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2月21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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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員：略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理事應出席27人、出席26 人、請假 1 人。 

                  監事應出席9人、出席8人、請假 1 人。 

 

一、 主席致詞：12萬分感謝各位理監事不畏肺炎疫情，踴躍出席會

議，為嚴格預防疫情產生，今天的會議將盡快結束，再次感謝大

家參加會議。 

二、 會務報告  

1、本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於108年12月20日在台中市僑園大飯

店舉行，選出第十屆理事27名、監事9名(常務理事9名、常務監事3名），

理事長由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崧柱當選連任，相關當選訊

息並公布於本會網站及自行車會訊。會中，通過107年度決算及108年前

三季收支報表、109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修正本會章程部分條文等議

案。 

2、本會向國際貿易局申請「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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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萬元，本會將依計畫內容執行，補助項目及

金額如下： 

補    助    項    目 109年度 

核定金額 

108年度 

核定金額 

108年度 

執行補助金額 

一、2020年德國福吉沙芬自行

車展（Eurobike） 

310萬元 280.9萬元 259萬5,150元 

二、2020年中國（上海）國際 206.5萬元 175萬元 175萬元 



自行車展 

三、2020年義大利米蘭國際機

車計零配件展（EICMA） 

150萬元 --- --- 

四、2020年波蘭凱爾采國際自

行車展 

137.5萬元 118.2萬元 100萬1,548元 

五、2019年美國紐約自行車展

(Bike Expo New York） 

--- 135.9萬元 90萬元 

總      計 804萬元 710萬元 624萬6,6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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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 

核定金額 

108年度 

核定金額 

108年度 

執行補助金額 

一、編印各國自行車進出口關

稅彙編及台灣自行車進出

口統計彙編 

15萬元 15萬元 

 

15萬元 

 

二、2020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創新設計作品展示 

129萬元 129萬元 108萬2,093元 

總      計 144萬元 144萬元 123萬2,093元 

 

3、2020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原定3月4日至7日展出，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在全球擴散肆虐，嚴重衝擊國際衛生安全、國際交通運輸及經

濟活動，許多歐美地區買主紛紛表示將停止前來參觀洽商行程，為顧及

參展效益及健康安全，主辦單位外貿協會於2月5日發出問卷、2月11日由

外貿協會偕同本會共同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2020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

覽將延期，廠商繳交攤位訂金自動延到2021年，雖面臨此波疫情挑戰，

外貿協會將協助台灣企業渡過難關，仍會持續透過全球63個駐外單位駐

地推廣各種經貿活動。 

   貿協問卷調查仍有30%廠商希望辦展，因此貿協為提振台灣經濟與形象，

針對有拓銷及採購需求的自行車及體育用品產業國內外參展商及買主，

推出「Taipei Cycle+」&「TaiSPO+」特展，於5月14日至16日在南港展

覽館二館舉行。 

   「Taipei Cycle+」&「TaiSPO+」特展由自行車展與體育用品產業聯名展

出，以整體運動產業行銷為主軸，展出自行車整車、零組件、電動自行

車及電機系統、健身器材、運動服飾及人身部品、智慧運動、運動服務、



球類及戶外用品、水上用品等完整產業鏈。為期三天之展期將採線上及

線下服務形式（如安排1對1洽談會、視訊洽談、數位直播、線上展覽等），

服務仍有意願參展的中小企業及仍表達來台採購意願之國際買主。 

   外貿協會將動員全球63個海外駐點，力邀國際買主來台，以維持台灣的國

際形象，並向世界說明台灣非疫區且具備完善之防疫措施及醫療服務，

鞏固全球買主來台參觀的信心。 

   「Taipei Cycle+」&「TaiSPO+」特展相關參展規範及報名機制，公布於

兩展官網www.taipeicycle.com.tw及www.taispo.com.tw，或洽外貿協會

02-2725-5200 轉分機2221或2855。 

  4、歐盟於2019年8月29日公告對自中國進口自行車續課徵反傾銷稅，該案原

始措施曾因反規避調查結果而於1997年1月18日公告擴大適用於自中國

進口之自行車主要零件(相關涉案產品海關編碼為87149110-車架、

87149130-前叉、 87149950-變速器裝置、 87149630-曲柄軸裝置、

87149390-飛輪/扣鏈齒輪、87149430-其他制動器、87149490-煞車握把、

87149990車輪、87149910-車手把)。惟歐盟2019年8月續課反傾銷稅公告

中未敘明維持適用於前述自行車零件，爰於2020年1月21日公告更正，對

中國進口部分自行車零組件所適用的反規避措施於2019年8月29日公布

的落日複查裁決公布後，仍將繼續適用。 

本案公告內容請詳參歐盟公報：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OJ.L_.2020.01

6.01.0007.01.ENG&toc=OJ:L:2020:016:TOC#ntr4-L_2020016EN.01000701-E0004 

 

 5、有關歐盟調查柬埔寨人權與勞工權案，歐盟於2020年2月12日正式宣布取消

柬埔寨部分商品的GSP/EBA優惠待遇，柬埔寨除了80%的高附加價值的服飾

及鞋類，還有新興產業以外，低附加價的服飾及鞋類，還有旅遊用品及蔗

糖等其餘20%產品都會被課徵關稅，其中服飾關稅稅率為12%。 

    若歐盟及歐洲議會對此決定沒有意見的話，將在8月12日施行。 

    儘管目前自行車產品被排除在外，仍享有優惠關稅，基於風險考量與未來

的不確定性，相信歐洲買主對柬埔寨的依賴會逐漸降低，加重越南與其他

供應來源的占比來因應。 

 

6、第28屆「台灣精品獎」揭曉，自行車業表現亮眼，達瑞創新的PSF1智慧動

能折疊車、美利達eONE-SIXTY電動輔助登山車及巨大集團也以Defy 

Advanced Pro公路車獲得銀質獎殊榮，本會會員共有7家公司、14件產品獲

獎。 

   獲獎廠商包括：達瑞創新、美利達工業、巨大機械、大田精密、明安國際、

建大工業及桂盟企業。 

http://www.taipeicycle.com.tw/


   本屆計有240家企業的418件產品獲得台灣精品獎，其中僅有不到3%的產品

得以入圍角逐金銀質獎，30件金銀質獎得獎產品代表臺灣產業創新價值的

縮影，涵蓋了資通訊、醫療器材、智慧機械、健身器材與交通運輸等。 

 7、本會會務人員108年度考核，經評定優等2人、甲等1人，提請同意備查。 

 8、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2019年全年成車與零配件出口值合計27.61

億餘美元、較2018年28.36億餘美元、減少2.63%﹔若加上電動輔助自行車

則出口值達36.25億餘美元、較2018年32.13億餘美元、成長12.8%。 

   2019年台灣自行車(稅則號列87120010)出口212萬餘台、較2018年221萬台、

減少3.82%，出口值13.46億餘美元、較2018年14.77億餘美元、則減少了

8.88%，出口平均單價633.26美元、則下降了5.26%。 

   其中，成車出口到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車76.2萬餘台、比2018年成

長27.03%，出口值5.29億餘美元、成長4.68%，平均單價696.58美元、則減

少了17.59%。輸往歐盟98.5萬餘台、比2018年減少10.66%，出口值4.95億

餘美元、減少16.77%、平均單價502.62美元、則減少了6.85%。 

   2019年台灣電動輔助自行車出口64.7萬餘台、較2018年28.6萬餘台、成長了

126.21%，出口值8.63億餘美元、較2018年3.77億餘美元、成長128.68%、

電動輔助自行車出口平均單價1,333美元、較2018年1,319美元、微增1.09%。 

   2019年自行車零組件出口14.15億餘美元、較2018年13.58億餘美元、成長

4.16%，而從國外進口自行車零組件達8.61億餘美元、較2018年7.89億餘美

元、增加了9.07%。 

    2020年1月成車（稅則號列87120010）外銷14.9餘台、比去年同月減少

29.78%，出口值8,364萬餘美元、減少28.71%，出口平均單價559.9美元、

微增1.53%。零配件部分，1月出口1.19億餘美元、成長2.76%，進口6,699

萬餘美元、減少25.26%。 

    1月電動輔助車，出口73,817台、較去年成長77.67%，出口值9,620萬餘美 

元、增幅68.46%，平均單價1,303.24美元、下滑5.19%。 

    1月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車832台、比去年同月933台，減少10.83%，出口值

60.1萬餘美元、減少27.30%，平均單價722.72美元、減少18.47%，零配件

輸往中國557萬餘美元、減少14.73%。自中國進口成車1.5萬餘台、較去年

同月減少80.15%，進口值112萬餘美元、減少70.88%，平均單價73.62美元，

增加46.71%，零配件自中國進口3,714萬餘美元、則減少36.5%。 

 

   9、上次理監事會議、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第九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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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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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等15家公

司停權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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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請審查本會105年度會

員代表名冊。 

 

 

 

 

 

（五）請推選第十屆理監事

選舉「選票監印人員」及「監

選工作人員」。 

 

 

 

（六）商議第十屆理事、監

事選舉候選人參考名單。 

 

（七）請審議本會109年度工

 

 

通過。 

 

 

 

 

 

 

通過。 

 

 

 

 

 

 

 

 

通過，調高「竣驜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會員級

別為四級。 

 

 

通過。 

 

 

 

 

 

 

通過，請監事會召集人

陳威達擔任選票監印人

員﹔常務理事林立偉及

監事陳晏正擔任監選工

作人員。 

 

通過，依參考名單印製

電腦選票。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8年12月5日

1080075316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8年12月5日

1080075316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8年12月5日

1080075316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8年12月5日

1080075316 號 函

同意備查，並依名

冊召開第十屆第

一次會員大會。 

 

依決議，已完成第

十屆理監事選舉。 

 

 

 

 

依決議，已完成第

十屆理監事選舉。 

 



作計畫草案。 

 

（八）請審議本會109年度經

費預算草案。 

 

(九)本會108年「金輪獎」人

選，提請討論。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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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提請討論本會常年

法律顧問聘任案。 

 

 

(十二)本會新聘幹事林家

祺，提請同意。 

 

各委員會提案 

研發與專利暨智慧製造推動

委員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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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自行車臺灣產製認

定，提請討論。   

 

(三) 德國福吉沙芬國際自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同意續聘禾同國際法律

事務所吳綏宇律師，擔

任本會常年法律顧問。 

 

通過。 

 

 

 

 

 

通過。 

 

 

 

 

 

 

 

 

 

 

必須符合台灣自行車及

電動輔助自行車原產地

證明相關規定。 

依決議執行，提報

會員大會討論。 

 

依決議執行，提報

會員大會討論。 

 

於108年12月20日

會員大會頒獎表

揚。 

 

依決議執行，並報

內政部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續聘

期間109年1月1日

~12月31日。 

 

依決議執行，並報

內政部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轉請

全體會員參考。 

 

 

 

 

 

 

 

 

 

依決議執行。 

 

 



行車展申請「國家形象館」

計畫可行性，提請討論。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1）本會107年度工作報告

及決算報告，提請大會審議

案。 

 

 

（2）本會109年度工作計畫

草案，提請大會審議案。 

 

 

 

（3）本會109年度收支預算

表，提請大會審議案。 

 

 

 

（4）修正本會章程部分條文

案，提請大會審議案。 

 

 

 

臨時動議： 

(1) 會員代表大手冊，應於

開會日前10天寄達會

員。 

 

(2) 刪減「年節獎金」發給

金額。 

 

第十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1)聘任本會榮譽理事長及

榮譽顧問案，提請議決。 

 

 

(2)本會第十屆貿易與行銷

支持貿易局政策，惟海

外裝潢成本過高，需仔

細多方考量後再執行。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提理監事會討論。 

 

 

 

提理監事會討論。 

 

 

 

聘任榮譽理事長：劉金

標、楊銀明、羅祥安。 

榮譽顧問：簡正雄、廖

學金、林茂青、陳威達。 

持續與貿易局密

切商議中。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9年1月17日

1090002383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9年1月17日

1090002383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9年1月17日

1090002383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9年1月17日

1090002383 號 函

同意備查。 

 

 

於本次會議提案

討論。 

 

 

於本次會議提案

討論。 

 

 

依決議執行。 

 

 

 



委員會、法務與投資委員

會、研發與專利暨智慧製造

推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

任委員人選案，提請討論。 

 

 

 

 

 

 

 

1.貿易與行銷委員會：

林立偉主任委員。 

法務與投資委員會： 

簡敬倫主任委員。 

研發與專利暨智慧製造

推動委員會：陳威瑾主

任委員。 

2.各委員會委員由第十

屆理監事登記參加。 

3.各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由主任委員於委員

中商請一人擔任。 

依決議執行，於委

員會辦理。 

以上會務報告，同意備查。 

三、 財務報告：報告本會108年1~12月財務報表(略) ，同意通過。 

 

四、監察報告：監事會召集人報告108年度監察報告(略)。 

五、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同意「佳昇工業有限公司」及「樂酷馬智動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2家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佳昇工業及樂酷馬智動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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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昇工業

有限公司 

謝郅陽 參仟伍

佰萬 

自動車及電動

自行車組裝/

及零件 

彰化縣大村鄉

黃厝村山腳路

1-17號 

04-85295

55 

二 

樂酷馬智

動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王耀欽 玖仟捌

百萬 

電輔車、載貨

車、三輪車、

胖車、城市車 

彰化縣和美鎮

彰美路三段20

巷25號 

04-73638

13 

四 

     辦  法：公會已初步審核上述2家公司入會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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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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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宇國際有限公司」申請復權案。 

 

說  明：「利宇國際有限公司」資料如下：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產  品 地 址 停權/退會日

期 

會員 

級數 

利宇國際有

限公司 

許朝鈞 越野車、競速車、折

疊車、童車、登山

車、跑車、電動車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

路1段99號15樓之2 

108年 11月 22

日第九屆第十

三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停權】 

四 

 

辦  法：利宇公司已繳清積欠之會費，依規定可申請復權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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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議決「寶泰輪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退會案。 

說  明：「寶泰輪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本會五級會員，主動提出退會聲明並

檢附已辦理歇業證明。 

建  議：依本會章程第 9 條及 49 條規定，擬同意其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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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廠商「育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調整會員級別案，提請 討

論。   

     

    說  明：1、育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本會四級會員廠商，於109年1月20

日主動向本會提出會員級別異動申請單，申請調降會員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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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調降育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五級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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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決算報告及工作報告，提請同意案。 

 

    說  明：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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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第附件一

(略)；108 年度工作報告請參閱附件三(略)。 

    2、依「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五章預算決算之編審第 12 條

規定辦理，因未能及時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將先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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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報內政部核備並提報第十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追認。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刪減本會會務人員「年節獎金」金額，提請討論。 

 

    說  明：1、依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動議案辦理(五團興公司

吳昌榮總經理提案)。 

            2、吳昌榮總經理提議「年節獎金」發給金額，不符實務民俗倫理，

應予刪減(建議每節發給正職 2000 元、非正職人員 1000 元)。 

            3、本會會務人員「年節獎金」是依 88.03.05 第三屆第二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施行(由總幹事依年度盈餘提報理事長

同意後執行；會務人員三節獎金發放方式為春節獎金一個

月、端午節 0.5個月及中秋節 0.5個月)。 



            4、本會年節獎金之發放參照相關公會(車輛公會、商總) ，並無

特別優渥。 

    辦  法：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依 88.03.05 第三屆第二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施行至今的發放原則(附註)持續施行。 

            (附註:由總幹事依年度盈餘提報理事長同意後執行；會務人員三 

            節獎金發放方式為春節獎金一個月、端午節 0.5個月及中秋節 

            0.5 個月)。 

 

第七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會員代表大會手冊，應於開會日前 10 天寄達會員。 

 

    說  明：1、依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動議案辦理(五團興公司

吳昌榮總經理提案)。 

            2、吳昌榮總經理建議「會員代表大會手冊」，應提早 10 天寄發給

會員，現行方式於報到時發給、隨即進行會員代表大會，會

員代表取得手冊後，對其內載資料無充分時間研閱、亦無時

間思考相關事宜，則編輯之內容亦失討論效益。 

 

    辦  法：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執行。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公會日後將於大會開會前 5

天，將大會手冊初稿公告於公會官網，而紙本的大會手冊仍於會

議日發放，以利會議進行。 

 

第八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會訊擬改為季刊，提請討論。 

      說  明：1、自108年起貿易局不再補助公協會會訊編印補助款，及因應

本會於新官網啟用，為使會訊更即時並環保，自第267期雙

月刊(108年3-4月)起，停止印製紙本會訊。 

              2、會訊內容有理事長的話、趨勢觀察分享、產業發展、會務平

台、展會報導及政策視窗，本會於取得相關資料後即時登載

於官網或Email全體會員。 



              3、為使會訊內容更豐富及節省編製費用，擬改為季刊。 

      辦  法：擬自109年起會訊編製改為季刊登載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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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新聘幹事黃巧芬，提請同意。 

      說  明：本會經公開甄選由黃巧芬小姐（79年生，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

學系畢業）到會任職，該員於簽訂定期合約期間，表現良好，

提請同意正式聘用。 

     辦  法：黃巧芬擬於109年3月1日起以幹事八等四級任用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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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出版之印刷品刊物徵求廣告，提請討論。 

    說  明：1、因有廠商欲增加產品形象與曝光，向公會要求刊物的廣告登  

載。 

             2、本會印製刊物有自行車電子會訊、信封、環保袋、桌曆等。 

     辦  法：1、為滿足廠商需求並可增加本會收入，擬公開徵求廣告。 

2、廣告刊價表內容，如附件四(略)。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為維護公會整體形象，且公會尚

能支應編製費用，本案暫緩討論。 

 

六、各委員會報告(請參閱第十屆第一次各委員會記錄)及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案  由：法務與安全委員會登記參加的委員及副主委人選，提請議決。 

  



  說  明：經徵詢本會理監事意願後，登記參加本委員會的委員有騰輝公司王

智慧委員、盛傑公司陳意君委員、愛爾蘭商速聯公司陳鴻毅委員、

威輪公司陳晏正委員及邀請聯程工業謝正寬總經理擔任顧問、永

褀公司胡峻喻經理擔任委員。 

  辦  法：1、一致通過，由陳委員鴻毅擔任副主任委員。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陳委員鴻毅擔任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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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與專利委員會暨智慧製造推動委員會登記參加的委員及副主任

委員人選，提請議決。 

 

說 明：經徵詢本會理監事意願後，登記參加本委員會的委員如下： 

王委員琇治、李委員信宏、李委員煜培、林委員文華、林委員尹凡、 

許委員國忠、許委員桂松、郭委員敬昇、陳委員安榮、陳委員松君、 

陳委員晏正、陳委員漢宗、陳委員鴻毅、廖委員學森、劉委員韋麟。 

辦  法：1、一致通過，由陳委員晏正擔任副主任委員。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由陳委員晏正擔任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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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TBIS)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TBIS)之制定工作項目，為提升台灣自行車產

業對國際發訊及國際地位，進而引領世界自行車產業發展等目的。

以ISO 4210與EN 15194為基礎，發展TBIS標準(加嚴、補缺口、可靠

度)，2020年度實施方法與重點如下： 

     1、基於ISO 4210架構: 

          持續發展TBIS 4210之標準內容。並研擬探討自行車零部件之安            

全要求(輪組相容性要求)，用於鑑別產品安全差異所在。 



     2、基於EN 15194架構: 

        持續發展TBIS 15194之標準內容。並研擬探討電動輔助自行車-  

            傳動系統部件之安全要求(後花鼓棘輪強度要求)，以符合市場之 

        需求。 

辦  法：1、由產業與自行車研發中心組成，召集TBIS專家技術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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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案                             提案單位: 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貿易與投資委員會委員登記參加的委員及副主委人選，提請議決。 

說  明：經徵詢本會理監事意願後，登記參加本委員會的委員如下: 

        朱委員路貞、王委員進源、朱委員宏昌、林委員宜賢、周委員邦秋、

廖委員柏翔、羅委員元隆、白委員政忠、李委員政佑、陳委員松君。 

辦  法：1、一致通過，由朱委員路貞擔任副主任委員。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由朱委員路貞擔任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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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本會擬參加外貿協會 「Taipei Cycle+」 3個展會攤位一案 

 

說  明：外貿協會5月份展會有1000個攤位，目前企業報名已有181個攤位。 

        而體育用品公會已報名18個攤位(公會名義報名6個及S team 12個共  

        用攤位) 

 

辦  法：本會秉持推廣台灣自行車產業國際形象，及與國際貿易局、外貿協 

        會等公部門單位互助合作之立場，擬以公會名義承租3個攤位來簡易 

        裝潢，共同展示本會會員形象。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向外貿協租用3個攤位，代表自

行車公會會員形象展出並裝潢洽談區供會員廠商洽商。 

 

  

七、臨時動議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 陳常務理事威瑾 

案  由：建請政府協助廠商渡過疫情之產業困境。 

說  明：1.長期以來台灣採購大陸之零組件來台再組裝後出口(因成本較低廉

具競爭力)。 

           2.成車之主要零件”車架”，台灣仍有產線及產能，唯品質及價位較          

高，所以無法獲得廠商大量採購。 

辦  法：建議政府能在此產業艱困時刻，能給予台商在台採購車架組件之差   

額補助。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推廣台灣車架廠商及零配件廠商自

行向工業局申請回台投資及愛台灣計畫優惠方案，以協助渡過疫情

之企業困境。 

 

八、散會：下午4時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