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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德勒輪胎 595RS-RR 奪下 2017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 
  泰豐集團致力於輪胎工藝設

計，並屢獲國內外大獎，包括台

灣精品獎、芝加哥 Good Design

設計獎。日前旗下的飛德勒輪胎

品牌更以全方位運動性能胎

595RS-RR一舉拿下 2017德國紅

點設計大獎(Red Dot Design 

Award)。 

素有「工業設計界奧林匹克」

美譽之稱的德國紅點設計大

獎，本屆參賽作品來自超過 54

國、總計逾 5,500件產品參賽。

飛德勒 595RS-RR以其獨特的火

焰胎紋外觀，成功打造工藝熱情與速度科技的完美呈現，從眾多參賽作品脫穎而出，再次證

明泰豐團隊在產品創新設計上的努力。 

飛德勒此次榮獲紅點設計獎之 595RS-RR，經日本築波(Tsukuba Circuit)專業賽道實車測試，

在各方面及性能表現均超越前一代 595RS-R，是一款針對專業玩家所設計的競技型輪胎。創

新火焰胎紋與高分子配方，能在高速過彎時展現強大抓地力、指向性、與絕佳的操控感，提

供駕駛風馳雷掣的駕馭體驗。 

飛德勒輪胎國外處處長陳大武表示：「飛德勒輪胎榮獲德國紅點設計大獎評審的青睞及肯定，

實屬榮耀。我們將持續引進先進技術，創造獨特品牌概念，在研發、設計、品質方面更上層

樓，提供全球用戶耳目一新的競速輪胎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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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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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豐輪胎觀音廠啟用典禮- 塑造新典範，共創新佳績 

由泰豐輪胎集團投資興建之『泰豐輪胎

觀音廠』盛大舉行啟用典禮，配合桃園市

政府推動以環保科技、永續生態為主軸之

計劃，擘劃建造可促進產業發展與平衡城

鄉生活之現代化廠區。「泰豐輪胎觀音廠」

於 2014年動土，總投資金額超過 50 億，

廠區面積超過 34,000餘坪，歷時三年時

間興建終於風光啟用。 

啟用典禮很榮幸邀請到桃園市大家長鄭

文燦市長，以及眾多貴賓共同歡慶，開場便以傳統舞獅祝賀觀音廠營運順暢。剪綵儀式由鄭

文燦市長及泰豐輪胎馬述健董事長共同主持，並透過大型螢幕播放泰豐輪胎將傳統製造業轉

型工業 4.0的規劃。相信「泰豐輪胎觀音廠」將成為桃園市政府與企業合作最佳典範，吸引

更多大型企業進駐桃園科技工業園區，共同創造地方繁榮。  

泰豐輪胎觀音廠與時俱進，以綠建築

工法打造廠房，以節能環保為首要目

標，廠內設立大型雨水回收系統，擴

大植栽綠化環境，並規劃大型太陽能

發電系統，以響應市長推動桃園綠能

的政策，使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得以

兼顧。本廠預計第一階段可達到 300

萬條以上產能；並在 2020年時達到

生產高峰年產 800萬條，可提供大桃

園區超過 1,000人以上之就業機會。 

「泰豐輪胎觀音廠」將成為泰豐輪胎在台

灣最大生產基地以及集團與國際接軌之轉

運站。秉持『立足台灣 在地深耕 放眼全球 

互利互惠』理念，期許能再創高峰並朝台灣

百年標竿企業行列邁進，與觀音、桃園及台

灣一同成長茁壯，再創傳奇。 

 

部分文章來源: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1031/8023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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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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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模範勞工於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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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位模範勞工中，遴選出李興政及余遠鋒前往桃園市政府；金漢平及邱垂華前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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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總工程師 林遠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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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模範勞工名單如下： 

序號 單位 姓名 序號 單位 姓名 

1 模管課 李興政 8 儲運課 金漢平 

2 密練課 房海平 9 實管課 陳秀玉 

3 材料課 李宥蓁 10 電儀課 鄧志強 

4 成型課 賴文雄 11 檢查課 余遠鋒 

5 成型課 游俊杰 12 資金信用 關漢瑛 

6 成型課 李尉任 13 生管課     邱垂華 

7 成型課 吳章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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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上半年度泰豐.幸福.家園活動端午立蛋祈福 

公司端午節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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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蒸日上大展鴻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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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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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外籍員工春節假期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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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27 日旅遊的地點

為台中高美濕地、中社花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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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泰國藤球友誼賽暨潑水節 

 

 

 

 

2017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受邀參加由新北市政府舉辦「新北市第 7 屆泰國藤球友誼賽暨潑水節」

活動，為慶祝泰國潑水節，同時感受到泰國朋友的熱情，特別舉辦藤球比賽，藉此讓台灣人

感受泰國朋友們的運動風氣並帶來精彩的多元文化。另外在浴佛感恩儀式上，象徵祝福人民

平安喜樂，友誼長存﹔現場也安排免費健康服務及設有泰國美食、義剪、視障按摩、二手衣

跳蚤市場等攤位，場面相當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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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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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務課 姜彥嶸的 baby 

製造部 林欣洋&楊筱薇 

泰豐喜訊     

加硫課 楊明順的 baby 

檢查課 賴智偉 

管會課 張育玲的 baby 

財務部 林鈺舜 

電儀課 林俊男的 baby 材料課 楊至超的 baby 實管課 張仕群的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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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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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評估重要性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