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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生活地圖簡介 

 

一、起源 

1991年，聯合國舉辦了地球討論會(類似世界地球日)籌備活動，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參加。

紐約的 Wendy Brawer 女士有參與此次籌劃活動，想到: “這些參加者有些是第一次來紐約，有

些人也許這輩子只會來這一次，我要怎麼介紹他們認識紐約呢? “ 想到地圖是一種簡單易了解，

沒有語言隔閡的方法，於是決定畫一張紐約市的地圖。她將紐約市有關自然的，生態的，環保

的，與特殊的人文景點放在地圖上，其中包括: 環保/生態有關的商店，綠地，腳踏車道，可以

步行的橋，遊客參觀的建築物，活動資訊(因為地圖使用者是遊客)，也包括了廢棄建築物與受污

染的點(需要更多關注與改善)。這地圖是由 Brawer 女士的公司 Modern World Design 製作，找

到贊助者，印了 10,000 份。透過這第一份綠色生活地圖(稱為 Green Apple Map)，讓紐約人對居

住的城市有更多探索與了解，也可以清楚的描繪出生活環境中，人為開發的地方有多少，自然

地帶有多少，它們是怎麼搭配。這份地圖很成功，受到許多人喜歡。 

 

二、發展 

1995 年，網路越來越盛行。Brawer 女士在她的公司 Modern World Design 中，設立 Green Map 

System，把綠色生活地圖(綠活圖)的理念與製作方法放在網站上，向全世界推廣。很快的，許多

國家的民間團體主動的與她聯絡註冊，動手畫出自己家鄉的綠活圖。 

全球現有 65 個國家參與，642 份地圖摺頁或電子綠活圖出版。臺灣也完成了超過 110 份摺頁綠

活圖。 

 

三、引進臺灣 

荒野保護協會接觸到綠活圖是在 1998 年，現任理事長李偉文先生代表荒野受邀到美國參觀他們

的保育政策與組織。在紐約時，不論到那一個政府機構或民間團體，都會給一份紐約市的綠活

圖。在更深入了解綠活圖後，就決定把綠活圖帶進台灣。因為荒野保護協會雖然一年有上千場

的演講，推廣自然教育，帶領民眾做自然體驗，但如何讓民眾對環境的關心，能落實到生活中？

從認識自己環境開始，到食、衣、住、行，過一種更健康、更環保的生活，珍惜地球的資源…. 

 

四、綠活圖重心—圖示(ICON)： 

分為三個群組，十二類，共 169個：(如附件一) 

A永續生活 
包含綠色生活、商業行為、技術、設計、交通、以至社區中必須提及的威脅與挑戰。因為此類

圖示皆與永續性有關，所以將它們重新命名為「永續生活」。 

1.綠色經濟    (17個) 

包括了永續性的日常商業行為與社會責任。先前稱為「商業活動」，現在這標題是以較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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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描述此類圖示。 

2.科技與設計    (15 個) 

舊稱「資源再生」，這個種類包括了多種地方產出的能源、建築、技術與設計及「室內」之圖

示供辦公室與校園等使用。 

3.交通與運輸    (13 個) 

機動的交通運輸-指的是人力和公共運輸，再加上替代能源與警示區。注意：公共/大眾運輸

圖示是為了用來指引巴士、地鐵或其它當地系統路標而設計的。 

4.威脅與挑戰    (18 個) 

舊稱「環境污染源」，此類型圖示現在包含了更廣泛的問題與狀況，社區可透過共同努力而面

對。威脅與挑戰反應出這種改變的潛力。 

B自然 
以永續的方式與自然環境接觸的地方。 

5.陸地與水域    (11 個) 

自然形成或設計而成的地質與景觀。 

6.植物相    (9 個) 

各種植物。 

7.動物相    (12個) 

動物與棲息地。 

8.戶外活動    (14個) 

有益健康的活動並可以享受大自然；身處戶外幫助我們感覺與環境產生連結。 

C 文化與社會 
公平、地點與在永續性中扮演的各種角色。這類別的圖示已被擴展，以囊括這些社會成份。     

9.文化特色   (18 個) 

什麼讓我們的家園如此特別？我們可在何處聚集以及體驗共同擁有的歷史、藝術與社區生

活？  

10.生態資訊    (12 個) 

在此可以找到更多關於生態、環境、與永續性。  

11.公義與行動    (14個) 

來參與吧！採取行動來開創更環保、更具社會公義的社區。  

12.公共設施與地標    (16個) 

這個類別的景點不見得是「綠的」。我們使用這些公共工程與基礎建設來滿足每日的需

求。包含地標的原因在於：地標出現在許多綠色生活地圖中，特別是由孩童或社區民眾

製作的地圖，他們不想在圖中加入街道名稱或導引的文字。注意：稱為「地標」的圖示

可設計成大家熟知的當地象徵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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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繪製綠色生活地圖 

共分為四個步驟：解說、探勘、繪圖、分享(見流程表，如附件二) 

綠活圖應註記內容： 

一.地圖區域及地圖名稱。 

二.版權聲明： 

  圖示©為綠色生活地圖系統 2008 版權所有。綠色生活地圖®是經過註冊的商標，需經許可，方

能使用。 

Icons © Green Map System, Inc.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Green Map®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used with permission. 

三.方位及比例尺*。 

四.製作群。 

製作單位及參與人員(組名、成員等) 

五.Icon說明表。 

六.景點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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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綠色生活地圖圖示 

 

綠色生活地圖圖示第三版(Green Map System Icons v3) 

 

永

續

生

活

型

態 

綠

色

經

濟 

 農民/當地市場  健康飲食 
 

生態農業/永續農業 

 有機/當地食物  生態產品  綠色企業  

 綠色商店  在地商業  二手店/市場 

 公平交易  社會責任企業  社會企業 

 生態觀光資源  再利用  回收  

 出租/分享  修理店   

科
技
與
設
計 

 太陽能站   風能站   水能站 

 水(資源)回收  地熱點  綠建築 

 綠屋頂  自建屋  堆肥站 

 科學研究站  綠色技術  溫室氣體減量 

 節省能源  紙類減量站  環保清理 

交

通

與

運

輸 

 自行車地點   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 

 自行車停車處  行人友善區   輪椅通行 

 停車轉乘設施  輕軌或快捷公車  公共大眾運輸設施 

 水道運輸  替代燃料/汽車  交通危險  

 小心謹慎區     

威

脅

與

挑

戰 

 凋弊區   空氣污染  水污染源 

 傾倒垃圾   受污染區   污染土地整治 

 瀕危區   瀕危棲息地  森林砍伐 

 氣候變遷區域  災區  廢棄點 

 有害健康區  噪音污染  飛機場 

 油/氣設施  核子設施與核廢料  礦區 

 

自

然 

陸
地
與
水
域 

 親水/河濱公園   水景   濕地 

 飲用水源  生物廊道  地質景觀 

 生態設計/規劃特色區  清理/重建區  末來發展空間 

 生態景觀  林蔭大道   

植

物

相 

 公共森林/自然區域  特別的樹   原生森林/植物  

 花園   社區花園   春花 

 秋葉  生長快速的植物  食物採集地 

動

物

相 

 重要棲息地   野生動物棲息地   兩棲動物棲息地  

 水岸棲息地   水生動物棲息地   野生動物中心動物園 

 保護建立動物棲息地  昆蟲觀察區   鳥類野生動物觀察區 

 觀鳥水塘  家畜/家禽  遷徙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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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活地圖圖示第三版(Green Map System Icons v3)-續 

 

戶

外

活

動 

 公園/休憩區  公共空間/廣場  運動區與自然嬉戲 

 生態之旅/自然步道  游泳  泛舟/艇區 

 航行/划船啟程點  滑板區  狗狗活動區 

 雪地活動  露營  好視野 

 日出/日落  觀星點   

 

文

化

與

社

會 

文

化

特

色 

 文化場所   博物館  藝術地點 

 文化表演   本土音樂  熱鬧地點 

 工坊/藝術工作室  傳統生活方式  歷史特色  

 考古遺跡  傳統街坊  多元化街坊 

 社區中心   兒童友善區   長者友善區  

 心靈靜思區   另類療法資源  紀念場所 

生
態
資
訊 

 生態資訊   環境教育   綠色學校  

 公共圖書館   提供綠活圖   獨立生態媒體 

 線上資源  無限網路熱點  污染監測 

 生態認證  特殊地點  需事先預約 

公

義

與

行

動 

 生態公義組織   生態團體/組織   重要組織/行政機關 

 義工區   生態專家   社會服務 

 食物救濟處/食物銀行  投票處  自由發言區 

 不良勞動行為  非永續之土地利用  中產階級化區域 

 貧民區  避難處   

公
共
工
程
與
地
標 

 廢水處理廠  能源基礎建設   固體廢物轉運站 

 垃圾掩埋場  焚化爐  政府機關 

 醫院  學校  宗教場所 

 墓園  資訊亭  知名餐廳/小酒館 

 公共廁所  監獄/拘留所  軍營 

 地標      

 

圖示©為綠色生地活圖系統 2008 版權所有。綠色生活地圖®是經過註冊的商標，需經許可，方能使用。 

Green Map Icons Copyright Green Map System. Inc.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Green Map®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service of Green Map System. Inc. 

翻譯：荒野保護協會綠色生活地圖小組 

製表：陳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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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綠色生活地圖製作流程 

綠色生活地圖製作流程 

 

 

 

準備工作 

規劃路線 

檢查工具 

出發 

蒐集景點的方法 

資料整理 

地圖製作 

表現方式 

開門

見山 
旁敲

側擊 
有備

而來 
親身

體驗 
左顧

右盼 
長期

觀察 

文字

地圖 
照片

地圖 
電子

地圖 
手繪

地圖 

創作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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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綠色生活地圖系統（Green Map System）對綠活圖標示的使用要求 

1. 請使用版權所有的圖示（Icons）字體進行地圖製作和標示，並在您繪製的綠活圖、相

關宣傳物品和網站上使用「綠色生活地圖」與”Green Map System”的標誌。  

2. 綠活圖的圖示（Icons）和「綠色生活地圖」的標誌，只能使用於當地繪製自然和人文

環境的綠活圖及其他用於推廣綠活圖專案的教材文宣上。 

3. Green Map System特別強調：禁止將綠活圖圖示用於任何商業目的及行為。商業機構

不得直接從綠色地圖系統中獲益。在綠活圖上，與地圖內容清楚區隔的廣告是被允許

的，但商業機構不得以商業目的影響綠活圖內容。 

4. 這些使用規則也適用於其他從您處得到圖示的個人與團體，以及您的小組成員。請在

輔導執行綠活圖專案及提供綠活圖圖示時，將這份登錄同意書一併提供給製圖者。 

5. 當綠活圖專案負責人將綠活圖圖示給予其他未註冊登錄的製圖者，請以書面形式通知

荒野保護協會，請協助確保所有的新專案都向荒野保護協會登錄。 

6. 綠活圖製作者也可以為所在的城市或區域，其獨特綠色景點創造新的綠活圖圖示，或

使用其他符號。請考慮與其他製圖者共用您的新圖示。 

 

綠色生活地圖組織對於各專案的選景要求 

 

1. 在發展與使用綠色景點時，其選擇標準，請做到公正、誠實、完整、而且公開。 

2. 所有具體事項，包括關於綠色、社會、文化、和污染地點的選擇和加入，由各綠活圖

製作者決定。 

3. 任何贊助人或團體(基金會、政府部門或公司贊助者)的標誌和資助聲明必須和地圖的內

容明顯區分開來。絕對禁止贊助行為影響綠色生活地圖的內容和範圍。 

4. 每個城市或社區都各有不同之處，因此，每個城市或社區的綠活圖都可以按照自己獨

特的需求和標準進行綠活圖的相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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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The Society of Wilderness 

 

荒野保護協會成立於 1995年 6月 25日，長期致力以教育推廣、荒地圈護等方式，維護台灣

自然生態環境。除了台北總會，荒野在台灣有 9個分會、11個聯絡處，3個國外分會，擁有 10’000

個會員家庭。 

荒野理念 

1. 透過購買、長期租賃、委託或捐贈，取得荒地的監護與管理權 ，讓野地依自然法則演替，保存

自然物種。 

2. 推廣自然生態保育觀念，提供大眾自然生態教育的機會與環境。 

3. 培養自然觀察家及生態保育人員。 

4. 成立律師團，監督國家環保法令、政策的制定。 

5. 監督國家公園的管理與經營情形，發表「國家公園白皮書」。 

6. 協助政府保育水土，維護自然資源。 

7. 推動台灣自然資源保護立法。 

荒野行動 

1. 定期舉辦各種講座、自然體驗營、兒童營，帶領人們體會自然，從中獲得啟示。 

2. 出版刊物，推廣生態保育的觀念。 

3. 認養、圈養野地，並規劃為自然教室。 

4. 接受各大企業委託的自然解說教育工作。 

5. 吸收國外保育新知，並與國外保育團體組織聯盟。 

6. 舉辦解說員訓練課程，以培訓自然保育人才，散播保育種子。 

 

荒野保護協會  

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詔安街 204 號 

聯絡電話：(02) 2307-1568  傳真：(02) 2307-2568   

E-mail： sow@sow.org.tw  

網址：http://www.sow.org.tw 

劃撥帳號：18724292 

 

相關網站：  

綠色生活地圖的國際網頁       www.greenmap.org 

荒野保護協會網頁             www.sow.org.tw  

臺灣地區綠色生活地圖網頁     www.greenmap.tw 

       路徑： www.sow.org.tw/自然線上/地圖有氧運動 

http://www.greenmap.tw/
http://www.sow.org.tw/自然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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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野 有 情    

～徐仁修 

人們所謂的『荒野』 

是人用有限的眼光 

從短視的經濟角度來衡量 

所以，它成了沒有價值的地方 

荒野其實不荒，它蘊藏著無限生機 

充滿著形形色色的物種 

更是野生動物的天堂 

人應從生態的角度來看待它 

那麼荒野不只有情 

還藏有解開生命奧妙的智慧 

總有一天人類會知道 

荒野是我們能留給後代 

最珍貴的遺產 

希望 

那天不要來的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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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綠活圖注意事項 

一、踏查工作： 

  1.基本地圖：行政區圖或衛星圖 

2.找尋綠色景點（至少 10 個↑）及標示圖示(Icon)：有一份好奇心而且不做商 

  業行為或廣告宣傳 

  3.訪談、記錄、攝影：里長或社區服務中心 

  4.註記在景點登記單及紀錄表：編號、圖示、地點、描述等 

  5.資料整理 

 

二、製圖：材料不拘，要有創意 

    1.景點註記在圖上依順序 

    2.一個景點可能有一個圖示，也有可能有多種圖示（組內也可以自創圖示） 

    3.圖示說明(參考 ICONxls 檔) 

    3.圖名標明清楚、南北座向有創意、製作群、日期等 

    4.授權：荒野保護協會要放在圖內(參考 01.htm 及 gmtw_logo.gif 檔) 

 

三、成果分享： 

    1.說出景點的故事 

    2.分享個人及組的心得 

    3.有何啟示？或想做什麼後續的事情？ 

 

四、資料庫建檔：結合 GMS 系統或 tagala 網站 

 

五、補充 

    綠色景點就是綠色的、生態的、自然的、人文的、環保的、健康的……. 

例如：1.宗教、廟宇：心靈靜思區圖示      2.有機食品、素食餐廳 

      3.資源回收、二手店                4.社區中心、里長 

      5.公園：兒童適宜區、老人適宜區    6.捷運、車站、節點、轉運站 

      7.自行車、步道                    8.特別的樹：百年老樹 

 9.特殊的（特色或特產）如：好視野、日出、日落、史蹟、博物館、 圖書館、文史

工作室、百年老店等 

 

六、繪製綠活圖有什麼好處： 

    1.學習田野調查—自己動手做 

    2.增進同學情誼—彼此快樂學習 

    3.休閒—介紹分享好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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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勘查景點登記表 

主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 ICON 名稱 地點 描述 經緯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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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活圖景點記錄單 

地圖編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景點類別  ICON  

名稱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網址  

地址  

交通 

GPS 定位/經緯度 
 

景點描述 

 

 

 

 

 

 

 

 

特別推薦  

其它  

景點照片 

 

 

 

 

 

 

 

 

 

 

記錄：                          攝影：            導引員： 

P.S.學員在課程期間所製作之地圖與相關資料，將授權荒野保護協會推廣綠色生活地圖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