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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3月2日（星期五）下午3時30分 

地    點：台中日月千禧酒店-多功能會議室5樓(VEE05室)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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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理事應出席26人、出席20人、請假6人。 

               監事應出席9人、出席8人、請假1人。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報告 

1、本會向國際貿易局申請「107年度輸出入相關同業公會辦理推廣貿易業

務經費」計畫—執行「舉辦或參加國際商展業務」案，經貿易局審核通

過(預定)補助經費共計864萬元，本會將依計畫內容執行。補助項目及

金額如下： 

補    助    項    目 107年度 

申請金額 

106年度 

申請金額 

106年度 

核定金額 

一、2018年德國福吉沙芬自行車

展（Eurobike） 

298.3萬元 234萬元 215.68萬元 

二、2018年美國拉斯維加斯自行

車展（Interbike） 

213.3萬元 330萬元 247.5萬元 

三、2018年中國（上海）國際自

行車展 

105.8萬元 135萬元 110.5萬元 

四、2018年義大利維諾納國際自

行車展 

 138.3萬元 ---- --- 

五、2018年波蘭凱爾采國際自行

車展 

108.3萬元 ---- --- 

六、2018年泰國曼谷國際自行車

展 

 效益不佳 

 停止申請 

135萬元 110.5萬元 

總      計 864萬元 834萬元 684.1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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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非國際商展計畫案，經貿易局審核通過(預定)補助經費共計144

萬元，本會將依計畫內容執行。補助項目及金額如下： 

 補    助    項    目 107年度 

申請金額 

106年度 

申請金額 

106年度 

核定金額 

一、編印自行車會訊 15萬元 15萬元 15萬元 

二、編印各國自行車進出口關稅 

彙編手冊及台灣自行車進出口

統計彙編手冊 

15萬元 8萬元 

 

7.84萬元 

 

三、2018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

新設計作品展示 

114萬元 121萬元 106.3萬元 

總      計 144萬元 144萬元 129.14萬元 

 

2、本會執行國際貿易局106年貿易推廣補助計畫案，「編印自行車會訊」獲 

貿易局核撥補助經費15萬元。 

 

 3、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補助計畫案，組團參加2017年「泰國曼

谷國際自行車展」獲國際貿易局核撥補助經費110萬5,000元。 

 

 4、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舉辦的「2018台北國際自行車展論壇」，

將於3月23日(五)在台中麗寶樂園福容飯店百合廳(421台中市后里區福

容路88號)辦理，此論壇聯手歐洲最具指標性之自行車專業媒體Bike 

Europe，結合海內外資源，邀請重量級企業與會，以「台灣自行車產業

的轉型」為論壇主軸，議題包含新零售、新製造、新技術及電動自行車

等重要趨勢，敬邀各位理監事蒞臨指導。 

以上會務報告，同意備查。 

 

三、財務報告 

 報告本會106年1月~12月財務報表(略)，同意通過。 

四、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同意「晶翔、綠典、品琦、品岳、微程式、晴也、環捷」等 

7家公司申請入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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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晶翔、綠典、品琦、品岳、微程式、晴也、環捷」等7家公司 

資料如下： 

公司名稱 負責人 資本額 產  品 地 址 電 話 會員 

級數 

晶翔機電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蔡坤明 

28,670

萬元 

自動感應動態

尾燈 

新竹市科學工業

園區力行一路1

號3樓B2 

03-6661036 五 

綠典能源有

限公司 

董事長 

劉清香 

500萬元 電動輔助自行

車、電動代步

車 

高雄市旗山區延

平二路200巷25

號 

07-6622118 五 

品琦國際有

限公司 

董事長 

許清祿 

300萬元 前叉、車架，

及其他五金 

彰化縣溪湖鎮大

竹里西環路161

號6樓之2 

04-8823776 五 

品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羅光延 

12,000

萬元 

自行車把手、

自行車管件 

台中市大甲區日

南里工十路8號 

04-26815166 四 

微程式資訊

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長 

吳騰彥 

32,057

萬元 

踏頻速度感應

器、藍芽模組 

台中市西屯區河

南路二段262號

11樓之8 

04-23692699 四 

晴也國際有

限公司 

董事長 

賴可容 

100萬元 車 架 、 零 配

件、獨輪車、

拖 車 、 三 輪

車、滑板車 

彰化縣埔心鄉太

平村太平路75巷

52號1樓 

04-8231316 五 

環捷科技有

限公司 

董事長 

彭雅如 

200萬元 車架、前叉、

輪組 

台中市西屯區台

灣大道2段792號 

04-3606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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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家公司入會後，本會會員數為399家(含贊助會員)。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議決「松野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退會案。 

 

說  明：「松野股份有限公司」為本會五級會員，主動提請退會聲明並檢

附已辦理歇業證明，經審查亦已繳清應繳之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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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1、依本會章程第9條及49條規定，擬同意其退會。 

        2、松野公司原會員代表張昇常董事長擔任本會監事乙職，其監事

資格因公司辦理歇業隨同喪失。 

   3、依人民團體法規定，應由候補監事遞補監事職務；並依商業

團體法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商業同業公會理事、監事出缺，

應於一個月內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分別依次遞補；無候補

理事、候補監事遞補而理事或監事人數超過章程規定各該理

事或監事名額三分之二以上者，不予補選。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 106年度決算報告及工作報告，提請同意案。 

 

    說  明：1、106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涉外基金專戶收支表、現

金出納表、基金收支對照表、財產目錄等，請參閱第 11~17

頁(略)；106年度工作報告請參閱第 19~32頁(略)。 

    2、內政部 106年 6月 19日修正發布的「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第五章預算決算之編審第 12 條規定：工商團體應於年度終了

後三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當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連同現

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清冊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或

監事）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經會員（會員

代表）大會通過後，於五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但因故未

能及時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者，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

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辦  法：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先報內政部核備並報第九屆第三次會員 

            代表大會追認。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修正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代表大會議事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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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1、依本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動議案辦理。 

       2、會員代表大會議事簡則，第貳點會議二、大會議案列入大會  

議程，提請大會討論之，臨時動議需有五人以上之附議，提

請修改為一人附議。 

 

    辦  法：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會務人員專員高培哲職等晉升案。 

     

    說  明：1、本會資深專員高培哲於民國89年到職，主辦財務、國貿局年 

               度計畫預算申請暨核銷，及研發與專利暨智慧製造推動委員 

               會執行秘書一職，並曾主辦創新自行車暨零配件甄選活動等， 

               工作期間申請獲得政府挹注億餘元經費，協助會務發展甚多 

               ，平日亦協助理事長暨秘書長及同仁會務的推展，及會址重新 

               裝修等不餘遺力，皆能完成交付使命並獲致優異成果。                

     2、該職優異表現並經由理事長批示，擬晉升為處長賦予更多工 

        作責任與鼓勵其熱誠。 

 

    辦  法：通過後，職等為10等14級、並增加主管加給1,000元，於107年4 

            月1日起生效，並報內政部同意備查。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五、各委員會報告(略)及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案  由：研議貿易局所提產證管理措施及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執 

            行機制提供建議並具體說明理由，供貿易局後續評估案，請討論。 

            

說  明：1、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會議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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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自行車產品採行產證管理措施，要求檢附申請人及

製造商共同切結書，且製造商主要產品為「自行車及零

件」。 

(2) 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有其時空背景，確有達成 

其原為防止歐盟對我自行車再採行反傾銷措施之功能，

惟歷經全球經貿環境演變，其功能是否仍符合現今貿易

管理之需要，建請自行車公會再思考其存在之實益(特別

是防堵違規轉運之規避行為)，並考量進一步研議提升該

小組功能之作法(例如：提高監控價格之可能性)。 

   2、工業局會議中表示: 

  (1)「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成效不錯，未來監控標

的篩選單價將提高至 180 美元。惟目前我國自行車出口

平均單價約為 500美元，輸往歐洲者單價相對較高。 

    (2) 目前海關比對進出口資料尚待時間觀察其效果，若強化

核發產證措施可進行管控，亦可考慮採行，惟實務上是

否有困難，請徵詢公會意見。 

 

    辦  法：1、轉口貿易可能才是元兇，此案端賴政府、海關、簽發產證單位

之間的務實作業(包括內容、價格及數量等稽核)及看法，必

須相互勾稽。公權力介入，才有實效。 

            2、提高金額及範圍擴大，恐失焦；公部門也須動用較多人力篩選，

付出更多人力成本。 

            3、監控小組運作仍有其功能及成效，可為業界警惕之用、良性提 

               醒。建立業界自主管理模式，也讓歐盟感受到台灣業者的誠意 

               與所作的努力。 

            4、此案事關重大、屬業者輸歐市場權益，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討論 

               並議決。 

 

    決  議：請主任委員與理監事們召開臨時委員會再討論如何因應，提下次 

            理監事會議報告。 

 

 

第二案                                  提案單位: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案  由：研議貿易局請本會協助蒐集不肖業者違規轉運之可能樣態，俾利 

相關單位採取應對措施案，請討論。  

            

說  明：1、另有 6家業者(可能是會員之 1)疑似違規，由貿易局續調查 

           中。 

        2、貿易局轉知 2017年 8月~11月共處分 6家非會員廠商，均因 



7 

 

            「申請及使用不實產證」。 

        3、為確實防堵以收成效，協助蒐集不肖業者違規轉運之可能樣 

           態。 

 

 辦  法：1、委員會建議： 

              (1)原6家違規個案已獲處罰，相關自行車產品銷至歐盟較落

後的國家(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較有可能發生，建議

政府追溯並通報歐盟執委會及違規業者的買主(進口

商)，其違規及已受台灣政府處罰的事實，以資警惕。 

                   (2)建議以此6家違規業者產品最後出口目的地，為追溯酌參

國家，並列為日後歐盟監控重點國家之一的參考依據。 

             2、提請理監事討論並議決。 

    

    決  議：本案與上案併案討論，請主任委員與理監事們召開臨時委員會再 

            討論如何因應，提下次理監事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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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TBIS)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1、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TBIS)此標準制定工作項目，以 ISO 4210 

               與 EN15194為基礎，發展 TBIS標準(加嚴、補缺口、可靠度)， 

               2018年度實施方法與重點如下： 

 2、ISO 4210(補安全缺口): 持續發展 TBIS4210:2017之標準內容 

    並討論尚未納入國際標準之自行車安全規範的自行車零部件測 

    試技術(前叉豎管強度要求與車胎蛇咬測試方法)，用於鑑別產 

    品安全差異所在。 

           3、EN15194新版規範已於 2017年公告，擬修訂 TBIS15194之 2018 

              版本與 EN規範調和。並研議探討電動輔助自行車耐候性能測試 

              方法與安全要求，以符合市場之需求。 

           4、新增 TBIS之 Cargo bike安全要求:研議探討該車種之結構強 

              度、操控穩定性、停車(煞車)穩定性等產品安全要求。 

 

    辦  法：1、召集 TBIS專家技術委員會由產業與自行車研發中心組成，召 

               開自行車產業標準制定會議，討論與議定 TBIS內容項目及要 

               求。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執行。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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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2018年美國國際自行車展(Interbike)聯合組團單位，提請討論。 

 

說 明：1、今日中英雜誌社對2018年美國國際自行車展(Interbike)聯合 

           組團單位的建議。 

            2、依據本會第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公會與台灣代 

               理商(輪彥、今日)輪流合作參加國外自行車展。 

 3、依據本會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若輪彥或今日 

    無共同組團參展意願則洽商另一公司聯合組團。 

 

  辦 法：1、公會正式發函寄雙掛號給今日，是否執行2018年美國展。 

            2、為廠商利益，委請輪彥幫忙執行2018年美國國際自行車展 

    (Interbike)。 

  3、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 

 

決  議：同意，依委員會辦法執行。 

 

 

 第五案                          提案單位：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2018年義大利維洛納(CosmoBike)自行車展執行模式，提請討論。 

 

說 明：1、在義大利維洛納(Verona)舉行的自行車展是義大利指標性的兩

輪自行車展覽。2017年展覽參觀人數60,000名，並吸引300位

國際記者媒體採訪。參展廠商約350家，來自26個國家，包括

義大利、美國、德國、英國、荷蘭及中國大陸等。室內展覽面

積約35,000平方公尺，室外約21,000平方公尺，是前進義大利

及歐洲高檔自行車市場的嶄新平台。 

     2、由於義大利展是本會第一次由委員們組團參加，期待以不同作

法提升整體效益。 

    3、參加的委員及攤位數如下：鐵甲工業(股)公司(1)、同亞車業(股) 

公司(0.5)、中南金記工業(股)公司(0.5)、祥力金屬工業(股)

公司(2)、久裕興業科技(股)公司(1)、鋐光實業(股)公司(1)、

盛傑實業(股)公司(1)、元毅工業(股)公司(1)、瑞振工業(股)

公司(1)、信隆車料工業(股)公司(1)。 

 

辦 法：1、擬以攤位設計整體形象、開放式隔間為設計方向。 

       2、擬以籌設單一義大利維洛納展會FB，並於4月開始接受參展廠

商資訊，協助發布於展前推廣階段性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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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會將與外貿協會駐外單位合辦展中雞尾酒會，進行首次當

地通路與品牌客戶及媒體交流等形式，以利推廣台灣整體形

象。 

     4、展後將發布參展照片記錄，以作為本會首次協助會員推廣業

務之新行銷模式。 

       5、邀請整車廠如巨大、美利達、永祺、菲力及順捷等加入。 

       6、為維護此展形象，將會和貿協討論，並設委員會群組。 

       7、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同意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為有效拓銷新市場，擬派員蒐集商情以利後續展會辦理，提請討 

        論。 

       

說 明：1、依據本會第九屆第三次貿易與投資委員會會議決議，擬新闢其

他展會(義大利自行車展、倫敦展…等)，與主任委員確認後，

向國貿易局提新年度計畫。 

   2、因應展會形式變化，本會除現有的國際自行車展會外，仍亟

待開發新市場、協助會員拓展商機。 

 

辦 法：1、擬由公會派員前往未來會員可能組團展覽區域觀展、及蒐集

展覽資訊及當地零售與消費狀況，以利全面評估是否有組團

參展的可行性。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 

 

  決 議：本案暫緩，由會員及理監事給予建議及提供相關資訊參考。 

 

 

第七案                        提案單位：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為推展貿易與投資，擬與貿易局等公部門增加產業議題的交流，

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本會各專業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三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包含政 

        府貿易政策之配合執行、其他有關自行車產業貿易與行銷事項的 

        推展。 

 

 辦 法：1、擬以固定時間與公部門進行直接交流，以利建構政府資源與產

業需求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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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同意，後續細節執行將由本委員會林主任委員帶領執行。 

         3、於下次理監事會提出執行概念。 

 

  決 議：同意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因應自行車產業變動需求，及會員服務新形態交流模式，進行實

務與異業學習經驗分享，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具體會員服務品項甚多，惜在知識性和資訊分享者較少，為

強化會員服務面向，應加強此部分工作執行。 

 

辦 法：1、擬設立「TBA講堂」，將跨業知識與市場資訊做系列性分享。 

        2、擬於今年度辦理2場主題分享，以利會員廠商學習。 

        3、後續細節執行將由本委員會林主任委員帶領執行。 

        4、同意執行，將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提出講堂課程執行概況。 

 

  決 議：同意通過。 

 

 

六、購買X-Ray案報告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7時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