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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特耐王集团全体同仁： 

 

新年快乐！ 

当 2019 的钟声敲响时，你是否是和挚爱的亲朋好友相

伴度过？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正是制定新年计划、展望精

彩未来的最佳时机。中国有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

以，在踏上新的征程之前，让我们一起回望特耐王的 2018。 

对于特耐王集团来说，2018 是成绩斐然的一年。我们

在追求“诚信、优质、创新”的征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

煌——在实力提升方面，特耐王欧洲（蒙默斯）瓦楞纸工厂

的全新干部设备正式投入使用，TWPT 二期工厂盛大开幕；

在构建学习型组织方面，平均每两个月就有一次集团级培训；在全球网络扩张方面，我们很高

兴迎来了 Aldez（美国）和 Rosewood（英国）加入特耐王大家庭。  

2019 的大幕已经拉开；新的挑战与目标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去征服。今年，特耐王集团

的发展目标包括： 

 

＊ 继续扩大地区覆盖，实现“全球网络，本地服务”的进一步完善； 

＊ 继续加强战略合作，提升我们作为一站式包装方案供应商的实力； 

＊ 继续推动现有业务和经营的可持续增长； 

＊ 继续通过稳定增长实现收入和利润预算目标。 

 

就在 2018 年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与联合集团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大坪清先生进行了一次真诚、坦率的会谈。在会谈中，大

坪先生重申了对特耐王集团的全力支持，同时也全权委托我负责

特耐王集团的管理和运营。对于大坪先生及联合集团赋予的信任

与肯定，我们定将不负所托，力争成为联合集团旗下最卓越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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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一，为联合集团——也为我们自己——谱写辉煌。 

从加入联合集团至今，联合集团始终都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依托联合集团的硬件设施与

专业经验，特耐王集团的业务将得到大力的推进。因此，我谨代表特耐王集团全体员工，向大

坪先生及联合集团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致特耐王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集团的成绩是你们每一个人

不懈努力与精诚合作的成果。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里对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我相

信，只要我们始终心系客户，继续向着既定目标携手迈进， 2019 年，我们将树立起更多辉煌

的里程碑。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铃木雄二 

特耐王集团董事长兼 CEO 

 

 

 

 

《Tri-Wall Now！》的读者们，新年好！ 

希望大家的新年都有一个红红火火的开端。在

新的一年里，也希望我们的 TWN 内部报能够再接再

厉，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有趣的分享。TWN 创刊至

今已有十年；成长路上，不变的是一众读者最诚挚

的支持。其中，熊沢紅二（Koji Kumazawa）先生就

是我们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部分读者可能对这个

名字有些印象，因为我们曾在2015年2月份的TWN

中刊载过熊沢先生名为《来自熊沢紅二的新年祝福》

的投稿（见左图）。虽然熊沢先生早已从岗位上退休，

但是却依旧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着集团的最新动向。

在许多人心中，他一直是无可替代的“特耐王先生”。 

在新年伊始之际，熊沢先生又为我们带来了怎

样的鼓励与祝福？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在去年写下的

一篇随笔吧！ 

 

 

读者来信： 来自熊沢紅二先生的新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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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的变迁（读《Tri-Wall Now！》有感） 

                                           

最近，我在阅读《Tri-Wall Now！》（后文统称为 TWN）的时候，留

意到了一篇令人十分欣慰的新闻。文章中说，TWN 每个月收到的投稿数

量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大家对 TWN 的关注与日俱增，并且非常乐于与集

团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见闻。 

大千世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留心万事万物的生息脉搏，并用文字

记录下来。幸运的是，TWN 的投稿者们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部分。他们也有着繁忙的工

作和日程，却仍然愿意拿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和集团里的同仁分享他们身边的新鲜事。 

我认为，特耐王集团生生不息的创新与持续增长的业务，来自于集团上下强大的凝聚力。

可以肯定的是，TWN 是增强集体凝聚力的最佳方式之一。借助这一平台，全球员工彼此相识，

踊跃交流。这种乐趣和归属感，往往让人回味良久。养成了坚持记录的习惯后，你便学会了用

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这件事挺有意思……那件事也有很多有趣的亮点……”。敏锐的洞察

力就是通过长久的观察和积累培养出来的。久而久之，你就知道了哪些值得关注、哪些值得记

录，而且一次比一次进步。另外，把想法转化成文字的过程，也可以帮助你想得更深、更广。 

我平时也喜欢写一些随笔，记录生活中的细节（虽然我的写作只局限于几个特定领域）。

大家不妨提起笔来，用文字记录你的专属领域，然后投稿给 TWN。当来自不同个人、不同领

域的投稿汇聚到一起时，TWN 的可读性就会越来越高。我由衷地希望，大家都能在这里敞开

心扉，展示自己，结识全球好友。 

此时此刻，正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我，仿佛也感受到了其他投稿者心中的那份热爱——那份

对 TWN 和特耐王大家庭的热爱！ 

 

熊沢紅二 

2018 年 4 月 22 日   

************************************************************************* 

 

对于《Tri-Wall Now！》的编辑团队和各位投稿者来说，熊沢先生的热情支持是一种莫大的认

可与鼓励。目前，编辑团队的成员包括总编辑橘桂子女士、责任编辑诸彤及马新馨，以及英文校对

Matt Ryan。每一期《Tri-Wall Now！》的诞生都会经过新闻采编、投稿汇总、翻译、排版、校对等

流程；各位团队成员细心把好每一关，只为给大家呈献一期优质的内部报。在新的一年里，这支

小团队也将再接再厉，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有益、有价值的新闻。 

真诚欢迎大家积极投稿，踊跃分享！ 

  

橘 桂子 

《Tri-Wall Now!》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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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3 日，香港：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是香港大学的直属

学院之一，致力于为在职人士提供推动个人、专业和事业发展的各种学习机

会。上月，由 Tri-Wall COLAB 与该学院合作的设计项目在香港举行了成果汇

报。 

在此次合作项目中，来自进修学院的设计系学生们用特耐王纸板和其他

材料，创作出了多款富有创意的座椅及家居装置。 

（照片提供者：水谷康） 

此次合作项目为期数月，因此，学生们有充足的时间设计构思，然后使用

COLAB 的打样机制作成品。在从想法到现实的转变过程中，学生们遇到了各

种千奇百怪的问题和差错，有的甚至连我们的设计师都未曾遇到过。不过，这

也是设计的乐趣所在：在摸索与重复中前进。 

与胶合板、一般瓦楞纸板等材料相比，特耐王的纸板拥有众多独家优势，

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艺术、建筑、设计等专业的教学中。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 Tri-Wall COLAB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项目，欢迎浏览我们的专有页面或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tri-wall.com/global-network/tri-wall-colab/ 

 

 

 

 

新闻由 的水谷康提供 

  

Tri-Wall COLAB 与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举行合作项目 

https://www.tri-wall.com/global-network/tri-wall-co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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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15 日，东京：特耐

王日本经营方针大

会于日本召开。按

照惯例，特耐王日

本每年会举行两次

经营方针大会；会

上，来自日本各加

工厂的员工们相聚

一堂，共同商讨集

团的未来发展方向。各更重要的是，这些

大会为大家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让日本各

地的同事们彼此相识，建立更紧密的联

系。在今年的会上，相关人员报告了上一

财年的业绩，公布了下一年的经营方针。

与会者们认真聆听，积极提问，会议氛围

十分热烈。会后，参与者们共同出席了由

特耐王日本特别准备的年终晚宴。 

晚宴期间，集团领导宣布了最佳员工奖项；来自客户服务部的菊池将和先生凭

借 20 年勤勉工作和出色成绩，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这一荣誉。 

除颁奖典礼外，两位最近加入特耐王日本的销售工程师也登上了舞台和大家见面。这两位

新员工分别是加藤雄司先生和饭岛规道先生。加藤先

生于去年 11 月加入公司，目前正在接受入职培训；

饭岛先生则是于 12 月 14 日入职，并且在入职的第

二天就参加了此次经营方针大会。目前，饭岛先生是

特耐王日本最年轻的一位员工。今后，两位新成员将

负责关东地区的业务，祝愿他们拥有出色的表现！ 

 

 

新闻由特耐王日本的 Nagisa Maeda 提供  

 特耐王日本经营方针大会召开 
来自特耐王日本的新闻 

特耐王在亚洲的诞生地 

特耐王日本经营方针大会召开 

特耐王日本负责人宫

崎先生为菊池先生

（右）颁发了奖状。这

位加入公司已有 20 年

的老员工，在听到自己

获奖时格外惊喜。 

 

 

 

 

 

 

 

 

饭岛规道 

 

 

 

 

 

 

 

加藤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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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特耐王东南亚的新闻 

特耐王亚洲：为亚洲的小巨人提供 

特耐王解决方案 

 

特耐王新加坡受邀进行创新演示 

创新创造价值——无论何时何地，这句话都铭刻在我们心里。 

最近，特耐王新加坡及其客户 System Two Engineering 受新加坡航空引擎有限公司

（SAESL）的邀请，在他们的生产车间举行了一场关于“创新”的产品展示会。 

目前，为了落实“保护地球！”的企业社会责任承诺，SAESL 正在考虑用纸托盘代替以

往的塑料托盘。借助此次机会，我们向这一终端客户展示了我们的纸托盘产品，并获得了良

好的反响。而客户也通过这次展示进一步了解了瓦楞纸产品的性能和独特优势。 

 

特耐王新加坡供应商工厂迎来客户审查 

川先生和仓库主任 Bong Jat Hin 先生在新加坡 Tat Seng 集团（特

耐王新加坡的供应商之一）进行了客户审查。 

审查期间，山川先生和 Bong 先生深入了解了瓦楞纸工厂的生

产工艺和流程。凭借这些经验与知识，他们今后可以更科学、更高

效地制定采购计划，推动与特耐王新加坡之间的业务往来。 

山川先生  

Taiwana 六色印刷机，

集开槽、压线、印刷及

粘合功能为一体。 

ALPS Logistic (S) Pte Ltd 是特

耐王新加坡十强客户名单上的最新

成员。在过去这些年的合作中，ALPS

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积极的

配合，让合作双方都受益良多。  

最近，我们陪同 ALPS 的经理山 

 特耐王新加坡受邀进行创新演示 

 特耐王新加坡供应商工厂迎来客户审查 

 特耐王新加坡节日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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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特耐王新加坡的 Pearly Ng 及 Choo Chinghai 提供 

  

特耐王新加坡节日季活动 

 

 

2016  2018 

回收 · 利用 · 循环 

从“花”到“桌”

的变化 

2017 

创造，重生——这才是节日装饰的真谛！ 

十二月，一个感恩与庆祝的季节！  

温故，知新，迎接 2019。 

新年新风貌——相同的环境，不同的心情！ 

 2018 2019 

2017 新面孔：  

2018 年加入我们的新成员！ 

 

目前，我们正在合作 Thales 

项目。他在服兵役期间，曾经

是别动队的一名成员。经历生

活的起起伏伏之后，他仍然对

生活和工作充满了热情！ 

今年的感恩晚宴，我们

特 别 邀 请 了 客 户 (Tough 

Pack)、供应商 (Tat Seng) 及

其配偶加入，以感谢他们在

过去一年给予我们的支持与

认可。无论是客户还是员工，

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Eric (Tat Seng) 

Pierce (Tough Pack) 

2018 年终感恩晚宴 

2018 年 12 月 7 日 

左：特别来

宾，来自

Tough Pack

的 Pierce Ng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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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erick Jones 合作 50周年纪念 

 特耐王欧洲赞助本地足球队 

 特耐王欧洲圣诞晚宴及舞会 

来自特耐王欧洲的新闻 

特耐王欧洲：向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提供特耐王的服务 

 

Frederick Jones 合作 50 周年纪念 

2018 年是特耐王欧洲与 

Frederick Jones（贝尔法斯

特）建立合作关系五十周年纪

念。Frederick Jones 成立于十

九世纪初叶，原身为 Jones 

Bros. & Daley。1944 年，公

司更名为 Frederick Jones 并

沿用至今。时至今日，该公司

仍保持着家族经营的传统。 

1968 年， 特耐王欧洲与

Frederick Jones 建立合作关

系，用新型的七层瓦楞纸板取

代了传统的木材包装。1972

年，内皮尔街扩建工程展开，

为即将成立的瓦楞纸工厂做

好准备。 

至 此以 后， Frederick 

Jones 就和特耐王一直保持

着密切的业务往来。为了庆

祝双方持续半个世纪的合作

伙伴关系，特耐王欧洲董事

总经理 Gavin Peters 与技术

&营销经理 Stuart Rose 亲自

拜访，为对方送上了一座五

十周年纪念奖牌。  

特耐王欧洲赞助本地足球队 

新年伊始，蒙默斯青少年足球队收到了一份

特别的节日礼物：由特耐王欧洲和 County 

Builders 这两家本地企业赞助的运动用品和装

备。球队教练 Mark Thorpe（同时也是特耐王欧

洲的一名员工）表示：“非常感谢这两家本地企

业为孩子们购买的足球装备。你们的慷慨之举，

是对我们球队的莫大鼓励。每一个孩子都会永远

记得这份充满温暖与关怀的节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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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特耐王欧洲的 Gail Jones 提供 

  

特耐王欧洲圣诞晚宴及舞会 

这是一个充满了美食、舞蹈与欢笑的夜晚。特耐王欧

洲的员工们齐聚万豪高尔夫俱乐部（去年六月的集团培训

也在此举行），和 Tillotsons 运动俱乐部的成员们一起欢庆

节日季。 

特耐王欧洲制作的节日装饰 

左：Gavin Peters 亲

自试驾节日雪橇，为

即将到来的庆典做

好准备。 

 

右：办公室的圣诞老

人日。大家都被浓郁

的节日氛围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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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Matt Ryan、橘桂子

 

 

The object of a new year is not that we should have a new year. It is that we should have a new soul. 

新年的意义不在于翻开新的日历，而在于由内而外的面貌一新。   -  G.K. Chesterton（英国作家）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联系 joan@tri-wall.com 或 cecilia@tri-wall.com.hk。 

mailto:joan@tri-wall.com
mailto:cecilia@tri-wall.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