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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十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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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人、請假3人。 

                  監事應出席9人、出席9人。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報告 

1.經濟部國際貿局提醒，歐盟開始注意從我國出口之自行車零組件之原產地，

請勿將中國大陸製自行車零組件出口到歐洲，並申報為臺灣產製，以維護我

國自行車產業利益。請多加留意歐盟規定，避免產業利益受損，影響未來大

家權益。 

2.本會原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2020年波蘭凱爾采自行車展」計畫案，因

受新冠肺炎的影響，取消波蘭展變更為「2020年台灣自行車網紅企業線上展

會」計畫，國貿局同意改以FB線上展會之形式推廣。 

3.本會原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2020年德國福吉沙芬自行車展」計劃案，

因受新冠肺炎影響，取消德國展變更為「自行車新世代數位拓展交流會」、

「台灣自行車前瞻市場論壇」兩場新計畫，國貿局同意變更為此兩場計畫。 

4.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補助計畫案，今年因受疫情影響首次將實體

展轉為非商展的線上展會，下半年執行分別為「台灣自行車前瞻市場論壇」、

「自行車新世代數位拓展交流會」、「2020年台灣自行車FB線上展會」、「2020

年台灣自行車網紅企業線上展會」四場線上展會，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新世

代自行車產業形象，目前已陸續在本會FB、Youtube上推播，歡迎上本會FB、

Youtube觀看。 

5.「臺北市公共自行車消費爭議處理委員會」聘任本會處長高培哲擔任第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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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聘期自即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止。 

6.「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第27次會議於109年9月28日召開，會中報

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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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8月31日之執行情形(2)貿易局就109年5月監控月份，針對輸歐自行

車「價格低於單價 300 美元及低於其本身前3年平均單價」及「排除 20”(含)

以下自行車及零組件」等 2 項條件，及輸歐電動輔助自行車價格低於單價 

800 美元之條件進行查核共篩出22家廠商，共40筆出口報單為本次調查標

的。臨時動議討論事項：『有關歐盟關切我國廠商出口自中國大陸進口自行

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零組件案』。 

  歐盟監控小組第28次會議暫定於12月下旬召開，監控月份為109年9月。預計

會中請貿易局就109年召開4次會議之成效及110年度本小組運作之規畫提出

評估報告。 

7.本會積極推展會務及業務，經108年度全國性及台灣區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工

作評鑑為優等，內政部於11月3日頒發獎狀、獎金獎勵。 

8. 2021~2023年本會會員產品名錄公開招標委託發行會議，經109年11月9日假自

行車研發中心召開，共有輪彥國際有限公司與經緯國際媒體有限公司參與，

以監事會召集人吳盈進、常務理事白政忠、林文華、陳鴻毅、常務監事林立

偉等5位組成評選委員小組，最後由經緯國際媒體有限公司得標，標金為新台

幣90萬元整。 

9.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今年1-9月台灣自行車(87120010)出口量122

萬餘台，較去年同期減少14.49%，出口金額達8.04億餘美元，較去年同期減

少11.04%，出口平均單價657.76美元，較去年同期613.21美元、增加3.51%﹔

成車與零配件出口合計19.15億餘美元、較去年同期微減2.87%。 

  1-9月電動輔助自行車出口54.3萬餘台、較去年成長9.59%，出口值6.98億餘

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8.33%，出口平均單價1,285.06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1.26%。 

  1-9月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車18,574台(不含稅則號列871200900004其他自行

車)、較去年同期增加4.52%，出口值1,868萬餘美元、增加8.24%；平均單價

1,006.11美元則提升3.73%；零配件輸往中國9,929萬餘美元、增加4.69%。 

  至於從中國大陸進口的成車179,070台、較去年同期減少25.86%，進口值1,497

萬餘美元、減少13.09%，平均單價83.64美元、增加13.21%；零配件自中國進

口約3.24億餘美元，減少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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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第四次理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提請同意「泰砡電能

股份有限公司」、「經緯

國際媒體有限公司」及「微

笑元素創意概念有限公

司」申請入會案。 

 

 

(二)提請議決「鑫永銓股

份有限公司」申請復權案。 

 

 

 

 

(三)改派中華民國全國商

業總會會員代表，提請追

認案。 

 

 

(四)本會109年「金輪獎」

人選，提請討論。 
 

 

(五)本會2021-2023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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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委員會提案 

(一)「電動自行車」產品

名稱，建議更名案。 

 

 

 

 

 

 

通過。 

 

 

 

 

 

 

通過。 

 

 

 

 

 

通過。 

 

 

 

 

請於10月底前推薦人選

於公會(於11月理監事

會中討論)。 

 

通過。 

 

 

 

 

 

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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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09年9月7日函覆

第1090049737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09年9月7日函覆

第1090049737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已依決議執行，於11

月9日完成招標，由經

緯國際媒體有限公司

得標，標金為90萬元。 

 

 

依決議行文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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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製造對本產業影

響之概況。 

 

 

(三)本會110年度參加國

際自行車展組團計畫，提

請討論。 

 

 

通過。 

 

 

 

通過。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以上會務報告，同意備查。 

 

三、財務報告 

    報告本會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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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9月監察報告。 

五、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  會 

   案  由：提請同意「詮鈞實業有限公司」及「鐵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 2家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詮鈞實業有限公司」及「鐵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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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詮鈞實業有

限公司 
林鴻鈞 貳仟玖百萬 

越野車、摩

托車、 (電

動 )自行車

零配件 

彰化縣彰化市中

山路二段 681號 8

樓 

04- 

7290636 
五 

鐵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林家偉 伍佰萬 

自行車及零

配件、運動

器材 

台北市信義區信

義路四段 458號 9

樓 

02- 

7710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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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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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該 2家公司入會後，截至目前本會會員數為 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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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湖」、「巨兆」、「南宜」、「弘億」、「品琦」

及「環捷」等6家公司停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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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公

司停權後，截至目前本會會員數為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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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查本會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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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9年11月20日止，會員代表共計687名

（內含贊助會員7名）。 

     辦  法：提請審查通過報內政部備查後，依名冊函寄第十屆第二次會員代

表大會開會通知。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110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說  明：本計畫草案（略）實際需求，並延續109年度計畫推動成果，展

望未來發展方向編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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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法：請審議通過後，提第十屆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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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第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

大會議決。 

 

第五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110年度經費預算草案。 

      說  明：本預算表（略）是參酌108及109年度實際支出，並預估110年度

收支概算編列。 

      辦  法：請審議通過後，提第十屆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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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第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

大會議決。 

 

第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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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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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修正條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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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為符合政府相關法規與本會管理實際需求，提請修正部分條文

(略) 

      辦  法：1.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修正後之條文，將提報內政部及勞工

局核備(若有與現行法規衝突處，將依規定調整後實行)。 

2.本規則施行日期為10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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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新聘幹事潘姝雅，提請同意。 

      說  明：本會經公開甄選由潘姝雅小姐（80年生，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

育系畢業）到會任職，該員於簽訂定期半年合約期間，協助配

合長官要求及同事合作態度正向積極，執行會務及疫情後的線

上活動表現良好，提請同意正式聘用，以利本會會務工作銜接。 

      辦  法：潘姝雅擬於110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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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各委員會報告及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建議貿協2021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實體展覽時間期間，全程開放

給一般民眾參與。 

      說   明：因疫情狀況不確定，造成國外買主參展不易，擬開放國內民眾

能全程參與展覽。 

      建   議：向外貿協會反映開放國內民眾能全程參加以振興國內產業需

求。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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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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TBIS 4210-7:2020 (FDTS): 附錄D輪組

相容性動態測試、TBIS 15194:2020 (FDTS)：附錄O (規範資

料) 後輪組扭力疲勞強度要求，與TBIS 007乘載兒童之自行車

安全要求與測試法，第三版(草案)業已完成，提請討論。 

      說   明： 

               1.依本會第十屆第二次(109.02.21)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

理。 

               2.自行車研發中心從109年4月24日及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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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IS 15194與TBIS 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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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1.擬將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進行如下所示作業: 

                 a. TBIS 4210-7:2020 (FDTS) 自行車安全規範之輪組測試

方法標準，新增附錄D輪組相容性動態測試，版本別將為

TBIS 4210-7:2021。 

                 b. TBIS 15194:2020(FDTS)：新增附錄O (規範資料) 後輪

組扭力疲勞強度要求，版本別將為TBIS 15194:2021。 

                 c. TBIS 007 乘載兒童之自行車安全要求與測試法，第三版

(草案)，版本別將為TBIS 007第三版。修訂處如下所示 

                 Sec.1.備考: 由於在自行車…。若製造商或供應商宣稱依據

CNS 15978附錄B進行兒童座椅配重，則該項測試依宣稱

方式進行之。 

                 Sec. 8.1.1.2將自行車…，參考CNS 15896執行測試(騎士應

可單手騎乘 )。 

                 註 :CNS 366-2 Sec. 4.19成車道路測試:騎乘時應可將一隻

手移開車把手(於打手勢時)，而不會使騎乘者難以駕馭

或導致危險。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告於本會網頁，於109

年11月30日前請會員惠提意見，若無異議，將於10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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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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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會務人員高淑茹專員給予退職金案。 

      說  明： 

             1.本會會務人員高淑茹專員已於109年8月11日申請離職。 

             2.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第39-1條規定 - 會務工作人員

服務滿五年以上而申請退職者，按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發給半

個月退職金(未滿一年部分按比例計算之)，其發給金額最高以

不超過10個月之薪給總額為限。 

             3.高員年資核算為5年又222天 (到職日89年9月7日至103年12月

31日期間年資已結算)。 

             4.經計算後：應給予領138,058元。 

      辦  法：應給予之退職金，擬以會務發展準備基金科目項下支付，並提

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八、專題報告：自行車研發中心--智慧製造最新發展，與對自行車產

業務實應用 

九、散會：下午五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