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十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8月19日（星期五）下午3時 

地    點：台中林酒店(台中市朝富路99號7樓 柏林廳) 

主    席：曾理事長崧柱                                  記錄：潘姝雅 

出席人員：(略)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理事應出席27人、出席20人、請假7人。 

                  監事應出席9人、出席8人、請假1人。 

一、 主席致詞： 
    各位理監事大家午安，距我卸任理事長剩下2次的會議，在此先謝謝各位理

監事過去對我的支持，今後希望各位繼續支持公會，讓台灣自行車產業越來越

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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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影響向國貿局申

請將展覽保留款經費變用於辦理「2022年台灣自行車新品社群拓銷線

上展團計畫」、「2022年台灣自行車網紅企業線上展會計畫」，國貿

局同意經費變用於此兩場計畫。 

     2、本會執行國際貿易局111年貿易推廣補助計畫案，「臺北國際自行車展

創新設計作品展示」獲貿易局核撥補助經費新台幣128萬6,638元整。 

     3、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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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貿易局核撥補助

經費15萬元。 

     4、交通部航港局於111年6月9日、7月29日召開第14、15次「國際海運運輸

平穩座談」會議，有航港局、航商及產業代表參與，會議中提到： 

        (1)近期國際海運狀況有稍微減緩趨勢，惟影響全球塞港不確定因素甚

多；美西碼頭工人合約續約談判部分，目前尚未有更新進展，航商

及航港局將持續關注。 

        (2)另因碼頭塞車嚴重，交、領櫃地點集中碼頭，恐加劇雍塞情形，已

請航商考量整體貨櫃配置和影響，並請儘量朝領空櫃、交重櫃地點



一致進行安排，以兼顧業者便利性和櫃場作業效率(請參閱下圖領、

交櫃地點規劃)。 

        (3)近期美西、美東航線運價已較今(111)年1月下跌約5成、歐洲航線

下跌3成，整體運價及艙位需求均呈現趨緩趨勢。 

        (4)航港局透過駐外單位提供國際各港物流相關資訊：①奧克蘭港近期

因卡車司機發起抗議活動，影響港口運作，船舶等候時間約3-7天。

②鹿特丹港目前船隻抵港毋須等候，惟近期德國罷工，船隻滯留德

國7~14天，延誤抵港時間，預計港口雍塞短期內無法緩解。③漢堡

港目前塞港情形嚴重，平均需等候5~10天方能入港卸貨。另因勞資

談判尚未達成共識，工會罷工使塞港情況雪上加霜。④澳洲近期斯

南威爾斯州(雪梨)因受豪雨、水災影響，港口物流作業稍有延遲。 

         以下為加班(加艙)船舶及新增船舶資訊： 

          

 

 

 

 

 



         領、交櫃地點規劃： 

         詳細資訊網址：https://reurl.cc/2oQyxO 

         海運物流情況彙整表：https://reurl.cc/3YaM0L 

      5、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於本年6月1日舉行視訊會議，美國貿易代表署

副代表畢昂奇（Sarah Bianchi）與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雙方

宣布啟動「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將以共同的價值觀為基礎，推進及深化臺美重要

經貿關係。 

       預期「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將就以下11項子題展開談判，包括貿易

便捷化、法規訂定原則、農業、反貪污、協助中小企業貿易、掌握數

位貿易所帶來的利益、推廣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支持環境及氣候行

動、標準、國營事業、非市場政策及做法等。臺美雙方期待藉由「臺

美21世紀貿易倡議」及與利害關係人之持續互動，推進及深化臺美重

要經貿關係、提倡共享價值，一起應對共同的挑戰和機會。雙方將以

共享價值為基礎，推動彼此貿易優先事項，為勞工及產業促進創新及

包容性之經濟成長。(資料來源：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6、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來函，該會秘書長林芳苗於本

(111)年7月31日屆齡退休，並由副秘書長王熙蒙於該日起陞任秘書長

一職。 

      7、近日有關台灣出口中國大陸貨品標示事宜，本會已有詢問公部門單位

及其公協會；ECFA產證第11欄包裝嘜頭可不顯示Made In Taiwan字樣，

而關務署不建議加註中國字樣，若被查獲將會退關，貿易局則表示若

有具體遭中國大陸海關檔關，請提供相關資訊給經濟部貿易局(關別、

進口商、報關行、產品名稱等資訊)，以利關務署洽中國大陸海關協

處。 

       

https://reurl.cc/2oQyxO
https://reurl.cc/3YaM0L


      8、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本年1-7月自行車成車、電動輔助自

行車、零配件進出口比較，及進出口至中國大陸成車、零配件比較，

如下表： 

         成車、電動輔助自行車出口： 
2022 年 

1-7 月 

出口數量

(台) 

較前一

年度 

出口金額 

(美元) 

較前一

年度 

平均單價 

(美元) 

較前一

年度 

成車 1,132,433 -2.86% 854,727,522 15.58% 754.77 18.98% 

電動輔助 

自行車 
598,425 2.44% 886,309,044 15.20% 1,481.07 12.46% 

         零配件進出口： 
2022 年 1-7 月 數量(KG) 較前一年度 金額(美元) 較前一年度 

零配件出口 46,538,335 18.21% 1,801,393,626 45.19% 

零配件進口 23,810,796 -4.99% 707,149,330 12.47% 

         中國大陸成車、零配件進出口：  
2022 年 

1-7 月 
數量(台) 較前一年度 

金額 

(美元) 
較前一年度 

平均單價 

(美元) 
較前一年度 

成車出口 16,948 -13.14% 21,140,932 7.67% 1,247.40 23.95% 

成車進口 118,751 -5.87% 13,423,942 7.89% 113.04 14.62% 
 

2022 年 1-7 月 數量(KG) 較前一年度 金額(美元) 較前一年度 

零配件出口 4,331,775 -1.51% 148,409,639 27.21% 

零配件進口 18,159,108 -4.73% 453,126,758 20.69% 

     9、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第十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提請同意「全漢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香港商萬

莫夫亞洲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馬駿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太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西勝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迪卡儂

有限公司」、「三司達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銳聚動

能股份有限公司」、「信振

複材有限公司」、「彰良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公

司申請入會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11年5月31日

1110294547 號 函

同意備查。 

 

 

 

 

 

 

 

 

 



 

(二)提請議決「立旺精密股

份有限公司」、「鑫林企業

有限公司」、「太宇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香港商比

馳亞洲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及「晟禹工業有限公

司」等5家公司停權案。 

 

(三)建請推薦台萬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白政忠董事長，接

任自行車研發中心第十一屆

董事長。 

 

(四) 籌組本會「第十一屆理

事長及理監事人選推薦小

組」。 

 

臨時動議：無 

 

通過。 

 

 

 

 

 

 

 

通過。 

 

 

 

 

通過。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11年5月31日

1110294547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三、 財務報告：報告本會111年1~6月財務報表(略)。 

四、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同意「高更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曜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家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高更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曜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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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精密

工業有限

公司 

蔡一增 
3000萬

元 

軸承、客製

化軸承、滾

針軸承 

333桃園市龜山

區萬壽路一段

492-15號5樓 

02-

8200300

8 

四 

立碁電子

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童義興 20億元 
車燈、LED顯

示模組 

238新北市樹林

區博愛街238號 

02-

7703600

0 

一 



曜越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林培熙 

7億

3066萬

元 

電 源 供 應

器、機殼、自

行車 

114台北市內湖

區堤頂大道二

段185號5號 

02-

8797579

9 

一 

     辦  法：公會已初步審核上述3家公司入會資格，擬請准予入會並報內政

部核備；這3家公司入會後，本會會員數為36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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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本會一級會員廠商「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

調整會員級別案。 

    說  明：1、「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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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級會員。 

辦  法：擬調整「明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會員級別為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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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本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工作計畫草案。 

    說  明：本會第十屆理監事暨理事長任期將於本(111)年12月屆滿，訂12月

23日於台中市林酒店召開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改選理

事、監事；隨後，召開第十一屆第一次理事、監事會議，推選常

務理事、常務監事暨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 

    辦  法：1、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工作計畫草案(略)。 

            2、擬於10月3日函請全體會員，校正會員代表名單，暨歡迎會員

代表踴躍登記參選理事、監事；提請第十屆第十三次(111年11

月18日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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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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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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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1、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並決議。 

            2、若有推薦人選請於10月底前推薦人選予公會(於11月理監事會

中討論)。 

            3、本年會員代表大會頒贈獎狀及紀念品。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五、 各委員會報告及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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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函請交通部，對於『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

全檢測基準、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類別能清楚分流區隔，並

與國際接軌，以利產業正向發展。 

    說  明：1、『電動自行車』今年已經立法院修法改名『微型電動二輪

車』，不再與『電動輔助自行車』混淆，交通部也接受我業

者爭取與國際接軌的訴求，陸續修改了許多『電動輔助自行

車』的安全檢測基準。 

            2、同屬於慢車的微型電動二輪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因產品的

屬性與功能不盡相同，且為便於業者與大眾能簡易清楚的區

別相關規範，應將二項車輛之安全檢測基準、型式安全審驗

管理辦法，分流區隔，以利產業正向推動。 

辦  法：1、建議函文交通部，針對『電動輔助自行車』的型式安全審驗

管理辦法及安全檢測基準，期與『微型電動二輪車』清楚的

分流區隔，且與國際接軌調和為原則，應避免『微型電動二

輪車』的法規與『電動輔助自行車』混淆。 

        2、結合自行車研發中心、巨大、美利達與其他熱心會員之參

與，共同向交通部持續溝通推動，促使相關法規規範能健全



推展。 

        3、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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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台灣出口貨品至中國大陸產地標示案。 

    說  明：1、近期因經濟貿易動盪，消息傳出台灣出口中國大陸貨品、內

外包裝及產證標示相關〝台灣〞字眼，遭到中國大陸扣留，

以致許多會員廠商無法出貨至中國大陸(略)。 

            2、公會於8月9日詢問貿易局相關疑慮，貿易局回覆可依照過往

進出口方式出貨，而貿易局於8月8日發出相關新聞稿，若有

具體個案再向貿易局提出相關文件，以利關務署洽中國大陸

海關聯絡點協處。 

            3、若依貿易局回覆依照過往出口貿易方式，會員廠商擔憂所有

貨品遭到中國大陸扣留，導致公司虧損。 

辦  法：1、請公會向貿易局提出相關疑慮，請貿易局給予應變措施，以

利會員廠商順利出口中國大陸。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由公會持續向貿易局關切此問題，

若有會員廠商個別性問題，將個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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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本會112年度參加國際自行車展組團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1、中國(上海)國際自行車展、德國國際自行車展(Eurobike)、    

米蘭國際機車暨自行車展(EICMA)，參展雖受疫情影響但仍較

穩定。 

            2、建議納入美國加州自行車展Sea Otter Classic，因戶外展會

審查單位貿易局過往沒有執行經驗，故本會已送呈相關資料

審議後才能確認是否可以參展。 



    辦  法：1、2023年中國(上海)展、德國展、米蘭展，擬繼續組團。 

            2、波蘭展參展績效不佳因此決議取消。 

            3、因美國加州自行車展戶外展模式組團不易，且貿易局尚未審

查回覆，故擬確認後再提呈。 

            4、歐展期間因應法國商務處誠摯積極的商業邀請本會組團參加

法國巴黎自行車展(PRODAYS)，並且願意安排相關自行車資源

論壇會議，其商展為專業自行車展，展期暫定為2023年7月，

本委員會建議納入明年展會之一，為台灣自行車產業拓展新

市場商機。 

            5、本會將於11月底前向國際貿易局提報參展計畫，申請補助經

費。 

            6、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無異議決議，明年貿易局展會補助將以

上海展、德國展、米蘭展及巴黎展為主，並持續向貿易局爭取第

五個展會預算，以擴大服務會員。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散會：下午16時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