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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股東常會 

 

本公司股東會於民國 105 年 6 月 6 日召開，會中提到 105 年日本持續日幣貶

值及負利率措施、歐元區實施量化寬鬆及負利率政策、中國經濟成長趨緩...等仍諸

多不確定性因素，研判 105 年全球經濟情勢要明顯復甦仍面臨挑戰，僅美國經濟呈

現相對明顯的成長。 

展望 105 年，全球經濟仍處於低迷，整體國際情勢偏向保守，惟獨美國市場經

濟看好。在此多變環境下，本公司以下列營業與行銷方針審慎應對 
 

1.積極開拓中國新車市場，為換胎市場打基礎，深化內需及台灣「飛德勒」品牌通路佈建，

以提升銷量。 
2.利用雙反案的契機，提高對美國地區市場銷售佔比，重新對美國、日本、東南亞及歐洲目

標市場擴大行銷規劃，加強拓展全球通路佈局，提升售後服務優越性及全球佔有率。 
3.結合專業活動行銷，塑造技術創新的形象，透過媒體或國際性商展的宣傳，提升品牌定位。 
4.靈活運用行銷手法，創造市場需求。 

 

本公司將持續整合行銷、業務等單位，積極拓展內外銷通路；致力於新技術開

發及研發高附加價值產品，嚴格管控生產成本，撙節支出以期品質與生產效能持續

改善，提高產品定位，爭取更大的獲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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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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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模範勞工 

 

公司為表彰同仁對公司日常工作的貢獻，發揚敬業樂群的精神及優良傳統的品

德，各單位各推派優秀同仁，參與模範勞工撰拔。 

  105 年度模範勞工於 2016 年 5 月 4 日假教育訓練室頒獎。模範勞工選拔及表

揚選拔標準為凡公司實際從事各業之現職勞工，於五年內符合下列規定，得選拔為

模範勞工：（一）勞工服務年資一年及對公司之認同。（二）工作態度與服務熱忱。（三）

工作技能、研發與創新，有具體事實者。（四）辦理服務勞工事項，成績卓著，有具

體事實，足資認定者。 

另從 12 位模範勞工中，遴選出曾靖恩及王志琴前往桃園市政府；何正強及鍾新

毅前往中華民國塑化聯合會代表公司接受表揚；另外王志琴因表現優良且符合工作

年資 20 年以上條件，依企業工會規定五年提報一次參加全國總工會之表揚。 

     由董事長特助 張家源親自頒發獎金及獎狀表揚優秀同仁，並向他們致上最高

敬意與謝意，同時肯定他們對泰豐輪胎的付出；表揚大會結束後，大家一起合影留

念，在歡愉的氣氛劃下完美句點！ 

105 年度模範勞工名單如下： 

序號 單位 姓名 序號 單位 姓名 

1 生管課  薛憲聰 7 成一課 鍾新毅 

2 密練課  蘭希屏 8 儲運課 何正強 

3 預備課  曾靖恩 9 檢查課 林天能 

4 成一課  邱文榮 10 機械課 高永賢 

5 成二課  徐運斌 11 勞務課 王志琴 

6 成一課  鄭芹華 12 北美課 徐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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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高溫賽事點燃 2016 King of Nations 甩尾戰火 

飛德勒冠名贊助 2016 King of Nations 國際甩尾賽持續加溫，亞洲區賽事於熱情的

馬來西亞及泰國分站如火如荼展開。四十多位專業車手不僅競爭激烈，現場超過四

十度的高溫更對參賽車手和賽車帶來嚴酷的考驗。儘管賽事揮汗如雨的進行，澳洲

車手 Michael Prosenik

在馬來西亞及泰國站展

現穩健超凡的甩尾技

巧，連續在兩個分站站上

頒獎台。兩位泰國車手

Chanatpon Kerdpiam 及

Davide Dorigo 亦不負地

主眾望，為暹羅 Pathum 

Thani 賽道留下獎盃。 

飛德勒國際處處長陳大武表示:「我們非常高興可以成為 2016 King of Nations 的

冠名贊助商，同時對於參

與這項大型國際性的甩尾

賽事感到榮幸。激烈的甩

尾賽事及嚴峻高溫為高性

能的飛德勒街胎與競賽胎

提供絕佳的展示舞台，我

們亦會提供全球車迷更加

熱血沸騰的甩尾比賽與華

麗技巧展示。」 

                                   

在五月片刻歇息後，

2016 King of 

Nations 將於七月二

日及九日在日本的惠

比壽及日光賽道捉對

廝殺，而日光賽道的

雙重積分獎勵勢必為

激烈競爭增添更多火

花。欲知最新車手排

名、賽事影片及照

片，請拜訪官方網站 www.kingofnations.net 或加入官方 Instagram、臉書、

推特追蹤最新車手、賽車及賽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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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King of Nations 好戲連台 瓦倫西亞表演賽熱鬧登場 

延續東南亞賽事的熱情，飛德勒冠名贊助的2016 King of Nations國際甩尾賽日前

開拔到西班牙瓦倫西亞，進行全年第一場的表演賽事。車迷觀眾無不攜家帶眷，欣

賞車手們炫目的甩尾表演；車手們也拿出看家本領，以精湛的技術為車迷朋友們帶

來愉悅的視覺饗宴。

有別正規賽事的激烈

競爭，車迷觀眾在

Circuit Ricardo 

Tormo of Valencia賽

道享受陽光普照、秀

味十足的表演內容，

來自世界各地的車手

們紛紛利用怡人的天

氣拿出看家本領，為

粉絲們展現華麗的過

彎動作及眩目的甩尾技巧。 

飛德勒國際處處長陳大武表示:

「隨著King of Nations甩尾賽

事越來越受矚目，觀眾粉絲數目

也大幅成長，身為賽事冠名贊助

商，我們不僅在瓦倫西亞表演賽

深深感受到老朋友、新粉絲對於

賽事的關注及熱情，對於參予

2016 King of Nations甩尾賽事

更是相當滿意。」 

 

2016 King of Europe歐洲甩尾

賽將於五月十三日及十四日在

波蘭的凱爾采粉墨登場；King 

of Nations國際甩尾賽則將於

七月二日及九日在日本惠比壽

及日光賽道進行亞洲賽事的最

終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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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道榮獲 FIA 三級認證 飛德勒贊助 2016 TSS 賽事內容精彩可期 

飛德勒輪胎持續贊助2016 Thailand Super Series (TSS)，以官方指定輪胎之姿鼎

力支持泰國最盛大的賽車賽事。TSS主辦單位日前於Asiatique The Riverfront河濱

碼頭舉行盛大記者會，除頒發2015年冠軍車手及耀眼新秀獎項外，更宣布賽道獲得

FIA三級認證，並且於新賽季納入TCR賽事，積極迎向更大型、精彩的國際性賽事。 

記者會暨頒獎典

禮特別選定在曼

谷新興的購物觀

光據點－湄南河

河濱碼頭。TSS主

辦單位希望透過

該碼頭臨近市中

心購物商場及河

岸摩天輪的絕佳

曝光位置吸引更

多在地年輕族群

及國際觀光客對

賽事的關注。 

TSS主辦單位並宣布今年比賽賽道不但取得FIA三級認證，更擴大賽事規模，納入TCR

賽事，為比賽話題性增色不少。

典禮中主辦單位更花費心思，以

復古賽車為靈感，量身打造金色

賽車獎盃，頒發給2015年賽季冠

軍車手及耀眼新秀。 

飛德勒營業處長陳大武表示：

「飛德勒輪胎非常榮幸能贊助

泰國最大的賽車比賽，我們將持

續參與更多TSS賽事比賽以及放

眼亞洲其他地區的競速賽事。」 

 

2016 TSS將於五月19至22日於武里南

府的Ch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舉

行。欲了解最新車手排名、賽事集錦照

片、刺激影片，請上官方網站

www.thailandsuperseries.net，或在

Instagram、臉書、Youtube等社群網站

加入ThailandSuperSeries官方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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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精采絕「輪」 飛德勒成為中國天馬耐力賽官方指定用胎 

2016天馬耐力賽將於六月十日緊鑼密鼓登場，大會並指定飛德勒輪胎為官方指定用

胎，為參賽車手提供絕佳操控、剽悍過彎的駕馭感受，同時呈現最精彩的賽事對決。 

超過30支頂尖車隊及100多名好手將於2016賽季捉道廝殺。今年天馬耐力賽總計四

場，前兩場為五小時耐力

賽，後兩場升級為六小時

耐力賽。長時間、高轉速

與高溫天氣下的激烈操

駕，對車手、車隊、車輛

都是全新的挑戰。 

為實現公平的比賽原則，

並讓參賽車手專注於賽道

操控，大會特別指定飛德

勒輪胎作為天馬耐力賽的

官方輪胎供應商，並統一

使用FZ-201輪胎於賽事使

用。透過飛德勒FZ-201輪胎獨特的胎膠材質配方與胎紋的細部設計、強化高速過彎

的操控及抓地力的表現，飛德勒FZ-201

輪胎可在長時間耐力賽下脫穎而出，並

保有持續挺進的穩定性與可靠性。飛德

勒營業處長陳大武表示：「繼2013澳門

大中華盃、2014-2016中國汽車拉力錦

標賽之後，飛德勒又爭取到天馬山耐力

賽的官方指定榮耀。透過多年的賽事經

驗，我們將持續創新於競賽輪胎科技，

為中國廣大的車迷朋友們及耐力賽事

提供最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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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集績優企業成功故事 桃市府扭轉成功來桃寶-新書發表會 

 

 

 

 

 

 

 

匯集第 9 屆桃園市 26 家績優企業成功故事「扭轉成功來桃寶」新書，已於(16)日發

表並同步在多家實體或網路書店販售。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桃園市企業為經濟、環境及社會的貢獻有目共睹，這 26 家用

堅信邁向永續、用創新成就差異、落實循環經濟、用服務讓世界看到臺灣，用銳利

的眼光創業，面對困境毫不畏懼，更是完全展現台灣人的毅力與韌性。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指出，桃園市工商實力堅強，有了企業作為基石，將吸引外

縣市、甚至國際企業來桃園市「桃寶」，第 10 屆績優企業也將報名、甄選。 

市府經發局強調，「扭轉成功來桃寶」一書將 26 家企業成長、創新與經營理念的故

事分成長青、創新、環保、服務、青年創業等 5 個領域。 

長青企業卓越獎有六方精機、台灣積層、祥儀企業、泰豐輪胎、羅鐵機械；創新企

業卓越有禾聯碩、協易機械、科達製藥、科嶠工業、乾塘軒；環保循環卓越為台灣

明尼蘇達礦業、台益豐、台灣菸酒桃園酒廠、國瑞汽車、興采實業；服務品質卓越

為台灣房屋、中壢客運、金格食品、長榮航空、采盟、壢新醫院；青年創業卓越有

天下奇兵、台灣卜力斯、台灣茶豆、美的適藥業、清淨海。 

 

◎相關文章精彩內容，詳如內頁 

 

 部分文章來源: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616005032-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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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外籍員工春節假期旅遊(一) 

  外籍員工在一個陌生的國家工作，由於生

活習性的不同，再加上工作性質、種族文化、

地域差異，使得外籍員工承受不小的壓力，

稍有不順，就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彈，因此公

司對於其生活上的衣食住行育樂等事項均有

妥善的安排與考量，使其安心工作，安心生

活。 

公司利用農曆年期間舉辦外籍員工旅遊已多

年，反應都很熱烈，此次於 2016 年 2 月 7 日

旅遊的地點為六福村主題樂園，園內各項設

施豐富，讓參與的外籍員工們玩得超嗨，不

僅釋放工作壓力，也接觸台灣友善的人群，

增加外籍員工對台灣的認識與歸屬感。 

2016 年外籍員工球類比賽(二) 

職工福利委員會於 2016 年 2 月 8-9 日於公司

旁公園舉辦泰籍員工足球、排球及籐球等球類

友誼比賽，於春節連續假期藉由此活動紓解外

籍員工思鄉之情；動感十足的球類運動，讓外

籍員工在連續假期，可以伸展筋骨，紓解身心

壓力，並可使泰籍同仁相互聯誼，增進彼此感

情。 

 

2016 年泰國潑水節(三) 

2016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受邀參加由新北市文化局在中和區華新街封街所舉辦的「2016
新北市潑水節」，活動因天公作美，一早出現大太陽，吸引逾 5000 人大打水仗玩起

「溼背秀」，不少穿著火辣的正妹也加入戰局，玩得不亦樂乎，完全不在乎玩到全身

溼漉漉，氣氛 HIGH 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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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上半年度泰豐.幸福.家園系列活動(一)母親節活動 

公司為推廣「家」的文化而舉辦一系列活動以增進員工之間互動關係，拉近彼此

的距離。母親節前夕舉辦「溫馨五月情，把愛說出來」活動，透過員工來寫母親節

卡片，激起員工內心深處的熱情與愛的感覺，並由公司統一寄送。 

由於以往沒有辦過類似的活動，起初大家都害羞不敢參與，但藉由熱情的同事帶動，

大家相當踴躍參加喔!許多同仁的媽媽、老婆甚至是岳母收到卡片都相當感動，內心

不禁問自己多久沒有寫卡片了?現在網路通訊發達已取代手寫文字，但親筆書寫才能

感受到愛的溫度與人性的感覺。 

活動後非常多的員工很感謝公司能夠舉辦這樣感性的活動，表示家人收到相當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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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上半年度泰豐.幸福.家園系列活動(二)泰豐加油讚 

為了讓員工於工作之餘能放鬆緊縮的肌

肉，舒緩工作壓力，排解緊張情緒，公司與

桃園市政府合作舉辦視障按摩體驗活動。此

次的按摩活動共有 20 位師傅為同仁服務，

每人每次時間雖然只有短短 10 分鐘，但按

摩師傅專業而熟練的技術，讓參與活動的同

仁都能得到適當的放鬆與休息。大家對於本

次舉辦的活動也都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希望

公司能多舉辦類似活動。 

桃園市勞動局表示一般民眾大多對視

障按摩不了解，藉由各個不同地點的

推廣按摩活動，讓參與活動的按摩師

可以藉推廣同時將個人工作室介紹給

參與民眾，做更深度的全身按摩，增

加客源，提高自己的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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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上半年度泰豐.幸福.家園系列活動(三)端午立蛋祈福 

公司已第二次於端午節舉辦

「端午立蛋趣」活動，同仁仍然熱

情參與。在炎熱的夏天讓員工藉由

立蛋活動調整悶熱浮躁的心情，能

靜下心專注於立蛋並感受修身養

性一瞬間。傳說端午節當天或前後

吉時，能把生雞蛋直立起來，來年

會鴻運當頭！公司今年和明年都

有重大計畫推動，期望能夠讓泰豐

永續經營立下百年基業。同仁參與

立蛋活動，大家一起集氣祈福，願

公司業績增增日上大展鴻圖。許多

本籍員工相當有經驗就將雞蛋輕

鬆的立起來了，對外籍員工而言這

是場有趣的活動，在異鄉感受一下當地文化也瞭解端午節不是只有吃粽子賽

龍舟如此而已 !  

2016 釣魚活動 

職工福利委員會於2016年6月9日端午節假期，在「4-7休閒魚池」舉辦釣魚活動，

讓員工在忙碌工作之餘享受愜意的戶外休閒活動。慢慢研究魚的特性，看著浮標的

起起伏伏，慢慢的心情會沈澱下來；一樣是花時間釣魚，有經驗的人很快就上手，

知道用不同方式來面對，找出其原因!看起來簡單的釣魚，其實裡頭學問還不少呢! 

在「4-7休閒魚池」辦釣魚活動已多年，特殊的地理環境屬大園鄉水利局的活水魚池，

養殖出許多肥美的鮮魚，一直以來深受到員工推崇喜愛，園區內還附設投幣式卡拉

OK機供歡唱，讓員工有吃有玩相當開心。 

獎項 得獎人 

第一名 洪振榮 

第二名 陳隆輝 

第三名 黃建杰 

第四名 鄒偉彬 

第五名 陳隆逸 

第六名 胡國賢 

第七名 胡國忠 

第八名 王智彥 

第九名 王河山 

大尾獎 彭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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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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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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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豐喜訊 

  

          

     

 

 

 

 

 

 

 

 

 

 

 

 

試驗課 吳明河的 baby 
設計二課 楊思勤的 baby 

網路通訊課 鍾宇昌的 baby 

實驗室管理課 張仕群 資金信用課 鄭雅方 

歐俄課 宋彥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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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識-茲卡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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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識-口腔保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