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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銷活動 

前進 2019 SEMA SHOW 北美改裝車展 
 

飛德勒輪胎於 2019年 SEMA展會上向北美經銷商推出旗艦超跑性能胎 Evoluzion F60，作

為 2019年紅點設計獎得主，新款 Evoluzion F60以其迅猛的胎紋設計為超跑注入犀利、迅速、

威猛的產品形象，強化結構確保高速操控穩定、舒適及靜肅性；三直排水溝槽與橫向細溝槽

迅速排水，有效降低水漂的發生機率，絕對是御風狂馳的最佳選擇。。 

 

於展期中，飛德勒輪胎展示數款熱門新品，分享最新的產品和未來的趨勢，藉由業務人員

的傾力解說，使經銷商們在現場對陳列的各式產品有直接的體驗與認識，相信所有人都親身

感受到了飛達品牌不斷創新的獨特魅力。除創新之外，減輕地球負擔與延緩全球暖化的綠色

經營也成為重要的戰略理念，同時被貫徹到各種不同產品線中。 

 

透過與各經銷商洽談業務發展事宜，針對未來市場預測和品牌策略進行討論，提供銷售新

知，凝聚活力與向心力，隨時充分掌握客戶需求及動態，著眼通路的經營，以靈活的銷售手

法落實產品差異化，保有競爭優勢，進而逐步擴大版圖，拓展北美與其它海外潛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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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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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度策略會議 

    泰豐輪胎為在競爭激烈的輪胎市場打出一條活路，早在 2016年積極全球布局，於美國成

立北美分公司(英文簡稱 FTNA)，已逐漸提高在北美的市場佔有率。尤其在 2019年，中美貿

易衝突加劇並持續的情況下，中國大陸銷美的輪胎均加增高額關稅，導致許多輪胎製造廠將

生產基地移往東南亞，但仍有許多未及時因應的輪胎公司，只好尋找代工與合作廠商。泰豐

輪胎深耕美國，因此吸引相當多的輪胎公司前來洽談合作方案。因此，在 2019年下半年開始，

公司因應世界局勢的變化與客戶訂單的回流，逐步開展各項擴充計畫。 

 

    2020年是令人期待的一年，業績展望相當正向，各項迎接產量滿載的準備工作亦積極展

開，包括人力補充計畫、觀音二期擴廠、新花紋開發、代工規格開發、設備增購等，均在年

度策略會議中熱烈討論並訂出行動計畫。董事長在會議總結中提到，過去幾年，是泰豐營運

最難熬的一段時間，經濟大環境波動大且原物料價格成本上漲的影響下，所有在台灣的輪胎

公司業績都不盡理想。但最壞的狀況已經過去了，泰豐已開始由谷底回升，明年開始泰豐將

會逐季成長，多家公司代工合作方案也將會定案，感謝同仁共同度過這段黑暗期，未來的工

作會非常的忙碌，希望大家都能忙得非常快樂，泰豐未來的發 



西元 2020 年 1 月出刊，第 162 期．半年刊  

3 

2019年資深員工表揚大會 

    公司每年都會舉辦資深員工表揚大會，藉以感謝資深同仁對公司的貢獻與付出，今年於

9月 18日於觀音廠活動中心舉辦，董事長親自出席頒發資深同仁紀念金幣以感謝每位獲獎同

仁對公司的付出，並邀請幾位資深同仁經驗分享與發表感言，讓參加表揚大會的與會人員都

充分感受泰豐大家庭的溫暖。 

    在公司服務超過 30個年頭的財務部呂新義經理(現為財務處副處長)被邀請談他的職涯

感想，回想他進入公司的時候還只是個學校剛畢業的新鮮人，就到南京東路的台北辦公室工

作，當時能進入泰豐工作室非常不簡單的。後來廠辦合一後至中壢上班，整個公司的環境有

了很大的變化，但泰豐優良的文化仍持續傳承下來。他表示公司雖然是個傳統產業的公司，

優點就是穩扎穩打，在這裡可以成家立業，有著穩定的經濟來源，非常感謝泰豐的照顧，只

要泰豐需要他的一天，他都會努力打拼以回報泰豐。 

    在頒獎典禮致詞時，董事長特別強調泰豐是個充滿人情味的公司，也是華人輪胎廠中三

代傳承的典範，希望大家都把泰豐當作是自己的家族事業經營。公司歡迎員工的二代甚至三

代都能夠進入公司服務，一方面承襲長輩在泰豐服務的優良傳統，一方面效法長輩對公司的

忠誠度，忠於自己也忠於公司，泰豐可以提供穩定的經濟收入，成家立業生小孩都是泰豐寶

寶，公司也希望盡全力協助照顧。 

2019年資深員工紀念金幣發放名

單 

1.工作滿 5年計 31人 

2.工作滿 10年計 69人 

3.工作滿 15年計 13人 

4.工作滿 20年計 20人 

5.工作滿 25年計 5人 

6.工作滿 30年計 2人(財務部呂新

義 品檢二課張晉宛) 

7.35年紀念金幣發放名單，合計 1

人(F823 F成型課林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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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榮獲幸福感企業 

    2019年由 1111人力銀行針對上班族進行各產業公司的調查，票選出上班族心目中的幸

福感企業，本公司榮獲橡膠塑加工類的幸福感企業。主辦單位特別安排於 11/11在台北遠東

大飯店進行頒獎，國內各家媒體均大幅報導，並專刊報導相關訊息。會中各大企業齊聚，都

各自有不同的福利措施，很多是硬體措施，更多的是軟性的福利，彼此交流各公司的福利特

色，也有益於公司福利項目的創新與改善。此次票選是由外部的上班族對各公司進行票選，

除各家公司於求職網站上所列出的福利項目，還有就是對於這家公司的印象，對泰豐輪胎來

說，外部形象能獲得上班族的肯定，是令人感到振奮的。 

 

    泰豐輪胎是國內輪胎業中最資深的公司，歷經 65年的發展，其中雖然遇到許多的挑戰，

但在泰豐人同心協力努力之下皆能克服萬難。2017年開始公司遇到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一

路走來皆以保障員工工作權為第一要務，在行有餘力的情況下一點一滴維持員工福利。2020

年開始泰豐輪胎將從谷底翻身向上，對於各項福利措施將全面進行檢討與改善，期望能推出

更多更優質的福利措施，讓在泰豐工作的同仁更有幸福的感覺，讓員工有幸福的感覺遠比外

部的人覺得我們是幸福的來得重要許多，也是未來公司努力的方向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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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豐輪胎應桃園市勞動局邀請分享身心障礙進用 

    泰豐輪胎每年獲頒桃園市晉用身心障礙優良雇主的榮譽，在桃園市上市公司眾多的公司

中，名列前茅。勞動局每年舉辦頒獎典禮外，亦會舉辦觀摩分享，今年度更於桃園天際大飯

店舉辦為期一天的經驗分享，會中除身心障礙進用相關法規範分享外，亦邀請產官學等方面

的專家提供寶貴經驗。泰豐輪胎為本次受邀分享的製造業代表的優良廠商，期望藉由此次的

分享與交流，破除企業界的迷失，讓進用身心障礙朋友的企業都能放心。 

 

    此次分享會，桃園市勞動局邀請人資部王立華經理代表泰豐輪胎分享相關經驗，會中以

「如何超額進用共創勞資雙贏」為主題，說明泰豐輪胎的歷史與特色，以及對於身心障礙的

朋友，如何讓他們更了解所處的環境與順利在工廠工作的配套措施與各階層員工的溝通等。

身心障礙朋友因為有某些方面的缺陷造成就業之困難，泰豐輪胎秉持企業精神，對於扶助弱

勢有基本信念，因此持正面開放之態度願意公帄接納身心障礙朋友，並協助評估與改善相關

作業模式，以期使身心障礙朋友進入泰豐輪胎公司服務時能有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此外，

泰豐輪胎身為國內最資深的輪胎公司，擁有強厚優良的企業文化，公司員工對於身心障礙朋

友工作都秉持帄常心與扮演協助的角色。經過詳細的解說，讓在場一百多位的產官學界代表

充分認識泰豐輪胎對於身心障礙朋友的友善態度，更進一步提升公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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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福委會員工宜蘭一日遊活動 

    8/25由福委會主辦的宜蘭一日遊引貣廣大的迴響，超過300位的員工與家屬共同參加。一

早大夥於公司中壢廠大門口集合，浩浩蕩蕩的遊覽車隊開往宜蘭，一路上天氣忽晴忽雨，但

到宜蘭的休息站時，已完全放晴，讓一日遊的活動有好的開始。 

 

    第一站抵達位於員山鄉的望龍

埤，距宜蘭市區約20分鐘車程，查看宜

蘭縣政府的介紹，「望龍埤」又名軟埤，

位在宜蘭縣員山鄉枕山村湖山國小後

處。宜蘭員山枕山村，早在數百多年前

即因為地形山洪爆發、土石沖刷，在目

前大礁溪山麓，自然行成一座湖泊，面

積約四至五公頃；因該湖屬於山中湖

泊，海拔較高，湖水水位是隨著雨水量

升降，因此湖中水量與當地居民生活息

息相關，地方耆老則依「風從虎」、「雲

從龍」之古諺，而取該湖名為「望龍」，

祈求雲雨滋生，造福蒼生。 

 

    大家開開心心的隨自己的喜好選擇不同的遊玩方式，環湖一圈約莫20分鐘，體力比較好

的可以走登山步道運動一下，三面環山溫度稍低稍有涼意，走一段路是會流汗的。湖畔有一

販賣區，販售當地的農產品，尤以紅心芭樂最受泰豐同仁喜愛，裝滿一台小貨車的芭樂被掃

而光。這裡也是偶像劇「下一站幸福」的拍攝地，劇中拓也家現改為花田村，坐在湖畔喝下

午茶是一種享受，也可以買一些魚飼料餵湖中的大型錦鯉也有一番樂趣。 

 

    運動過後緊接著到香草菲

菲感受香草的魅力，這是一個

新的景點，是國內首座以香味

為主題的展示體驗館，館內飄

散著數千棵桂花、茶花、百里

香、萬壽菊與綠薄荷等所散發

的花香，拜色建築物由鋼、木

及玻璃三種材質建構而成，非

常醒目，室內還能仰望藍天白

雲。一行人到此優閒地享受花

香，園區內也有餐飲區與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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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最受歡迎的是土司，雖然價格較一般市面上高，但仍供不應求，可見我們泰豐的購買力

是非常強大。 

 

    到了中午的用餐時刻，福委會特別安排無菜單料理，也是此次旅遊行程的特色之一。當

一道道豐富而有創意的料理端上餐桌上時，只見大家立刻拿貣手機不斷的拍照，有時研究一

下這道料理如何的製作，菜色與一般的公路餐廳完全不同，讓大家驚呼不斷，也讓此行的歡

樂程度達到最高點。 

 

    酒足飯飽後前往最後一個旅遊點，帶大家前往宜蘭特色的宜蘭餅發明館，占地 1800 坪的區域，

除了生產線外，還有門市販賣區與 DIY教室。首先大家到二樓的 DIY教室，自己動手做牛舌餅，透

過主持人逗趣的介紹與引導，除了了解牛舌餅的歷史與相關知識外，亦可練習自己做然後自己吃。

DIY活動結束後，等待烤餅的時間，大家開始搶購相關產品，比較有文化氣息的同仁到餅模展示區

中可以發現典藏有早期製作中式糕餅的主要模具，結合工藝之美巧妙刻製的餅模圖樣，每個都代表

不同的特殊意義，最古老的器具有將近 300年歷史，非常具有紀念價值。回程時特別路過深坑老街，

讓大家可以逛老街順便吃晚餐，也讓一天豐富的行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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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福委會保齡球比賽 

 
    為提倡正當休閒活動與增進身心健康，福委會於 11月 3日在亞運保齡球館舉辦年度的保

齡球館，本次保齡球賽報名踴躍，整館包場，保齡球館的球道全被泰豐人佔滿。 

    保齡球曾是台灣數一數二具國際水準的運動，也曾讓台灣在國際賽中拿到許多獎盃，過

去有很多優秀的選手創造出各自的獨門絕技，例如「飛碟球」就是台灣選手發明的。只可惜

時不我予，不知道何時開始，現在台灣的保齡球館已經剩下不到幾間，相當可惜。 

    保齡球比籃球溫和許多，而且是以個人計分，現場有許多同仁攜家帶眷，與家人共度一

個美好的假日上午；有的進行部門進行聯誼，利用保齡球賽的過程彼此互動，說說笑笑好不

熱鬧，打得好的給予熱情的掌聲，打得不好也互相加油打氣，經過幾個小時的廝殺，各項獎

項終於出爐，恭喜所有的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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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外籍員工中秋旅遊活動 

    為歡度中秋佳節，紓解外籍員工年節思鄉之情，以達慰勞與關懷之意，特於9/14規劃外

籍同仁的一日遊活動。此次帶領外籍同仁到素有台北後花園的宜蘭。第一站先來到宜蘭火車

站旁邊的幾米廣場與幸福轉運站，這兩個地方就在旁邊；幾米廣場原本是位於宜蘭鐵路舊的

宿舍區，後來設置了國道轉運中心，而繪本畫家幾米是宜蘭人，因此就以幾米為主題，打造

成全台灣第一個主題廣場，同時也保留原有的歷史建築與老樹，在這裡可以見到《向左走、

向右走》的男主主角等，不遠處的幸福轉運站則是上空中有一列繪本火車，令人印象深刻。 

    接著來到宜蘭著名的梅花湖，根據旅遊網的介紹，此風景區位在冬山鄉中部，面積約283

公頃，風景區中的湖泊因外型與五瓣梅花相似，因而被命名為「梅花湖」。梅花湖不僅有豐富

的湖泊生態，同時具備水資源涵養、農田灌溉等效用，也是一座優美的天然水庫。梅花湖風

景區因擁有多樣化的自然環境，匯集了許多動、植物於此，例如常見的大冠鷲、白頭翁、台

灣獼猴、松鼠等，而周邊的美食小吃林立，並有環湖協力車、遊湖動力船，讓梅花湖成為熱

門景點。 

    最後一站抵達宜蘭餅發明館，與本籍員工一日遊的景點相同，外籍員工也體驗製作牛舌

餅的樂趣。這次的旅遊安排，主要讓離鄉背井來台工作的外籍員工感受到不一樣的地方就有

不一樣民俗風情，在泰豐不只是來工作，藉由每一次的活動都會留下美好回憶。 

泰籍移工藤球王爭霸戰 

中華民國藤球協會舉辦的 2019年外籍移工藤球王爭霸戰，經過三場預賽後於 12/22在台北舉

行決賽，總共 36個隊伍比賽競爭激烈，最後本公司的泰籍同仁所組成的隊伍突破重重難關之

後最後榮獲季軍，恭喜以下泰籍員工，為自己也為公司爭光： 

教練：F材料課邱猜、球員：F加硫課奈宋朋、F成型課給軋、F材料課阿龍沙、F密練課 仔

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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