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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自我」等於如何自我。
即為認知→計劃→行動→貫徹→再反思→再提升再改善之連貫的「系統」管理，而企業
之經營管理如沒有管理系統是絕對不會成長，缺發自我醒悟更不會所提昇改善。故吾今
日所提出「精進自我」之題目，乃因哲學思想是成功的管理者必備的條件，應深刻瞭解
「生而為人，何謂正確的事 」，才能不能閉塞於自己，並發揮以利他之心的哲學之道。

      無時無刻都應朝進步發展的方向前進，這是宇宙世間的法則，而世間萬物都朝著進
步幸福的方向在流動，精進自我一切根源在於「心」，應秉持至善至美的心為大家努力
奮鬥必然會成功，追求自己的榮耀是人性屬然，但同時必須有絕對的「正知正見」之信
仰才能有不斷的泉源及能量，才能使其長久永續。
     人也並非全然依照天命而活，多積善行而有善德，就能改變命運，上上之人絕對是
以奉獻社會及世人為己任。

持善念，施善行。命運絕對往幸福美滿方向前進，讓自己的靈魂可以磨練，得比出生時
更加純潔好美，人生皆能至善至美，那即是人生在世的目的。 
         祝大家成功！

【補充資料】

 精進之七大障礙

( 一 ) 憂慮及懶惰。

( 二 ) 抱怨與藉口。

( 三 ) 害怕威脅不面對。

( 四 ) 害怕改變 ( 改變不嫌遲 )。

( 五 ) 缺乏專注與了解。

( 六 ) 缺乏勇氣與堅定決心。

( 七 ) 無明與恐懼。

精進自我應以六度波羅蜜來磨練心性，六度波羅蜜有下述六項內容 :
第一項是「布施」
感謝自己現在所擁有的，希望他人也安好，為他人付出；奉獻的精神，抱持關懷慈愛的心。
第二項是「持戒」
要恪守戒律，不做為人所不當之事，為人的正道貫徹始終。
第三項是「精進」
就是付出不輸給任何人的努力，更是磨練心性和自我鍛鍊之最佳方法；吃苦而能成長，全力
以赴，努力精進不落人後。
第四項「忍辱」
人生高低起伏，變化多端，學習忍耐承受嚴厲的考驗；再多的辛苦與磨難要忍辱。
第五項「禪定」
是心靈沉靜下來。忙碌紛擾生活必須努力沉靜心靈，內心躁動無法提昇心性，每日之省思為
精進功能，而省思必須要禪定。
第六項是「智慧」
累進第一到第五，每天盡心努力落實，將可進到「悟」的境界，可得「智慧」之結晶。

精進自我
總裁的話

一 . 前言

二 .	 精進自我一切根源在於「心」

結論

三 . 以「六度波羅蜜」磨練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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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 6 日台南大地震造成極嚴重之災情，並奪走 117 條寶貴生命，為安撫往生
者之亡靈，並慰助地方大眾之心靈，祈求台灣社會的圓融，由總統府國策顧問 ( 前

法務部長 ) 蕭天讚、南良集團蕭登波總裁、與一群善心大德共同發起一場佛、道、密兼
顧的法會，宗教界、慈善團體等 36 單位共同合辦，自 3 月 12 日 -3 月 25 日於永大路
二段災區附近，舉行為期 12 日、融合佛教、道教、密宗跨宗教的【府城－圓融護國息
災祈福拔度大法會】。希望藉由宗教及各大尊神之力量，祈求社會國家圓融和諧，並迴
向台灣經濟繁榮、人民安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遠離一切災害苦難。

      法會並于 3 月 12 日舉行法會總開香大典，開香大典由蕭天讚擔任主祭，前立法院
長王金平、監察院長張博雅、台南市顏純左副市長、台鹽董事長楊秋興、台灣佛教協會
理事長如本法師、正統鹿耳門聖母廟王明義主任委員陪祭。前 7 日為佛教與密宗的科
儀，接續為期 5 天的道教科儀。于 3 月 21 日 ( 農曆 2 月 13 日 ) 舉行莊嚴隆重的道教
啟香儀式典禮，由正統鹿耳門聖母廟、蕭府大帝殿等七家宮廟擔任主祭。

      本次法會能結合這樣多的知名宮廟共同參與，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中透過南良
事業體王全成總經理的協助，順利邀請公司附近的守護宮廟 - 鹽行天后宮、鹽行禹帝宮、洲
仔尾保寧宮、東邊寮順靈殿等四家宮廟共同參與，崑山里在地的廣護宮也給予相當的支持，
共同讓永康地區遠離天災並祈福平安。

      法會期間，轄區的台南市警察局永康分局除了支援交通指揮，更給予實質的安全守護。
在佛教、道教接續科儀，並分階段辦理總數近 1000 桌之普渡品，除了部分轉贈慈善機構外，
主要由永康區公所協助，會同永康區內 39 個里辦公處、里長分送弱勢家庭及慈善團體，使
此次法會圓滿達成延續功德。

開香大典由蕭天讚擔任主祭，前立法院長王金平、監察院長張博雅、台南市顏純左副
市長、台鹽董事長楊秋興、台灣佛教協會理事長如本法師、正統鹿耳門聖母廟王明義
主任委員陪祭典禮莊嚴隆重。

道教啟香儀式 總裁與大會幹事團上香祈求護國息災

第二階段道教啟香儀式

府城圓融護國息災祈福拔度大法會

CSR 企業社會責任 - 法會報導

報導人 : 總管理處 歐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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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法會的大會會計組是由宏利公司會計團隊負責，並由會計組長陳怡蓉經理邀
請大華會計師事務所莊會計師義務為本次法會收支進行認證，讓每位大德愛心都能被
珍惜與善用。

這次法會雖是宗教的事，但就科學層面來說，也是在地震重災區附近提供一個讓受災戶可以方
便前往的短期十二天療癒的好場所。

      我家兄長是精神科專業醫師，兄嫂是台南地區公立醫院的輔導主任，今年春節他們向家裡請假
無法吃團圓飯，因為每天都要去維冠大樓災區及台南市立殯儀館撫慰頓失親人、突然要面對無家可
歸重大傷痛的災民。因地緣較近，一開始就接觸面對地震災民，所以對這次的天災也特別有感受。
        這次總裁因緣際會、發心舉辦法會，雖然因為必須結合政府單位、橫跨佛道密不同宗教的宮廟、
寺院以及企業界，籌備初期有許多協調事務必須克服，但看到法會期間，每天都有罹難者家屬前來
法會為地震罹難者頌經祈福，因為近距離與師父接觸而更平靜，一切就都值得。 
       法會的第一天晚上集團台南地區企業動員繞佛，本著集團”對生命之尊重”的核心價值理念，
所有台南地區的大小企業都有代表參加，每人為一位往生者插上一朵小白菊，在我放下我手上那朵
小白菊時，當下真的有份感動，我們能為祂們做的不多，一份祝福讓亡者安息、生者安心。
      三月十八日舉行佛教火供儀式，當日第一批 108 桌的普渡供品，由包括衛福部嘉南療養院附
設的樂禾康復之家、台南市傳愛協會等共六個慈善單位，將供品轉贈各院所立案低收個案，也
將前來接洽的 0206 地震罹難低收災民資料轉給傳愛協會以能長期協助。三月二十日焰口佛教
圓滿功德，當日由遠自彰化前來主持誦經儀式的金甯山寺釋乘甯住持捐出所有供養金辦理的普
渡供品共 66 桌，這第二批是由台南市傳愛協會召集以身心障礙人士收容教養為主的朝興啟智中
心、聾啞協會及維冠大樓災戶等。三月二十五日法會圓滿日，預計第三批共 800 桌普渡供品，
將由永康區公所偕同永康地區三十九個里辦公處，號召志工，共同將普渡供品轉贈區內低收入
戶及需要物資的慈善機構。我女兒也隨我於晚上前去法會現場幫忙整理供品裝箱，我問她累不
累，她說不會，而且覺得自己很幸福，因為我們還有能力幫助別人，可以為需要的人裝箱整理。 
  
感恩蕭登波總裁與一群善心夥伴發起本次法會，讓我們有機會參與。

2. 總管理處同仁洪逸亭、洪淑玉、林郁綺擔任本次法會總開香大典、道教啟香儀式的貴
賓接待大使，並積極協助法會期間的行政總務工作。

會計團隊與聖恩佛組會盧友禮會長 ( 中 ) 合影

3. 這次法會的大會工作人員背心是由總管理處人資行政組林郁綺擔綱設計、宏利公司贊
助製作。讓工作人員更顯精神。

樂禾康復之家、台南市傳愛協會等慈善單位合影 遠自彰化來的金甯山寺釋乘甯
住持帶領信眾為法會誦經並捐
出所有供養金，令人敬佩

背心讓團隊更顯精神

活動紀實 法會工作心情小語

CSR 企業社會責任 - 法會報導

報導人 : 總管理處 歐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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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19 日於集團教育訓練中心舉行今年度的開訓典禮，除了院長、主任委員致
詞外，並邀請學院總顧問王福林演講「跨域治理與協理夥伴 - 組織策略與組織管理」的概念。
      南良學院由中良林殿庸總經理兼任學院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一年多以來，秉持院長及集團
重視「人的管理」、「制度與系統」二大重要政策方向，開始建立各項制度，雖尚未臻全盤完
整，亦漸漸開啟學院制度化管理的新紀元。
      2015 年 8 月集團最高經營決策會通過南良學院為獨立組織，須單獨編列收支預算，此項
決議案，讓學院可以朝長期人力資源培育的方向規劃。總裁並竭誠邀約王福林 ( 目前擔任亞洲
大學講座教授 ) 擔任集團教育學院總顧問 ( 同時擔任集團高級顧問 )，以其豐富的組織變革、
跨域領導、及人力資源管理的實務經驗來指導南良學院，以新思維來展現新格局。
      學院自去年開始啟用訓練登錄系統，以記錄學員參與學院訓練課程的狀況。總裁多次強調
組織嚴密化的重要性，並明確定義「組織嚴密化之組織特色」第一要項就是學習型組織，學習
型組織中每位員工都應建立終身學習的觀念。因此，今年度的開訓典禮中，由院長頒發給友良
事業體 2015 年度最優團隊出勤獎，希望藉由公開表揚方式，樹立成為其他企業的學習典範。
未來希望能陸續增設更多個人或部門的學習楷模的獎項。

        非常感謝亞洲大學師資團隊全程的指導與參與，讓南良集團第一次的人資團隊訓練營的產出號
稱集團有史以來最累、但也是產出最豐富的二天一夜。第二季結束前，以三大事業體為主軸的三個
組別，將分別就人力盤點、職能分析與訓練評核主題，研擬發展出適合各自企業可執行的制度，進
而再統整為集團規範。
        訓練營的開訓致詞中，林殿庸主任委員以木桶與桶箍來說明團隊的概念，一片片的木板，如果
沒有桶箍的聯結整合，則無法形成一個可以裝水的木桶。集團是一個團隊，需要資源整合，學院則
是提供集團人才培育的教育訓練平台。

        經南良學院王福林總顧問、亞洲大學團隊的專業建議，以及主任委員及學院各委員的支持
下，集團於 2016 年 3 月 11 日 ~3 月 12 日於溪頭米堤飯店第一次開辦專門以人資團隊為主的
訓練營。 

        第一次的人資團隊訓練營，課程的規劃以建立模組範例 (module sample) 與集團跨事業
體的人資團隊的建立 (Team Building) 為本次訓練營的主要目標。並將從事人力資源職掌應該
要了解的人力盤點、職能分析與訓練評核三大專業項目課題，從理論到實務應用之討論，一氣
呵成。有了第一天的理論基礎，第二天開始課程規劃之重點與技巧的研習，於訓練營結束前，
主任委員與團隊訂定出今年度的整體工作計畫。

•企業起於人也止於人。而企業永續要靠
的是有機，可不斷再生、蛻變的經營團
隊。而團隊的組合則是需要有一個強而有
力的「囗」=「箍」把各種「專」業「專」
精的人才「囗」在一起，才能為企業、股
東、員工謀取利益。
•專業 / 管理 / 服務
•應用 / 整合 / 服務
•人力盤點 / 職能盤點 / 執行考核
•放空、再放空、用心學習就對了。

經過這次的互動，集團的人力資源整合
應用已邁開一大步。後續南良學院會將
研討成果於每期刊物上陸續發表，希望
為集團的人力資源管理奠定資源整合、
人資效益極大化的基礎。

南良學院宗旨   務實精進   「務實」乃成長之基石、「精進」為卓越之追
學院學習標竿
願景：厚植人力資源、傳承核心價值、永續企業發展
目標：選才、用才、育才、留才
策略：建構學習地圖、研整培訓計畫、確實評核管考、植根職能監理
做法：
        建構學習地圖：盤點訓練課程、確立組織職能、研定學習地圖、規劃課程模組
        研整培訓計畫：清點訓練資源、檢討選訓機制、設置跨域平台、綜研學習內涵
        確實評核管考：慎研檢測指標、落實評鑑作業、執行證化管考、評核質量並重
        植根職能監理：衡評發展趨向、研檢職能缺口、強化人資管理、配合多元運用
標竿：精選良訓、多元發展、員額調控、用留合宜、職能向度、厚植人力

南良學院 2016 學年度開訓典禮

南良學院開學囉 ~

南良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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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良實業 

四十有成
創新研發 綠能環保 協調合作 共享成果



關於南良

南良實業自 1972 年起，歷經 40 餘年的萃煉，在
蕭登波總裁及王全成總經理的領導下，全體員工胼
手胝足，自草創斬棘到跨國集團，躍升蛻變為全球
性企業，更成為集團內有著優良傳統的母事業體，
進而開枝散葉展現出強韌的生命力與不斷改變的企
業精神。

南良實業以高科技紡織產品，及各類高分子材料和
高彈性發泡材料而聞名於產業界，且面對世界競爭
的潮流，持續建構完整系統的供應鏈，創造多元豐
富的高品質產品，而與合作夥伴一同創造永續發展
的企業磐石。

而身為地球村的一員，南良實業不斷創新研發，履
行對生命之尊重、對環境之愛護的核心責任，致力
於環保性材料及製成品，這是南良實業永遠不變的
承諾與責任，讓高品質之產品行銷全球、建立口
碑、開創新局。

面對全球競爭與與經濟模式轉換的挑戰，南良實業
必將本著不變的信念，持續厚植企業實力，建立有
效率的管理模式，開發劃時代戰略產品，並與策略
夥伴及員工共創未來、共享成果，於既有的基礎
上，再次創造佳績。

南良事業體

南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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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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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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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未來 再創佳績

總經理的話

從1972 年迄今，四十餘年來，南良實業秉持著一步一腳印，腳踏
實地的面對各項挑戰，也在每個同仁努力下建構出堅實的團隊，

持續開發出創新材料與防護商品，在世界經濟、產業變化中，不斷地
創新並站穩腳步，持續向未來前進。
       而 2016 年中國開啟了「2025 中國製造」的戰略計畫，要將中
國原本的製造業出口轉型，無非基於土地、勞動力、資源及環境成本
的迅速提高與改變，使得中國必須採取轉變措施；而由美國主導的「跨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更將環太平洋周邊國家均
納入自由貿易協定之中，且更有中國、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國家整合
之東協十加三之整合。

南良事業體 
王全成	總經理	

      面對周邊國家的強大與區域經濟強勢整合的
挑戰，身居台灣的我們，除立足台灣外，更應該
放眼全球，每位同仁都應該知道全球的變化與公
司重要的政策與方向，一同面對未來的挑戰。而
在 2015 年第四季末，我們開啟了組織變革，也
是為了面對正在發生的轉變，調整我們的體質；
而我們 5 年內的目標就是營業額要達到 35 億，
更需要整理我們的隊伍、盤點我們的戰力，集中
火力尋找突破的機會，各部門主管、幹部更應身
為表率，整合單位戰力，明確指揮系統。

        而前揭所述中國的改革與美國戰略性協議，無
非以全球性策略佈局進行思考，我們更應該積極拓
展海外市場，建立與品牌間之策略聯盟，也需依據
強化的產品競爭力，使客戶或消費者獲得更好的服
務與商品。
       面對將來的挑戰，南良事業體同仁務必秉持創
新研發、綠能環保、協調合作及共享成果的使命與
信念，使南良事業體持續開創未來，再創佳績。

王全成總經理 ( 右 ) 榮獲成功大學校長高強先生
( 左 ) 頒發「第四屆台南地區傑出企業總經理」

      因此團隊戰力的提升除厚植原有產品外，更
應以持續創新研發新產品，作為各單位的利基，
並且以「生態產品、節能生產」作為降低對於環
境的衝擊及成本的浪費，以電腦化、智慧化、數
位化，精準提升各項生產量能，達成轉型為工業
4.0 的目標。各部門主管、幹部更應持續培養接
班梯隊，將整體戰力能夠持續地發揮、創新的能
量發揮到最大，也能夠使創新的模式藉由新人帶
入，活化產品與管理機制，只有培養人才，才能
打造永續的競爭力。

持續精進、5年 35億
整合戰力，確立指揮

建置策略佈局、開拓海外市場

創新研發、綠能環保
培養人才、建立接班梯隊

南良事業體

王全成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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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斷競爭與改變的世界潮流中，南良實
業創業迄今業已四十餘年，擁有著豐富

的經驗與開闊的視野，而在成熟發展的技術產
能上，南良實業不斷思考突破新局，開創嶄新
技術並與時俱進地拓展聯盟夥伴，更使南良實
業在新一波世界經濟整合浪潮中，以穩定的腳
步持續前進。

南良實業 四十有成

封面故事

創新研發 綠能環保 協調合作 共享成果

      推動南良實業持續前進的目標就是安穩、安全、安心；安穩即是企業能夠有持續穩定成長營
收及獲利，並且能夠創造價值的產業；安全即是企業專注於節能生產、環保材料，進而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安心則是提供給客戶及消費者及員工安心的產品及工作環境，持續提供正面循環的力
量，更是南良實業不變的使命與責任；如此正向的循環更帶給南良實業從上到下、由內而外更有
力的指引，更能挑戰未來數個四十年。

      而在這四十餘年期間及展望將來每個四十年，唯有不斷改變、不斷創新並且兼顧綠能
環保的要素，才能站穩每個腳步；而南良實業於 2015 年底進行組織變革，以指揮系統明
確化，團體作戰精實化的目標，以專業分工的方式，無非是希望各事業群專注於創新研
發，並且以綠能環保作為生產過程及產品的條件，進而開創出嶄新產品並且持續轉型。  
 
      南良實業將組織區分為兩大專業產品事業群分別為高分子事業群、紡織事業群，而高分
子事業群下轄有海棉事業本部、特殊材料本部；紡織事業群下轄有織造事業本部、特殊紡織
部，以專業分工、群體作戰的方式，列出完整的戰鬥隊形，持續拓展企業版圖。

      各事業部更持續研發新產品、新技術，如高分子事業群內的海棉事業部產品廣泛使用於
潛水衣、衝浪衣、釣魚衣褲、鞋材、醫療護具、止滑材料、科技工業用材料等；特殊材料本
部則以生產機能性產品，均取得國際品牌認證與授權，並且持續行銷全球各地。

      而紡織事業群內的織造事業部則以一貫化生產設備、制度化生產管理、標準化生產製程
為黏扣帶專業生產工廠，並以 OEKO-Tex Standard 100 為國際認證標準，避免產程中產生
有毒物質的情況；而特殊紡織部則專注於安全防護之特殊材料，以安全材料作為專注發展的
技術，使在戶外活動與工業安全上，免於外在環境對人體之潛在危害。

創新研發		綠能環保
專業分工		群體作戰

       南良實業致力於垂直整合產業上、中、下游的黃金加值鏈，除與國際大廠如杜邦合作外，持續
合作於新型材料的開發，更結合實體通路商，直接面對第一線消費群眾，以自創品牌「H&H 健康
科技用品」，以「捍衛健康、尊重生命」的理念，將南良實業所開發之商品，能夠使消費大眾均能
獲得新世紀之健康感受，而此發展方向也是南良實業，永遠不變的承諾。
      此承諾就是希望在南良實業企業運作下，可以展出帶給人們幸福與快樂的商品；而在南良實業
工作的員工也能夠樂在工作，實現人生；與合作夥伴也能夠共享成果，持續為人類的生存與健康更
盡一份心力。

     南良實業在這四十餘年期間與全體員工一起並肩作戰，面對世界持續變化的挑戰，唯一不變的
是南良實業對於創新的堅持與照顧員工的信念，使得南良實業可以持續經營、持續壯大。
      而未來台灣產業將會面臨各項區域經濟整合的改變，每個員工都應該有著同舟共濟的理念，以
「創新研發、綠能環保、協調合作、共享成果」作為南良實業前進的目標與方向，讓南良實業在前
四十年所累積下來的基礎上持續進步、持續進化，成為時代化的永續產業。

協調合作		共享成果					
健康幸福		實現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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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子事業群下轄有海棉事業本部及特材事業本部，共同為「綠色材料」努
力，致力於發展環保性材料，如以綠色能源生產並開發防止生態破壞的低毒產
品，專注於永續經營及保護地球。

高分子事業群

      海棉事業本部自 2006 年投入「綠色材
料」之研發以來，即依循世界永續發展之
委 員 會 WBCS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 生 態 效
益 (ECO-EFFICIENCY) 指 標， 開 發 出 ECO-
SPONGE 系 列 的 貼 合 產 品， 並 且 能 通 過
Oeko-Tex®Standard 100 認正產品並得到許
多品牌客戶的認同及採用，以共同為「綠色議
題」而努力。

◆綠能材料： ◆工作環境之改善：

◆機械設備創新研發趨勢：

							未來提倡自動化設備及省力化設備，依據
推動工業 4.0 的基礎，如何在網路時代促進產
業經濟的計劃，提升網路水平整合之附加價
值，於整體價值鏈及規劃連結網路生產系統轉
換，符合工業人員與機械共作安全防護，工作
環境區域及資料的運作順暢，另可共享網路數
位資料的安全性。在新改良創新研發之自動化
機械及省力化之設備上，並導入無溶劑系統之
接著劑之進行運用，及水性貼合技術之搭配量
化，再開創海棉事業本部業績之極大化的成長
目標。

1. 減少溶劑排放量：目前所使用溶劑回收機 
    之設備，有效的減少空氣污染問題，且降低 
   能源耗用，減少回收溶劑後所殘留的渣質進 
　行廢棄處理。
2. 減少膠料廢棄：貼合機台製程設備之改良， 
　增加接著劑之使用效率，降低製程中膠料槽 
　內之黏度變化，可減少廢膠量產出。

4. 新研發之環保型耐磨布 SEAMATE®X- 
    Silptex ™，表面經特殊水性環保材料，耐 
    磨性佳並具優異之乾式、濕式、油式止滑效 
    果。可搭配海棉進行貼合以增加彈性、保 
    暖、防水特性，並可進行自黏加工及應用於 
    DIY 裁切。

1. 所有研發之海棉 SEAMATE®ECO- 
    SPONGE CR 等級 ( 包含 ECO-04、ECO- 
    08、ECO-SS、及 ECO-05)，皆使用非 
    石油來源之 CR 橡膠 (Limestone Based)， 
    此種 CR 不同於石油提煉製程，它是燃燒 
    Limestone 所產生的乙炔氣體進行聚合， 
    能降低石油的耗損及依賴性。

2. 由於綠色能源為具回收再利用之產品材料， 
    以 CT 止滑布、PCT 耐磨布是以聚酯布為基 
    材，再經特殊加工處理表面立體狀塗層橡膠 
    材質，具有極佳的止滑效果。

3. ROUGH SKIN 產品以海棉貼合為基材，再 
    於基材表面上進行同 CT 表面結構加工處理 
    而形成止滑層，並具有防水，耐磨、彈性等 
    功能，可用於潛水衣補強片，運動護具、護 
    膝、手套、鞋材及袋材。

創新研發 綠能環保 協調合作 共享成果

　　主要以各式 TPU 膜生產及複合材料為主，亦
專注於環保綠能的材料創新研發，更與杜邦公司以
環保材料作為發展的目標：

     與國際大廠杜邦公司合作推廣生質膜，以生質 
     來源之原物料進行 TPU 之合成，而這些生質原 
     料基本上從玉米或其他農作物而來，而非石化 
       來源，故稱之為生質環保材料。透過品牌導入、 
     政府相關行銷法令推廣、環保意識抬頭等因素 
     將有助生質膜推廣及應用，此亦為南良公司尊 
       重生命、愛護環境的落實。

     因 TPU 為環保材料，開發無 PE 膜載體的 TPU 
      為未來趨勢，減少不必要的 PE 使用，此舉不僅 
      可達到降低成本的效用也可取代 PU 塗層。

    主要讓 TPU 膜直接與布材做複合，減少膠類之 
     VOC對空氣的汙染，也較符合世界環保的趨勢。

◆推廣 TPU生質膜：

◆單吹透濕膜 :

◆熱熔膠膜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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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棉事業本部產品研發主要架構在兩大商標下：
SEAMATE 意為海洋之友，因為部門以製造 CR Rubber Sponge( 俗稱 Neoprene) 為主，而其用
途主要用於潛水衝浪衣材料，故以此命名之。
i-FOAM，意為工業用高分子發泡材料，顧名思義為用於工業用途的發泡材料 (industrial 
Rubber Sponge)。
『創新』是南良集團五大信條之一，高分子事業群極重視創新研發工作，一直依循在部門經營策
略規劃之內，尤其重在差異化的開發，並輔以不同的產品認證，產品的規劃亦以系列化為主，以
利客戶的多選擇性及不同用途需求。

隨著人類對「能源」、「資源」及「生態環境」的越來越重視，世界各國無不積極研發「綠色材
料與產品』，自 2006 年投入「綠色材料」之研發，即依循世界永續發展委員會 WBCSD（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生態效益 (ECO-EFFICIENCY) 指標，開發出
ECO-SPONGE 系列的貼合品，並得到許多品牌客戶的認同及採用，共同為「綠色議題」而努力。

ECO-SPONGE 系列，符合 RoHS 
、REACH、CPSIA、PAHs  
、OEKO-TEX Standard 100 貼合品認證。
C6 base AQUA-BLOCKING( C6 撥水加工 )
產品特性：高撥水、速乾、防污、可水洗、 
防水 ( 貼合 CR 等級海綿，打洞材料除外 )。

X-Sliptex 環保型耐磨布，表面經特殊水性環保材料加工處理而成，為不含 PVC 成份之環保型耐磨
材料，耐磨性佳並具優異之乾式、濕式、油式止滑效果。
產品特性：水性 Binder，無溶劑、含有回收材料、自然成型之立體耐磨止滑層，耐磨強度佳、
優異止滑性、防水性佳，無須熱壓，省能源、符合綠色指令要求 US CPSIA Pass、RoHS Pass、
REACH/SVHC Pass、PVC free。

共同為『綠色材料』努力

海棉事業本部

創新研發 綠能環保 協調合作 共享成果

目前開發的無溶劑型產品開發有以下三類：

1.T-die 應用 : （產品應用於鞋材）接著用 TPU 粒熱熔淋在離型紙上，冷卻後捲取，自製成 TPU 轉
貼膜；使用轉貼膜可減少溶劑使用，並達到綠色環保效能。
2. 吹膜應用：（產品應用於成衣）吹塑厚度以 0.01-0.03m/m 為主，此類產品極為輕薄的熱熔膜，
藉此取代含 VOC 膠，以布貼布方式貼合透過 IR、熱壓設備成產品。 
 
藉由流延機經加工處理後與布材形成複合材，此可運用在物性要求不高的產品 ( 如袋材 )，以減少
PU 樹酯使用量。
 
分一般型、透濕型、耐水解型 等等，此類型接著劑塗佈後，不用熱源烘乾，僅需恆溫 / 恆濕熟成室，
藉由工程設備及流程的簡化，同時加工過程亦無汙染物的產生，不僅符合世界潮流及環保所提降低
能源的消耗，亦比傳統工法降低很多碳量的排放。
 
此類型接著劑為熱反應型，塗佈加工設備不變，但烘乾條件至少要 140 ℃ / 4 分鐘，所以在烘箱設
備上必須要夠長才可達到降低汙染源效果。

因應 2020 年全球固定汙染源揮發性有機物（VOC）管制，特材事業本部預計於今年 6 月底取
得國家固定汙染源操作許可證，並按法規落實執行，同時在未來因應措施如下：

      目前仍有部份產品仍必須使用含有 VOC 製程，如：救生衣或充氣類產品是靠 PU 樹酯來增加接
著強度，所以未來將以提高固成份來減少溶劑含量為主，若生產時塗佈量降低，相對的 VOC 排放
量就可降低。

特材事業本部

◆TPU	轉貼膜（亦稱熱熔膠膜）：

◆ TPU淋膜：	

◆濕氣硬化反應型熱熔膠：

◆無溶劑熱反應型接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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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事業群下轄有織造事業本部及特紡事業部，均以智慧及精確管理創造更好的
模式，進化出更節能、更有效的生產模式，以邁向優良的品質與效率。

       以 ISO 9001 標準化及 TPS 精實化管理為根基，朝 ERP 系統自動化、導入工業 4.0 的推動
計劃發展，以提升整體的產業競爭力，邁向自動化智慧製造的世代，2016 年將是「導入年」。

1. 好的商業模式可以持續不斷的運作─提供目標客戶好產品及好服務的商業模式，能夠持續讓 
    顧客回流的商業模式。
2. 好的商業模式可以獲利─有些商業模時開始運作到獲利須要一點時間，因此判斷商業模式不 
    能全看獲利指標，應該重視現金流是否有穩定的成長。
3. 好的商業模式可以規模化─可以容易進行擴充就是可以規模化的商業模式。一般來說，人力 
    密集的公司較不易規模化；相反的，科技公司開發軟體或設備則較容易擴充。
4. 好的商業模式必須要有對的執行團隊來執行─首要條件是執行團隊有該產業的 
　相關經驗，再者是執行團隊是否對要做得事充滿熱情。 

     通過決定生產製造過程的網路技術，實現智慧製造，進行實施管理。智慧製造中的生產設
備具有感知、分析、決策、控制等功能，在智慧製造過程中，感測器、智慧診斷和管理系統通
過網路互聯，使得由單一、分散的程式控制上升到綜合智慧控制，從而製造工藝能夠根據製造
環境和過程變化，即時優化，提升產品品質和生產效率。
     自動化只是單純的控制，智能化則是在控制的基礎上，通過物聯網的傳感器採集海量生產
數據，通過物聯網匯及到雲計算中心，經過信息管理系統對大數據進行分析、挖掘，從而製訂
出正確的決策，提高生產靈活性和資源利用率。

紡織事業群

創新研發 綠能環保 協調合作 共享成果

　　依全球發展趨勢，2015 年 12 月 12 日巴黎協定，全球 195 國參與一
致通過一項歷史性的協議，承諾控制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從工業時代至今
全球年均氣溫升高不超過 2 度 C，並朝著不超過 1.5 度 C 的目標努力，將
致力環保與節能減碳。

　　以產品功能性建立產品系列化，以用途別區分完成彙總表，提供業務市
場行銷推廣用。產品簡化、系列化，橫向發展多元化、縱向加工成品化，增
加客戶服務廣度，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塑造部門核心價值。
研創開發善用外界資源，建立產官學合作體系，以量產條件建立標準化作
業，再建立精準的成本分析系統與報價規範系統，重視開發速度快速回應客
戶需求。技術產品申請智慧財產權保護，專利佈建，簽訂保密協議。

B. 將後染的加工製程改用 Dope-Dyed 的色紗來織造，減少染　
整的污染與能源的耗損。

A. 油性溶劑加工全面改用水性或無溶劑型熱熔膠替代方案。

C. 選用低溫染、高上色率的紗線替代原料。

D. 選用低溫成型的加工條件製程。

E.持續研發複合紡織材料，將功能性紗線與機能性紗線作結合，
推入消費性紡織品 , 創造市場差異化。

F. 輕量化的市場趨勢，往低丹尼、高支數的紗線及布種方向開發。

G. 物聯網時代穿戴裝置將大流行，開發方向往導電智慧纖維及
健康管理的需求品。

H.DIY 小包裝產品系列開發下游製成品的產品，往居家用、防護
用、休閒用的方向發展，承接品牌客戶 OEM 及 ODM 的代工生產。

I.高強力、耐剝離、長使用壽命起毛布開發 ( 醫療血壓計專用 )。

J. 運動與醫療用彈性織帶產品開發。

◆營運方向

◆創新研發	環保綠能

◆努力方向

◆改變

◆打造好的商業模式：「能夠賺錢的商業模式就是好的商業模式！」

◆工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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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低溫染色紗線與黑色色紗開發，與紗廠共同研發低溫紗線使用，染色溫度可降一成
且染色效果及物性一樣，可減少蒸氣用量及降低重油燃料費用。開發黑色色紗黏扣帶，
不需添加染料只需以特定溫度過水定型，可降低染色廢水污染濃度及廢水處理成本。

染色工段現行每日產量染色及水洗需使用大量自來水，於 2016 年全面安裝水錶監控使
用量，並加裝調節閥控制自來水用量，有效降低自來水 33% 用量及廢水藥劑、電凝處
理電費及鐵板耗材之處理成本。
 

因應市場需求與業務擴展於永康鹽行仁愛街增建新廠房，新廠房設計以綠建築為目標設
計，採用節能減碳之設備、環保建築材料、排煙窗玻璃使用集團佳東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綠晶玻璃有效隔熱阻絕噪音、光電材料使用寶聯通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陽能板發電
與 LED 燈具等，預定將於今年落成啟用。

織造事業本部秉持集團核心價值下，積極研究開發對人體無公害，
降低對環境之負荷之產品：	

織造事業本部

創新研發 綠能環保 協調合作 共享成果

特紡事業部對於未來產品的環保走向，
主要有以下三大主軸 :

       目前已選用三洋 dreamheat( PP 保溫纖維 )， 
開發出 OLEX 保溫綿系列產品， 聚丙烯是屬於石
化鍊中最前端的產物， 因此製程最短， 耗能及
汙染物最少，且因為 PP 不耐溫， 其紗線端之後
的相關製程都需在 110 度以下處理， 減少熱能浪
費，掩埋於土壤中可被微生物分解， 可說是世界
上最環保的人造纖維，特紡部後續將再使用三洋
dreamfel(PP 長纖紗 ) 搭配高強力紗，結合環保與
強力機能，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

       紡織產業中最為耗能的工段在於染布段， 使用
了大量的水源及熱能， 因此特紡部後續將更積極
使用耗能較低的 YARN DYED 製程與 DOPE DYED
製程紗種做相關開發， 不僅可減少能源的浪費，
更可使色彩變化更為多元， 尤其在 KEVLAR PIECE 
DYED 製程中常見的對色性難以掌控、重修率高衍
生更多的問題， 相信改變用色習慣可以獲得明顯
的改善。

      撥水劑的使用， 紡織界由以往的 C8 要求為
C6，又因為綠色和平組織對於 THE NORTH FACE
的突襲， 所有國際品牌馬上一面倒地將撥水劑要
求提升到無氟等級， 這不僅是目前的趨勢， 對於
紡織產業所有環保要求這只是一個開始，相信後續
新的要求會接踵而來， 因此類似無氟撥水或其他
相關低汙染後加工都必須列為新品開發的基本規
格，即使在非全面實施之前也都要預作準備，以便
隨時與國際脈動接軌。

特紡事業部

◆紗線原料節能開發 ◆環保產品開發材料

◆環保節能生產

◆創新規格生產

◆降低染色用水量

◆綠建築廠房

紡織事業群新建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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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政府委由南良集團旗下真善美綠色健康生態農場經營的臺南市柳營太康有機農業專區，

105 年 4 月 2 日於太康有機農業專區舉辦真善美四大主題「複合式輕食特產中心、真善美大健康養

生店舖、市民農園、種植生產」舉行開幕典禮，南良集團總裁蕭登波、臺南市長賴清德、臺南市農

糧署長李蒼郎、農業局長許漢卿及立委陳亭妃、黃偉哲、葉宜津及真善美公司營運太康有機農業專

區 (OT) 總經理蕭舜緝及多位民意代表共同揭幕啟動。

       太康有機農業專區與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租地，99 年營運中心落成啟用，是全
國第 1 座公辦的有機農業專區。座落於柳營區太康里美麗的綠色隧道旁，總面積約 45 公頃，
其中生產用地 (39 公頃 ) 現由 31 名農友進駐耕作，生產品項有 50 多種，年產量為 180 公噸。

      臺南市長賴清德在典禮致詞中，首先感謝過去太康有機專區剛開始營運時，經過許多人
的辛苦經營，篳路藍縷，貢獻良多。臺南市長賴清德代表臺南市各界感謝南良集團旗下真善
美公司委外經營 (OT) 臺南市太康有機農業專區，並祝福南良集團蕭總裁所創建的綠色、健
康、生態、農場經營的四大專區能夠順利成功，帶動太康有機農業蓬勃發展並提供給臺南市
民健康多一份的保障。
      南良集團旗下真善美公司除了硬體設施 ( 備 ) 的充實外，也規劃營運的四大主軸更具有
休閒、教育、推廣的功能：
1.「複合式輕食特產中心」─ 提供有機、在地、特色農特產品展售及有機農業的資訊；二樓 
     規劃為輕食料理體驗區及不定時辦理有機料理、有機農業講習、講座。
2.「真善美大健康養生店舖」店舖結合健康養生、在地小農、農特產品、文創商品及小吃等 
     特色產品的進駐。
3.「市民農園」─鼓勵民眾親身參與，一起來當快樂農夫，用手腳感受大地豐饒的活力，體 
     驗從產地到餐桌自耕自食的樂趣，大人小孩都能體驗有機種植，富含教育意義。
4.「種植生產」─ 與臺南市有機農友、新農人契作生產，藉由業者的行銷通路的專業與創意， 
   相輔相成互創雙贏的局面。另集貨包裝場同步取得 ISO22000、HACCP 及有機驗證，讓 
    有機農產品可從產地直接包裝、理貨、冷藏到配銷。

       「真善美公司」發揮創意及經營的長才，協助行銷營運，讓臺南市民以及全台各地的民眾，
都能吃到臺南在地有機健康好食材。
       本次活動除了邀請民眾來專區體驗有機農業的樂趣，也串連柳營在地農村再生社區 -「重溪
社區」與「果毅社區」，舉辦「農村鐵馬遊」自行車活動，讓市民朋友藉由騎乘自行車，沿途飽
覽田野與酪農業的農村景觀，了解在地的產業與文化，既低碳環保又能貼近土地感受農村的美。

太康有機農業專區真善美四大主題「複合式輕食特產中心、真善美大健康養生店舖、市民農
園、種植生產」舉行開幕活動。

南良集團總裁蕭登波 ( 左 ); 臺南市長賴清德 ( 右 ) 共同揭幕祝賀。

「玄空映月」揭幕儀式

◆南良集團總裁蕭登波、臺南市長賴清德、臺南市農糧署長李蒼郎、農業局長許漢卿及立委
葉宜津、陳亭妃及多位民意代表共同揭幕啟動。

◆南良集團總裁 蕭登
波、前臺南縣長蘇煥智
( 右三 ) 及二位大智山
玄空法寺師父 ( 右一、
二 ) 共同為「玄空映
月」揭幕。

真善美四大主題開幕典禮

產業交流 - 太康有機農業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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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晶綠色建材~
享受光の美好、感受心の溫度

產業交流 - 綠晶玻璃

     節能減碳是當前全球性的重大議題，社會的大勢所趨，也是每個
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地球溫室效應造成的氣候變遷及異常已經不只
是單純的經濟的衝擊，而是已經演變成對生命及財產的嚴重威脅。
     台灣地區自產能源十分缺乏，百分之九十七以上仰賴國外進口，
而在建築建築相關用電中，我國住宅及商業用電所消耗電力佔總用電
百分之二十七，是非工業生產最重要的耗能。
依據經濟部能源委員會調查建築物耗電統計顯示，空調系統及照明用
電量合計高達 80%。因此，降低建築物用電，必須從減輕空調及照
明用電為目標，簡單而言就是要從隔絕熱源及自然採光著手。
      隨著綠建築的飛速發展，遮陽玻璃需求開始變成一種新的趨勢，
且由於地域溫度差異，對於玻璃建材的隔熱性能要求也變的越來越
高。既要降低室內溫度以提高建築物內部的舒適度，並延緩建築物內
部家具的老化；又為了自然採光以減少照明用電，但是又不要影響光
線進入室內，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台灣地區隔熱玻璃建材多以中空 low-e 玻璃為主，但是傳統的中空 low-e 玻璃難以完全滿足節
能 ( 中空 low-e 玻璃主要功能是保溫而非隔熱 )、安全（普通中空玻璃破碎後，碎片脫落容易

傷人）、隔音要求 ( 隔音效果 33db)。
      而佳東公司的「綠晶玻璃」乃運用奈米陶瓷技術研發出創新的奈米陶瓷 NF 膜並將其導入高性
能節能膠合玻璃，，其效能優於過去傳統素材，具備環保、節能、健康、安全等特性。共有三大系
列產品，是專對熱帶 / 亞熱帶區域所設計。其膠合結構提升玻璃整體的耐衝擊強度，遭破壞時不會
有碎片噴散的狀況，安全性與隔音性極佳。
「綠晶玻璃」具有「高隔熱、高透光、高隔音、安全」與「不含重金屬鍍層」的特性，最近獲美國
CNN 及全球 211 則國際媒體報導，不僅聲名遠播、名揚國際，並為台灣綠建材發光發亮。
「綠晶玻璃」大幅降低光害，其反射率低於 10%，能夠強力阻隔 99% 紫外線及 95% 紅外線，即
使坐在玻璃門或窗邊，也可好好地享受陽光與溫度，不怕曬黑。
「綠晶玻璃」能讓光與溫度達到最佳的平衡，擁有創新建材材料特色，並且獲得 2014 年台灣「綠
建材標章」。其關鍵節能技術已獲台灣及中國大陸專利，未來可廣泛使用於車用交通及建築等產品。
「綠晶玻璃」目前在台灣共有 30 家代理及經銷商，並已獲得多家建設公司採用，將於今年第二季
起路需交貨。除了深耕台灣之外，亦積極拓展海外市場。今年計畫於大陸建構供應鏈體系，並同時
進行大陸及東南亞市場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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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農業心法，創造良好新農業

產業交流

      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不斷，促使政府各部門附加各種管理辦法並加強查緝，以杜絕黑心食品原
料的取得及違法添加之情事。食品安全問題不但延燒到農藥販售管理及農產品殘留農藥的問題，食
用油風暴亦影響油類的進口。良農從印度 GreeNeem 經銷的「印度苦楝油」是一種具有驅蟲活性
的無毒植物油，也因為食安問題的延燒，竟被列為限制進口項目。直至 2016 年，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公佈 7 種素材開放業者進行「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之登錄，這支全世界有機農業適用的印度
苦楝油才在台灣合法上市。[ 附件 - 苦楝油 OMRI]

      自從耕者有其田政策後，台灣的農業政策以降低農民負擔、穩定物價、照顧農民為由採取各項
補助措施超過半個世紀。台灣雖然擁有良好的農業技術，但整體規劃不佳的農業政策導致「農產品
產銷失調」、「農藥及化學肥料使用過量」、「農民老化」、「商人炒作農地」、「荒廢農地長期
請領休耕補助款」等沉痾現象。即將於今年上任的蔡英文總統提出五項農業新政，並延攬新生代農
學專家入閣，預估將改變過去以補助款為主的農業政策 ( 請參閱表格 )。

      良農秉持本集團「對生命之尊重、對環境之愛護」之精
神，開發各種綠色、無毒、友善環境的農用資材產品，近期
配合真善美綠色時代廣場之開幕，推出「良農樂活組」供應
市民農園之需求。配合新政府農業政策，良農已規劃下列重
點工作，致力成為台灣無毒農業資材的龍頭企業。
1. 持續開發符合「綠色對地給付」之農業 
     資材產品以擴大產品線。
2. 透過產學合作掌握農業高等教育之動態。
3. 致力發展生物農藥之生產製造。
4. 結合國家研究單位研製新產品。

◆食安問題波及有機農業使用的防治資材

◆五大農業政策徹底改變農業沉痾

◆堅持理念，成功整合國內外綠色農業資材以拓展市場

◆表、農業新政一覽表

GreeNeem® Neem Oil

GreeNeem Agri Pvt. Ltd

Mr. S. Sundar

3-229, Varalotti, Vilipathiri Post
Virudhunagar, Tamilnadu 626 001  INDIA

Allowed NOP: Neem and Neem Derivatives – natural 16-Jul-2007

ksb-0907 Crop Management Tools and Production Aids 01-Sep-2016

Not applicable.

OMRI.OPD.2.6.3.5

友良積極參與南良學院教育訓練

產業交流

企業要成功精進，必須要有良好的人才組成。良好的人才於徵選及聘僱後，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
培訓，而對於人才的培訓除要有良好的課程規劃與安排外，最重要的是學員自己的求知慾與學

習精神。 友良事業體秉承總裁「永續經營之人才教育訓練政策」與學院落實人才培育強化教育訓練，
在 2016 年獲得南良學院頒獎績優出勤單位。身為經營主管的吳總經理以身作則積極參與南良學院各
項課程，並要求友良主管也需積極參與提升自我本職學能，若當天無法參與，則必須在隔週六親自至
吳總經理辦公室補授課當天課程內容，由此可見吳總經理對南良學院之重視，也讓主管們透過充實的
學習獲得新知識，讓公司經營成效持續茁壯與提升。

獎狀一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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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良事業體 徐華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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