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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泰豐輪胎榮獲桃園市績優企業長青獎及金質獎！ 

「第九屆桃園市績優企業卓越獎」，12月2日在桃園市府受獎，泰豐輪胎連獲三屆績優

企業卓越獎獲頒「金質獎」。出席頒獎的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政府應該要更加重視產業振

興的政策，支持企業在台灣的永續發展。市府會在桃園創造一個更好的產業投資環境，讓下

個世代的產業能在桃園成長得更好，歡迎企業把營運

總部設在桃園。 

績優企業卓越獎的評審過程，是經由30位初審委員歷

時近2個月的書面審查與實地訪視後決定入圍名單，再

由7位決審委員評選出26家得獎企業。市府亦將本屆得

獎的26家企業背後成功故事集結成專書出版，並舉辦

「績優企業觀摩活動」，邀請歷屆績優企業參加，讓

企業彼此及公部門間教學相長，彼此提攜，共同為產

業的提升及環境的保護盡一份心力。 

鄭文燦市長表示，桃園是全台灣最大的產業聚落，傳

統製造業及高科技業在桃園都有很好的發展。今天獲

表揚的績優企業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能不斷創新成

長、超越自我並創造企業生命，迎接全球化的挑戰。

他認為，政府應該要更加重視產業振興的政策，支持

企業在台灣的永續發展。 

長青企業卓越獎：六方精機(股)公司、台灣積層工業

(股)公司、祥儀企業（股）公司、泰豐輪胎（股）公司、羅鐵機械（股）公司。 

金質獎：禾聯碩(股)公司、台灣明尼蘇

達礦業製造(股)公司(3M)、台灣房屋仲介

(股)公司、台灣菸酒(股)公司桃園酒廠、

泰豐輪胎（股）公司、國瑞汽車(股)公司。

 

 

① 公司活動報導 

② 行銷企劃活動 

③ 藝術與生活 

④ 健康新知 

FEDERAL 
泰豐通訊 NEWS 

部分文章來源: http://www.natnews.com.tw/news/news-39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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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豐集團榮獲國家傑出企業獎、最佳產品獎雙項殊榮  

全國最權威大獎 ─ 第十二屆國家品牌玉山獎於 2015年 10月 29舉行頒獎典禮，泰豐集團一

舉拿下傑出企業獎及最佳產品獎兩座獎項，成為本屆雙料贏家。泰豐輪胎深耕台灣超過一甲

子，以自有品牌 Federal行銷國際，專業的經營團隊，堅強的產品研發實力，將 MIT台灣精

品行銷全球 120餘國；連續兩年獲得國家品牌玉山獎的肯定，泰豐輪胎建立的優良企業文化

將持續在產業間發光發熱。 

本屆國家品牌玉山獎的另一

個亮點，泰豐輪胎 Formoza 

AZ01系列非對稱房車胎獲選

為最佳產品獎，獨特的花紋

設計及配方選用，提供優異

的操控性及高速穩定性，超

群的靜肅性和溼抓表現是少

數能夠集結高性能、高舒適

度及高效能的房車胎，屢獲

海內外產品設計獎肯定；

2014年獲美國權威設計大獎

─「芝加哥 Good Design 

Award優良設計大獎」殊榮，也是第一位獲獎的台灣輪胎廠商。 

泰豐輪胎營業處陳大武處長表示: 「很榮幸能夠同時獲得國家品牌玉山獎的雙項肯定，未來

泰豐集團將持續以卓越的企業文化與創新的產品繼續優化全民生活，成為同業中的先鋒。」 

 

飛達輪胎正名為「飛德勒輪胎」 

為開拓視野與國際接軌，即日起飛達輪胎正名為"飛德勒輪胎"。感謝所有粉絲長期關注，未

來飛德勒輪胎將持續秉持永遠創新，以最新的輪胎技術、完善客戶服務回饋所有支持愛用飛

德勒輪胎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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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G.P. 最終站 飛德勒車隊奪冠在即  

全台最大賽車盛事─OTGP全國菁英盃大獎賽第三站於 11月 28、29日在屏東大鵬灣舉行，眾

家車手莫不摩拳擦掌以待。今年初成立的「飛德勒輪胎賽車隊」是國內第一家輪胎商自組車

隊，車手與工作人員皆來自飛德勒所屬的泰豐集團，堅實的團隊結合最有競爭力輪胎，有機

會在競爭激烈的 GP3組決賽中拔得頭籌。 

飛德勒輪胎FZ-201成為本屆賽事GP2組(符

合 FIA S2000)、GP3組(符合 FIA S1600)的

官方指定輪胎。以先進技術及創新配方製造

高品質性能胎是飛德勒輪胎的使命，結合各

項賽事經驗，車手與研發團隊的專業交流，

不斷改良的賽事專用胎，在全球各大賽事中

獨領風騷，越來越多的車手選擇飛德勒輪胎

征服各大賽道。 

 
 
FMS車隊不負眾望，在本屆 OTGP中，車手劉一弘再度奪下 GP3B冠軍! 
恭喜何紹賢榮獲獨走賽 FF turbo組的冠軍! 

活動當天飛德勒輪胎董事長馬述健親臨現場，為自家車隊加油打氣。此外，場邊設有飛德勒

輪胎的展示攤位，將有明艷動人的六位飛德勒 SG與現場民眾互動，現場觀眾可以抽空到飛德

勒攤位一同見證飛德勒車隊的勝利。飛德勒輪胎賽車運動專案經理葉佳哲表示:「飛德勒輪胎

賽車隊很高興可以參加今年 OTGP全國菁英盃大獎賽，未來將招募更多專業車手，創造出更好

的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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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德勒輪胎冠名贊助 2016國際甩尾大賽 KOE 宣示品牌競技靈魂 

飛德勒輪胎宣布冠名贊助國際最大甩尾賽事 King of Europe 2016，這也是飛德勒第五度贊

助此賽事，King of Europe 為國際車壇矚目之焦點，賽事舉辦地點遍布全球，包括歐洲多國，

英國、法國、匈牙利、波蘭、西班牙、斯洛伐克及奧地利，2015年新增日本、南韓及馬來西

亞的亞洲賽事。預計 2016將戰線延長至中東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與南美洲多國，屆時各國甩尾

好手齊聚較勁，激烈賽況將於六十餘國強力熱播，全球觀眾可一同體驗 KOE甩尾威力。同時，

飛德勒輪胎更是 KOE賽事的獨家輪胎贊助商。秉持「Always Innovation」為品牌精神的飛德

勒，成為各國車手征戰世界各地經典賽道的最佳選擇，激發賽車手的實力；飛德勒期待藉由

賽事贊助將飛德勒的優質競技輪胎推廣到全球。 

KOE賽事執行長 Michaël Procureur表示 ：「King 

of Europe非常榮幸能與跨國企業飛德勒輪胎合

作，將 KOE甩尾賽事推上國際舞台，並致力於培

育更多年輕車手進入賽車領域。飛德勒輪胎身為

世界級輪胎的領導者強力支持並贊助甩尾賽事

KOE，成為享譽盛名的世界級比賽。」飛德勒輪

胎期許未來能夠繼續贊助 KOE賽事，長期以來的

合作關係成果豐碩，不但提升飛德勒輪胎的品牌

形象，並借此機會接觸更多車手和玩家，隨著每

一次的賽事曝光展現飛德勒的品牌精神與產品實力。 

2015年中國汽車拉力錦標賽 飛德勒輪胎 G10帶領車手奪冠  

2015年嵩皇體育杯─浙江龍遊•中國汽車拉力錦標賽（CRC）於 10月 30日盛大登場。龍遊

賽道以「魔鬼賽道」著稱，沿途道路泥濘崎嶇，為數不少的大坡度彎道是比賽中最艱鉅的挑

戰，眾家車手無不全力應戰。 

回顧上一場河南•登封站的精采比賽，飛

德勒飆馳拉力車隊袁建兵/高建勝車組獲

得 S4組季軍，在完賽率只有四成的登封，

飛德勒冠名贊助的飆馳拉力車隊表現依舊

出眾。 登封站的賽道路面堅硬，傳統砂石

賽道結合多個 U型髮夾彎，不只是駕駛技

巧的展現，也反映輪胎的抓地力。經過配

方微調的飛德勒輪胎 G10，不僅完美克服

高速砂石路段的嚴峻挑戰，性能更直逼國

際大廠輪胎，帶領飆馳拉力車隊的袁建兵拿下 S4組季軍，除此之外，國際組的謝雄拿下 R4

組季軍，雲南立強珠寶車隊董津成勇奪 S1組亞軍皆是使用 G10。飛德勒與飆馳拉利車隊的合

作開始於 2014年，結合車隊多年的賽事經驗與飛德勒的高品質輪胎，車隊經理陳永順指出此

次比賽的輪胎表現正是飛德勒與飆馳車隊聯手研發的完美結晶。對於登封站的優異表現，飛

德勒營業處長陳大武表示：「飛德勒輪胎透過多年的賽事經驗，以創新的賽車輪胎科技，淬煉

出適合各種險峻路段的輪胎，此次比賽中 G10 更在賽道上證實飛德勒產品的潛力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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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員工諮商與輔導】 

面對壓力甚鉅的職場環境，不但員工需要具備良好的應變力與抗壓力，期望能從關懷的角度，

正向領導員工，成就雙贏的職場員工關係！ 

特別邀請新竹市生命協會總幹事 何宇欣老師，在歷經超過百

家企業輔導及員工諮商經驗後，以實務角度規劃企業必備的心

理輔導與諮商技巧！分享給主管該如何處理員工的抗拒心

理，以避免影響公司營運，如何協助新進同仁快速融入工作環

境，以提高留任率，面對情緒起伏大，或有憂鬱傾向的員工，

該如何處理才能讓員工全力達成工作目標！除了解決壓力問

題外，人資人員更要具備員工諮商輔導的能力，才能激勵員工

士氣，引導員工正向思考，營造成功的團隊共識氣氛，進而為

企業創造更高的團隊績效！ 

面對員工心理問題時，更需即時有效處理避免演變成危機事件或是悲劇發生，能夠具備心理

諮商輔導實務技巧，將是企業與員工間不可或缺的溝通橋樑！ 

本次課程何宇欣老師在課程中以豐富的實務經驗，用幽默風趣的教學手法，先帶領學員了解

現在員工的特性，及溝通模式應如何作轉變，進而探討如何發現問題及輔導員工的方法。課

程中讓學員適時練習如何與部屬溝通及關懷輔導的技巧，讓學員能在返回工作崗位能夠實際

運用，讓組織團隊營造良好的溝通環境，並有效發現、處理及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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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泰籍員工出遊/本籍員工烤肉活動 

職工福利委員會於 2015 年 10 月 10 日舉辦「員工親子烤肉活動事」活動。大夥兒起個大早從

公司集合出發，快樂郊遊出發至伍陽農場，車上有熱門電影強力放送及引吭高歌。員工的熱

情好比太陽一般光芒四射，農場花卉美景如織，親子 DIY 園區，讓小朋友和大人們一起動動

腦發揮想像力!!中午的烤肉活動及卡拉 OK 比賽更讓員工們大展歌喉，公司為增進同仁情感，

加強家庭親子關係，特別在假日出遊踏青，使員工和家人們有個美好的回憶。 

公司於 2015 年 12 月 18 日，特別為泰籍員工安排出遊活動，地點是白石湖吊橋、木柵動物園。

白石湖周邊山形從東邊「龍船岩」連接白石湖山、

大崙頭山、忠勇山、鯉魚山，至圓覺瀑布而止，從

空中俯瞰，就像是一條巨龍盤據，守護著白石湖地

區。臺北市立動物園展示館相當多元化，分為戶外

展示區及室內展示館兩部份，戶外展示區規劃區包

括台灣鄉土動物區、兒童動物園、亞洲熱帶雨林

區、沙漠動物區、澳洲動物區、非洲動物區、溫帶

動物區、鳥園區、水鳥觀察區、濕地生態園、蟲蟲

探索谷以及蕨園；木柵動物園無尾熊館、企鵝館及

酷 cool 節能屋，新奇又好玩！                 

公司每年用心舉辦員工旅遊活動，泰籍員

工除了享受最優質的休閒遊樂新體驗，也

讓他們得以舒解思鄉情節，忘卻平日的工

作辛勞，藉由旅遊也讓他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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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桃園市勞工育樂活動 

公司為嚮應桃園市「工安職安 Fun 第一，勞工逗陣尚趣味活動」，於 2015 年 11 月 18 日由

吳理事長興松帶領前往桃園市立體育場參與「勞工趣味競賽」。本次活動共有 9 項趣味競技。

而本公司參加了求神問卜－擲筊、舉大球曲進、疊杯競技、夢寐以球、團隊大跳繩、滾筒大

躍進等六項活動。此次活動讓平時忙於工作的同仁可藉此紓解筋骨，強健體魄，在所有與會

同仁的齊心協力下，共為公司抱回了 3 座獎盃，成績相當耀眼！ 
由桃園市長鄭文燦致詞頒獎，並請到萬能

啦啦隊、龍華科技大學龍運鼓陣社、啟英

高中表演藝術科熱鬧開場！除了趣味競賽

以外，活動會場周邊也安排宣導攤位，讓

勞工朋友能了解職場安全及勞動權益等相

關知識，勞動局亦特別設置按摩小站，讓

勞工朋友體驗舒緩筋骨的暢快感，勞動局

期許透過團隊合作之競賽項目，讓勞工朋

友互相激勵增加榮譽感，無論是工作上或

是生活上建構更完善的勞動環境，使桃園

成為勞工朋友們「安薪」居住的幸福城市！ 

 

部分文章來源:blog.xuite.net/hz7369/twblog/35799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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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生會 

 

 

 

 

 

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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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豐喜訊 

 

 

 

 

 

 

 

          

<- 稽核室 游琇宜 

製技部 陳仁傑 -> 

<- 品保部 蔡承霖 

模管課 朱國賓的 baby 設計一課 林婉萩的 baby 模管課 張弘溢的 baby 

加硫課 陳登源的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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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識-登革熱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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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識-流感預防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