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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十屆第七次、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9月3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地    點：台中日月千禧酒店-B2宴會廳(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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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擔心今天會議會一延再延，但看到大家今天很踴躍的出席，表示我們

台灣自行車產業相當的團結，大家非常認真的在公會業務，依照往例我們有幾

個重要議題，希望在最短時間內討論完成，完成這次的會議。 

二、 會務報告 

1、 立法院咨請總統公布修正商業團體法第十六條條文案，修正內容如

下： 

         商業團體法修正第十六條條文 

         華總一義字第11000006171號   中華民國110年1月27日公布 

         第十六條：會員代表，應為公司、行號之負責人、經理人或該公司行

號之現任職員，且以成年為限。公司、行號因業務需要得

隨時改派會員代表。原派之會員代表，於新會員代表派定

後，喪失其代表資格。 

2、 本會於110年4月22日推薦會員台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參加第24屆「小

巨人獎」、第30屆「國家磐石獎」選拔之甄選。 

3、 「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第29次會議於110年4月29日召開，

有關108年11月11日起輸歐盟(含英國)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廠商

須申請放行前產證之執行情形案及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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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廠商因臺灣原物料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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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偏高，函請該廠商再說明及提供臺灣產製原物料之證明文件，其中

一家需另提供12.5"電動輔助自行車型錄或照片，以及說明案內鉛酸

電池之來源。1家廠商因出口電動輔助自行車內含電池(容量

24V/5.1AH)，函請該廠商說明如何將此電池用在20"及27.5"電動輔助

自行車。6家廠商提供之資料，經檢視尚符合規定。有關第28次會議

中1家廠商採購中國大陸零件比例超過60%，函請該廠商注意歐盟反規

避調查之規定，並將該廠商列入高風險廠商名單。 

原定本(110)年6月份召開第30次「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會

議，因日前疫情持續嚴峻，為考量防疫安全及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擬

於110年9月下旬合併召開第30、31次會議。 

4、 自行車研發中心吳代總經理永盛，與同仁蔡博名協理、陳中杰經理 顏

嘉良經理、莊惠宜專案經理等五人 於4月20日來訪本會，討論IBDC

等活動之日後推行與規劃，希能與業界需求及期許方向來推展。 

5、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110年5月14日來函，請各單位辦理會展及貿易推

廣相關活動應配合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嚴重特殊性傳

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警戒標準，落實執行相關防疫措施及人員健

康管理，避免集會群聚感染。 

6、 內政部公告，自110年7月13日起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全面解除第

二級警戒止，全國各級人民團體及合作社召開會員(社員)大會(含代

表大會)得採視訊方式辦理，惟不得辦理選舉、補選、罷免等事項。 

7、 本年3月首次法國利哈佛港港務局大中華地區首席代表Christophe  

CHEYROUX及臺北聯絡處吳國麗副代表來訪公會，並詳細介紹法國港

口、海關及運輸相關的全新政策訊息。當天委由貿易與投資委員會林

立偉主委及會務人員協同與會交流。其後又有法國在台協會商務處處

長François COTIER及資深投資顧問林薇心女士於4月16日來訪，並分

享法國市場最新政府政策與自行車產業訊息，相關法國市場資訊持續

刊登於本會會訊第275期及後期，以利與全體會員分享法國自行車市

場資訊。 

8、 交通部航港局於110年4月28日、5月14日、8月13日分別召開第五、六、

七次「國際海運運輸平穩座談」會議，有航港局、航商、邱臣遠召集

委員及產業代表參與，8月13日會議中提到鑑於時值第3季出口旺季及

為因應各國受疫情、長賜輪擱淺於蘇伊士運河、歐美地區面臨水患、



3 

 

火災等因素影響，已請國籍航商儘量將新船保留給臺灣、提升航線運

力，增加既有船舶艙位供給，優先滿足我國商品進出口需求，以維持

我國進出口順暢。有關空班頻繁部分情形，已請航商透過加班加艙方

式補回空班艙位，並請儘量協助增加在臺艙位供給。另近期有國籍航

商反映已協助廠商安排及保留艙位，但常因不明原因臨時取消訂艙，

造成該艙位無法被其他須出口之業者所使用，請各廠商確認出口需求

後再訂艙，避免臨時取消艙位。 

以下為加班(加艙)、船舶及新增船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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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取得現況如下： 

         

期間 供需狀況 20呎櫃 40呎櫃 冷凍櫃 特殊櫃

需求櫃量 562 116 17 2

取得櫃量 425 93 15 2

取得比率 76% 80% 88% 100%

需求櫃量 332 163 14 1

取得櫃量 300 139 13 0

取得比率 90% 85% 93% 0%

需求櫃量 147 94 26 6

取得櫃量 124 70 26 6

取得比率 84% 74% 100% 100%

需求櫃量 414 588 9 59

取得櫃量 339 384 8 55

取得比率 82% 65% 89% 93%

需求櫃量 13 47 1 0

取得櫃量 13 38 1 0

取得比率 100% 81% 100% -

需求家數:14

 (結關日至110.8.6)

需求家數:16

 (結關日至110.5.1)

需求家數:18

 (結關日至110.5.31)

需求家數:10

 (結關日至110.7.2)

需求家數:34

 (結關日至110.7.31)

 

      詳細資訊網址：https://reurl.cc/WE2g4Z 

9、 政府紓困、貸款及防疫資訊，本會已於110年5月20日在官網上陸續

新增資訊，並將相關訊息郵件公告給全體會員。 

10、 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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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2021年1-7月成車（稅則號列

87120010）外銷116萬餘台、比去年同期增加28.81%，出口值7.3億

餘美元、增加26.87%，出口平均單價634.35美元、下滑1.50%。零配

件部分，1-7月出口13億餘美元、增加63.59%，進口6.4億餘美元、

增加54.43%。 

          1-7月電動輔助自行車，出口58.4萬餘台、較去年同期成長42.56%，

出口值7.6億餘美元、增加47.17%，平均單價1,317美元、成長3.23%。

其中，出口美國15.5萬餘台、較上年9.9萬餘台、成長57.45%，出口

歐盟31.4萬餘台、較上年24.4萬餘台、成長28.90%。 

          1-7月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車1.9萬餘台、比去年同期，增加39.13%，

出口值1,963萬餘美元、成長40.77%，平均單價1,006美元、成長

https://reurl.cc/WE2g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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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零配件輸往中國1.2億餘美元、增加85.37%。自中國進口成

車12.6萬餘台、較去年同期下滑2.82%，進口值1,244萬餘美元、增

加18.43%，平均單價98.63美元，增加21.87%，零配件自中國進口3.7

億餘美元、增加61.29%。 

      12、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第十屆第六次理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提請同意「果舖創意股

份有限公司」、「台達電子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燁

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

加坡商兆普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等4家公司申請入會

案。 

 

(二)本會109年度決算報告

及工作報告，提請同意案。 

 

 

 

 

(三)本中心建置非破壞性之

檢測設備X-Ray，執行檢測能

量與推廣服務案，提請備查。 

 

各委員會提案 

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一)E-Bike美國內陸卡車運

輸，如何合乎UN? 一般通行

習慣？與電池如何包裝及外

箱標示？最合法並且便宜。 

 

研發與專利暨智慧製造推動

委員會 

(一)2021年台灣自行車產業

標準(TBIS)規劃，提請討論。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 110年 4月 9日

1100016577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回覆財務報表

先行留存，待會員

大會通過後再提

報備查。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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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一)本年度(110年)台北國

際自行車展實體展新展會日

期，提請議決。 

 

臨時動議：無 

 

通過。 

 

依決議執行。 

三、 財務報告：報告本會110年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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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特精密有限公司」、「新傑燈光科技有限公司」等2

家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索特精密有限公司」、「新傑燈光科技有限公司」資料如下： 

公司名稱 負責人 資本額 產  品 地 址 電 話 
會員 

級數 

索特精密

有限公司 
林柏州 3250萬元 發電花鼓 

40852 台 中 市

南屯區精科八

路42號 

04-23580886 四 

新傑燈光

科技有限

公司 

施仁傑 6000萬元 LED車燈 

50056 彰 化 市

中央路174巷1

號 

04-762138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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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晉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振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兆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仕奧成衣有限公司」、「五團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海飛

輪貿易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停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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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上述公司積欠會費已逾九個月，本會經依程序催繳，迄未繳交。 

辦  法：依本會章程第48條規定，應予以停權，上述7家公司停權後，本

會會員數為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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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本會一級會員廠商「達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調

整會員級別案。 

    說  明：1、「達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於110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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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皆符合四級會員。 

    辦  法：擬調整「達生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會員級別為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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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議決「巧創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復權案。 

    說  明：「巧創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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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創國際貿易股

份有限公司 

顏家鈴 自行車、電

動車、自行

車零配件、

電動車配件 

台中市西屯區

博館三街100

號 

109年5月 

第十屆第三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

【停權】 

五 

    辦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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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候補理事吳昌榮因該公司已停權，故喪失會員代表資格、連

同喪失本會候補理事資格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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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1、依本會章程第26條規定辦理。 

            2、依商業團體法第25條規定，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事

因喪失會員資格，應即解任。 

    辦  法：候補理事缺額，不予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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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主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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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1、依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110 年 8 月 11 日自協總字第 1100000198

號函辦理，活動原訂於 110 年 9 月 5 日至 9 日舉辦，因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延至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舉辦。 

        2、本會去年贊助這項活動經費新台幣 10 萬元。 

      建  議：擬比照往年，贊助 10 萬元。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因疫情影響公會營運艱困，故此

次贊助暫緩，敬請該會諒解。 

第七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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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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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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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利達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案 由：競爭商家以「洗產地」不當方式將中國製產品替代為台灣製產

品。 

        說 明：1、『我司因競爭商家從中國及東南亞國家，進口低價低品質

飛輪，再以「洗產地」不當方式將其替代為台灣製產品進

行出口，此種行為不但對我司造成打壓，若不幸遭進口到

假台製商品之國家政府機關或業者發現亦會對整個業界，

甚至台灣出口造成影響，尤其是美國及歐盟已對中國製商

品，明文限制反傾銷。』 

               2、目前稅則號為87149990120(腳踏車用飛輪Free wheel of 

bicycles)，擬細分為單速飛輪與變速飛輪。 

        辦 法：鑒請國貿局基於產業打擊洗產地不法行為，協助利達機械公司

了解相關事宜。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 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2022 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退展退費機制，提請討論。 

        說 明：1、本會接獲會員廠商來電關切 2022 年台北展退展退費機制。 

               2、2022年台北展主辦方外貿協會 8月公告不參展、縮小實體

攤位或僅參加線上展之廠商，其已繳費用扣除 2022年所需

費用後均扣除 25%管銷成本後退還，不再將所餘款項保留

於 2023 年使用。 

               3、經由公會積極協商，台北展主辦方外貿協會於 9 月 2日提

出彈性調整：凡 2022 年縮小實體攤位或僅參加線上展之廠

商，保留款抵扣實體攤位費或線上展方案費用後，餘額將

全額退款，不需扣 25%管銷費。 

        辦 法：1、擬請貿協將 25%管銷費改為 12.5%管銷費。 

                2、不報名 2022 年台北展之廠商積分積點不扣分，報名廠商

則如往常累計積分積點。 

                3、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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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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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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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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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法：1、擬待貿易局政策方向確定後，評估是否繼續組團參展或變

更為非展計畫，明年計畫擬由主任委員確認並提報理事長

核可後，再於 10 月底前向國際貿易局提報申請補助經費

計畫。 

            2、申請計畫內容，待下次理監事聯席會提報。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4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