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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創新技術    在地海廢變黃金
開拓全方位功能性紡織品新藍海
南良集團於1979年成立中良工業，在集團堅實基礎上，中良迅速成為全球前5大品牌的鞋材供應商。
爾後中良推動第一次企業轉型，從傳統的鞋材布料貼合，跨進功能性紡織品的生產製造。第二次企

業轉型則是與國際品牌的研發、設計單位對接，二代接班後以數字管理進行第三次企業轉型，聚

焦在提升企業品牌價值上。 

全球運動品牌TOP5

創新材質推手 中良工業│ 蕭弘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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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良工業。

中良工業隸屬於南良集團，集團旗下約有

60 間公司，從材料染、整、織等垂直製程，
延伸至戶外成衣、運動背包袋、電腦袋、運

動醫療護具等成品生產，是全球少數在戶

外、運動，防護三個領域上，同時整合材料

到成品的企業集團。

搭上1970年代台灣製鞋業的蓬勃發展，

南良集團總裁蕭登波於1979年在台中設置

第二廠房，並成立中良工業。爾後中良從

鞋材貼合開始，積極投入創新研發，強化

技術優勢，成為供應全球功能性紡織品的

領導品牌。

二次轉型

與杜邦、3M等國際品牌直接對話

在集團既有的堅實基礎上，中良在短短

幾年間成為NIKE、adidas、PUMA等全
球前5大品牌的鞋材供應商，1986年轉

CORDURA® AFT透氣針
織布，為亞洲唯一設計

織造供應商

全球TOP 5運動品牌
認證材料供應商

超過10項品牌指定
環保永續認證項目

1 5

10 +

蕭弘凱（中）接任執行總經理，帶領中良核心團隊進行第三次企業轉型，並聚焦在提升企業品牌價值上。

每年運動鞋的全球市場規模超過1,000
億美元。光是運動品牌龍頭NIKE一年

就可以賣出7.88億雙運動鞋，換算下來，
等於每一秒大約賣出25雙！如此龐大的運

動「金」濟，幕後推手之一，包括了自成立

以來即供應鞋材給國際前5大知名運動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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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品牌合作新材料的開發與設計，（下）為美國波特蘭PENSOLE設計學院運用ARIAPRENE®為教學設計主題。

投資成立中鎮科技，專攻不織布領域，包括中

底布、內裡布、鞋面平織布等產品，第一次

企業轉型等於是從傳統的鞋材布料貼合，跨

進功能性紡織品的生產製造。到了1992年左

右，中良已經以「功能性紡織品」成功切入

國際運動品牌供應鏈，深具遠見的布局，讓

中良不但沒有受到1990年代紡織業衰退的

洪流所影響，業務反而蒸蒸日上。

然而，計畫趕不上變化。1997年亞洲金融

風暴襲來，連帶影響海外市場營運，「落實

國際化經營」成為中良啟動第二次企業轉型

的主要課題。

中良打破以往由鞋廠轉單的模式，一方面

嘗試直接與國際品牌的研發、設計單位對

接，另一方面積極尋求與拜耳、杜邦、3M等
材料大廠合作，透過直接打通需求和資源兩

端，取得與國際品牌溝通的先機：由各大國

際品牌與中良先行討論材料規格與價格，

中良進行材料開發之後，再由品牌指定鞋

廠向中良採購該項材料。

透過與材料大廠和國際品牌之間的緊密

合作，中良深入掌握各種功能性紡織品

的特性。在強化自我研發能力的10餘年

間，中良不但通過 I SO 9001品質認證，
也開發國際材料品牌代理業務，陸續引進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太空
科技智慧溫控材料品牌Out la s t，獨家代
理德國SympaTex旗下COLVERA防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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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PUMA®設計與製造世界盃足球賽球衣，取
得GRS認證

1979

2003

1995

2011

2006

2010

2012

2015

2020

2018

中良工業大事紀

南良集團在台中設立中良，從事鞋材貼
合製造

獲拜耳集團（Bayer）全力支持在台灣代理銷
售防水膜產品

獲美國防水透氣品牌eVent® 鞋材亞洲獨家代理
及其成衣Soft Shell代理權

成為NIKE®、adidas®一級供應商

自創材料品牌ARIAPRENE®

通過 New Balance®有害物質管制 RSL認證，全台
第一家加入永續成衣聯盟SAC

取得瑞士藍色標誌標準認證 bluesign®，取得碳
足跡認證證書

加入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會員

通過Higg Index工廠環境管理模組驗證及
社會勞工整合計畫SLCP驗證

2003年更是拿下美國防水透氣品牌eVent
鞋材亞洲獨家代理及其Sof t She l l軟殼衣
的台灣代理權。

企業責任

與全球一線品牌並肩為環保努力

中良在2006年晉身為NIKE、adidas一級

供應商，2009年中良實驗室也取得法商迪卡

儂認證。此時在業界，「TLC」已是功能性紡
織品的領導品牌。

透過長期與各大國際材料商與運動戶外領

域的國際品牌互動與深耕，累積豐富的產業

與技術know-how，中良進一步在2010年推
出自創材料品牌「ARIAPRENE®」。這是一

種創新、環保，可高度客製化的複合發泡材

料，有別於傳統橡膠發泡材料，ARIAPRENE®

採用的熱可塑彈性體（TPE）複合材料燃燒之
後不會產生氯，同時在貼合技術上也不使用

傳統溶劑型膠料，而是改用中良獨家專利的

無溶劑、無毒性環保水性膠，不致對環境造

成傷害。

持續以「環保創新技術」為研發主力，

中良不僅在2011年通過New Balance有
害物質管制RS L認證，也成為全台第一家
加入全球永續成衣聯盟SAC（Sustainable 
A p p a r e l  C o a l i t i o n）的企業，與包
括Timberland、NIKE、GAP、H&M、LEVI'S
等全球一線品牌，共同為減少紡織品和服裝

對地球環境的汙染而努力。

在業務拓展上，中良以功能性材料為

特點高速成長，材料領域遍及鞋材、成

衣與包袋。然而，就在本業如日中天之

際，位於東莞的轉投資—— 中岳旅行用品
（DECORTEC）卻是虧損連年。

最新開發的ARIAPRENE® TERRA™系
列，不僅保留環保、無毒、輕量的材料

特性，而且是利用工廠生產的發泡邊

角料回收再製，創造出減少廢棄物、降

低空氣汙染的循環經濟效益，已通過

GRS（Global Recycled Standard；全球
回收標準）及歐盟REACH法規209項高
關注物質檢測，應用範圍涵蓋鞋材、包

袋、護具及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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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剛柔並濟，有鐵血政策，也要有柔性訴求，

溝通的真諦在於讓大家的腦袋同步、
思維模式趨於一致。

第三次企業轉型，範疇從材料到成品一貫式生產、管理制度面的化繁為簡，一直到客戶策略的與時俱進 。

魔鬼王子

鐵血改革拯救墊底轉投資

現任中良工業執行總經理蕭弘凱，退伍之

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前往中良事業體旗下

最不賺錢的中岳旅行用品「磨練」。

中岳於1999年成立，是整個南良集團

裡第一家包袋成品廠，生產戶外運動用背

包、電腦袋、旅行袋等。2008年蕭弘凱就

任時，中岳已經虧掉好幾個資本額，業界

也盛傳中岳就要倒了。

「在南良集團的年度重要集會上。其他

公司大多是率隊接受總裁和副董的表揚，

但是中岳得到的評語卻是，如果有一天可

以賺錢，就可以安心退休了。」對於當時

經營慘況仍記憶猶新的蕭弘凱，還記得自

己站在隊伍的最前頭，羞愧得臉上熱辣辣

地。回到東莞後，他每天只睡3個小時，

想盡辦法解決所有問題，引進廠內外包機

制，並以每年省下10％的人力為目標，急

速地進行組織扁平化。

外表斯文的蕭弘凱，在改革期間員工私

下稱他為「魔鬼王子」，血洗了中岳一

輪，但事後證明，鐵血改革是奏效的。短

短兩年內，他就讓中岳轉虧為盈，當年度

淨利率超標200％，往後5、6年間，甚

至在疫情當道、旅遊相關業者一片慘澹的

2020年，中岳依然能維持獲利。

剛柔並濟

讓業務、廠務思維模式趨於一致

「有獲利才能談改變，如果是虧損就只能

談改革，而在改革過程中，流汗已經不夠

了，還會流淚和流血。」蕭弘凱用詞犀利，

但態度溫和地說，當時的改善方案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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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良的創研和行銷團隊正在討論「一片式鞋材」開發專案。

增加成本為主」為首要原則之下，從廠務到

業務一共推動了100多個案子，他自己把時

間切分成以小時為單位，務必親自和每一組

員工（約4到6人）開會溝通。

他深信，改革要剛柔並濟，有鐵血政策，

也要有柔性訴求。溝通的真諦在於讓大家

的腦袋同步、思維模式（mindset）趨於一
致，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例如蕭弘凱

發現中岳業務量逐年下滑，主因在於報價比

對手貴30％，品質卻上不來。他把廠務和

業務的思維調頻成「品質第一」，此後產

線端寧願在製程上耗時費工，也不生產次

級品；以往只進行物理測試的實驗室，也

自主加做化學測試以嚴格控管品質，業務

也更願意接下技術難度高，但利潤較佳的

訂單。

蛻變之後的中岳旅行，不僅打進Apple、
BOSE、Herschel Supply等一線品牌供應
鏈，也成為蘋果週邊精品Incase、年輕人
最愛耳機潮牌Beats、運動攝影機GoPro等
新興品牌的最大供應商，不僅在中良事業

體內掙回了在成品業務上的面子，也讓南

良集團高層對於年輕一輩的管理能力刮目

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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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救援

親上火線協調挽回大客戶信任

沒想到，一向營運穩健的中良竟在2016年

創下營收高峰之後，旋即於2018年陷入了

空前的危機。

當時因為市況大好，中良爆單超接，但是

生產管理系統不夠準確，導致交貨不及。

為了實現對客戶的承諾，中良甚至不惜以

空運交貨，光是空運就吃掉90％的獲利，

結果仍趕不上最終期限，造成客戶的信心

流失。

面對大客戶NIKE的不滿，高階主管主
動找上蕭弘凱支援，到NIKE位於美國俄
勒岡州波特蘭（Por t land）的總部進行談
判。在英國主修「商業溝通」（Business 
Communication）的蕭弘凱，在此次商業
談判中擔任至關重要的協調角色，成功挽回

了客戶的合作意願。波特蘭一役之後，集團

高層希望蕭弘凱回到中良，進行企業再造。

2018年他接下中良副總一職，主導內部組

織改造和提高生產效能。

經過10年歷練，蕭弘凱處事更加成熟，

這一次推行組織改造，他花了 1年半鋪

陳、造景，以溫和而堅定的態度取得員工

的共識，同時也導入了MES製造執行系統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因
應少量多樣的市場需求。

2020年，蕭弘凱正式接任執行總經理，

全權負責中良工業的整體營運。從材料到

成品的一貫式生產、管理制度面的化繁為

簡，一直到客戶策略的與時俱進，他以數

字管理的方式，帶領著中良進行第三次企

業轉型，也再次聚焦在「TLC」企業品牌的
經營上，凝聚內部共識，提升品牌價值。

擺脫生產和管理上的沉痾之後，中良的

創新能量更大，不斷開發更多環境友善的

技術和方法，並延伸出多項概念性產品。

例如，中良也透過與adidas合作產出回收
漁網製成的運動鞋，投入廢棄漁網回收

紗的量產商品化，將在2021年發表嶄新

的材料品牌——  MARINYLONTM漁網回收紗

系列。

以數字管理帶領中良進行第三次企業轉型，

再次聚焦在「TLC」企業品牌經營，
凝聚內部共識，提升品牌價值。

中良行銷團隊參與

TEBA品牌策略實作
營，由Process普羅
品牌顧問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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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普羅品牌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李國榮

品牌架構可分為兩大類，一是以企業母品牌為主，例如西門子（SIEMENS）、索尼
（SONY）、國際牌（Panasonic）；二是強調多元產品品牌，例如聯合利華旗下的Clear
淨、麗仕、多芬……等。

此次TEBA品牌實作課程，中良工業原以材料品牌「ARIAPRENE®」為主題，討論之後發
現，相較於材料品牌，中良的企業品牌「TLC」在業界更為人所知，只是先前內部面臨
世代傳承、跨部門溝通斷層的問題，導致過去企業品牌沒有被系統化經營。

我們建議先把資源放在梳理企業品牌上，並提出6個步驟建立「TLC」的品牌管理SOP：

1. 凝聚共識：透過參與式策略規畫、品牌願景工作坊，削弱內部的抵消力量。

2. 高關聯性：進行競爭/標竿分析、目標客群訪談，找出具差異化的高關聯性。

3. 品牌定調：舉辦品牌策略工作坊，定調品牌的價值主張、定位、個性等策略基礎。

4. 設計概念：品牌設計和溝通策略，包含視覺識別（VI）和行為識別（BI）系統。

5. 溝通應用：發展出顧客旅程中與各階段接觸點對應的品牌溝通應用物。

6. 品牌管理：建立品牌管理規範與長期追蹤機制。

品牌觀點

永續創新

回收廢漁網開發新材料打造新藍海

「其實，開發過程遠比想像中困難，因

為我們希望全程與台灣的廢棄漁網回收

業者合作，為這塊土地盡一份心力。」

蕭弘凱解釋，M A R I N Y L O N TM完全符

合全球回收標準GRS（Global Recycled 
Standard），從漁網的分類、清洗、造母粒
到抽紗，皆在台灣本地進行，如此一來可有

效減少對原油提煉之尼龍原料的依賴，也

可以降低製紗過程中水資源消耗和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以及減少對海洋環境與生物

的傷害。

在應用層面上， MARINYLONTM可廣泛用

於衣料、鞋面料與內裡布、包袋材料，也

可搭配其他環保素材，例如與回收PET紗
線組合成雙色布料；還能加入彈性紗以增

加織物的彈性手感，或是利用組織變化使

織物具透氣性，不僅是運用創新技術把在

地海廢變黃金，更開拓了功能性紡織品的

新藍海。

品牌定調

設計概念

溝通應用

凝聚共識

高關聯性
品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