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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十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1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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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理事應出席27人、出席22人、請假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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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今天是我最後一次當理事長召開會議，謝謝各位在

過去六年這麼支持我盡心盡力把公會會務推展的順利，在最後一次的會

議中希望會議召開順利，下一個月我們就舉行大會改選，希望各位理監

事在我們共同的建議下，順利地產生新一任的理監事出來，謝謝大家。 

二、 會務報告 

     1、本會積極推展會務及業務，經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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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頒發獎狀獎勵。 

     2、第31屆「台灣精品獎」得獎名單於10月27日揭曉，自行車業表現亮眼，

美利達工業以全能型公路車 SCULTURA Team、巨大機械的PakYak E+

均入圍金銀質獎選拔，共有5家公司的21件產品獲獎。 

       獲獎廠商包括：巨大機械、美利達工業、正新橡膠、建大工業、台達

電子工業。 

        本屆計有186家企業348件產品獲獎，其中30件更入圍角逐金銀質獎，

金銀質獎選拔預計11月下旬舉行，金銀質獎名單將於11月23日頒獎典

禮上公布。台灣精品得獎獲獎率前三名分別是資通訊類42.3%、機械

及零組件類23.6%及家用設備及五金建材類12.4%。     

     3、交通部航港局於111年9月21日召開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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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進出口成長趨緩，貨櫃需求降低，呈現較為平穩狀態，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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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尚未完全恢復正常，部分港口仍有長時間塞港情形，已請國籍

航商持續關注相關變化。 

        (2)美西碼頭工人換約談判部分，因有美國官方介入，勞資雙方尚在

談判中，除偶有部分碼頭傳出零星罷工外，其餘較無太大問題。 

        (3)近期美西、美東航線運價已較今(111)年1月下跌5-7成、歐洲航線

下跌約5成，整體運價及艙位需求均呈現趨緩態勢。 

        以下為加班(加艙)船舶及新增船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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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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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巨大機械於10月27日舉辦50周年，並與天下雜誌共同舉辦「永續前行，

領騎未來」產業高峰論壇，當日邀請到IKEA全球事務代表、TREK、

SCOTT、SHIMANO以及SRAM等全球自行車品牌領袖共同出席。由巨大機

械及其32家企業組成「自行車永續聯盟」於11月初經內政部核准通過。 

     5、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於11月7日召開「自行

車產業因應景氣變化座談會」，會議由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主持並請

自行車研發中心分享自行車產業的現況及景氣影響分析。 

     6、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於11

月15日在自行車研發中心召開 "自行車產業因應景氣衰退紓困說明

https://reurl.cc/2oQyxO
https://reurl.cc/3YaM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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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針對自行車產業，提供給予財務融通與展延等紓困方案，需求

者可洽馬上辦服務中心電話0800-056-476、或是透過自行車研發中心

聯繫，皆可獲得儘速的服務；本會也將此訊息E-mail及公告網頁中給

全體會員知悉。 

     7、本會申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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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國（上

海）國際自行車展、德國國際自行車展(Eurobike)、法國巴黎自行車

展(Pro Days)、義大利米蘭國際機車暨自行車展(EICMA)；非商展部

分則申請：2023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得獎作品展示、台灣

自行車網紅企業線上展會計畫、台灣自行車新產品社群拓銷線上展團

計畫、編印經貿統計資料等項目，貿易局預定明(112)年1月核定補助

項目及金額。 

     8、2050淨零轉型已是全球不可逆轉趨勢，面對歐美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國際綠色供應鏈RE100要求，減碳與綠能已成產業重要生

產要素。經濟部長王美花表示，為確保產業競爭力，經濟部已攜手產

業共同擘劃淨零路徑，凝聚產業界淨零共識，成立「產業碳中和聯

盟」，結合公協會、大型企業共同協助中小企業及供應鏈建立碳管理

能力。 

        經濟日報將於12月8日主辦2022能源願景高峰論壇，今年以「永續綠

能 永續ESG」為主題，邀請產官研領域專家，探討永續能源現況、挑

戰及未來。協辦單位包括經濟部能源局、台電公司、台達電、工研院、

永豐餘投控、哥本哈根基礎建設基金（CIP）、中華開發金控。 

        相關資料及報名內容，請至官網：

https://money.udn.com/ACT/2022/greenenergy/index.html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9、受到疫情影響，歷經兩年的延期，2022年台中自行車週終於9月20日

至23日舉行，展場分布於金典酒店、長榮桂冠酒店及林皇宮酒店，共

吸引155家廠商參展，較2019年減少61.92%。其中，金典酒店仍為最

大展區(104家)；其次為長榮桂冠酒店(42家)及林皇宮酒店(9家)。

2023年台中週則擬定為10月3日至6日舉行。 

    10、本會派員參加全國工業總會於111年10月19及20日，假集思交通部國

際會議中心舉辦「2022年反傾銷與貿易救濟」實務研習營，並已轉知

全體會員。會中針對美國、加拿大與歐盟反傾銷調查、各項複查實務

及廠商應訴經驗分享等議題說明，也提供業者掌握各國反傾銷、平衡

稅(反補貼)及進口救濟(防衛措施)的救濟措施，協助產業了解相關法

規。 

https://money.udn.com/ACT/2022/greenenerg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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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本年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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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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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793 0.03% 1,154,042,142 20.48% 778.29 20.45% 

電動輔助 

自行車 
770,166 3.45% 1,137,642,601 15.39% 1,477.14 11.54% 

        零配件進出口： 
2022 年 1-9 月 數量(KG) 較前一年度 金額(美元) 較前一年度 

零配件出口 58,766,059 14.67% 2,317,971,289 40.47% 

零配件進口 29,370,405 -10.63% 929,220,980 11.45% 

        中國大陸成車、零配件進出口：  
2022 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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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24  17.61%  28,935,266  20.58%  1,032.52  2.53% 

成車進口  153,084  -12.90%  17,040,925  -3.06%  111.32  11.29% 
 

2022 年 1-9 月 數量(KG) 較前一年度 金額(美元) 較前一年度 

零配件出口     5,361,896  -5.60%  181,317,851  16.66% 

零配件進口    22,208,646  -12.96%  587,973,130  14.26% 

   12、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第十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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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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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提請討論本會第十一屆

 

 

通過。 

 

 

 

 

通過。 

 

 

 

 

通過。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 111年 9月 5日

1110295385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 111年 9月 5日

1110295385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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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會務報告，同意備查。 
 

三、 本會感謝亞獵士公司陳威瑾董事長過去六年中，帶領自行車研

發中心服務產業，卓然建樹令人敬仰，致贈感謝牌一份，表達

產業深摯感謝心意。 
 

四、 本會感謝林文華董事長及許桂松董事長三十年來義務擔任本會

理監事一職，奉獻己力為產業發聲貢獻卓著，今特致贈感謝牌
一份，以表達產業深摯感謝心意。 

五、 財務報告 

    報告本會111年1~9月財務報表(略)，同意通過。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工

作計畫草案。 

 

(四)本會111年「金輪獎」人

選，提請討論。 

 

各委員會提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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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台灣出口貨品至中國大

陸產地標示案。 

 

(三)本會112年度參加國際

自行車展組團計畫，提請討

論。 

 

臨時動議：無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6 

六、 監察報告 

監事會召集人報告111年1-9月監察報告。 

七、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同意「臨界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台慈軸承有限公司」、

「惢立德有限公司」3家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臨界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台慈軸承有限公司」、「惢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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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界數位

股份有限

公司 

蔡育志 伍佰萬 

自行車產業線

上資料庫及媒

合平台、實體

展會地圖導引

功能 

台中市西屯

區至善路 65

巷8號 

04-2452

9197 
五 

台慈軸承

有限公司 
胡立榮 

 

壹佰萬

  

自行車軸承 

台中市西屯

區市政北七

路 186號 9樓

之5 

04-2254

6936 
五 

惢立德有

限公司 
邵心萍 伍拾萬 

自行車車架及

零件 

台中市西區

中興街285巷

13弄9號 

04-2329

569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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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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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議決「豐田電機」、「宇輪工業」、「華廣匯」、「普威」、

「亞特力士」、「達遠實業社」、「綠典」、「府城」、「京永」

及「煌傑」等10家公司停權案。 

說  明：1.本會接獲京永公司通知，該公司會以「英屬維京群島商京永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取代原先「京永公司」會籍，故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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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停權程序取消其原會籍，並不是積欠會費長達九個月的

原因，特此說明。 

        2.上述九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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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家公司停

權後，截至目前本會會員數為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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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本會四級會員廠商「金盛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邑

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調整會員級別案。 

    說  明：1、「金盛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邑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分別於111年10月5日及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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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公司所提資料依資本額、營

業額及員工人數皆符合一級會員。 

    辦  法：擬調整「金盛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月起生效)、「邑

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通過後生效)會員級別為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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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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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月18日止，會員代表共計709名（內

含贊助會員7名）。 

    辦  法：提請審查通過報內政部備查後，依名冊函寄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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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推選第十一屆理監事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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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推派之常務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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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循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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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提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通過。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推薦選票監印人員：

監事會召集人吳盈進擔任、而監選工作人員：由常務監事林立

偉、理事陳松君擔任，並提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商議第十一屆理事、監事選舉候選人參考名單。 

    說  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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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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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會受理會員代表登記參選第十一屆理監事，於10月15日截

止，並經1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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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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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112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說  明：本計畫草案（略）實際需求，並延續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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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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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112年度經費預算草案。 

    說  明：本預算表（略）是參酌110及111年度實際支出，並預估112年度

收支概算編列。 

    辦  法：請審議通過後，提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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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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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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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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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合約書及專案費率

（略）。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十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改派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會員代表，提請追認案。 

    說  明：本會原派任商總會員代表為曾崧柱、楊銀明、劉湧昌、林茂青、

吳盈進、陳世偉及黃智雀（職稱敬略）等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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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法：1、因應商總來電詢問本會本屆代表人一事辦理。 

            2、經與白政忠董事長、林立偉總經理洽詢派任意願，白政忠董

事長（本會常務理事）同意替補上屆代表曾崧柱董事長，林

茂青董事長改由林立偉總經理(本會常務監事)，新擔任本會

本屆派任商業總會會員代表，其餘代表人並無更替。 

            3、本會已於111年8月31日函覆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改派白

政忠董事長、林立偉總經理，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於第十

一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同意通過。 

            4、本會派任商總本屆代表為：白政忠、楊銀明、劉湧昌、林立

偉、吳盈進、陳世偉、黃智雀（職稱敬略），共七位，提請

理監事聯席會議追認通過。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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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TBIS 17404:2022(FDTS)電動輔助登山車

之安全規範」草修案業已完成，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會第十屆第十次(111年2月25日)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2.自行車研發中心於111年4月28日及6月24日，共召集2場次由業

界代表所組成的技術專家小組會議，針對現行EN 17404: 2022標

準規範內容，進行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系列之研擬與增修，並經

技術專家小組委員完成草案撰寫，修訂後版本別將為TBIS 

17404:2023。 

    辦  法：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告於本會網頁，於111年12

月10日前請會員惠提意見，若無異議，將於112年1月1日公告施

行(TBIS 17404:2023電動輔助登山車之安全規範)。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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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自行車研發中心 

    案  由：敬請推舉標竿廠商，由經濟部(工業局)專案輔導智慧製造，作為

示範案例，提請討論。 

    說  明：1.依111年11月7日行政院沈副院長召開之自行車產業座談會，會

中行政院裁示辦理。 

            2.此案將被列管於行政院執行，工業局及自行車中心每週回復追

蹤進度，並掌握及落實產業需求，讓政府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

益。 

    決  議：將由自行車研發中心先行個別選出適合的廠商，並詢問廠商是否

有意願報名後，再向行政院回覆。 

十、 散會：16時3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