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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as Delorme 勇奪 2016 King of Nations  

巴西站及年終世界甩尾冠軍! 

  飛德勒輪胎冠名贊助的(KON) 世界甩尾賽

日前於巴西進行雙倍積分的年終決賽，巴西賽

道險峻的下坡彎道提供絕佳的試煉舞台，匯聚

來自全球的甩尾好手挑戰 KON最終極限，拿下

冠軍金盃。 

雙倍積分賽事競爭激烈，車手在資格賽便卯

足全力，其中又以法國車手 Nicolas Delorme

表現搶眼，搶下桿位，而地主車手 Marcio 

Vieira及 Diego Higa 則緊跟在後，分居二、三位置。Delorme 的穩健好表現持續在正賽中揚

威，於四強賽輕鬆擊敗 Maykel Kuriyama。儘管在冠軍決賽中遭遇地主車手 Higa的嚴峻挑戰，

Delorme頂住滿場巴西觀眾震天吶喊壓力，在延長賽力退 Higa，不僅拿下分站冠軍，也勇奪

2016 KON年終甩尾世界冠軍。隨著大勢底定，年度車手第二及第三名則分別由 Michael 

Prosenik及 Nasser Almutairi 拿下。 

  飛德勒國際處處長陳大武表示:「飛德勒輪胎非

常榮幸能參與 2016 年所有 KON的活動，我們會持

續第四年贊助 KON 世界甩尾賽事，向全球車粉推廣

我們出眾的街道與賽道性能胎。同時亦非常感謝主

辦單位的耕耘經營，期待 2017賽事更上一層樓，

不僅將甩尾賽事推廣到全世界更多的區域，也期待

老將、新秀有更精湛的表現，粉絲則更加享受觀賽

的刺激內容及炫目特技。」 

 

更多精彩內容請上官方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FederalTires/?ref=aymt_homepage_panel 

https://www.facebook.com/FederalMotorsportsTeam/?fref=ts 

 

 

① 行銷企劃活動 

② 公司活動報導 

③ 藝術與生活 

④ 健康新知 

FEDERAL 
泰豐通訊 NEWS 

https://www.facebook.com/FederalTires/?ref=aymt_homepage_panel
https://www.facebook.com/FederalMotorsportsTeam/?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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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King of Europe 年終巔峰對決 戰局白熱化 

  飛德勒輪胎冠名贊助的(KOE) 歐洲甩尾賽日

前於斯洛伐克進行雙倍積分的年終決賽，六名

積分領先的奪冠大熱門均使出整年的最佳甩尾

表現，希冀一舉拿下年終冠軍。超過 70位來自

歐洲的車手齊聚，競相爭奪雙倍積分，畫下今

年賽季的美好句點。然而在 Pro2賽事卻冷門不

斷，積分領先的 Pavlin Penev 及 Arnaud Emery

即因車輛狀況及失誤早早淘汰，反而是新秀黑

馬 Bartek Rosiak意外殺出，拿下生涯首座分站冠軍，也代表 Pro2年終冠軍最終獎落

Sebastian Matuszewski。而在女子組甩尾賽事，甩尾女帝 Karolina Pilarczyk 則是以史詩

壯舉的賽季全勝戰績，強勢拿下后座。Pro2賽事的意外爆冷疫情更蔓延到正賽系列，呼聲最

高的 Remmo Niezen、Andras Molnar早早落馬，最後由 Joe Hountondji 以精湛的表現拿下其

第二座分站獎杯，年終積分亦站穩第五。而先前大爆冷門慘遭淘汰的 Remmo Niezen幸有穩健

的積分成績領先優勢，最終以些微差距贏得 2016 KOE年終冠軍。 

 

德國站領先車手狀況不斷 黑馬新秀重磅來襲 
  飛德勒輪胎冠名贊助的(KOE) 歐洲甩尾賽日前移師至德國 Oschersleben賽道，這也是主辦

單位十二年以來首次於德國舉辦甩尾賽事，甩尾天王土屋圭市亦再度蒞臨擔任評審，甩尾賽

初試啼聲果然不同凡響，吸引滿場的德國車迷目睹精彩賽

事。比賽由 Pro2賽事揭開序幕，兩大奪冠熱門車手

Sebastian Matusezski與 Ene Sorin在四強賽強碰，雙

方於正規賽事結束後仍難分高下，在割喉的殊死加賽中

Matusezski技高一籌，率先闖進冠軍決賽。然而新秀

Clemens Kauderer在冠軍賽中以沉著零失誤的完美殺

出，爆冷拿下首冠。而在女子組甩尾賽事，三站冠軍

Karolina Pilarczyk再次擊敗 Danielle Murphy及

Corinna Graff，持續穩坐積分領先后座。嶄新的德國

Oschersleben賽道在正賽中對車手造成不少的

麻煩，屬於積分領先群的 Adam Frank、Joe 

Hountondji、Norbert Kovacik及 Andras Molnar

紛紛因車輛問題及失誤慘遭淘汰。最後則是由

三屆冠軍 Adam Kerenyi 及新秀 Laurent Cousin

及 Nicolas Maunoir站上德國頒獎台笑納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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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站全新賽道考驗眾家車手技術 

  飛德勒輪胎冠名贊助的(KOE) 歐洲甩尾賽日

前移師西班牙舉辦，全新的Circuit de Can 

Padro賽道依山勢而建，不僅路面起伏，路幅更

相當狹窄，儘管烈日炎炎，依舊吸引數千名車

粉駐足，一飽車手過彎甩尾精湛技術眼福。比

賽由Pro2賽事揭開序幕，持續瑞士站令人歎為

觀止的穩定好表現，Arnaud Emery自資格賽便

一路領先，正賽更擊敗Hugo Goncalves及Marko 

Paasonen，拿下分站冠軍。而在女子組甩尾賽

事(Queen of Europe)，目前積分領先的Danielle Murphy則是遭遇地主車手Alicia Rodriguez

的嚴峻挑戰，在Alicia Rodriguez速度擾亂策略狙擊下果然迫使Danielle Murphy發生失誤，

將西班牙分站后座拱手讓出。在Pro2賽事及女子組賽事華麗暖場後，超過千名粉絲湧進，爭

睹職業選手風采。熱門車手Adam Kerenyi的車輛在資格賽即發生重大引擎故障，無法完賽，

痛失積分競爭機會。而目前領先的Remmo Niezen也在新賽道發生不少失誤，無法更進一步拉

大積分領先優勢，最後西班牙賽事則是由Andras Molnar拿下首次分站冠軍。 

瑞士站全新賽道引爆粉絲熱情 

  飛德勒輪胎冠名贊助的(KOE) 歐洲甩尾賽日前

前往瑞士，不僅以全新 Lignières賽道點燃下半

季戰火，主辦單位更力邀甩尾天王土屋圭市親臨

評審。全新的賽道挑戰、華麗的甩尾技巧、天王

的加持果然引爆粉絲熱情，上千車粉擠爆現場，

駐足圍觀甩尾風采。陽光普照瑞士 Lignières賽

道，眾家車手在資格賽與正式比賽均使出渾身解

數，紛紛創下最速圈的成績，以在廣大車迷及土

屋圭市面前取得高分領先優勢。比賽由 Pro2賽事

揭起序幕，Arnaud Emery 以極出色的甩尾表現擊

敗 Anthony Rocci 與 Silvano Moreira，拿下第

一。而女子組甩尾賽事(Queen of Europe)則是由 Denise Ritzmann 力敗群雌，搶下分站冠軍。

在 Pro2賽事及女子組賽事華麗暖場後，越

來越多的粉絲湧進，爭睹職業選手風采。高

張力的激烈賽事最後由 Remmo Niezen奪

冠，Adam Kerenyi 及 Raffaele Rusca則分

居二、三名。飛德勒國際處處長陳大武表示:

「飛德勒輪胎非常榮幸能參與瑞士賽事並

目睹廣大參與觀眾的熱情與賽事的成長潛

力，我們也非常樂意的為瑞士車迷朋友們展

示飛德勒出眾的街道與賽道性能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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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站甩尾燒胎煙霧四起 粉絲腎上腺素破表 

飛德勒輪胎冠名贊助的 (KOE) 歐洲甩

尾賽日前於英國 Lydden Hill Circuit舉

辦，隨著賽季進入中段，位居領先集團的

前四名車手積分差距僅不到五十分，來自

各國的好手競爭亦日趨白熱化，車隊甩尾

對決精彩可期。一掃先前賽事天候不佳的

陰霾，英國 Lydden Hill Circuit賽道陽

光普照，粉絲們亦享受著「反常」的英倫

陽光，一飽精彩賽事眼福；眾家車手則是

在資格賽即大顯身手，競相展現甩尾、燒

胎等血脈賁張技巧，讓在場觀眾嘆為觀止。即便來

自全球的車手在資格賽與正式比賽就使出渾身解

數，Norbert Kovacik 仍以精湛的技術一路領先，

拿下本季首勝；Remmo Niezen 則憑藉連續四站穩健

的持續輸出表現拿下分站第二，而 Andras Molnar

則是站上頒獎台的第三名。 

 

 

 
奧地利站詭譎氣候及高難度賽道考驗全球車手實力 

飛德勒輪胎冠名贊助的(KOE) 甩尾賽日前移師至奧地利 PS Racing Center Greinbach 賽道

舉行，高難度的賽道挑戰及多變氣候吸引來自全球十八個國家的車手來挑戰踢館，歐洲區域

選手亦使出渾身解數捍衛主場榮譽。以技術考驗著名的 PS Racing Center Greinbach 賽道今

年已是第四次舉辦 KOE 甩尾賽，除惡名昭彰的高速髮夾彎之外，狹窄的出彎路面尤其挑戰車

手們的技術，今年賽事更吸引遠自澳洲及日本的車手們報名參加，遠道來此測試自己的實力。

儘管練習賽時陽光普照，詭譎的天氣在 32強比賽時急轉直下，高難度的賽道加之急雨的逆襲

讓不少晉級的車手吃足苦頭。即便場地濕滑導致狀況連連，風雨交加的天候及濕滑的賽道仍

然激勵出水準之上的甩尾演出，Adam Kerenyi、Remmo Niezen 及 Joe Hountondji便在嚴峻

考驗下殺出重圍，力奪本站前三名，表現令觀眾激賞。 

   飛德勒國際處處長陳大武表示:

「飛德勒輪胎非常榮幸能親臨歐洲

甩尾聖地 PS Racing Center 

Greinbach 賽道，透過嚴峻的天候及

賽道挑戰，再再證明飛德勒賽道胎

與街胎出類拔萃的性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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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啟高中、成功工商、東泰高中參訪觀音廠 

    因應少子化危機，並加強

學生就業、升學競爭力，近年

積極與產業建教合作，一方面

加強學生第 1線技術能力，另

方面也紓解業界面臨 1例 1休

的人力問題，再加上與健行科

技大學進修合作，達到 3方均

贏的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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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資深員工表揚大會 

公司為感謝資深同仁對公司的貢獻與

付出，於 9 月 22 日舉辦資深員工表揚大

會，針對服務年資滿 5 年、10 年、15 年、

20 年、25 年及 30 年的同仁做表揚，董事

長親自為每一位受獎同仁打氣、鼓勵，並

回饋真摯的感謝與祝福。 

    泰豐輪胎走過 63 個年頭，因為所有同

仁們的付出，齊心面對挑戰，屢屢達成不

可能的任務，就像在浩瀚的宇宙中探索與

歷險，每一位同仁都是最閃亮的一顆星，

互相輝映。泰豐輪胎的過去，因同仁們的

參與，榮耀彼此；未來，更需要彼此同心

協力，開創更好的未來！ 

(1)5年紀念金幣發放名單，合計 14人：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1 法務組 戴郁仁  8 試驗課 彭凱麟 

2 財務處 楊建忠  9 材料開發 李漢樹 

3 帳務課 林鈺舜  10 材料開發 陳治翰 

4 採購一課 高振育  11 成型課 蔡玉庭 

5 設計二課 張時宜  12 機械二課 陳嘉政 

6 特品開發 詹惲成  13 模管課 董千瑜 

7 試驗課 胡業城  14 生技部 簡朝慶 

 

(2)10年紀念金幣發放名單，合計 32人：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1 儲運一課 李陽正 12 材料課 胡浪雲 23 檢查課 林天能 

2 儲運二課 邱垂鋒 13 材料課 王淑貞 24 檢查課 張建偉 

3 採購一課 高國華 14 成型課 曾俊智 25 檢查課 余遠鋒 

4 設計一部 張哲綸 15 成型課 江莉娟 26 檢查課 古花玲 

5 設計二課 詹凱程 16 成型課 胡國賢 27 G密練課 曾欣儀 

6 設計四課 廖麒文 17 成型課 莊朝旺 28 G成型課 彭逸君 

7 試驗課 吳明河 18 加硫課 陳鉅富 29 G加硫課 黃福進 

8 材料開發 李盛豐 19 加硫課 余啟鵬 30 G加硫課 劉連煜 

9 材料開發 陳士紘 20 機械一課 劉佳榮 31 G電儀課 葉佳展 

10 生管課 張佑任 21 機械二課 許哲雄 32 G生技課 曹富勝 

11 生管課 薛憲聰 22 模管課 程健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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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年紀念金幣發放名單，合計 14人：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1 產銷企劃 楊瑛美  8 設計三課 何世堂 

2 資金信用 關漢瑛  9 生管課 邱素雲 

3 資訊部 王惠玲  10 生管課 周松村 

4 國外部 張可仕  11 材料課 吳慶助 

5 國外部 陳成輝  12 機械二課 謝億文 

6 設計一課 林素鑾  13 G材料課 陳德仁 

7 設計二課 江翎方  14 G機械課 葉雲鈞 

    (4)20年紀念金幣發放名單，合計 13人：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1 物流部 王志華  8 成型課 陳姵蓉 

2 生管課 吳明政  9 加硫課 劉萬成 

3 密練課 洪清堂  10 機械二課 潘奇朋 

4 成型課 陳春彪  11 品保部 顏定遠 

5 成型課 陳桂香  12 檢查課 胡龍泉 

6 成型課 陳國明  13 實管課 彭雙富 

7 成型課 徐海興     

    (5)25年紀念金幣發放名單，合計 11人：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1 銷產處 劉家伸  7 品保處 林錠傑 

2 儲運二課 詹廖秀娘  8 品保課 王如禹 

3 材料課 向彩鵰  9 檢查課 葉明興 

4 成型課 范勤珍  10 G廠長室 彭賢順 

5 成型課 蘇順安  11 G工務部 鍾添耀 

6 機械二課 莊秋萍     

    (6)30年紀念金幣發放名單，合計 4人：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序號 部門 員工姓名 

1 生管課 劉文彬  3 成型課 曾明鋒 

2 成型課 陳隆輝  4 機械二課 白浦生 

     

 

 

 

 

 

 

 



西元 2018 年 1 月出刊，第 159 期．半年刊  

8 

2017 年外籍員工旅遊活動 

職工福利委員會於2016年9月16、17日，特別

為泰籍員工安排出遊活動，地點是桃太郎

村、外傘頂洲、南洋松田。繼台南北門水晶

教堂後，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將在

嘉縣布袋海景公園打造造價2317萬元的高跟

鞋水晶教堂，號稱全台唯一高17米，寬11米

的高跟鞋水晶教堂，可望成為台灣沿海觀光

的新亮點，另外十年前的外傘頂洲據說可高

達四、五層樓高，是一塊逐漸消失的美麗國

土，讓泰籍員工們覺得新鮮有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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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的忙碌，藉由旅遊也抒發辛勞。 

泰籍員工球類比賽 
  行之有年的泰籍員工球類比賽於 2016 年 7 月

1-2 日公司旁的公園熱烈展開，這次比賽觀察到

有許多資深員工下班後會呼朋引伴帶著新進員

工相互練習，是相當好的現象，不僅讓新進員工

更快融入泰豐大家庭也降低新進員工面對新環

境的不適應感﹗公司為關懷、重視泰籍員工的生

活，透過很多管道傳達公司濃濃的溫情，球類比

賽、員工旅遊、宿舍環境改善及四面佛設置等等

都讓泰籍員工無限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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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勞工部來訪 

泰豐輪胎 

 

 

 

 

 

 

 

 

 

 

2017 年桃園市勞工趣味競賽活動 

今年的桃園市勞工趣味競賽以「勞工健康我關心 職場安全最放心」為主題，桃園是全台

產業聚落最完整的城市，勞動力人口超過 106 萬人，勞工是成長動力的根基，必須妥善保護，

提升勞動權益保護意識，完善勞動保障法律，提高工會普及率，透過制度化協商完善勞動契

約條款，落實勞工權益保障。 

    市長鄭文燦表示市府會落實職業

災害預防工作，就吊掛作業等高職災

風險項目，於平日落實設備檢查及意

外演練；若不幸發生職災 

，也會第一時間前往勘查、慰問協助

傷者及家屬，後續輔導職災勞工職務

再設計，確保勞工康復後能順利重返

職場。 

    公司幾乎每年參與縣市政府所舉

辦大型盛會，透過團隊合作為主之競賽活動，讓同仁從中體驗運動的樂趣與益處，也能讓同

仁從中學習團隊互助的精神並激勵榮譽感。 

部分文章來源: http://lhrb.ty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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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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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識-流感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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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識-心血管疾病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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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識-腎臟保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