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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股東常會 

 
本公司於六月十五日假桃園中壢廠舉行 2015年股東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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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 2015 年經濟將持續緩步成長，美國在結束量化寬鬆政策之後，預期美元將升息，為

防範資金外逃並抑制輸入性通膨，部份新興市場被迫升息，使得全世界缺乏成長動能。為提

升歐元區景氣，ECB 亦推出歐元區版本的量化寬鬆政策，跨國資金四處流竄，全球資本市場

進入「微利高風險」時期。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成長動能顯著差異，美國民間消費及投資陸續

成長帶動景氣復甦；中國近年為調節經濟，投資有所縮減，整體上還是穩健；日本實施量化

寬鬆導引日幣貶值，但出口不見成長；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衝突，使得歐洲與美國同步對於俄

羅斯展開經濟制裁。 
綜合以上分析 2014 年由於美國升息、日本及歐元區持續量化寬鬆政策、歐債危機、烏

克蘭俄羅斯軍事衝突及中國經濟成長趨緩...等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研判 2015 年全球經濟仍不

甚樂觀。本公司在此嚴峻環境下以下列方針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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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反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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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全球佔有率。 
3. 宣揚行銷新產品開發、推升品牌定位，及售後服務優越性。 
4. 運用各種行銷策略，參與各項新品發表會參展、增加曝光及客戶服務，提升品牌能見度

與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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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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飄移榮光 飛德勒輪胎595 RS-RR日本全球首發 

Federal飛德勒輪胎是第一個發表半熱熔性能胎的國人自主輪胎品牌，595 RS-R也在全球競技

與甩尾市場大獲好評。2015年3月，飛德

勒胎進一步於日本發表了旗下最新的單

導向運動性能輪胎產品595 RS-RR，延續

595 RS-R火焰形狀個性花紋元素、加上

工程團隊調整設計，讓全新595 RS-RR
呈現更加銳利的視覺外觀與操控性能。 

595 RS-RR在東京台場的發表活動，除了

邀請日本甩尾教父：土屋圭市、稻田大

二郎共襄盛舉，並透過現役車手高木真

一駕駛著Toyota 86，在日本TC筑波賽道

(Tsukuba Circuit)，595 RS-RR創下了1分
05秒170的佳績，相較595RS-R同日1分06
秒162成績，進步幅度將近1秒。 

全面戰力升級，595 RS-RR 

初見到595 RS-RR(以下簡稱RS-RR)的花紋，很容易聯想到烈焰噴張的情景，與強調性能的單

導向設定相當吻合。根據飛德勒原廠提供資料顯

示，這次RS-RR相較原先的RS-R性能進行了幾項

升級，包含縮短1.5%的賽道時間、操控性提升

2%、煞車距離也縮短了1%。 

而RS-RR在操控與煞停性能上的進化，則主要歸

功於2個原因。其一是經過電腦計算的大面積胎

塊，有助於提升胎塊花紋的剛性，接地的胎面都

能承受均衡的壓力的設定，能提升過彎時的抵抗

側向G值的韌性，進而強化抓地力。另外，加寬

的胎溝除了讓剛性提升，也有助激烈操駕時輪胎

的散熱效果，讓長時間操控的穩定性得到提升。 

595RS-RR為595RS-R再進化之旗艦商品，飛德勒輪胎研發團隊(Federal Technical Center, FTC)
於各方面皆展現創新性的突破，將象徵「浴火重生」之鳳凰意象描繪於花紋中，表達出595 
RS-RR由其傳奇性的前身595 RS-R經淬煉後進化為終極甩尾產品595RS-RR；除最新花紋設計
外，其他性能也大幅提升： 

1. 獨步業界的胎面設計提升花紋塊的剛性，增加輪胎抓地力。 
2. 連續且剛性均一的花紋塊，大幅提升輪胎的抓地性，並且防止花紋偏磨耗。 
3. 胎肩橫溝切割了花紋塊的剛性，提升了舒適性卻同時保有強大的抓地力 。 
4. 胎肩刀片設計幫助破水膜，減少水漂現象，確保濕地性能。 

部分文章來源: http://am.u-car.com.tw/260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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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飛德勒創新實力 榮獲第23台灣精品獎最佳榮譽 

喜訊連連! 前日甫獲得美國芝加哥設計大獎肯定的飛德勒輪胎，今日以Formoza GIO榮獲

台灣精品獎之肯定，本次獲獎已是飛達輪胎第四度榮贋台灣精品獎，實至名歸。 

 

「台灣精品獎」由經濟部國貿局主

辦，並委託「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執

行，向來是台灣鼓勵廠商創新、強化

全球行銷的年度盛事之一，可謂吸引

各大企業注目的最高殊榮。每年匯聚

許多優秀廠商角逐，由來自海內、外

傑出專家學者組成之「台灣精品選拔

委員會」評選出最能代表「台灣製造」

之研發與創新能力的優秀作品。選拔

過程相當嚴謹，針對參賽作品之「研

發」、「設計」、「品質」及「行銷」四面向進行考核。今年已邁入第23屆，共逾千件產品

參選，飛德勒輪胎之Formoza GIO深獲評審青睞，奪下

台灣精品獎之肯定。獲獎產品將可獲得由經濟部授予

之「台灣精品標誌」（Taiwan Excellence），意味產

品在各領域皆有傑出的表現。 

 

飛德勒輪胎注意到消費者追求「高品質但平價」並欲

響應環保的心聲，打造高操控性、低噪音及低油耗且

符合最新歐盟法規規範的高CP值輪胎Formoza GIO。飛

達研發團隊在Formoza GIO導入三項特殊設計，包括多

重節距(Pitch)設計、胎肩封閉式溝槽設計及刀片均勻

切割設計，大幅提高行車靜肅性。而其採用低發熱配

方，提升濕抓力，降低滾動阻力，有效降低輪胎發熱，

減少油耗。此外，Formoza GIO之全新胎闊設計，經實

測證明，在操控安全性能也有相當傑出之表現。 

 

飛德勒輪胎營業處處長陳大武表示：「飛德勒輪胎在

台耕耘六十年，並成功拓展至海外市場，一向以研發、設計、品質及行銷並重，四度榮贋台

灣精品獎，不僅是對飛德勒輪胎品質的讚賞，更是肯定我們在產品發展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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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賀O.T.G.P全國菁英杯大獎賽 
O.T.G.P.全國菁英盃大獎賽經過2012~2014三個完整年度賽季於PIC大鵬灣國際賽車場的賽事

主辦與發展演進，由衷感謝各位國內菁英車隊、車手們與贊助廠商的熱情參與和支持。2015

年全新年度O.T.G.P.賽季除將導入

睽違國內二十餘年的「CATERHAM CUP

統一規格賽」同場舉辦，賽事本身

更大的挑戰與突破，便是正、輔賽

各分組將首次實施的「官方指定用

胎」推廣全新賽制，而OPTION大會

推廣之用意在於以下三大宗旨訴

求。 

一場成功賽事需藉由無數菁英車隊

與車手們的努力，大家所付出的努

力與金錢，更是相當龐大可觀的！

故O.T.G.P.大會今年主推官方指定用胎，希望藉此降低參賽成本與拉近彼此間的競爭條件。 

第一站Federal Motorsports車手 葉佳哲 獲得 GP3組 亞軍𑐀首次參賽就有亮眼的成績表現

Federal Motorsports 經過上一站比賽的經驗、團隊商討戰略及車手反覆練習本次 臺灣公主

遊艇盃CATERHAM-OTGP全國菁英大獎賽再創佳績!!!!!  

 
 

 

 
部分文章來源：http://www.carnews.com/article-39670.htm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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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模範勞工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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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範勞工表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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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深具對公司之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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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茲認

定者。 

本次模範勞工表揚於五月一日假教育訓練室，由副總們親自頒發禮卷及獎狀表揚優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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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範勞工當選金榜 

序號 課別 姓名 序號 課別 姓名 

1 模管課 朱國賓 7 成二課 謝銘峰 

2 密練課 孫貴華 8 儲運課 沈勝雄 

3 預備課 吳嘉文 9 電儀課 楊家凱 

4 預備課 葉子昀 10 實管課 林秀蘭 

5 成一課 張雲翔 11 採購課 張建銘 

6 成一課 李志中 12 客管課 王君玓 

5 



西元 2015 年 06 月出刊 第 154 期．半年刊  

2015年釣魚活動 

職工福利委員會在 2015 年 6

月 20 日端午節，假「4-7 休閒魚池」
舉辦釣魚活動，讓同仁在工作之餘

享受釣魚之樂。 

釣魚是一項人氣旺盛的戶外
活動，無論在海濱、溪邊或是釣魚

場，當魚兒順利上鉤的剎那，心裡

是滿滿的自豪與驕傲。本活動的目

的就是要讓員工在工作壓力之餘

心情能夠沈澱、平靜的享受釣魚樂
趣。 

「4-7休閒魚池」邊的魚躍藻亂，魚池旁的綠野如毯，有些「新手」認真地在釣魚，雖然沒像

「老手」技術好，剛開始連魚兒口中的釣鉤都拔不下，他們不懂太多的釣魚常識，但是他們

的臉上仍然難掩興奮之情。不論得獎與否，最重要的是同事間一起釣魚的娛樂氣氛。 

           釣魚比賽金榜                                             

                                                      

 

獎項 得獎人 

第一名 彭衍鋒 

第二名 黃建杰 

第三名 陳隆輝 

第四名 洪振榮 

第五名 鄒偉彬 

第六名 呂振榮 

第七名 黃清霖 

第八名 馮華冬 

第九名 伍金樹 

大尾獎 陳隆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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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外籍員工一日遊活動 

公司於2015年2月18日農曆年節，特別為泰籍員工舉辦一日戶外踏青活動，位於台北縣萬

里鄉沿海地區，是北海岸相當著名的風景名勝，屬於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風景區內

的地形大致上為一個凸出於海面的岬角，長約1700公尺，如同一隻大海龜因此又名『野柳龜』，

再歷經長時間的海蝕風化和地殼運動，形成了海蝕洞溝、蜂窩石、燭狀石、豆腐石、蕈狀岩、

壺穴、溶蝕盤等等特殊的地質

景觀，為北海岸旅遊又增添了

許多迷人的色彩。 

金山老街位於金包里街上，因

此又稱為金包里老街為台灣

少數老街之一，金山老街曾經

是清代時的商業老街，擁有相

當密集的商業活動，老街上的

芋餅、紅心甘藷、蛋捲等商品

都相當知名，每次來到這裡總

是要提一大包的伴手禮回

家。另外，街上仍保有一些舊石街屋的特色，長形連棟的店舖住宅散落，還有一座百年的舊

式米店，內部舊時方型大木缸、磅秤與百年

木板門等歷史文物，與隔壁的傳統中藥舖陳

列的藥罐，保留下當初清代的些許遺跡。 

自費品嚐金山鴨肉、芋頭肉丸、冰芝林。 

  泰豐用心經營使在異鄉辛苦打拚的外籍

員工們在過年過節也有家的歸屬感，讓他們

工作生活安定，也讓他們故鄉親人了解在台

灣有完善的照顧。 

 

 

 

 

 

 

 

 

 

泰豐˙ 

   幸福˙ 

        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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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員工親子一日遊活動 

職工福利委員會於 2015 年 4 月 6 日舉辦「微笑天梯→微熱山丘→中台禪寺→三義老街

一日遊」活動。當天，大夥兒起個大早從公司集合出發，快樂健行去，延途欣賞國道風光，

車上有熱門電影強力放送及引吭高歌，真是快活。首站到「天空之橋」，歷經二年施工期，終
於在 2012 年 6 月正式對外

開放，位於南投市福山里

─猴探井遊憩區。「天空之

橋」在正式命名前，人們

稱他為「微笑天梯」，也有
個非常特別的命名方式，

以博筊聖杯最多的名稱命

名，獲得「天空之橋」美

名。「天空之橋」全長 204
公尺，以 265 個階梯連結

而成，來回走完就要花上
15 分鐘！「天空之橋」懸

空掛在南投與彰化兩線之

間，橋面距離山谷最深達

70 公尺，彰化平原的美景

盡收眼底，每年的四到六
月還有愛情花季，只要走入一旁的猴探井風景區，便能體驗最浪漫的紫色戀愛，每條步道難

度不一，是市民清晨練身體，假日出遊踏青的好去處。 

中台禪寺位於埔里鎮中台山的中心點，四周山巒如花瓣

環繞；住持惟覺老和尚年少時接觸佛法，30歲剃度出家，
德行高深，吸引皈依弟子及供養居士前來求教禪法，因此

名氣隨之高潮。禪寺主建物在西元 2000年完工，由建築

名師李祖原設計；中台禪寺的佛教歷史文物館擁有豐富的

佛教收藏品，包含距今 1500年前北周的石雕釋迦如來、

此外，四處移植而來的老樹也是中台禪寺的特殊景觀，這
些原本都是因開路築屋，有著砍代命運，因緣際會到中台

禪時得以延續生命，故每顆樹的背後都有段佛緣佳話。 

三義幾乎有一半的鄉民以木雕業為主，大部分遊客來到
三義最大的印

象也是木雕，這

裡主要的木材取自阿里山、豐原、竹東、竹山等地，

以樟木為主，也有檜木、檀香木等其他木材。雕刻

的產品用途多廣，不論是擺飾品或是日常用品，都

深受市場歡迎，在國內深受國人收藏家的喜愛，外
銷歐、美、日本等地時，也總讓各國客戶大嘆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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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外籍員工球類比賽 

職工福利委員會於 2015 年大年初一到初二在公司旁的小公園舉辦泰籍員工球類比賽，包

括排球、足球的友誼對抗比賽。 

動手不動腳的排球及動腳不動手的足球比賽運動，讓外籍員工在連續假期，得以伸展

筋骨，以緩和平日緊繃的工作壓力。亦可藉由比賽活動增進外籍同仁間的感情，並紓解思鄉

情緒。晉盟仲介公司特別提供運動飲料，供球場比賽的球員輕鬆補充身體水份和電解質，讓
泰籍員工充滿活力，清涼解渴又健康。最後，表現優異的球隊亦獲得由福委會頒贈的獎金。

第一名可獲得 3,000 元獎金、第二名

2,000 元獎金、第三名 1,500 元獎金、第

四名 1,000 元獎金。讓我們藉由半年刊

的版面，一起分享他們得獎的喜悅。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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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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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一部 惠菁的 baby 人資部 佳惠的 baby 

加硫課 靖杰的 baby 

財務部 育玲的 baby 

泰豐喜訊 

宇傑 筱雯 介文 怡君 

 

玉霖 筱君 

 
秘書組 秀婷的 bab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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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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