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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3時 

地    點：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三樓會議室          

（台中市工業區37路17號） 

主    席：曾理事長崧柱                         記錄：高淑茹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略） 

理事應出席27人、出席24人、請假3人。 

監事應出席9人、出席9人。 

 

來賓、列席及請假人員：(略) 

 

 

一、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理監事百忙之中，參加理監事會議，上午辦理了「2017實戰知

識交流會-串聯整合．打擊仿冒」，邀請到2位律師實務分享及智慧財產

局長與會，豐富的內容，獲得與會廠商好評，接著會再辦理兩場關於貿

易推廣與產品研發製造相關主題交流會，請大家踴躍參加。 

二、會務報告  

  1、本會執行國際貿易局106年貿易推廣補助計畫案，「編印各國自行車進口

關稅彙編及臺灣自行車出進口統計手冊」，業已完成，並獲貿易局核撥

補助經費。 

2、本會執行國際貿易局106年貿易推廣補助計畫案，「2017年台北國際自行

車展創新設計作品展示」，業已完成，並獲貿易局核撥補助經費。 

 3、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4月14日召開「研商防堵他國產品經我國違規轉運之

因應作法」會議，會中，貿易局報告目前與交通部、財政部合作採行自

由貿易港區事業出口許可證、加強通關查驗、強化原產地證明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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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加處分違法業者等措施及目前與歐盟反詐欺局進行國際合作的執行情

形。並說明美國行政部門將依據美國川普總統發布行政命令90天內，針

對逃漏及反傾銷稅、平衡稅提出相關查緝計畫，涉及關務詐欺行為者將

處以行政處分及刑罰；另歐盟亦對我國多項產品進行關務詐欺調查，提

醒廠商切勿協助轉運中國大陸受課徵反傾銷稅之產品至歐美等國家。本

會也正式公告會員知悉。 

    會中，通過財政部、交通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及產業相關公協會成立

工作小組辦理貿易管理措施，並視需要召開會議。 

4、亞洲自行車產業聯盟交流會（ABA）於5月6日在中國上海舉行，共有中國

自行車協會、臺灣自行車公會、日本自行車協會、全印度製造商協會、

越南自行車協會、韓國自行車工業協會、土耳其自行車工業協會、印尼

自行車工業協會及俄羅斯摩托車自行車協會等9國代表與會，由中國自行

車協會理事長馬中超擔任主席，介紹本屆中國國際自行車展會的情況及

共享單車的議題，衍生的問題，促使相關委員會的成立及系列政策應運

而生。會中，通過本會理事長曾崧柱接任ABA副主席職務。 

   ABA將在今年9月於俄羅斯召開年會，進行交流、聯誼，促進自行車產業

發展。 

5、27屆中國國際自行車展，於2017年5月6日至5月9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舉行，本屆上海展的主題為「創新、智能、聯動」，展會面積約為15萬

平方公尺，標準攤位達6,500多個攤位，吸引了大約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200多家企業參展。本會與輪彥國際有限公司共同聯合組團，計有永

興、典盈、煌傑、協達、馬克、宸項及倢鋒等7家廠商、13個攤位、117

平方公尺於台灣館展出，本會已完成此項協同執行工作，目前進行結案

報告中。 

  6、本會首次辦理「2017實戰知識交流會-串聯整合．打擊仿冒」於5月19日

在財團法人自行車研究發展中心舉辦，兩位主講人，創越法律事務所林

忠義律師以台灣律師角度分享，如何以台灣為基地串聯整合資源進行有

效益制裁執行；SONY Mobile 中國區張波法務長，以外商角度在中國市

場進行侵權防堵的智財保護分享跨國企業合作、串聯台灣及大陸打擊仿

冒實際案例，並邀請到智慧財產局長洪淑敏蒞臨指導，現場回應中國海

蟑螂案例及政府如何協助台商的實務案例，獲得與會近40名會員熱烈反

應。 

     本會後續仍將接力辦理兩場關於貿易推廣與產品研發製造相關主題交流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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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2017年1-4月成車與零配件出口值合計約

7.36億餘美元、較2016年同期的8.1億餘美元減少9.2%。 

   1-4月成車（不含稅則號列87120090004其他自行車、及8711930電動車）

外銷近84萬台、比去年同期減少20.95%，出口值3.81億餘美元、減幅

18.26%，出口平均單價455.16美元、增加3.4%。零配件部分，1-4月出口

3.54億餘美元、成長3.12%，進口1.91億餘美元、減少11.51%。 

    其中，成車出口到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車16萬餘台、比去年同

期減少7.68%，出口值1.17億餘美元、減少4.39%，平均單價727.89美元、

提高3.56%。輸往歐盟近52萬台、比去年同期減少19.15%，出口值1.67

億餘美元、減少20.33%。 

   1-4月電動車，出口6.1萬台、較去年成長32.08%，出口值7,269萬餘美

元、增幅57.34%，平均單價1,184.94美元、成長19.12%。 

   1-4月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車9,379台、比去年同期22,108台，大幅減少

57.58%，出口值615萬餘美元、減少51.86%，平均單價655.99美元、成長

13.47%，零配件銷往大陸3,498萬餘美元、增加2.73%。自大陸進口成車

23.8萬餘台、較去年同期增加16.56%，進口值1,350萬餘美元、增加

8.32%，平均單價56.54美元，減少7.07%，零配件自大陸進口1.12億餘美

元、減少12%。 

   8、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提請同意「煌傑、鉅葉、

瀚博、鉅輪、亞柏邁斯、得

萊及 記」等七家公司申請

入會案。 

 

各委員會提案 

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一）法務與安全委員會登

記參加的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人選，提請議決。 

 

(二)討論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106年度工作計畫及執行方

案。 

 

通過。 

 

 

 

 

 

 

通過，副主任委員由黃

金堂擔任。 

 

 

通過。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5年12月1日

1050085801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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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與專利委員會 

（一）研發與專利委員會登

記參加的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人選，提請議決。 

 

(二)討論研發與專利委員會

106年度工作計畫及執行方

案。 

 

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一）貿易與投資委員會登

記參加的委員及副主任委員

人選，提請議決。 

 

(二)討論研發與專利委員會

106年度工作計畫及執行方

案。 

 

臨時動議 

（一）擬請三個委員會每年

提出專案報告。 

 

 

通過，副主任委員由高

禩翔擔任。 

 

 

通過。 

 

 

 

 

通過，副主任委員由朱

路貞擔任。 

 

 

通過。 

 

 

 

 

通過。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三、財務報告 

 報告本會106年1~3月財務報表（附件略）。 

四、各委員會報告：（略） 

五、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同意「弘億股份有限公司及馬克單車館」2家公司申請入會

案。 

說  明：「弘億股份有限公司及馬克單車館」公司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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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負責人 資本額 產  品 地 址 電 話 會員 

級數 

弘億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謝榮山 

2,000萬

元 

太陽眼鏡 台南市永康區鹽

信街612號 

06-242631

6 

四 

馬克單車館 董事長 

左承暐 

20萬元 單車零件(功率

發射器) 

台市大同區重慶

北路3段293之4

號 

02-236593

50 

五 

     辦  法：公會已初步審核各公司入會資格，擬請准予入會並報內政部核

備；這2家公司入會後，本會會員數為402家。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議決「川飛工業有限公司」、「泉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峰導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強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取科技有限公司」、「紹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軒馬企

業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停權案。   

 

說  明：上述公司積欠會費已逾九個月，本會經依程序催繳，迄未繳交。 

 

辦  法：依本會章程第48條規定，應予以停權。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歐盟電動車聯盟（WBIA）邀請入會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歐洲電動車聯盟(WBIA)於台北展期間3月24日邀請公會代表 

參加聯盟成立說明會。 

二、WBIA成立的主要目標為合作出席UNECE在日內瓦舉辦的法規

會議，並促請聯合國依據自行車產業製造商的建議制訂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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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安全的電動自行車規範，並期許透過聯盟提供足夠資訊與

遊說，一同推動未來電動自行車的法規。 

           三、台灣、歐洲、美國及日本是全球重要電動自行車生產地，期

望成為WBIA的創始會員國，創始會員國數量不受限制，隨時

增加皆可。 

              1、目前入會的有日本自行車協會及歐洲產業協會（CONEBI）。 

           2、中國自行車協會只願意擔任觀察員（觀察員不需付費，僅

接收WBIA資訊，無投票權）。 

              3、加入會員每年需繳納瑞士法朗5千元。 

           4、美國自行車供應商協會（BPSA）和本會則待理監事會議討

論後決議是否入會（WBIA與本會會談紀錄略）。 

 

辦  法：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 

 

決  議：通過，以涉外基金支應。 

 

 

六、各委員會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案  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擬比照其他產業產證管理模式，針對自行車產業， 

          公告實施輸往歐盟自行車產品原產地證明書/台灣產製申報切結書 

           措施，提請議決。 

說  明：為因應歐盟反詐欺局(OLAF)關務詐欺調查及避免台灣自行車產業遭 

反規避調查，行政院非常關切違規轉運問題對我產業及自由貿易港

區造成的影響，已指示相關部會採取更多的防範措施，如加強出口

自行車查驗、強化產證管理機制、持續國際合作、共同打擊不法之

國際貿易行為等。 

      

辦  法：此案攸關我全體自行車產業權益，切結書作法將導致重大影響，提

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並議決。 

 

   決  議：請公會彙整相關意見後向國際貿易局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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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發與專利委員會暨智慧製造推動委員會 

案  由：「電動輔助三輪(以上)自行車性能及安全要求標準」擬列入自行 

         車產業標準，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為強化台灣作為全球主要高級自行車供應中心的地位， 

積極填補 ISO 及 CNS 標準的不足，在尚無國家標準可循的情況

下，擬定「電動輔助三輪(以上)自行車性能及安全要求標準」的

合宜測試值與標準，將提供業者一定的規範，使用(消費)者也有

多一層的保障，有利未來產業發展。 

辦  法：1.本會與自行車研發中心邀集業界代表，召開「電動輔助三輪 

 (以上)自行車性能及安全要求標準」草擬會議，共同制定。 

        2. 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決。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發與專利委員會暨智慧製造推動委員會  

案  由：「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及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合格標章管理與審 

        驗辦法 」業已完成，擬請會員參考與採用。 

    說  明：1.依本會第八屆第十三次（105.11.25）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 

              理。 

            2.自行車研發中心於 104年起至今，多次召集業界代表所組成的 

              技術專家小組會議，分別針對現行 ISO 4210 與 EN 15194 之 

              安全規範內容，進行符合台灣優質產品之標準研擬。爾今已通 

              過 TBIS 4210:2017 自行車標準與 TBIS 15194:2017電動輔助 

              自行車標準及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合格標章管理與審驗辦法 

              (相關內容已公告公會網頁上)。 

    辦  法：1.推廣給會員參考與採用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  

 2.會員要求之第三方測試單位(如:SGS 與 TUV 等)應符合台灣                      

自行車產業標準合格標章管理與審驗辦法要求認可之檢測機

構，共同推動 TBIS國際能見度與彰顯台灣自行車產業之品級 

        與水準。 

      3.自行車研發中心擬於德國 Eurobike自行車展中設攤，廣為宣 

        傳 TBIS標準 以提高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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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決。 

    決  議：通過。  

 

七、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黃常務理事金堂 

案  由：製作理監事制服。 

 

說  明：本會理監事為無給職，為增加團體形象，提請製作TBA POLO衫 

        （每人2件）。 
 

辦  法：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通過，感謝吳常務監事盈進贊助此項經費。 

 

 

八、散會：下午四時十五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