票！因開卡時間耽誤趕不上原定搭乘

九點的新幹線，改搭乘「瑞穗號」到新

大阪再轉「こだま」號到岐阜羽島站。

前來接我們的田村先生之前就把排得滿

滿的行程傳給我了。第一個行程是安排

植樹，地點在岐阜市的少年之家公園，

種植的是原本要送給臺灣的15棵「莊川

櫻」，相關單位也來共襄盛舉。隨後驅

車前往岐阜新聞社接受訪問。晚上住在

體育會館，這個會館以前是監獄，一點

都看不出來。

（五）、11月2日，第一站要先去拜訪2

週前才率團訪問臺灣的オイスカ岐阜縣

支部村瀨會長，所以見面時特別親切。

他的公司規模龐大，有旅遊部、貿易

部、工程部，還有混凝土工場，是百年

的大企業，現在由第二、三代在經營。

第二站拜訪日本最大的仙人掌農場，

看到那些百年巨大的仙人掌真是令人驚

豔，在臺灣還沒見過這麼多又這麼大的

金虎仙人掌，這些仙人掌是要取種子用

的母樹，社長說他是從美洲進口的，當

時就有4、50年的樹齡，又種了50年，所

以這4棟簡易溫室裡巨大的仙人掌已是百

歲樹瑞了。第三站到土屋先生的農場見

學熱帶果樹栽培，在玻璃溫室裏用容器

栽種芒果和火龍果，現已量產，而香蕉

和楊桃還在實驗，這些高級水果是以木

箱包裝，每3顆為一單位，一箱日幣壹

萬元，等於一顆台幣1,200元左右，土屋

社長切了4顆讓我們品嚐，品質不輸台

灣生產的。這讓我們一行團員興起了到

日本種熱帶水果的念頭，或許真的可以

農業移民哦！下午參觀「天皇賞」富有

柿達人加藤先生的柿園，市農業局派人

在場接待解說。由於正值採收期，滿園

金黃，真是豐收，在農場直接採收販售

或宅配，所以收成很好，不愧是達人，

要離開時，還送我們每人一袋富有柿，

滿載而歸。接下來拜訪富有柿博物館、

品種園，還有大型的選果場。緊接著拜

訪本巢市市長，市長2週前也到台灣訪

問，對台灣之行，非常滿意，特別推介

本巢市的國寶樹「淡墨櫻」，有1,500年

樹齡，還有「莊川櫻」，又送我們綉有

「淡墨櫻」的環保袋，既實用又好看。

最後一站拜訪吉野屋烘培坊。晚間是與

當地農友的交流會。

（六）、11月3日，今天走高速公路到郡

上市、白鳥町和白川村。抵達郡上市徒

步經由商店街前往市政府，市長希望台

灣來的觀光客能多多前來郡上八藩市消

費。接著趕往白川村參觀500年樹齡的

「莊川櫻」，從這麼高齡的國寶樹的復

育到成為這個村的主要行銷賣點，讓這

整個村子又活絡起來、振興起來，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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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的農村再生。在楓紅的季節造訪

楓紅國度白川村的合掌屋，真是不虛此

行。村長安排在公所和我們見面，全村

人口雖不到2,500人，因為有獨特的合掌

屋，是世界自然遺產，每年吸引100多萬

人來造訪。村長說這裏沒有產業，歡迎

我們到這邊來發展產業，還特別訂製了

用 木雕刻的不倒翁手機吊飾當見面禮，

接著在金山會長和田村先生的帶領下進

了村子參觀見學，適逢有家民房正在鋪

設新的屋頂，讓我們見識到這要花費上

千萬的大工程，換新一次可以維持4、50

年，還真耐用。晚間和白鳥町的國際交

流協會交流。

（七）、11月4日，今天開始分成A、B

組，A組前往宮城縣和山形縣，B組前往

長野縣，我帶A組於下午2點左右抵達古

川車站。清沼先生、角田先生和押切先

生已在出口等待我們，另有一位初次見

面的小野先生與仙台臺灣婦女協會會長

曾根小姐幫忙翻譯。有她的幫助我就更

放心了。清沼先生很貼心，特別租借8

人座商務車，這一天由押切先生駕駛，

我們3個人來研習卻有5個人陪我們。首

先前往山形縣最上町來參訪，沿路到處

是紅葉，原來我們已經來到鳴子峽附近

了，是紅葉和溫泉的名勝。押切先生是

最上町國際交流協會會長，當晚就有交

流會，跟最上町的重要人士交流。除了

町長親自到場，還有地方仕紳和公所人

員，其中一位剛參加台北國際旅展的伊

藤先生，對台灣有美好印象，也希望台

灣的朋友能多多造訪最上町。日本的基

層公務人員，除了地方建設和地方事務

也帶頭參與國際交流，拚觀光更是帶頭

衝，這種拚勁在世界各國是很少見的。

（八）、11月5日，首先拜訪的是山口畜

牧場，昨晚有吃到該牧場提供的牛肉，

山形牛就是以他為代表。這個牧場規模

非常大，約有2,600頭牛，屠宰、販售

都自己來，製作的牛糞有機肥料，也很

專業，機械化的生產，速度很快。第二

站拜訪奧山農場，主要生產玫瑰切花玻

璃溫泉水耕岩棉栽培，占地1公頃，28

個品系切花品種，另外還有露天龍膽花

生產，規模很大，以少量多樣的品種供

應市場。第3站拜訪町政府經營的老人

安養中心，研習如何運用自然材料提供

能源。老人安養中心所需要的熱能、水

蒸氣、冷氣等都是運用山上造林間伐的

木材、枝材等材料經過砍伐粉碎等過程

再載到安養中心來，經由輸送帶送進燃

燒設備以產生熱能成為所需的能源。這

也是能源替代方案中實驗運轉的一例。

午餐來到押切先生的家，由其夫人下廚

準備豐盛的午餐，午後返回宮城縣大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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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途中特別在鳴子峽停留觀賞紅葉絕

景。回到古川車站，改由清沼先生帶領

在宮城的研習活動，首先去拜訪大崎市

的市長，市長說非常謝謝台灣在去年捐

款幫助311震災受災民眾。大崎市面積很

廣，直徑約有80公里，東到松島，西鄰

最上町，市長為了說明這裡未受到海嘯

核災輻射影響還親自下海拍攝海報，也

希望我們能幫忙宣傳這裡是安全的，請

大家多多光臨。我們實地前往松島，見

到海嘯過後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島復原的

狀況，已跟往常無異。當晚住宿溫泉大

飯店，有8個人陪著我們還有歡迎晚宴，

想必花費不少。

（九）、11月6日，今天下著大雨，參訪

活動就不大方便。首先去參訪一個農業

生產法人農場，葉菜生產只生產單一作

物水菜，包裝用全自動，一台可抵10人

工作量的機器，售價約250萬新台幣，社

長解說水菜的營養成分是甚麼都有，但

味道不怎麼樣，因為是健康蔬菜，所以

在日本人氣很好，反觀在台灣就不太受

喜愛了。這家公司目前還是赤字狀態，

因有工程部造景搭設等業務可以支撐，

否則早就關門了，不過社長還是很有信

心可以永續經營下去的。目前全日本

農戶有158萬戶農家、農民平均年齡65

歲，再過20年將只剩58萬戶，平均年齡

是70歲，所以趁現在慢慢整併成大農就

有機會。冒著大雨轉往渡邊採種場，這

個日本第六大的種苗場，也是宮城縣之

光的採種場，以有90年歷史引以為豪的

就是松島交配的種子，表示品種很純的

意思。和我們的種苗繁殖場類似，不過

他是民營的。第三站拜訪大崎市土地改

良區，相當於台灣的水利會，只是功能

比我們水利會還大，水道、水渠工程、

水庫工程等的規劃，給水配水的規劃等

功能都還繼續發揮著，菅原先生這個土

地改良區有4,800公頃的農田，包含8個

區，水利費每分地每年3,200元，不算

太貴，所以還是需要政府的補助。今天

返回東京，在涉谷車站和B組的成員會

合，前往永福町的オイスカ世界總部。

由岡田先生帶我們到總部3樓宿舍安頓好

之後，團員個個侃侃而談這次研習的收

穫，大家對於OISCA推廣有機農業，保

護環境的用心，都有更深一層的體會與

了解。第二天見到中野利弘理事長，寒

暄中說到明年台灣OISCA 40周年時將有

眾多日本會友前來祝賀，結束了11天的

研習交流行程，團員們除了感謝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有鼓勵青年農民能到外國增

廣見聞，也很感謝OISCA中華民國總會

的規劃安排，將來若有可能，希望能讓

更多的留農青年參與此項交流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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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青年
國際交流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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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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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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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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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子供の森」
園地

福安國中在「香草花壇」前歡慶「子供の森」週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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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供の森園地



本校為落實南投縣優質教育理想，

縮短城鄉差距及培養國際化人才，甫於

99學年度採逐年招生之新設國民中學。
學校腹地僅有2.7公頃，但因位於素有
花園城市之稱的中興新村境內，因此周

邊環境優美、人文薈萃。惟因尚屬興

建中的校舍，其校舍空間之完整性與校

園美綠化等有待各界繼續給予支持與援

助。目前全校三個年級共有27班計860
位學生。校務發展除以國際化、雙語

化、人文化及科技化為辦學方針外，更

以「品格」及「英語」作為發展學校特

色之核心課程。為落實本校校務發展理

念，符應全球化教育趨勢，本校更致力

於培養學生具備全球公民素養，強調人

與與自己、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的普世

價值，其重視全球環境生態相互依存性

的中心理念，正與國際產業精神文化促

進會OISCA強調愛護地球(earth)、保育
生態(ecology)發展經濟(economy)以加強
普世責任的世界倫理之敬天愛地的教化

精神不謀而合。

值此本校幸蒙立法委員林明溱先

生大力爭取新建校園親和性綠籬之際，

秉持環境教育向下紮根之思維，響應

OISCA中華民國總會「樹人、樹木、植

愛心」活動，結合本校環境教育「鍾愛

一生一樹」校本課程，辦理整合國際公

民素養的親師植樹「愛自己、愛學校、

愛地球」活動，藉由社區總體營造之公

共藝術的構思，企盼建構一植樹與自然

可以對話的校園氛圍。

欣逢OISCA中華民國總會成立40周
年，世界總部及各地成員來台慶賀及親

善訪問，有幸共襄盛舉，透過環境議題

進行一場跨文化與藝術的交流，並配合

母親節特以「感恩、愛與希望」引領親

師反思討論，「人與自然、人與環境」

等議題，以提升世界共同體的概念。

▲OISCA中華民國總會二度派員蒞校研商植樹計畫

南投縣立營北國民中學

文／南投縣立營北國民中學

參與OISCA「子供の森」植樹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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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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