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接人与自然的百年



维蕾德的创始人们极具勇气和承诺，100年前就敢于探索新领域。他们理

解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厚联系。自 1921年诞生以来，维蕾德始终基于这种理

念，研发通过认证的天然化妆品和人智学药品。维蕾德自诞生起就是可持

续发展的先驱。我们在获取的同时，也尽量回馈。从我们的生物动力药用

植物园，到我们可持续并相互尊重的供应链，以及对资源负责任的采用，

我们始终在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可持续发展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尊重是我

们根基，也是我们的未来。

编辑的话
我们始源于

一个小型实验室

伴随着

一个小小的愿景



人和自然天人合一

我们的创始人Rudolf  Steiner（鲁道夫·施泰纳）知道，人与自然是紧密相连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通过与大自然的联系，我们生活、发展、养育、愈合。我们需要自然 - 自然今天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我们。

携手共创未来

1921年诞生以来，经济上的成功从来不是维蕾德唯一的首要任务。我们尊重自然，与客户、供应商和员

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发现了工作的深层意义，我们因此热爱我们的工作。近年来，我们凭可持续发

展上的贡献荣获多项殊荣就是证明。21世纪，人和自然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应对，我们通过生物动

力药用植物园，可持续和公平的供应链，或再生资源更高效使用，努力使我们的业务更能够保护未来和具

有可持续性。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并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这种理念已经深植我们的根基，将我们带向未来。

为了人与自然
人类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我们

对彼此和环境都负有责任。这是我们在维蕾德工作的基础。

1921年诞生以来，我们一直勇于对人与自然负责。

我们勇于关心

在人智学启发下

我们敢于有所作为



我们的根

维蕾德诞生于巨变时代。当时的人们渴望更美好的未来, 

革命思想弥漫。无论在政治、科学还是商业领域，先驱

们都在寻找更新、更好的办法。正是这百废待兴的背景

下，维蕾德从一所医院、一个制药实验室和药用植物园

孕育诞生。哲学家和博学的多面手鲁道夫·施泰纳，与伊

塔·韦格曼医生，药剂师奥斯卡·施密德尔一起，研发出第

一代药物配方。这个配方基于的理念是：人体生命和自

然活力紧密相连密不可分。这个理念作为维蕾德产品的

基础延续至今。

源于整体论

鲁道夫·施泰纳采用"人智学"，意思是"人的智慧"，来传

达他对医学、农业、教育等不同生活领域进行重组的想

法。他用人智学增加一个精神维度，扩展了科学思维。

施泰纳和韦格曼将人理解为一个整体。身体、心灵、精

神和社会生活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这两位"治疗先锋"以

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为基础，在瑞士Dornach开发了第

一代人智学药物和护肤品。1920年，鲁道夫·施泰纳为

医生和医科学生举办了一系列讲座，被称为"第一门医学

课程"，标志着综合人智医学的诞生。维蕾德诞生于次年，

在德国Schwäbisch Gmünd进行医药和护肤品的商业生

产。同年，伊塔·韦格曼创立了现在的Arlesheim诊所 -

世界上第一个人智学诊所。此后更多的诊所应运而生。

维蕾德在全世界

在许多国家，医生、药剂师和病人联合创建了

自己的维蕾德分店。继瑞士和德国之后，20世

纪20年代在奥地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现

在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英国和荷兰开

设了子公司。早年的产品，如Skin Food (亦称

Super Food)滋养护肤霜和山金车按摩油，今天

仍然是全球经典商品。

始于1921年
维蕾德的故事

WELEDA维蕾德：一个有治愈魔力的女人

我们的名字 - WELEDA维蕾德，表达了人与

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在过去，有智慧和治

愈魔力的女性被称为"Weleda (维蕾德)"。

历史上这些真实的女祭司备受尊重，人们征

询她们的意见，尊敬她们的经验和智慧。我

们的商标是医学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手杖，

它是治愈魔力的象征，有两个人将之包围。

分别象征着给予和接受，帮助和接受帮助。

我们的名字和商标代表了我们对健康、幸福

和社会责任的承诺。

“自然界在变化，它在向我们发问：我们想改变我们

的思维方式么？”

伊塔·韦格曼博士

Skin Food （亦称SuperFood)滋养霜：90多年来的神奇经典

1926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模特、女艺人和化妆师都宣称维蕾德(Skin food / SuperFood)

滋养霜为最爱。现在也一样，它的配方富含从三色堇，迷迭香，洋甘菊和金盏花高效萃取的活性

植物成分。

100年前，勇于探索的人们在

医学和护肤领域另辟蹊径；

他们创立了维蕾德，

基于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



源自天然，为了健康和美丽

我们产品质量的保证从原料开始。我们药品和天然化妆品所萃取的植物，生长在我们的生物动力花园。我们

的园丁按大自然自身节奏耕种，熟悉花园各种植物，从健康土壤中发芽的第一颗种子，到生长成具有治愈力

的植物，均了如指掌。我们在决定选用哪一种植物作为新配方之前，会仔细研究。我们通过各种感官观察，

了解它的来源地和生长方式。我们就是这样发现它独特的特征以及与人类的关联。我们的天然有机化妆品通

过 NATRUE天然有机认证 – NATRUE是全球认证机构中质量要求最严格的。我们从植物、金属和矿物中生产

人智学药品。我们按高质量标准采购原材料。处理方法也一样。我们仔细筛选工艺流程，因为我们知道药品

并非只是各种成分的叠加。

我们对质量的承诺

我们使用最佳原材料，全球当地采购，并与当地人建

立密切和信任的伙伴关系。这确保了我们可以追踪发

现宝贵的植物油、干花和精油，可以一直追溯到它们

的源头。作为道德生物贸易联盟 （UEBT） 的成员，

我们致力于全球原材料合乎道德的采购。

质量对我们意味着

 100% 认证天然化妆品

 80% 以上植物获得有机认证

 不含微塑料、转基因成分和石油衍生成分

 合乎道德的采购，尊重人、植物和动物

 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

 100% 天然香料，均由我们自己的香水师制作。

自 1921年诞生以来，我们运用知识、技能和经验，研发

通过认证的天然化妆品并生产人智学药品。

薰衣草香氛

维蕾德薰衣草精油源自摩尔多瓦。我们正在与当

地村民紧密合作，到2021年底转化成生物动力栽

培。这有助于确保植物产出的精油达到最优质、

最纯净的品质。

最高品质来自自然

细致加工可让原料直到成品

始终保持完好的天然属性

我们的质量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工作的基石

对我们而言，成为一个可持续企业意味着为子孙后代

维护人类和自然的健康。只汲取我们可以播种回去的

部分。我们理解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与自然和

谐相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的挑战。我们正努力改善气候平衡，

并开发更多可持续性的包装。到 2022 年，我们的目

标是成为一家B认证企业。这项国际认证要求我们提

供透明的证据，证明我们符合高要求的社会和环境标

准，来协调金融和道德价值创造的标准。

UEBT：维护生态和公平

自 1921 年诞生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在社会、经济

和生态方面负责任地行事。这包括满足“道德生物贸

易联盟”（UEBT） 制定的严格标准。这家非营利组

织提供全球认可的天然成分道德采购标准。它确保生

物多样性得到保护，以及确保原材料在种植、收获和

加工过程中的可持续性。它还确保我们供应链上所有

合作伙伴都得到公平待遇和公平报酬。

健康的土壤：这是地球的力量

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八个药用植物花园，所有植物都是遵循生

物动力原则种植。通过采用自然方法，我们尽量保持土壤健

康，使其具有可恢复性并尽可能实现生物多样化。海洋之后，

不是森林，而是地球的土壤，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碳储存地。

作为地壳的活体部分，土壤过滤雨水，创造新的、干净的饮

用水。没有土壤的力量，就没有食物。人类、植物、动物等

一切的生活都离不开健康的土壤。每一小撮土壤含有的生物

都比地球上的人要多。我们要保护这些财富。

欢迎探索我们的药用植物花园：

opengardenweleda.com

始于1921年的
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愿景是创造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人类和自然的

健康与美丽持续不断地展现。

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承诺

维蕾德产品含天然成分。通过在全球约

248平方公里（相当于3.5 万个足球场）

的生物动力栽培，我们正采取积极举措，

改善土壤健康并保护生物多样性。德国

Wetzgau的维蕾德花园就是一个例子。那

里有50种鸟类和几百种野生蜜蜂。在那里

还种植了120种可收获的作物。另外还种

植了约1000种野生和观赏植物。

这归根结底是公平问题

只有这样

我们的子孙后代

才有足够资源继续生存
STEFAN SIEMER 

维蕾德公司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我们的花园 – 我们的心

维蕾德跳动的心脏无疑是我们的花园。这是体验我们做了什么如

何做到的最好的地方。在这您可以探索人和自然根深蒂固的联系。

在维蕾德，百年来，我们一直从自然界的智慧中不断研发创新产

品。我们也相信，学无止境。我们希望，维蕾德开放花园带给您

一种全新的与大自然连接的身临其境的方式。无论身在何处，一

掌就能体验。

体验大自然的多样性

我们邀请您开启所有感官，360度全景探索罗马尼亚山金车花园，

听听专家们涵盖生物多样性、气候、土壤、采购等多个主题的见

解。围裹在来自巴西的鸟鸣，或穿越摩尔多瓦薰衣草花海。还可

以作个小测验，发现与您最匹配的植物，还可以在您自己的花园

（或客厅，巴士座椅或屋顶）种植一些我们的关键原料。使用增

强现实，让维蕾德花园，维蕾德人和产品更近您一步。开放花园

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不但告诉您更多维蕾德的故事，还

能帮助您增强与自然的联系。

探索开放的花园

• 全球维蕾德花园360°全景

• 利用AR发现并种植与您匹配的植物

• 聆听来自维蕾德全球专家网的故事和见解

• 体验电影、摄影、插图、音频等多媒体节目

• 在线分享并邀请他人体验开放花园。

开放花园

体验我们360度全景花园，用动画图标探索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

瓢虫

全球资源

花园的智慧

野生蜜蜂

种子

自然农业

蚯蚓

准备好开始探索了吗？

扫描二维码，现在就访问维蕾德

开放花园。

opengardenweleda.com (英文）

从掌心出发
感受自然

在维蕾德百年诞辰之际

我们运用数字技术

将我们的花园生动再现 "开放花园"。



维蕾德 1921 - 2021

100
维蕾德的百年历史

100%
化妆品供应链

获得世界级UEBT认证

55
个国家

8
个全球生物动力

药用植物园

2500
名员工

100%
NATRUE 天然

化妆品认证

81%1000
种原材料

DEUTSCHER  

NACHHALTIGKEITSPREIS

Deutschlands nachhaltigste  

Marke 2016

2016年德国可持续发展奖

荣获最佳可持续品牌

2017年德国联邦政府企业社会责任奖

荣获最负责任供应链管理特别奖 金盏花护臀膏荣获2019

澳大利亚无毒产品奖

2016年瑞士道德奖

荣获自然资源道德采购奖

2013， 2016， 2018年度可持续美妆大奖

荣获最佳可持续领导力奖，以表彰原材料采

购中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020年绿色品牌奖

独立绿色品牌组织表彰维蕾德在生态和

可持续上的努力。在 5 个国家获奖

2017 年负责任企业奖

荣获年度供应商参与奖 2019年可持续包装优秀品牌奖

得主

2020更美好世界倡议奖

表彰维蕾德创建UEBT质量尊重采购标签

.

我们的承诺获得了认可
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荣获一系列奖项

平心而论

这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而共同努力
ANNETTE PIPERIDIS

维蕾德可持续采购经理

50
个全球长期

合作有机
农业伙伴

制造过程中

产生的废物

被重复利用

98%

的植物成分为有机



天猫海外旗舰店 https://weleda.tmall.hk

敬请联系:

维蕾德中国联络处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52号806

维蕾德集团

Möhlerstraße 3

73525 Schwäbisch Gmünd

扫描二维码
进入我们生物动力

药用植物园的生动世界

连接人与自然的百年

维蕾德生物动力药用植物园 - 中国站
https://opengardenweleda.com

京东海外旗舰店 https://iweleda.jd.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