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十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8月21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地 點：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台中市工業區工業37路17號) 

 

一、主 席：曾理事長崧柱 

  二、出席人員：理事長曾崧柱、常務理事白政忠、朱路貞、林文華、陳威瑾、

陳震南、陳鴻毅、劉湧昌、簡敬倫、理事王琇治、王智慧、

李政祐、李信宏、李煜培、林尹凡、周邦秋、陳安榮、陳松

君、陳晏正、陳意君、陳漢宗、廖柏翔、劉韋麟、賴祐禧、

羅元隆、監事會召集人吳盈進、常務監事林立偉、黃智雀、

監事林宜賢、許桂松、許國忠、陳皇仁及郭敬昇，共33人。 

 

      請假人員：理事朱宏昌、廖學森、監事王進源等3 人。 

                理事應出席27人、出席25 人、請假 2 人。 

                監事應出席9人、出席8人、請假 1 人。 

 

      列席人員：輪彥公司副總編輯陳柏如、經緯國際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申董事

長羨華、自行車探索館—汪家灝營運總監、鄒珮暄專員、 

                本會會務人員。 

 

三、主席致詞：略 

 
四、會務報告 

1.依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09年7月16日貿服字第1090151812號函轉知，

修正CCC8711.60.20.00-7「腳踏車，裝有電動機動力者」等8項貨品

之輸出規定代號「480」內容為「除自歐盟進口後復運出口至歐盟且

經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專案核准者外，出口目的地國為歐盟(含會員

國屬地) 者，應檢附以我國為原產地之原產地證明書。」 

2.「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第26次會議於109年7月6日召開，有

關108年11月11日起輸歐盟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廠商須申請放行

前產證至5月31日及109年1月涉及低價出口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

至歐盟之查核檢視案，部分廠商採購中國大陸零件比例超過60 ，2

http://maps.google.com.tw/maps?f=q&source=embed&hl=zh-TW&geocode&q=%E5%8F%B0%E4%B8%AD%E5%B8%82%E8%A5%BF%E5%B1%AF%E5%8D%80%E5%B7%A5%E6%A5%AD%E5%8D%8037%E8%B7%AF17%E8%99%9F&sll=24.721328%2C120.998196&sspn=0.012825%2C0.01929&brcurrent=3%2C0x34693e7eac3eb7a1%3A0x8b5ca55909ada296%2C0%2C0x346917dff9096ee7%3A0xd89b4d37c9ca0868&ie=UTF8&hq&hnear=407%E5%8F%B0%E4%B8%AD%E5%B8%82%E8%A5%BF%E5%B1%AF%E5%8D%80%E5%B7%A5%E6%A5%AD%E5%8D%80%E4%B8%89%E5%8D%81%E5%85%AD%E8%B7%AF17%E8%99%9F&ll=24.17244%2C120.591259&spn=0.102736%2C0.154324&z=13&iwloc=A


家廠商為高風險廠商，函請廠商及組裝廠瞭解產製程序。2家廠商

所提供之原物料來源比例有問題及出口報單未列電動輔助自行車尺寸，

函請廠商再予釐清並提供資料。9家廠商提供之資料，經檢視尚符

合規定。其中1 家廠商查核5次，且均未有違規情形，依第22次會議

決議，1年內（至110 年6月30日止）不再列入查核。 

3.交通部研商「加強電動自行車管理所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第3次會議於109年5月22日召開，有關電動自行車正

名部分，將先行討論，正取得共識中，使用中車輛未來領牌如何處理問

題部分，建議將一年內完成領牌改成兩年。 

4.本會會務人員黄巧芬幹事、高淑茹專員分別於109年7月18日及8月11

日離職。 

5.本會執行國際貿易局109年貿易推廣補助計畫案，6/9線上直播座談

會已獲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補助經費新台幣123萬7,536元整。 

       6.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2020年1-7月自行車進出口額統計如下： 

       成車（稅則號列87120010）臺灣出口全球90萬餘台、較去年同期減

少29.69 %，出口值5.8億美元、減少22.38 %，出口平均單價644.07美

元、增10.39 %。 

       零配件部分，臺灣出口全球8億餘美元、成長0.35 %，進口3.5億美元、

減少18.10 %。 

       電輔車，臺灣出口全球40萬餘台、較去年成長20.78 %，出口值5.22

億餘美元、增加18.03 %，平均單價1,275美元、下滑2.27 %。 

         其中，出口至美國9.9萬台、較去年同期6.6萬台，成長49.12 %， 

出口至歐盟26萬餘台、較去年同期23萬餘台，成長11.81 %。 

                   雖然電輔車數據仍顯示為成長，實際上是成長力道大幅減弱。 

       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車1.4萬台、較去年同期，增加5.55 %，出口值

1300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9.88 %，平均單價994美元、成長4.11 %， 

       自中國進口成車12萬9千餘台、較去年同期減少51.70 %，進口值

1,000 萬餘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7.33%，平均單價80.93美元，成長

29.77%， 

       零配件出口至中國6800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03%。 

       零配件自中國進口2.3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9.8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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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第三次理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 提請同意「仙蒂市實業

有限公司」、「世陽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科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巧創國

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威

昇工業有限公司」及「暘展

科技工業有限公司」等6家公

司停權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 109 年 6 月 4 日 

1090031190 號 函 

同意備查。 

(二）本會候補監事蘇開建因
喪失「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會員代表資格、連同喪
失本會候補監事資格案，提
請討論。 

通過。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 109 年 6 月 4 日 

1090031190 號 函 

同意備查。 

（三）提請討論本會五級會
員廠商「達瑞創新股份有限
公司」申請調整會員級別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 

（四）提請討論本會第十屆
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開會
日期案。 

通過，維持11月20日召
開。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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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乘載兒童之自行車安全
要求與測試法」 (TBIS007 
第二版草案)說明，提請討
論。 

通過。 依決議執行。 



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一）阿根廷對台灣及中國
大陸進口自行車進行落日複
查案，提請討論。 

通過，不填復問卷。 依決議執行。 

(二) 提供貿易局「自行車產
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審查
要件案。 

通過，因應貿易法權責
歸依貿易局，故應當由
貿易局全權處理為宜。 

依決議執行。 

 

五、財務報告：報告本會109年1~6月財務報表(略)。 

 
六、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同意「泰砡電能股份有限公司」、「經緯國際媒體有限公司」、 

「微笑元素創意概念有限公司」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泰砡電能股份有限公司」、「經緯國際媒體有限公司」、 

 「微笑元素創意概念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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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砡電能股

份有限公司 
吳曉怡 15,000,000 電源供應器、

開關電源、充 

電器、電池 

台北市大安區雲和

街 119 號 1F 

02-23635887 5 

經緯國際媒

體有限公司 
申羨華 5,000,000 TBG自行車採

購指南年鑑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

北一路 77 號 13 樓之 

12 

04-22517098 贊助 

微笑元素創

意概念有限

公司 

譚道源 4,500,000 城市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

車、零件設計 

代工 

台中市大里區塗城

路 304 巷 28 弄 27-2 

號 

04-23273188 5 

建 議：公會已初步審核該公司之入會資格，建請准予入會並報內政部備查，
該 3 家公司入會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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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議決「鑫永銓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復權案。

說 明：「鑫永銓股份有限公司」資料如下： 

 

 

 

 

 

辦 法：各該公司已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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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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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偉及張芳銘（職稱敬略）等七位。 

 

 辦  法：1.因應商總來電詢問本會本屆代表人一事辦理。 
 

 2.經與順捷股份有限公司洽詢派任意願，黃智雀副總經理（本會

常務監事）同意替補上屆代表張芳銘總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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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6 月 23 日函覆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改

派黃智雀副總經理，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於 109 年 7 月 22 

日1090000187 號函同意。 

 4.本會派任商總本屆代表為：曾崧柱、楊銀明、劉湧昌、林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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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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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產 品 地 址 停權/退會日期 會員 

級數 

鑫永銓股

份有限公

司 

林季進 鋁/花鼓、心
軸、快拆、碟
剎花鼓及系 

統 

南投縣南投市南

崗三路294號 
93年3月26日 
第四屆第九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停權】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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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1.請於10月底前推薦人選予公會(於11月理監事會中討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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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起的會員產品名錄，是否繼續委託相關媒體公開發行

案，提請討論。 

說 明：1.本會會員產品名錄授權委託民間業者出版品使用TBA標誌辦理

案，自民國91年起公開招標。 

2. 

 

 

 

 

 

 

 

 

 

 

 

 

發行前項產品名錄對本會會員拓展業務有很大助益，授權金也是本

會重要收入之一，非常感謝合作媒體的協助和付出。 

3.前項授權期間將於本（109）年12月底屆滿，是否繼續辦理招

標，提請議決。 

 

辦 法：1.如決議繼續辦理招標，訂在今年10月辦理，請推派評選小組委
員及召集人(上次招標，常務理監事為評選委員；擬由監事會
召集人吳盈進擔任小組召集人)。 

2.授權期間、投標資格訂定及評選作業，授權評選小組處理。 

年 度 授權金額 得標公司 

91-93年 256萬 輪彥 

94-96年 289萬 輪彥 

97-99年 210萬 輪彥 

100年 50萬 輪彥 

101-103年 260萬 今日 

104-106年 200萬 輪彥 

107年～109年 60萬 輪彥 

總計 1,325 萬  



    決 議：1.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2.請監事會召集人籌組評選小組；招標底標訂為60萬元。 

 

七、各委員會報告(如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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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自行車」產品名稱，建議更名案。 

 

說  明: 

   1.依交通部109年5月22日召開研商「加強電動自行車管理所設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中，有台灣電能車輛發展協會及巨

大、美利達等業者，提出「電動自行車」建議正名。 

   2.該產品長期以來民眾對此商品，因名稱與自行車的連結，常誤以為是有

裝設馬達的自行車，實為微行之電動機車，故為導正較符合實際之名

稱，台灣電能協會及相關業者提出聯署更名予交通部，擬建議更名為

「微型電動二輪車」(簡稱：微電車)。 

   決  議： 

      1.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2.先正式函請交通部「電動自行車」正名為「電動(輔助)自行車」之名

稱，後再進行公部門協商，及本案細節名稱與法源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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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對本產業影響之概況。 

 

說  明: 

   1.智慧製造在全球風行與政府推動輔導多年來至今，不斷的演變與產業製

程、行銷與大數據之結合下，已產生現代另一種新的交易模式。 

   2.因不同世代與資科技之快速發展，一切步伐都加快許多，當然對我產業

的整個製程智能化、銷售與市場需求變化，也在縮短應變時間。 

建  議：請自行車研發中心提供台灣智慧製造的最新產業應用發展狀況，與較

有可能對本產業結合務實應用部分，先行提供本委員會參閱後，在

下次理監事會議中，提予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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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110年度參加國際自行車展組團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1.因國際間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爆發，109年度國際展會紛紛取消或異

動，導致參展變數大幅提升。 

        2.貿易局來函指示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解散前，

受補助公協會仍暫停辦理參展活動之出國計畫。 

 

  決 議： 

        1.待明年貿易局政策方向確定後，評估是否繼續組團參展或變更為非

商展計畫後(往年為10月份提出申請)，由主任委員確認並提報理事

長後提呈貿易局審議，在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提報追認。 

        2.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專題報告：巨大公司—自行車探索館特展 

十、散會 (同日下午 5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