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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至 28 日，曼谷：特耐王泰国举办了第一届安全健康环境（SHE）会议。此次会议

由特耐王有限公司组织，参加人员包括铃木雄二会长以及多家工厂的主要管理人员。特耐王集

团首席行政官橘桂子女士致开幕词并强调了安全健康环境会议的目标和基础。 

除了特耐王集团的管

理人员，联合集团负责安全

生产的白井先生和海外事

业部的松田先生也参与了

此次会议。他们分享了 2018

年在特耐王二级厂（特耐王

江苏、福州、圣远、泰国和

英国）展开的安全审查活动

结果和跟进情况。白井先生还介绍了联合集团的安全健康环境标准。通过在 TWPT（特耐王泰

国二级厂）的工厂参观，全体与会人员了解了工厂中潜在的风险因素、改善措施以及改进情况。 

在活动第二天，安全生产领域的专家山口先生与白井先生一起，分别带领两个团队在

TWPK（特耐王泰国三级厂）展开了现场检查。

大家记录并分享了他们在检查中发现的情况，

并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 

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山口先生的主持下，

与会人员就最近在特耐王福州和印度加工厂

发生的生产事故进行了讨论。大家分享了各自

 特耐王泰国迎来安全健康与环境审查 

 系列特别报道：安全记心间  

 Tri-Wall COLAB支持社区活动  

 Macro Plastics塑料箱产品在亚洲水果物流展 

特耐王泰国迎来安全健康与环境审查 

特耐王有限公司新闻 

特耐王集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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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在特定工作

流程和设备上的预防

措施。 

 

 

 

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制定环境法律法规清单。 

 完善记录操作人员的资质与认证。 

 在锯齿上安装保护罩（适用于台锯、板锯、电圆锯、组合锯等）。 

 制定设备清单，其中包括制造商的信息，如名称、地址、设备数量、安全防护状态等。 

 切割纸卷外包装时，应使用塑料切刀，或者把工具刀的刀片更换为单片式。 

 记录工具刀的数量及其使用情况（如使用者）。 

 在适用的情况下，对现有设备实施新的安全措施；如条件不允许，应在设备上放置警告

标志，并对工人进行必要的指导和教育。 

 建立事故报告流程。 

 建立事故预防机制以及未来对策和跟进措施系统。 

 

通过此次会议，来自二级厂和三级厂的参与者了解到如何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健康和环境

进行保障。他们将带着所学的知识回到各自的岗位，与身边的同事一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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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期的《Tri-Wall Now! 》中，我们介绍了工作场所安全的四个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

上定义了如何创建安全工作场所的规章。在本期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工厂安全管理中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人员。 

 

 

“必然性人员行为”是企业在进行安全管理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常见的“必然性人员

行为”包括： 

1. 伸出援手：看到他人或设备跌倒或即将跌倒，人们会出于本能去帮忙扶起来。 

2. 无意识行为（由于走神导致的违规行为）：人们在思考或走神的时候，往往会做出无意

识的行为。 

3. 错误和误解：人都会误解和犯错，也有人因为想当然而造成错误。 

4. 知识不足导致的行为：新人和辅助人员可能会因为缺少足够的知

识和经验，而做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因此，开始工作前，管理人员必须

给出明确的指导，让工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最重要的是，管理

人员必须让工人了解、熟悉和坚信这些指令背后的原因。 

5. 偷懒走捷径：走捷径是人的本能。这是“必然性人员行为”的

一种。在展开安全管理之前，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我们也会在后文深

入探讨这一点。 

 

  

系列特别报道：安全记心间 

捷径行为 (格式塔原则*) 

必然性人员行为 

① 

② 

③ 

○1  安全路线 

○2  转弯处抄近路 

○3  违规路线 

人们倾向于走捷径。这种倾

向会愈演愈烈。管理者应该采取

必要措施制止这些行为（例如，设

置栅栏） 

有关“走捷径”这种现象，我们来看这样一

个例子（上图）：工厂明确规定，工人从 A 点

前往 B 点时，必须遵循①所示的安全路线。但

是，慢慢地，工人们开始在转弯处抄近道（如②

所示）。如果这些抄近道行为没有导致任何后

果，这股风气就会愈演愈烈；最后，所有工人都

会选择③所示的捷径。 
 

*“格式塔（Gestalt）”一词源于德语， 

意思是“模式”、“形状”、“形式”。该 

理论由一群德国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建立，而 

“捷径行为”就是格式塔法则阐述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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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违规行为看似轻微（比如抄近路），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就算这些行为没

有导致不良后果，但是当人们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就会去尝试其他违规行为，从而导致不可

逆转的严重后果。因此，必须当场指出违规行为。另外，务必向工人说明，不遵守规则会导致

哪些后果。最后，如果管理者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那么遵纪守则的员工最终也会放弃原则。

对于组织来说，这是最不利的情况。 

管理者应该牢记以上内容，将安全管理当做长期工作来开展。 

 

 内容由特耐王有限公司全面生产管理顾问山口先生提供

违反规则的后果 

重复违反 

轻微违规 违规成功 再次违反 

危害/事故/ 

质量问题 

轻微的违规/风险行为，有可能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 

制止并纠正 

 

当场指出 

违规行为 

 Tri-Wall COLAB 支持社区活动  

8 月 24 日，香港：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中秋节，亚洲学会和香

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举办了一场别具特色的手工活动，向孩子们展

示如何使用 Tri-Wall COLAB 提供的 Bi-Wall 纸板制作兔子灯笼。活动

参加者包括来自香港儿童保护会的 15 名小学生和 9 名志愿社工。主

办方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激发和培养年轻一代的创造力。 

除了灯笼工坊活动之外，活动现场还展出了由纸板组装成的大

型扶手椅和拼图迷宫。孩子们在期间流连忘返，深深赞叹瓦楞纸板的

灵活用途和强大性能。 

 

 

 

 

 

新闻由 Tri-Wall COLAB 的水谷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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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 日至 6 日，香港：在今年的亚洲水果物流展上，来自

全球的新鲜水果及蔬菜供应链服务商展示了种类繁多的产品及服

务。参展商会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开拓业务和合作。Macro 

Plastics 是特耐王集团的业务合作伙伴，主要供应可回收的供应链

解决方案。今年，在特耐王有限公司营销团队的支持下，它也带

着其标志性产品——可回收水果塑料箱——出现在了展会现场。  

IsoBin 系列（左图）主要用于汽车零部件的物流运输，采用聚丙烯树脂

PP 原料，百分百可回收利用。其获得专利的三层底座经久耐用，抗冲击；独

特的内锁托脚设计也可确保安全堆垛。 

Hybrid 1012（右图）是最通用的水果塑料箱，

负载能力为 500 千克。这款箱体可以配置通风口

或采用无网孔设计（图中是网孔设计）。创新的立

柱设计，可以缓和并吸收冲击以防止破损，大大提高

了箱体的耐用性。这种回收箱可以在满负荷的情况下堆叠十几层。  

展会期间，铃木先生、周总、橘桂子女士，以及来自住友商事和日本全农的客户均到场支

持。 

 

今年的展会共吸引了超过 13,500 名专业买家涌入香港亚洲国际博览中心，参展商则包括

来自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 826 家公司。 

 

 

   

  Macro Plastics 塑料箱产品在亚洲水果物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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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彦根市：2019 年特耐王东亚集团创新大赛在

日本滋贺县彦根市的彦根城堡度假酒店召开。 

今年的比赛由两项活动组成。创新大赛前，与会者首先前

往山田包装容器有限公司的滋贺工厂进行了参观。这家工厂是

特耐王日本旗下的一家 OEM 工厂。大家借助这一机会，了解

了特耐王工厂的生产流程，以及工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而采取

的改善措施。 

来自特耐王日本的多家加工厂及特耐王印度均参加了比赛。大赛共选出了三家公司代表东

亚集团出席下月举行的特耐王集团国际创新大赛。和去年一样，特耐王印度的兒玉先生和

Samarth 仍然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了发表；他们不仅分享了今年的创新成果，还介绍了印

度市场的最新动向。 

在大赛的问答环节，观众们踊跃参与，用热情与行动支持了每一位参赛选手。 

 

 

 

 

 

  

  

  

 

经过一番角逐，最终，来自 Hiroho 株式会社的川上女士摘得了桂冠。她的发表项目是《真

空成型托盘的替换方案》。在去年的东亚集团创新大赛中，Hiroho 株式会社曾荣获二等奖；今

年，他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此外，这也是近年来第一位代表公司出征并荣耀而归的娘子军。 

大赛二等奖获得者是来自富士化学的岩崎先生。他发表的题目是《大型喷墨式打印机的出

口包装方案》。岩崎先生的最终得分与第一名非常接近，希望他能利用剩下的一个多月继续完

善和打磨发表内容，在决赛中为大家带来更好的演绎。 

以上两家公司将代表特耐王东亚集团参加十月份于越南举行的国际创新大赛。 

 2019年特耐王东亚集团创新大赛 

 WiLLiFE参加 2019年日本殡葬产业展 

2019 年特耐王东亚集团创新大赛 

宫崎社长致开幕词 

特耐王印度 

发表人：兒玉先生、Samarth 

富士化学株式会社 

发表人：岩崎先生 

Hiroho 株式会社 

发表人：川上女士 

 

千叶三立梱包运输株式会社 

发表人：吉田先生 

来自特耐王日本的新闻 

特耐王在亚洲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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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特耐王日本的 提供

  

名次 公司 发表题目 

一等奖 Hiroho 株式会社 《真空成型托盘的替换方案》 

二等奖 富士化学株式会社 《大型喷墨式打印机的出口包装方案》 

参与奖 千叶三立梱包运输株式会社 《汽车稳定器包装方案》 

特别发表 特耐王印度 《地铁部件包装方案》 

上图左起：千叶三立梱包运输株式会社吉田先生、Hiroho 株式会社小早川社长、Hiroho 株式会社川上女士、

富士化学株式会社小川社长、富士化学株式会社岩崎先生、特耐王日本宫崎社长 

大赛结束后，参加者们出席

了由特耐王日本主办的社交晚

宴暨颁奖典礼。 

一等奖及二等奖的获得者

受邀上台领取了证书及奖品。其

他发表团队也获得了纪念奖。 

 

2019 年特耐王东亚集团创新大赛获奖情况 

山田包装容器有限公司滋贺工厂合影留念 

东亚集团创新大赛参加人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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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至 22 日，东京：在今年的日本殡葬产业展上，WiLLiFE 推出了新型的可折叠纸

棺材 E-coffin。这项产品由 Tri-Wall 纸板制成，新颖环保，一经亮相就立刻引起了参观者和媒

体的关注。一些当地的媒体和电视也对其进行了报道（见下面截图）。 

 

新闻由  的水谷康提供

  

 WiLLiFE 参加 2019 年日本殡葬产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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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至 22 日，河内：来自东南亚五个国家的特耐王分公司相聚一堂，竞争特耐王国际

创新大赛的入围名额。特耐王东南亚集团负责人 John Lymberis 先生、特耐王马来西亚负责人

Shuhairi 先生和特耐王泰国设计负责人 Tsuda 先生担任了此次预选赛的评委。由于每家公司

的发表都非常精彩，所以评委们可谓是经历了艰难的抉择。 

今年的预选赛大力鼓励观众与发表人员互动。听众们围绕参赛选手的概念和发表提出了犀

利的问题和改善意见。最终，有三支队伍将代表特耐王东南亚集团参加决赛，他们是： 

 

 

 

 

 

 

 

 

 

 

 

 

 

 

 

 

 2019 特耐王东南亚集团创新大赛 

 职业培训：人工智能时代的情商 

 八月客户活动 

 市场信息分享：东南亚 CEVA物流 

 瓦楞纸板创意作品 

2019 特耐王东南亚集团创新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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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耐王越南 

《快速简易的托盘组装》 

 

特耐王泰国 

《装配和压缩零件的夹具》 

 

特耐王新加坡 

《新加坡 Jamco 公司航空产品包装方案》 

恭喜以上三支获奖团队！ 

& 

感谢所有参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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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备好了！10 月 19 日，河内见！ 

我们也借此机会举行了一场市场和销售培训。

Shuhairi 先生分享了七个经典案例和 4D 原则，让所有人

受益匪浅。  
4D: Discover（发现），Define（定义），Develop（发

展），Deliver（交付）——Shuhairi 先生的销售理念 

由于预选赛是在越南河内举行，所以参赛选手借此机会参观了特耐王越南的新工厂。新

工厂将于今年的 10 月 18 日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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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培训：人工智能时代的情商 

特耐王新加坡全体成员的另一次职

业培训！这一次，我们的培训师是

Steven Seek 先生——Six-Second EQ 

Competencies（6 秒情商理论）的认证

讲师和顾问。 

 八月客户活动：满足客户需求的完美箱型 

亚克力面板 + TW 围板箱 + STC 上下盖 

通过使用 TW 围板和亚克力面板结合的设计，为客户提供

了又一个创新解决方案。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实现方便存储和

回收使用，还可以轻松辨别箱内的货物。 

围板内寸：1200mm x 1200mm x 600mm（高） 

STC 上下盖内寸：1220mm x 1220mm x 150mm（高） 

现有设计：箱子完全封闭，操

作人员无法看到里面的货物 

样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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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息分享：东南亚 CEVA 物流——明日供应链 

 

CEVA 首席商务官 Laurent Binetti 就

CEVA 在供应链行业的转型发表了主题演

讲。 

会上，来自 CEVA 公司的零售、科技、

汽车和电子商务专家分别介绍了东南亚

多个垂直行业的全球供应链的前景、趋势

和未来。 

CEVA 东南亚执行副总裁 Elaine Low

和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 Axel Herzhauser

也介绍了 CEVA 的区域业务战略和发展足

迹。 

活动日期：2019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 

“明日供应链”是由 CEVA 全球专家举

办的一场行政早餐研讨会，特别邀请了

CEVA 公司来自不同行业的超过 40 位客户

出席。在 CEVA 首席商务官 Laurent Binetti

的主持下，各位专家分享了各行各业全球供

应链的行业前景和发展趋势；CEVA 东南亚

管理成员 Elaine Low 和 Axel Herzhauser 也

对公司在该地区的业务战略发表了见解。这

是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让与会者能够面对

面地深入讨论供应链的未来趋势。 

右图：特耐王新加坡的高级客户服务主管 

Mak SooYi 女士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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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由特耐王新加坡的黄丽清（Pearly）与周青海提供  

 

瓦楞纸板创意作品 

叠叠乐 

成人：2 米   

儿童：1 米 
欢乐球池：3 x 3（米） 

材料：15mm TW 纸板 

照片墙由海报裱贴在纸板上而成 

纸板椅 

8 月 3 日，新加坡：我

们为客户公司的周末亲子

活动制作的创意道具。超

过 100 位客人和他们的孩

子 参 加 了 这 场 名 为

S.T.E.A.M.的项目。活动旨

在培养儿童在计算机、科

学、数学、建筑等方面的技

能。 

S: Science（科学） 

T: Technology（技术） 

E: Electrical（自动） 

A: Arts（艺术） 

M: Mathematic（数学） 

特耐王新加坡团队受邀协办了 CBMA（新加坡瓦楞纸业厂商会）35 周年庆典晚宴。为

了鼓励来宾们积极参与，我们准备了互动游戏及奖品帮助大家热身，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会场充满欢声笑语！  

Pearly 和 Altas Paper 的销售总监 CM Lau 先生担任了此次活动的主持人。 

新加坡的标志：鱼尾狮 纸板制成的背景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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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月到 8月期间，特耐王

印尼工厂通过执行生产改善计划，

显著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这份成绩是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

这一计划和每年的创新大赛一样，

目的都是选拔员工们提出的创新

项目。活动由特耐王印尼的质量监

管负责人 Atin 先生带领，由其他部

门负责人支持。经过近两个月的执

行，员工的责任感和工作态度都有

了极大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也有

了明显改善。 

该活动得到了员工们的积极响应，吸引了

不少员工报名参赛。这展示出了大家对生产改

善的热情。经过一番选拔与淘汰，共有三组选手

胜出。 

改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公司计

划将此项目作为年度活动，鼓励员工在日常工

作中时时思考，处处改善。 

 

 

 

 

 特耐王印尼生产改善行动 

 特耐王印尼员工运动会 

特耐王印尼生产改善行动 

来自特耐王东南亚的新闻 

特耐王印尼：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提供 

现代的包装技术 

 

参赛选手与管理团队合影留念 

选手们正在进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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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8 月 17 日是印尼的独立日。今年 8 月初，为了庆祝这一节日，特耐王印尼特别举

办了一场员工运动会，让大家在感受节日喜悦之余，还能锻炼身心，提高身体素质和团队协作

精神。 

运动会的项目包括五人制足球、兵乓球、象棋和钓鱼。由于员工们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

比赛项目，所以几乎所有员工都有机会在比赛中一展身手。  

在五人制足球比赛中，球员不仅包括特耐王印尼的员工，还包括他们的家人。毕竟，员工

的家人也是特耐王印尼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公司的空间有限，五人制足球和钓鱼等比赛都是

在另外的场地内举行的。 

这些轻松有趣的活动就像是繁忙工作的调剂，让员工们充分放松了心情，度过了愉快的时

光。公司也希望此类活动能进一步提高大家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新闻由特耐王印尼的 Suwito 提供 

 

特耐王印尼员工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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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特耐王英国获得了一笔政府资助款项。该款

项将被用于研究和制定有关电池运输的全球标准。目

前，项目已经获批并获得超过 70 万英镑的资金（预计

项目总值为 118 万英镑）。项目完成后，将为今后的锂

电池全球运输设立统一标准。 

除特耐王英国外，还有七家企业和机构将参与到

这个项目中，包括捷豹路虎、3M、Denchi Power、

Potenza、Lifeline Fire、Safety Systems、健康与安全执行机构，以及英国华威大学。项目内容

包括研发最新电池技术，以及设立锂离子电池的包装运输和处理标准。 

这项名为 LIBRIS 的联合项目目前已经获得了约七百万英镑的资助，由英国政府通过“法

拉第电池挑战赛”下发。作为英国实现“零排放经济”的重要先驱，法拉第电池挑战赛汇集了

世界领先的企业和学术精英，旨在推动最新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的研发。 

特耐王英国董事总经理 Gavin Peters 表示：“我们在处在一个寻找可持续汽车能源的时代，

因此，这个项目对于特耐王以及锂离子电池的未来发展和运输都有着重要意义。” 

锂离子电池通常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和电动车辆，如今在军事和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也越

来越广。 

特耐王英国业务发展和项目负责人 Mike Valentine 表示：“这个项目将集合团体的智慧，

解决新一代汽车电池开发过程中的各种挑战，比如能源、性能、安全、生产等。” 

 

新闻由特耐王英国的 Stuart Rose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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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耐王英国树立全球电池运输新标准 

 2019蒙默斯漂流赛 

特耐王英国树立全球电池运输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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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蒙默斯：蒙默斯漂流赛是由蒙默斯扶轮俱乐部组织的

年度活动，今年已经是第 54 届。 

在比赛中，俱乐部、公司和个人选手们需要沿着蒙默斯的标志性

河流——Wye 河——顺流而下 6.5 英里（约 10.5 公里），为慈善机

构筹集资金。比赛要求所有漂流筏必须手工制作。对于经验丰富、设

备先进的特耐王英国来说，这样的要求自然不成问题。  

特耐王英国团队由

Kevin Williams、Tony Hooper、Rhys Jones、Dean 

Corbett、Alex Hunt、  Matthew Griffiths、Sam 

Benett 和 Andrew Jones 组成，由 Dave Bennet 协

助运输漂流筏。比赛当天的天气非常好，团队成员

齐心协力完成了全程并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有

些选手的漂流筏在半路就惨遭沉没）！  

比赛募集到的捐款将以 75%和 25%的比例分

别赠予圣大卫临终关怀护理机构和蒙默斯扶轮俱

乐部赞助的其他慈善机构。 

 

新闻由特耐王英国的 Gail Jones 提供 

 

2019 蒙默斯漂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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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各国公共假期一览 

 

此表格仅供参考，以各公司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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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akes nothing to join the crowd, it takes everything to stand alone. - Hans F. Hansen 

随波逐流并不难，坚持己见则需要勇气。——汉斯·F·汉森 

 

如果您对《Tri-Wall Now！》内部报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联系： 

joan@tri-wall.com / cecilia@tri-wall.com.hk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1 2 3 4 5 6 7

Malaysia-Awal Muharram Malaysia-Awal Muharram

Holiday

Indonesia-Muharram

Vietnam-Independence Day

United States-Labour Day

8 9 10 11 12 13 14
Hong Kong-The day following

Mid-Autumn Festival

PRC-Mid-Autumn Festival

Malaysia-Agong's Birthday

Taiwan-Mid-Autumn Festival

Korea-Harvest Festival

Holiday

Korea-Harvest Festival Korea-Harvest Festival

Holiday

15 16 17 18 19 20 21

Japan-Respect for the Aged

Day

Malaysia-Malaysia Day

22 23 24 25 26 27 28

Japan-Autumnal Equinox Day

29 30

2019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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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