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 value the nature and every life. 
We are committed to promote harmony 
among humans and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我們重視自然環境，

也照顧每一顆心。

友種的天命，

是為了環境的永續與人心的幸福而努力。

2018年報

創新    啟發    感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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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奇蹟

雖然我不相信
沒有種子的地方，會有植物冒出來
但是，我對種子懷有很大的信心
若能讓我相信你有一粒種子
我就能期待奇蹟的展現
— 盧梭 ( Henry David Thore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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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我們的環境大夢

您是否發現…藍天逐漸染上霧霾？

您是否發現…綠水慢慢添入油彩？ 

您是否發現…人們正在任性地對待自然？

環境的傷害往往來自於漠視與無感。因此，面對環境問題，最終仍

須回到與「人」溝通，尋找最佳解决之道。

我們相信，教育，是一股溫柔且深耕的力量，可以觸動人心，改變

價值觀與行動。

傳遞對環境友善的種子，是我們的使命，創造人心的幸福環境的美

好是我們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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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友善種子公司2010年創立，簡稱「友種」。我們擁有豐富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運營輔

導、課程方案規劃執行、人員專業培訓，及運用環境教育提升企業品牌形象等經驗。

我們積極跨界整合創新思考，運用自然體驗、環境教育、探索教育、設計思考、議題討論、

環境行動等策略，與公部門及企業(如金百利克拉克、利樂包裝、松下電器、家樂福、KPMG、匯

豐、第一銀行等)共同推動環境教育，藉由提升企業品牌的推廣方案、企業員工工作假期、人員培

訓、戶外教學等型式，努力觸及不同族群，服務人次已超過十萬。

2016年開始透過顧問輔導與人員培訓，協助大陸發展環境學習中心。如阿里巴巴基金會成立

桃源里自然中心；阿拉善基金會成立內蒙古治沙基地教育中心；蘇州天福濕地公園成立溼地自然

學校等。

細說友種

我們是一群想為環境散播友善種子的夥伴

簡稱『友種團隊』，取諧音『有種』之意

有 GUTS 的開創多樣化的環境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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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 成為環境教育產業領導品牌。

◆ 協助公私部門推動優質環境教育發展。

◆ 樹立企業回饋環境保育與教育的典範。

透過在地資源調查，針對自然中心之方案、人員、設施與營運，提供諮詢輔導服務，共同學習

成長，建構優質的環境學習中心，以期達到教育、研究、保育、遊憩、文化等多功能目標。

藉由人員的需求評估與調查，發展環境教育人員的培訓計畫，並提供專業輔導機制，強化環境

教育人員的整體能量提升。

了解企業品牌與其CSR社會責任，設計執行與公眾體驗的環境教育方案，提升企業形象與對產

品的認識。另外也規劃員工與企業親子日的生態工作假期，創造人與自然連結，以增進溝通與

團隊向心力。

透過資源盤點規劃場域內的解說系統，撰寫與設計解說方案，完善場域中非人員解說展示。

藉由環教相關教材的設計讓環教課程的推廣能更容易深入人心，傳遞環教核心精神，提升環教

課程品質。

友種團隊為關心環境的社會企業，

透過分享與實踐環境教育理念，從

個人到組織，皆能為社會與環境的

永續盡心盡力。

宗旨

服務項目

◆ 自然中心輔導營運

◆ 環教人員專業培力

◆ 企業共創環教推廣

◆ 環境解說展示規劃

◆ 環教推廣教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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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中心輔導營運

自2013年起，友種團隊協助陽明山國家公園推展環境教育工作，至今已有六年時間，規

劃出29式環教課程，並執行了176場次環教課程與45場校園推廣，服務了6558人次。

2018年開始有計劃地擴充服務能量與品質，不僅擴編一位駐派環境教育教師，推出9式精

選課程供選擇，比2017年增加2式，服務人次亦達2754人次，成長了46%，整體滿意度為92%

，使陽明山國家公園朝優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邁進。新增一名環境教育教師派駐於陽管處，主

要是協助教學行政事宜，包括處理課程預約報名、帶隊人力調度等，偶而支援教學。另一位資

深環境教育教師，則搭配志工，負責環境教育課程的執行，與園區附近小學進行校園推廣。整

個環教小組在搭配上也愈來愈有默契，課程執行愈來愈順心。

為了讓國中生認識陽明山的火山地質與火山監測，了解人與火山的關係，我們新設計課程

「火山觀測最前線」，除了前往小油坑實測，也拜訪位於菁山自然中心的火山觀測站，了解研

究員如何收集數據來觀測火山動態。更特別的是，該課程與新修改推出的「古往今來陽明山」

課程，都結合了時下最流行的實境解謎，透過動腦解謎與巧思設計，讓課程充滿趣味，大受好

評，吸引學員融入學習。

此外，初步開放特教班級、高關懷對象、理念學校預約課程。因為這些對象參加戶外活動

的機會少，陽明山大部分的環教課程步道平緩，志工人力充足，可以提供特殊孩子親近山林，

舒展身心，向大自然學習的機會。

讓更多民眾走進陽明山，學習生命智慧，參與生態保育，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

的理念，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努力，擴大環境教育的影響力

臺北/
陽明山國家公園 環境教育經營與推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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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一座濕地型國家公園，薈萃「自然生態」、「人文歷史」以及「傳

統產業」三大資源特色。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為了提供社會大眾優質的環境教育服務，喚醒個

人的濕地保育意識與行動，以「台江濕地學校」作為服務品牌，秉持「創造環境學習、實踐保

育行動」的宗旨，逐步推展及深耕濕地環境教育工作。

友種團隊自2012年協助台江濕地學校之規劃與營運至今，已完成11套環境教育課程，服務

超過數萬名學員前來台江濕地進行學習體驗。

2018年友種團隊共派駐3位專業環境教育教師，負責台江濕地學校的整體營運與課程教

學，共執行102場次，服務人次達3,779人次，以戶外教學與專案企劃為主要服務項目，其次包

含專業研習、到校服務與行銷推廣。

2018年共規劃辦理「台江海人營」暑期營隊、「環境教育志工培訓」(幼兒教育、教學引

導)、「環境教育場域參訪」等活動，並持續與在地幼兒園、國小及中學辦理環教課程合作，

強調在地化課程設計與培養環境行動經驗。為配合台江遊客中心即將開幕啟用，針對館內常設

展區設計1套以「自導式摺頁」為核心的解說方案，並辦理三梯次的培訓課程。

臺南/
台江國家公園 環境教育經營與推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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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中心輔導營運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擁有豐富的動植物自然、地質地景及歷史人文資源。由於鄰近都市，

壽山成為民眾喜愛的戶外遊憩場所，也因此產生多種面向的人與環境互動議題。

友種團隊於102年起協助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以下簡稱籌備處)共同推動環境教育，

於104年以「淺山學堂」之名申請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推動以「人與環

境」為核心的多元環境教育方案，並於107年榮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評鑑優異」之殊榮。

推動在地深根之環境教育是籌備處的重要目標，因此自106年起，團隊協助籌備處推動鄰

近學校之深根課程合作，並於107深化並擴大合作對象，期望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成為學校推動

環境教育之夥伴。

此外也針對不同對象，辦理戶外教學、專業研習、到校推廣，以及如「山海戀歌~自然探

索營」、「斯文猴自然探索營」等主題活動，提供大眾多元豐富的環境教育服務。107年共辦

理環境教育服務41場次，服務約2,075人次。

經過多年經驗之彙整，團隊與籌備處已共同凝聚出壽山推動環境教育之特色-「從衝突中

創造共好－以環境教育促進都市型淺山保育」。未來更將以此亮點，爭取國家環境教育獎之

榮譽，朝向更高品質之環境教育。

高雄/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環境教育經營與推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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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中心輔導營運

基隆和平島公園，隸屬於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暨觀音山風景管理處，以地質地景、海岸

風光和潮間帶生態聞名，和平島歷史發展甚早，累積豐厚的人文歷史，良好的海洋資源帶來

發達的漁業，因此和平島公園兼具地質保育、生態教育、人文歷史、休閒遊憩及之特性，具

有成為優良環境教育場所之潛力。

2018年環境友善種子進駐和平島公園，期間執行專案「和平島公園環境教育經營與推動

計畫」，協助園區環境教育總體規劃、課程方案設計與試教、解說牌文案規劃與影片製作推

廣，也進行園區解說人員培訓與單位同仁環境素養訓練。

除專案合作外，友種團隊，創立「慢島旅」副品牌，以和平島公園為起點，結合島民生

活智慧，真實共處，有溫度的生活體驗，提供給一般消費大眾教育為主休閒遊憩為輔的服務

方式。2018年共規劃執行25場次，服務696人次。

園區的活動方案，包括「島嶼述說」、「地景散策」、「島嶼慢魚」、「潮·海女物語」

、「石過境遷」、「島嶼王國大冒險」、「守護海洋母親」、「小小海洋科學家」、「一滴

海水的秘密」、「潮向秘境」、「夏令營-島嶼探險隊」、「夏令營-小小海洋博物學家」，

提供一般親子大眾、學生、教師、機關團體親近海洋，藉由觀察探索來體驗發掘和平島特殊

景緻所蘊藏的奧妙。

基隆/
和平島公園 環境教育經營與推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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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人員專業培力

友種團隊成員擁有多年現場教學實務經驗，對於各種教學法皆有涉獵且能因應需求靈活運

用，更從無數次的教學經驗中淬煉出教學時的引導技巧、發展出創新的教學法。

為了讓（環境）教育工作者能夠在教學上有更多好用的工具，友種於2018年春夏兩季推

出了「運用地圖的教學設計」、「活動帶領與引導技巧」兩套課程，每班上限30人，兩梯次

課程皆招收額滿。

臺北/
環境教育職人教學工作坊（春季班、夏季班）

國立臺灣博物館成立於1908年，以推廣生物多樣性保育、文化多樣性及文化資產保存為

使命，長期致力於環境關懷，規劃主題性展覽及教育活動等形式推動環境教育。

友種團隊經過與臺博館的課程發展專家會議及有種內部會議討論後，以「公園與博物館」

為主題，設計一式文化保存環境教育課程《時空謎題偵探團》，並進行內部試教、修正後，再

執行臺博館志工試教，經過再次修正後定稿。

我們期望透過此課程提升民眾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的認知，促進思考人與環境的互動與生活

模式，及文化資產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臺北/
國立臺灣博物館 文化保存環境教育課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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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人員專業培力

友種團隊受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託，策劃辦理「保安林夥伴合作創新模式設計工作

坊」，為了幫助林務局的夥伴在推動保安林經營管理工作時，能夠更有效、並有更多元的方法

來與地方政府及民眾溝通協調方法、策略，並讓更多人瞭解保安林的價值。

友種團隊透過一系列設計思考工具的運用，帶領林務局的夥伴進行一場關於創新在地合作

模式的創意發想，經過兩天一夜的腦力激盪與實作演練後，各個管處皆有創新方案的產出，為

今後的保安林經營管理工作注入新的能量！

花蓮/
林務局 保安林夥伴合作創新模式設計工作坊

2016年於深圳舉辦「教學法及課程設計培訓工作坊」，深獲參與學員好評，2018年6月初

再次前往深圳，與深圳紅樹林基金會合作，於深圳灣公園舉辦為期五日的「環境教育引導師」

工作坊。

工作坊中簡介環境教育理論，讓學員體驗多元多樣及不同的教學做法，並學習初階的課程

設計方法。

深圳/
2018深圳「環境教育引導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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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教人員專業培力

2018年，友種團隊針對蘇州沙家 國家濕地公園進行了自主式環境教育教材─定向解說系

統規劃。「自主式學習」除了能擴大服務量，亦能藉由設計完善的教材教具，維持良好的教學

品質，達到教學目的；在不提高人事成本的情況下，創造更高的效益。在確定本計畫目標及工

作後，友善團隊內部籌組方案研發小組，于沙家 進行現場實地勘查。

接著友種團隊開始發展定向運動及定向解說教材內容，及定向點位與地圖設計製作。同時

沙家 國家濕地公園再自行請在地木工，將團隊所需之木樁尺寸，依定向樁地圖設置於固定地

點，並購置打卡器與橘白定向標志安裝於所需之場地。

最後，友種團隊邀請沙家 各部門夥伴試體驗，並收集參與者的建議，進行定向解說方案

教材的評價與修正，以確保品質。我們於2018年12月進行2場次，共約70位夥伴參與試跑並提

供回饋建議。

友種團隊協助沙家 發展完成4條定向運動地圖摺頁（含3條順點式與1條積分式）、4條

自主式環境教育定向解說地圖摺頁（含3條順點式與1條積分式）、積分式解說路線地圖折頁

1000份，及定向運動與解說操作手冊。

透過本計畫自主式定向解說方案的開展，創造一般遊客與大團體「有意義的自主式環境學

習經驗」，提供更多優質創新、多元選擇的環境學習機會，啟發環境覺知，學習環境知識，提

升體驗價值，啟發環境行動。

蘇州/
沙家  國家濕地公園 自主式環境教育定向解說開展計畫

目　录

一、定向运动简介

（一）什么是定向运动？

（二）定向运动使用的器材

（三）运用定向地图与指北针

二、定向运动操作方式

（一）顺点式：A、B、C

（二）积分式：D

三、定向解说操作方式

（一）顺点式：E、F、G

（二）积分式：H

四、主题定向地图操作方式：I、J、K、L

五、定向地图

（一）定向运动

      1. 顺点式：A、B、C

      2. 积分式：D

（二）定向解说

      1. 顺点式：E、F、G

      2. 积分式：H

（三）主题定向─ I、J、K、L

.   ........................................................... 4

        ................................................. 12

        ................................................. 14

                        ............... 16

................................................................... 16



19環教人員專業培力



20

環教人員專業培力

2018年與北京林學會合作，依學習需求量身訂做為期三天的自然教育遊戲式教學培訓工

作坊。三天工作坊亦是一場大遊戲，培訓過程中的即時任務皆是學員爭取團隊積分數之機會，

並隨時更新排名，攸關團隊之決定權。

經由從外在到內在、從靜態到動態、從大團體合作到小組競賽的暖身破冰活動，讓學員增

進熟悉度後建立團隊共識；說明理論同時搭配活動操作，讓學員更能藉由體驗明白理論論述之

義；分享友善經驗，帶領學員逐步練習個人活動帶領技巧、教學設計之要素及教學現場重點，

藉由實務演練中增強學習成效，可持續運用于未來教學中。

課後評估問卷五點量表之課程實用性平均數統計為4.89分，課程講師滿意度平均數統計為

4.84分。

北京/
北京林學會 自然教育遊戲式教學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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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第五屆全國自然教育論壇「扎根本土、回歸生活」的主題，友種團隊於2018年11月

6-8日於成都植物園辦理了「課程設計～如何發揮地方特色」工作坊，以精實的理論與實務演

練，讓自然教育工作者學會資源梳理、多元教學法，設計出具有在地特色的課程。

這是友種團隊第四度在自然教育論壇辦理工作坊，一樣廣受好評。學員來自華東、華南、

四川等不同地區、不同單位，憑著對自然教育的熱誠，積極主動學習。

三天的課程，我們強調體驗學習、動手做原則，不僅讓學員體驗遊戲、戲劇、自然體驗、

拓展教育等不同教學法，並以台江濕地學校為案例，分享地方特色的主題課程如何設計，同

時，輔以環境教育與課程設計的理論、內涵與重要性，引發學員熱切的討論，「我為什麼要從

事自然教育？」激盪出許多想法。

我們的工作坊也標榜「培養帶著走的能力」，讓所有學員立即運用所學，展演教學，各小

組立馬設計出有關外來入侵種、雪豹保育等單元課程，令人讚嘆。誠如一位學員在反饋時提到

的「希望我的教育生涯，就像是一把火焰，可以燃决孩子决决自然生活更加决决的心。」友種

的工作坊就像播撒希望的種子，也像是點燃保育的火把，為自然教育帶來光與熱。

成都/
第五屆全國自然教育論壇 課程設計￣如何發揮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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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可以做什麼？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1元的貨幣可以打電話，100元的貨幣可以買便

當、買物品……但貨幣不能自己選擇，而是由我們做出的決定來影響它的旅程。擁有數量充足

貨幣的銀行，可以決定要將貨幣借給誰，足以影響一間公司發展方向，甚至整體經濟的未來走

向。

當永續發展成為全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標，就必須把經濟導引到對的方向，第一銀行以「綠

色金融」作為企業營運的目標之一，讓金庫中的貨幣，不僅為股東創造價值，也同持持續貢獻

於社會經濟與環境保護。

綠色金融與一般金融最大的差異，在於將「環境考量」納入金融活動中。例如對曾有違反

環保法律的申請貸款企業，審慎評估其未來是否再次造成環境污染。

2018年，以「萬華分行」做為環教基地，將「綠色金融」做為推廣環境教育的核心概念

出發，培訓總行支援環境教育活動的同仁，並共同發展與完成3式課程，內容包含綠色融資、

綠建築、綠色貨幣等概念，分別適合成人、親子以及國小校外教學。

未來第一商業銀行將定期辦理環境教育活動，供民眾或學校參加，期待透過課程的推動，

逐漸提升民眾對於綠色金融的認識與支持。

臺北/
第一商業銀行 環境教育輔導培訓與課程發展

友種除了協助第一商業銀行環境教育課程的發展，並針對「萬華分行」既有展示廳重新規

劃，將原本過多的內容重新規劃整理，展示核心以「綠色金融」做為主軸，呈現金融業如化參

與減緩氣候變遷的方式。

內容設計配合未來環境教育課程的執行，展示主題將綠色金融區分成6大單元，包含綠色

金融概念、綠色金融在實務中如何推動、綠色融資、綠色消費、綠色運營與綠建築。

設計概念在延續現有插畫的溫暖感受，並使用精簡的視覺風格來製造出現代感，裝飾則使

用暗示視覺流動的線條，使畫面有動感，設計上搭配整體木框、現代日式的視覺經驗，留白為

當中重要的元素。

臺北/
第一商業銀行 環境教育展示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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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灣位於富貴角與麟山鼻岬角之間的長約一公里之半月形海灣，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像是「風稜石」、「藻礁」、「岬灣海岸」等，都是臺灣珍貴難得的景象。

 

2016年起迄今規劃輔導白沙灣自然中心，2018年1月協助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今年我們更與希望青年多元適性發展協會合作，讓多所學校高關懷的班級學生參與我們的

淨灘方案，藉由淨灘課程，給予正向的健康行為，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提供學校以外的多元

成長機會。在帶領的過程中，只見他們是精力旺盛的孩子，還合力清理重達40公斤的巨大繩

索，守護大自然的成就感，直說淨灘比上課有趣多了！ 

我們利用未來明信片作為評量，每個參加我們方案的學員，都會手寫一張屬於自己的心得

回饋，或是承諾。這份回饋與心得不再只是封印在執行單位的問卷裡，而是在未來交給為環境

盡一份心力的你手中。和未來的自己對話，讓這份淨灘之後的行動能量持續下去。

北海岸/
白沙灣自然中心 環境教育課程執行

屏東/
永在林場FSC林地認證暨解說文案建置

2018-2019年與台灣在地林業合作，共同推動FSC林地認證解說規劃，並規劃二場3天2夜

的大專生營隊。

透過結合永在林業的 FSC FM 認證林地場域及 FSC COC 認證加工廠，提供環境友善林

業經營技術的觀摩場域，透過解說人員引導、解說文案及簡易的DIY活動，讓民眾親身體會林

業經營的必要性。

環境友善種子團隊與永在林業團隊，結合雙方專業，運用環境教育及解說摺頁設計的方

法，除了將友善林業的概念介紹給一般民眾之外，也讓民眾了解台灣林業現況及如何善用台灣

的森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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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主要概念在於顧全人與森林能夠在環境、社會、經濟三方面的互動模式中取得平衡。

在考量持續推動FSC概念與精神下，運用既有設計完備的課程，於2014年到2018年與金百利克

拉克股份有限公司、利樂包裝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動『FSC森林密碼』計畫，包括到校推廣活

動共99場，教師研習9場，及兒童營隊1場及青年工作坊4場。

2018共規劃執行23場次到校課程，2場次大專青年工作坊，共服務2,157人次。

到校推廣教師課後評估問卷五點量表平均數統計為4.73分。大專青年工作坊課後評估問卷

五點量表平均數統計為4.68分。

FSC永續林業認證 環境教育課程到校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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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KPMG安侯建業夥伴想安排員工生態工作假期，除了淨灘行動外，更希望有多元的

課程體驗搭配，而友種團隊在白沙灣自然中心、基隆和平島公園、台江國家公園都有提供完整

的淨灘方案，透過遊戲體驗、動手淨灘、ICC分類、角色扮演研擬減塑對策，淨灘是後端處理

的過程，重要的是環境教育的後續生活行動，重新省思人類與環境間的關係。

因此在合作前相互溝通確認需求，甚至KPMG安侯建業夥伴先來參與我們的學校淨灘方

案，完整的和我們確認方案流程，才順利完成了這場企業淨灘。

KPMG的同仁在議題討論的小組討論單元中，更發揮自己的專業，甚至將聯合國永續發展

指標都提出來，大家也在歡笑中提出了有意思的減塑方案。我們不求這討論會有結論，而是讓

大家可以去思考，或許我們有更好的選擇，還有能做的行動。

友種團隊期盼透過海洋廢棄物的議題，讓大家重新省思人與環境間的關係，一同守護我們

的環境。

北海岸/
企業生態工作假期 海洋淨行式

「透過活動更加意識到必須從自身日常生活、每一個決定開始認真做環保的重要，

   也希望能影響身邊每一個人。」─ 來自KPMG夥伴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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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指的是在干旱、半干旱和亞濕潤干旱區，因為气候變化及人類活動等因素，發生土

地退化的現象。土地退化，不僅會造成農牧業的損失，影響經濟，也改變了農牧民的生計與生

活型態，導致社會問題。而沙塵暴帶來的呼吸道健康、交通停擺等問題，亦影響人們的生活。

在中國就有近4億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響。1994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可

見，荒漠化，已成為全球需要共同面對的議題。

阿拉善SEE（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自2004年成立以來即積極投入荒漠化防治與生態

保護工作，深感教育對荒漠化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於2018年與環境友善種子、上海友里

團隊合作，開啟荒漠化防治自然教育項目。

在2018年我們規畫了荒漠化防治自然教育項目的整體規劃，召開了焦點團體會議，進行

SWOT分析，擬定自然教育項目的目標與開展計劃。同時，完成兩式課程（荒漠化防治、沙漠

小米）的設計與試教，辦理了環境教育人員初階體驗營。

在硬體改善方面，整修了公益治沙示範基地宣教中心的地板與室內空間，以發揮展示、教

學與休憩等多功能。室內解說展示，以人與沙漠共生為主軸，陳列了沙漠生態系的重要性、荒

漠化議題，以及阿拉善SEE在防治荒漠化工作上的成果，最後邀請大家一起參與，支持荒漠化

防治的行動，愛護我們的環境。

內蒙/
阿拉善SEE 荒漠化防治自然教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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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環境友善種子多年來的課程設計實務經驗，歸納整理為本書，並於2017年7月出版，

全書以FSC認證紙材印製。

內容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環境教育基礎理論，第二部分則是環境教育課程中常被

運用的教學方法。這本書除了兼具理論的論述及各種教學法的帶領方式外，同時提供對應的教

學活動案例，讓教學者能進一步的理解方法論與實務操作的搭配，以符合實際應用的需要。

友種團隊之經驗分享與多項案例示範；不僅有助於打好基本功，更提供環境教育工作者在

實務操作上的有效建議，讓環教工作者能更上一層樓，朝環境教育職人之路邁進。

友種團隊推出由夥伴親手繪製圖案，並採用FSC認證紙材製作之精美卡片。

透過禪想卡可作為活動不同階段的溝通媒介，靈活運用在活動帶領、反思回饋、靜心或裝

飾等方面。例如請參與活動者在活動前選取一張最適合自己心境的卡片，並分享自己當下的心

境；在活動後依照剛剛自己與自然的連結選取一張卡片，分享自己與自然的故事。

做為禮物，選擇適合的卡片送給你所關心的人，祝福並鼓勵他們，或提供他們不同的思考

角度。

建立自我與自然間的連結，每天抽取一張卡片，讓禪想卡的文字與圖片給自己生活上的提

醒與心靈的沉澱。

書籍 ￣《課程設計力：環境教育職人完全攻略》

教材 ￣ 友種手繪禪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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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創造感動的教育，是改變人心的力量，期待透過環境教育與

產業結合，共創友善環境的社會。企業社會責任

友種在策劃許多的活動上採用友善耕作或對自然環境有益的產物，例如FSC青年營隊、活動課程、上所提

供的禮品或茶點，也支持友善環保的店家，例如工作坊中餐點選用提供鐵盒便當的店家。

除了向大眾推廣對於環境保護的認識與關心，也希望大眾認識更多友善環境好產物，並且在生活中選用！

支持友善產物與店家

天然竹牙刷：

天然竹牙刷的握把來自南投竹山三年以上孟宗竹，

不使用二氧化硫、漂白劑，刷毛為可分解的天然動

物毛。

天然竹吸管：

採用2年以上台灣箭竹為材料製成，就算派不上用場

了，也能100% 在土壤中分解回歸大地。

提花菱紋小方巾：

不含螢光劑及甲醛等有害物質。採用100%有機棉， 

無漂無染，只做弱精煉處理，將部分棉殼棉籽去除

掉，仍保有些許棉花原有的原棉色。

無動物實驗香皂 (No Animal Testing)：

產品原料、製程、成品沒有進行動物實驗測試安全

性及過敏反應；產銷過程中沒有對動物造成任何傷

害或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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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value the nature and every life. 
We are committed to promote harmony 
among humans and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我們重視自然環境，

也照顧每一顆心。

友種的天命，

是為了環境的永續與人心的幸福而努力。

2018年報

創新    啟發    感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