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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九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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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工業區37路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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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應出席25人、出席23人、請假2人﹔監事應出席8人、出席8人。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報告  

1、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補助計畫案，組團參加2019年德國國際

自行車展(Eurobike)」、「波蘭凱爾采國際自行車展」，分別獲國際貿

易局核撥補助經費259萬5,150元、100萬1,548元。 

2、依據歐盟本(108)年8月29日第L225號「官方公報」，歐盟於2013年5月基

於其中複查調查結果，續對中國自行車產品課徵最終反傾銷稅，稅率自

0%至48.5%不等，2018年6月4日歐盟依歐洲自行車製造業者協會(EBMA)

之請求，公告對本案反傾銷措施進行期末審查(巨大企業，不在此次調查

範 圍 內 ) ， 並 於 2019 年 8 月 29 日 公 告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EU) 2019/1379，對旨述中國自行車產品續課前述最終反傾

銷措施，產品稅則號列包括CN codes ex8712 00 30 及ex8712 00 70 TARIC 

codes 8712 00 70 97、8712 00 70 92及8712 00 70 99)，配合調查廠

商稅率0%至19.2%不等，其餘出口廠商稅率48.5%。此外，本項反傾銷措

施亦將延伸適用印尼、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突尼西亞、柬埔寨、巴基

斯坦及菲律賓等七個國家進口之自行車產品。 

   本案歐盟依據基本規章Article 2(6a)之規定，判定中國產品市場扭曲，

爰參考塞爾維亞生產成本要素建立本案產品正常價值。歐盟認為中國自

行車75%為出口導向，在本案調查期間之剩餘產能達8千萬台，且中國其

他主要出口市場，包括阿根廷、墨西哥、美國等均對中國同類產品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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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限制措施，爰倘歐盟不續採行反傾銷措施，將可能成為中國自行車

出口主要目標市場。 

3、2019年德國EUROBIKE於9月4日至9月7日舉行，展會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

尺吸引來自99個國家和約1,400家企業參展。本會與輪彥國際有限公司聯

合組團參展：計有上荏、大甲、永傑橡膠、吉安、至誼、亞仕大……等共

計32家廠商於A3館組成台灣館專區，展出面積339平方公尺。  

          展會期間公會受邀出席 Outdoor & Eurobike 晚會(Outdoor & Eurobike 

Networking Dinner)，自行車產業的重要人士集聚一堂，討論自行車在未

來環境友善中的定位，以及積極進行人脈拓展交流。公會也以成員國的身

分參加 WBIA大會(WBIA General Assembly)、WBIA媒體發佈會(WBIA Press 

Conference)，了解 WBIA 正在聯合國進行的工作，如"提昇弱勢道路使用

者的鄰近性意識"的聯合國提案，還有 WBIA七個成員國表述其國內自行車

產業的現況以及對未來的期許計畫。另外，公會也受邀參加由歐洲自行車

工業協會及 CONEBI合作舉辦的自行車產業領袖早餐會(Cycling Industry 

Leaders’Breakfast)與業內領先的公司和創新者齊聚一堂，一起瞭解全

球自行車市場的成長機會、產業的政治挑戰以及產業合作的機會。 

   外貿協會也在展會第一天下午辦理「EUROBIKE台灣精品產品發表記者

會」，邀請美利達、建大、桂盟、高鐵工業及群創發表新品介紹，駐慕

尼黑台貿中心鄒慧玲主任及本會秘書長張蕙娟等皆出席記者會。會中吸

引眾多媒體到場採訪，為臺灣電動及智慧騎乘相關產業進行國外宣傳推

廣；並邀請歐洲業者於2020年3月4日至3月7日參加台北自行車展。 

 

 4、凱爾采自行車展為波蘭最大的自行車展，也是中東歐地區最具規模的展覽 

之一。波蘭面積31萬2,683平方公里，人口約3,787萬，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約14,510美元。  

  一年一度波蘭最大的自行車展，係由Targi Kielce和波蘭自行車協會(Polish 

Cycling Association)主辦，2019年為第10屆。據大會統計，該展計有180家

參展廠商，主要來自臺灣、波蘭、羅馬尼亞、印度及中國等12個國家，展

會面積達19,335平方公尺。 

鑒於此展為中、東歐重要展覽，加上歐洲經貿現況，為協助廠商開發新興

市場，今年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指導下，本會組團參加波蘭凱爾采自行車

展覽：計有愷拓、精創、歐馬、曜輗、政伸、展輪、鑫權、景福……等共

計14家廠商於G館組成台灣館專區（Taiwan Pavilion），參展廠商團結凝

聚力強，再加上台灣館的裝潢，相當醒目，吸引買主前來參觀。 

  2020年波蘭展展期為9月17日至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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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BIA的來函要旨：WBIA應邀撰寫聯合國的政策檔案，主題為《全球交通行

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這個檔案於9月由世界各國的

政府成員在聯合國進行討論，並作為世界級的標準。聯合國提出的另一個

主題是電動滑板車，基於全球發生的電動滑板車嚴重事故及誤用，WBIA與

聯合國和其他利益攸關方一起討論如何在今年9月召開的聯合國會議上對

電動滑板車進行最佳監管。另外，WBIA為了"提昇弱勢道路使用者的鄰近性

意識"的聯合國提案，擬了43頁的草案，且徵詢會員技術面的意見，此提案

是為了保障自行車騎行的安全。 

 

6、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108年10月2日在集思台中文心會議中心辦理「自行車

產地證明管理」說明會，邀請業界廠商一同關切「洗產地」對我貿易之影

響。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108年10月28日公告自11月11日起輸歐自行車及電動

輔助自行車之產證簽發將採行放行前產證，除放行前產證所需文件1.申請

表2.出進口廠商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3.符合前項條件

之相關證明文件4.商業發票或交易契約文件5.其他應檢附文件如下： 

   一、申請人為製造商： 

       1.料件清單(內容須包含出口貨品使用之零件名稱、數量、產地)。 

       2.製造商工廠登記行業別證明 

         甲、出口自行車- 313自行車及其零件。 

         乙、出口電動輔助自行車-312機車及其零件。 

   二、申請人為貿易商： 

       1.購貨證明。 

       2.申請人與製造商共同切結書。 

       3.製造商工廠登記行業別證明 

         甲、出口自行車- 313自行車及其零件。 

         乙、出口電動輔助自行車-312機車及其零件。 

   因公告施行時間緊迫，經本會理事長協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及工業局積極

輔導，並請各縣市經發局專案協助自行車業者辦理工廠登記變更相關事

宜，廠商順利在11月10日前完成工廠登記312行業別。 

    

 7、「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第23次會議於108年11月6日召開，會中

報告○1 自台灣出口歐盟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自11月11日起需檢附放行

前產證○2 出口自行車需檢附工廠登記313行業別（自行車及其零件）、出口

電動輔助自行車需檢附工廠登記312行業別(機車及其零件）○3 出口人即製

造商、需檢附料件清單，出口人為貿易商、需檢附與製造商共同切結書(不

需要檢附用料清單、請製造商留存備查)○4 財政部表示，影本或正本的產證

都可以，另因應無紙化作業，業者可運用傳輸系統上傳產證，供海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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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108年1至9月輸歐盟自行車涉及違規轉運業者之處分情形，標示不實(8

案)及使用不實產證(22張)計14家業者，罰緩總額新台幣801萬元，罰則自9

月11日公告修正「申請人使用不實原產地證明書處分原則」及9月18日「輸

出貨品未依規定標示產地或產地標示不實處分原則」，針對自行車等屬我

國加強管理之貨品，初次違規處以新台幣30萬元罰緩。      

    輸歐盟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業者若有申請放行前產證相關問題，可向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貿易服務組(4科)洽詢。倘業者於本年11月10日前已出口

上揭產品，卻於11月11日(含當日)後欲申請以我國為原產地之產證，因屬

放行後產證，請業者向貿易局提出產證專案申請，俟貿易局核准後再由受

理之簽發單位核發產證。 

    預計於12月下旬召開第24次「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會議」，查核

108年5月及6月低於監控金額自行車300美元及電動輔助自行車800美元案

件。 

  

8、本會申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09年度貿易拓銷業務補助案，「舉辦或參加國   

際展覽業務」計畫，商展部分包括：組團參加2020年中國（上海）國際自

行車展、德國國際自行車展(Eurobike)、波蘭凱爾采國自行車車展、義大

利米蘭國際自行車暨機車展(EICMA)；非商展部分則申請：2020年台北國際

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得獎作品展示、編印經貿統計資料等項目，貿易局預

定12月底核定補助項目及金額。 

 

9、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於108年11月12日，召開「研商台北市自行

車自主登錄系統」推廣事宜，會中討論因所建置的「民眾自行車實名自主

登錄」系統至108年10月31日止，共計登錄5,317輛自行車，其中，107年度

4,471輛、108年1至10月份846輛，已有嚴重下滑，請公會與業者協助宣導，

以利民眾萬一車子遺失或遭遇拖吊，才能立即的找到車主；並加強在自行

車行駛的熱點，如自行車河濱車道或學校、捷運站附近及台北自行車展會

展中推廣。 

  

10、本會申請「輸出業團體分業標準」「自行車輸出業」業務範圍增列電動輔

助自行車及其零配件輸出業，業經經濟部於108年11月11日公告經授貿字第

10840054800號核准。 

 

11、本會積極推展會務及業務，經107年度全國性及台灣區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 

   工作評鑑為甲等，內政部於9月10日頒發獎狀獎勵。 

 

12、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今年1-10月台灣自行車(87120010)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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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萬餘台，較去年同期微減1.88%，出口金額達11.25億餘美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8.38%，出口平均單價623.71美元，較去年同期667.94美元、減少

6.62%﹔成車與零配件出口合計22.72億餘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87%。 

   1-10月電動輔助自行車出口51.5萬餘台、較去年成長139.32%，出口值6.79

億餘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135.22%，出口平均單價1,316.33美元，較去年

同期減少1.71%。 

   1-10月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車18,277台(不含稅則號列871200900004其他

自行車)、較去年同期減少41.94%，出口值1,695萬餘美元、減少37.01%；

平均單價927.68美元則提升8.5%；零配件輸往中國1.02億餘美元、減少

4.05%。 

   至於從中國大陸進口的成車316,882台、較去年同期減少1.7%，進口值2,037

萬餘美元、減少3.57%，平均單價64.3美元、減少1.9%；零配件自中國進口

約4.08億餘美元，增加6.66%。 

13、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第九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提請同意「寬鑫有限

公司」及「保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申請入會案。 

 

 

(二)提請議決「鐘贏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退會

案。 

 

 

(三)建議「自行車產品口

歐盟監控小組」監控項目

增列「電動輔助自行車」

並討論監控金額。 

 

(四) 研議提高「自行車產

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自

行車監控金額。 

 

 

通過。 

 

 

 

 

通過。 

 

 

 

 

通過增列監控品項「電

動輔助自行車」﹔監控

金額800美元。 

 

 

通過，監控金額300美

元。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08年8月14日函覆

第1080053332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08年8月14日函覆

第1080053332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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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輸往歐盟自行車

及電動輔助自行車應檢附

本會(臺灣自行車輸出業

同業公會)核發之原產地

證明書。 

 

(六)要求自中國大陸進口

之自行車(成車)僅供國內

銷售之實務可行性。 

 

(七)研議「自貿港區」及

「物流中心」出口之自行

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之零

組件需檢附經濟部核發之

「自由貿易港區事業輸往

國外特定貨品輸出許

可」。 

 

臨時動議 

(一) 本會組團參加109年

國際自行車展覽計畫，提

請討論。 

 

通過。 

 

 

 

 

 

通過。 

 

 

 

通過。 

 

 

 

 

 

 

 

 

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

事同意通過，○1 2020年

擬繼續組團參加中國

(上海)展、德國展及波

蘭展 ○2第4個展會由貿

易與投資委員會提出後

增列。 

因應公部門法令，本

會暫不核發自行車輸

歐產地證明書。 

 

 

 

依決議行文貿易局。 

 

 

 

依決議行文貿易局。 

 

 

 

 

 

 

 

 

依決議於10月28日向

貿易局提出申請計畫

案。 

以上會務報告，同意備查。 

 

 

三、財務報告 

    報告本會108年1~9月財務報表(略)，同意通過。 

 

四、監察報告 

    監事會召集人報告107年度及108年1-9月監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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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  會 

    案  由：提請同意「立大綠能股份有限公司」、「朝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海飛輪貿易有限公司」

等 4家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立大綠能股份有限公司」、「朝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達方

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海飛輪貿易有限公司」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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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大綠能股

份有限公司 

蔡坤進 

 

壹仟萬元 電輔自行車 

 

新北市新店區中

正路538巷3號4樓 

02- 

22181040 

五 

朝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葉桂昌 

 

伍仟萬元 車 用 防 水

線、車用電

源線、車用

信號線 

新北市樹林區三

俊街27號2樓 

 

02- 

26898815 

 

五 

達方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 

蘇開建 四十五億

元 

IT 周 邊 元

件、被動元

件、綠能解

決方案 

桃園市龜山區山

頂里 20鄰山鶯路

167-1號 

03- 

2508800 

一 

海飛輪貿易

有限公司 

劉佳德 五十萬元 豎管、握把 台中市西屯區福

順路217巷16號 

04- 

24631330 

五 

   辦  法：公會已初步審核各該公司之入會資格，建請准予入會並報內政部 

備查，該 4家公司入會後，本會會員數為 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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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達」、「龍捷」、「利宇」、「馬力亞斯」、「巨

羚」、「前線」、「亞恆」、「茂達興」、「柏泰」、「典盈」、

「基力」、「思馬樂」、「豐彰」、「宏泰興」及「 」等15

家公司停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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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上述公司已積欠會費逾九個月，本會經依程序催繳，迄未繳交。 

  辦  法：依本會章程第四十八條規定，應予以停權處理，上述15家公司

停權後，本會會員數為364家(含贊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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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本會五級會員廠商「竣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調整

會員級別案。   

    說  明： 1、「竣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1月15日，提出會員級

數異動申請單，向本會申請調整會員級別。 

           2、本會會員分級依資本額、上年度營業額、員工人數等三項標

準，以符合二項以上者分級，該公司所提資料依資本額、營

業額及員工人數皆符合四級會員。 

     辦  法：擬調高「竣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會員級別為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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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查本會108年度會員代表名冊。 

       說  明：本會已完成會員代表增減或改派作業，請就會員代表名冊（略）

審查會員代表資格，至108年11月20日止，會員代表共計681名（內

含贊助會員6名）。 

    辦  法：提請審查通過報內政部備查後，依名冊函寄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開會通知。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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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推選第十屆理監事選舉「選票監印人員」及「監選工作人員」。 

說  明：1、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規定，選舉票應蓋用本會圖記並由

監事會召集人(或推派之常務監事、監事)簽章後，始生效力。 

     2、監選工作人員負責維持選務工作之公平進行、選票有效與否之

判斷、以及其他選舉爭議之排除。 

辦  法：1、擬循例由監事會召集人擔任選票監印人員。 

        2、除選票監印人員為全程監選之當然人選外，請理、監事再推

薦2名「監選工作人員」，維護選務工作之順利進行。 

        3、本案提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選票監印人員：監事會召集

人陳威達、監選工作人員：常務理事林立偉、監事陳晏正，並提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商議第十屆理事、監事選舉候選人參考名單。 

說  明：一、依本會章程第23條規定：本會理、監事之任期為三年，其連

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29條第七款規定：本會理事會與監事會共同議決次屆理、

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之提出。 

        二、依「人民團體法」規定，本會理監事選票上如印製候選人姓

名，理事應印二十七名（含）以上，監事應印九名（含）以

上。 

三、本會受理會員代表登記參選第十屆理監事，於10月22日截

止，並經11月22日選務工作小組（常務理監事）初步會商提

出理監事參考名單及排序（略）。 

辦  法：參考名單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印製於選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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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七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109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說  明：本計畫草案（略）依業界實際需求，並延續108年度計畫推動成

果，展望未來發展方向編製而成。 

    辦  法：請審議通過後，提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提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議決。 

 

 

第八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109年度經費預算草案。 

    說  明：本預算表（略）是參酌108年度實際支出，並預估109度收支概算

編列。 

    辦  法：請審議通過後，提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提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議決。 

 

第九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108年「金輪獎」人選，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會第八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暨「臺灣自行車

輸出業同業公會金輪獎施行辦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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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獎項分終身成就獎與卓越貢獻獎二項，終身成就獎指終身

從事自行車產業，事(志)業成功，社會形象良好，廣受業界

敬仰者；卓越貢獻獎指在自行車領域，包括研發、生產、技

術、品牌、行銷等方面表現卓越，對產業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由本會理監事推薦候選人，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得獎

人不限名額，但得從缺。 

      

辦  法：1、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並決議。 

        2、本年會員代表大會頒贈終身成就獎獎狀及紀念品。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108年金輪獎共有2位， 

        監事會召集人陳威達推薦威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陳薰、 

        常務理事黃金堂推薦郁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方吳雪霞。 

         

 

 

第十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主辦「2020行銷台灣-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

大賽」，函請本會贊助案，提請討論。 

 

說  明：1、依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108年11月15日自協總字第1080000525

號函辦理。 

         2、本會去年贊助這項活動經費新台幣 10萬元。 

辦  法：擬比照往年，贊助 10萬元。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討論本會常年法律顧問聘任案。 

       說  明：本會聘請禾同國際法律事務所吳綏宇律師擔任常年法律顧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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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國外對我自行車產業傾銷控訴較少，吳律師暨同仁隨時提供

最新涉外相關資訊，支援本會及會員各項法律服務，不遺餘力。 

      辦  法：擬續聘任一年，自1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專案法律顧問年費

為新台幣5萬元，於簽約日後30日內支付。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新聘幹事林家祺，提請同意。 

      說  明：本會經公開甄選由林家祺小姐（69年生，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  

文學研究所畢業）到會任職，該員於簽訂定期半年合約期間，

執行歐展及波蘭展表現良好，提請同意正式聘用。 

      辦  法：林家祺擬於109年1月1日起以幹事八等七級任用敘薪。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六、各委員會報告及提案(報告如附) 

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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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IS4210-6:2019(FDTS) 自行車安全規範之

車架與前叉測試方法標準、TBIS15194:2019(FDTS) 電動輔助自行車

標準與 TBIS79010:2019 (FDTS) 載貨自行車安全規範等共計 3 版本

標準」草案業已完成，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會第九屆第十次(108.03.08)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2、自行車研發中心從 108 年 4 月 25 日及 7 月 31 日，共召集 2

場次由業界代表所組成的技術專家小組會議，分別針對現行

TBIS 4210 與 TBIS 15194 及 TBIS 79010 等之台灣自行車產業

標準規範內容，進行符合台灣優質產品之標準研擬與增修，

並經技術專家小組委員完成草案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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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1、擬將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進行如下所示作業: 

 a. TBIS 4210-6:2019(FDTS)自行車安全規範之車架與前叉測試  

方法標準，新增附錄 H:避震車架-後三角疲勞試驗，與附

錄 I:車架-碟煞座疲勞試驗，版本別將為 TBIS 4210-6:2020。 

b. TBIS 15194:2019(FDTS)電動輔助自行車標準修訂為以 EN  

15194:2017 架構及電動輔助自行車濕度環境下之耐電壓與

絕緣電阻測試與振動測試，並納入於附錄 N(電動輔助自行

車環境測試)中，版本別將為 TBIS 15194:2020。 

c. TBIS 79010:2019(FDTS)與原 DIN 79010:2019_Draft(G)載貨自       

行車進行調合，版本別將為 TBIS 79010:2020。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告於本會網頁，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前請會員惠提意見，若無異議，將於 109 年 1

月 1 日公告施行。此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為自願性參考安全

標準規範，日後將持續增修相關內容，以臻完備。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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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臺灣產製認定，提請討論。      

  說  明：1、近年來時有廠商因個別公司經營方式，以進口零組件後簡易

加工或組裝，再以臺灣製產品名義出口，造成國際貿易局對

此產品的認定有所出入及糾紛。 

   2、貿易局會以個案發函給公會尋求看法與認定，也因未來案例

將會更多樣與複雜，實非公會能以表面的簡易函文所能判讀。 

    3、為釐清及利於爾後提供貿易局參考意見，在判斷類似事件時，

希能有多一項審查參考，本會擬未來覆函貿易局建議裁量方

式供參。 

辦  法：1、必須符合原產地證明之認定與要求(實質轉型與在國內製造附 

加價值達 35%以上)。 

        2、製造商須有 313的工廠登記業別(電動輔助自行車要有 312業

別登記)，貿易商則須有製造商的共同切結證明 。 

                3、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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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德國福吉沙芬國際自行車展申請「國家形象館」計畫可行性，提

請討論。      

    說  明：1、依國際貿易局 108年 11月 21日召開展覽整合建置國家館會

議辦理。 

          2、貿易局為提升我國廠商在國際展會之整體形象與能見度，擇定

我國出口主力產業，以中小企業參加且攤位具規模之「全美五

金展」、「美國汽車售後服務零件展」與「福吉沙芬自行車展」

等 3項展覽，做為明(109)年度整合建置國家館之試辦展。 

          3、為考量 Eurobike 展，台灣具規模之展團，有貿協、輪彥國際

有限公司、經緯國際媒體有限公司等，為提升整體形象與質

感，本會是否加入此計畫的推動。 

          4、「國家形象館」補助項目僅為場地裝潢費，每個攤位補助上限

為 6萬元。 

          5、本會針對國際貿易局為提升海外展會國家整體形象與能見度，

推動的「國家形象館」計畫，持以高度支持。 

          6、本會一向為服務產業會員的立場，針對 Eurobike展台灣具規模

之三大展團(外貿協會、輪彥國際有限公司、經緯國際媒體有限

公司)，本會實無資源可以整合各個展團單位及公司，建由國際

貿易局主導「國家形象館」計畫的整合才能真正落實公部門推

廣台灣國家形象之美意與成效，本會將盡力從旁協助推廣。 

          7、因 Eurobike展裝潢成本為國際展會高成本展區之一，且「國家

形象館」高規格的裝潢規定，本會仔細衡量國際貿易局「國家

形象館」的補助金額不足以完全承擔此展會攤位裝潢成本，因

此建議國際貿易局考量提升補助款金額，以吸引更多台灣企業

及展團公司有意願參與此計畫，共同為台灣形象加分。 

          8、提請理監事會議討論。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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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五時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