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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十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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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理監事大家午安，已經很久沒有跟大家直接面

對面了，看到大家精神抖擻，非常高興，向各位報告，全球供應鏈

斷鏈與塞港狀況源頭來自於美國兩個最大的主要港口塞港像洛杉磯

港、長堤港，這段期間大概有七十多艘貨輪停留在那邊，貨物沒辦

法卸下去，所以有一位物流業老闆，他特別租了一艘遊艇去看港口

狀況，最後他得到一些結論就是可能還是會繼續延宕，他看到港口

有好幾百台吊掛天車，但是都沒有移動，因為沒有卡車、貨車司機

在運作，去詢問司機原因是因為沒有板車，因應洛杉磯港、長堤港

規定空的貨櫃不能直接放地上，所以所有的貨一定要放在板車上，

目前評估可能要等十到十五天才有機會移動，但是船沒辦法耗著就

開走，因此造成貨櫃區域整個都塞滿不動，也直接造成台灣供應鏈

與運輸的嚴重問題，但是這是全球自行車產業都面對的情況，我相

信其他產業也有類似情況，目前我提出三個建議，希望各位老闆可

以參考一下，一、慎選自己的客戶，二、一定要找倉庫，三、這段

期間可思考產量調整或工廠整頓(如：設備的更新汰換或增加)。目

前我評估這個問題會一直持續滾動到明年，若明年沒辦法解決就會

延到後年，依我得到的資訊，全球經銷商目前庫存的水位，達到有

史以來空前最低，我推算至少需要一到兩年時間才能恢復之前比較

正常水準，所以供應鏈塞車斷鏈的情況，不是短暫而是中長期的現

象，我也再三呼籲大家，這種嚴重的供應鏈斷鏈阻塞的情況，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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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並不會消沉，大家需要謹慎因應沈著面對。 

二、 會務報告 

1、國貿局於110年9月15日公告修正有關110年度補助公協會參加國際展覽計畫

之規定及「110年補助公協會參加國際展覽計畫作業原則」。 

   公告事項，如下： 

   一、國貿局109年11月13日以貿展字第1090251074號公告事項六規定，

「110年度補助輸出入相關同業公會及其他辦理貿易相關業務之非營利

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及社會團參加國際展覽計畫」下，有關受補助公

協會及其徵集廠商因公奉派出國案件，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

前，均一律暫停。 

   二、鑒於國際指標性展覽已逐漸恢復實體舉辦，各國為重啟經濟亦逐步降

低入境限制，為協助受補助單位出國參展以帶動對外貿易，在符合內

外入境、防疫及檢疫等相關規範措施下，放寬得派員出國參展；惟應

自行負擔國內外相關檢驗檢疫及防疫隔離費用，例如入境國家隔離期

間(入境當日除外)之日支生活費、入境國家之防疫隔離費用、返國入

住防疫旅宿、搭乘防疫車隊、COVID-19篩檢費用及若返臺後經篩檢為

陽性或通報確診，其門急診及住院隔離治療，以及隔離期間之膳雜費

等各項費用，爰修正前述公告內容及「110年補助公協會參加國際展覽

計畫作業原則」第參點第十款規定。 

2、交通部航港局於110年9月30日、11月11日召開第八次、第九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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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會議中

提到鑑於目前出口需求仍吃緊，且為因應各國受疫情、長賜輪擱淺於蘇伊

士運河、歐美地區面臨水患、火災等因素影響，航港局已請國籍航商儘量

將新船保留給臺灣、提升航線運力，增加既有船舶艙位供給，經洽航商目

前船期延誤預計超過10天，部分出口已延至11月，已請航商積極協助放

艙，優先滿足我國商品進出口需求，以維持我國進出口順暢。另建議各業

者透過穩定供貨、簽約，航商亦較能提供艙位及運價優惠，期業者與航商

彼此互惠，給予支持與協助，共同穩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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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加班(加艙)、船舶及新增船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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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304 25 88

取得櫃量 253 233 23 56

取得比率 81% 77% 92% 64%

需求櫃量 288 43 12 4

取得櫃量 201 31 12 4

取得比率 70% 72% 100% 100%

需求櫃量 343 65 12 4

取得櫃量 255 49 12 4

取得比率 74% 75% 100% 100%

需求櫃量 21 32 9 21

取得櫃量 21 32 7 21

取得比率 100% 100% 78% 100%

需求家數:9

 (結關日至

110.10.31)

需求家數:5

 (結關日至

110.10.01)

需求家數:37

(結關日至

110.9.3)

需求家數:4

 (結關日至

110.9.24)

 

   詳細資訊網址：https://reurl.cc/2oQyxO 

https://reurl.cc/2oQy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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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會積極推展會務及業務，經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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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前報章媒體已報導相關ESG推動，學者、業界認為，藉由平台整合資源協

助中小企業參與ESG行動，提供國際議題與台灣文化連結的大好契機，台灣

更將能讓在地ESG表現，突出於國際市場，中小企業可參考下圖五步驟及

ESG評分機制五大面向。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 

5、第30屆「台灣精品獎」得獎名單於10月28日揭曉，自行車業表現亮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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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達工業以電動(輔助)礫石公路車、巨大集團的CADEX 36 無內胎碟煞輪

組、台達電子工業的儲能系統解決方案均入圍金銀質獎選拔，共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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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子工業、建大

工業、桂盟企業、高鐵工業。 

   本屆計有210家企業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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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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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機械及零組件類

21.3%及家用設備及五金建材類14.9%。 

6、我國於110年9月22日正式向紐西蘭遞件，正式申請加入CPTPP。經濟部長王

美花於11月9日表示，台灣是後進者會是被檢視的對象，對台灣來說，非正

式諮商的時候，非常多國家一再提醒我國「CPTPP是高標準的協定」，希望

台灣要做好充分準備，加入CPTPP是台灣重要國際戰略，希望國人要理解。 

7、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今年1-10月台灣自行車(87120010)出口量

166萬餘台，較去年同期增加20.35%，出口金額達10.84億餘美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19.98%，出口平均單價651.94美元，較去年同期653.92美元、微

減0.3%；成車與零配件出口合計30.83億餘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1.12%。 

   1-10月電動輔助自行車出口82.6萬餘台、較去年成長33.95%，出口值10.89

億餘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36.3%，出口平均單價1,317.92美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1.76%。 

   1-10月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車26,422台(不含稅則號列871200900004其他自

行車)、較去年同期增加27.83%，出口值2,685萬餘美元、增加29.21%；平

均單價1,016.22美元則微增1.08%；零配件輸往中國1.91億餘美元、增加

66.23%。 

   至於從中國大陸進口的成車199,297台、較去年同期增加2.9%，進口值

1,995萬餘美元、增加22.35%，平均單價100.14美元、增加18.9%；零配件

自中國進口約5.79億餘美元，增加57.2%。 

8、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6 

第十屆第七次、第八次理

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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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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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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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提請議決「巧創國際

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申請

復權案。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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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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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因疫情影響公會營運艱

困，故此次贊助暫緩，

敬請該會諒解。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10年9月23日函覆

第1100045551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10年9月23日函覆

第1100045551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10年9月23日函覆

第1100045551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10年9月23日函覆

第1100045551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10年9月23日函覆

第1100045551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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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會110年「金輪

獎」人選，提請討論。 

 

 

各委員會提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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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2年台北國際自行

車展退展退費機制，提請

討論。 

 

(三)本會111年度參加國

際自行車展組團計畫，提

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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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三、財務報告 

    報告本會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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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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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駿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2家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駿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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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能創意

股份有限

公司 

陸學森 
21億6仟 

2百萬 

智慧電動

單車 

33375桃園市

龜山區頂湖路

33號 

03-

273090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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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聯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黃嘉鈞 6千萬 

自行車零

件(車架、

前叉、車

把手) 

433台中市沙

鹿區光華路

258號 

04-

2662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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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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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豪工業」、「盈昌」、「詮譯」、「巨馳」及「立

大」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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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公司停權

後，截至目前本會會員數為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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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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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1月19日止，會員代表共計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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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會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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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說  明：本計畫草案（略）實際需求，並延續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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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第十屆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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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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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111年度經費預算草案。 

        說  明：本預算表（略）是參酌109及110年度實際支出，並預估111年度收

支概算編列。 

        辦  法：請審議通過後，提第十屆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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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111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會員代表大會及各委員會會議預定

日期(略)。 

              說  明：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2月25日(五) 

13：30-14：30 
 

 

15：00-17：00 

第十屆第八次法務與安全、貿易與投

資委員會、研發與專利

暨智慧製造委員會 

第十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5月20日(五) 

13：30-14：30 

 

 

15：00-17：00 

第十屆第九次法務與安全、貿易與投

資委員會、研發與專利

暨智慧製造委員會 

第十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8月19日(五) 

13：30-14：30 

 

 

15：00-17：00 

第十屆第十次法務與安全、貿易與投

資委員會、研發與專利

暨智慧製造委員會 

第十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月18日(五) 

13：30-14：30 

 

 

15：00-17：00 

第十屆第十一次法務與安全、貿易與

投資委員會 研發與專

利暨智慧製造委員會 

第十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2月23日(五) 13：00-17：00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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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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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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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法：擬續聘任一年，自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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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案                                                        提案單位：菲力工業公司簡敬倫總經理 

        案   由：針對目前碳排放/碳足跡/碳邊境稅等議題，提議由公會委由專業

機構協助會員廠商進行輔導。 

              說  明：目前ESG議題發燒，其中尤其碳排放/碳中和/碳足跡等次議題已經

是國際間品牌大廠關注的焦點。若是由個別會員廠商獨自面對或

是處理如此龐大的議題，實在非常辛苦且所費不貲。 

            辦  法：希望由公會主導選擇適合的專業機構(例如CHC)來進行會員廠商有

關減少製程碳排放的規劃或是了解本身碳足跡的計算方式…等等

議題，利用群體力量來減緩此議題對會員廠商的衝擊與提前進行

因應之道的規劃。 

       決   議：由自行車公會向直屬車輛公會，尋求更多有關碳稅相關資訊，並

同步由自行車研發中心，向經濟部下相關部會單位尋求更多碳

稅、產業輔導的相關資訊，提供給本會會員，以利持續進行此相

關議題。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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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10:2021(FDTS)載貨自行車安全規

範」草修案業已完成，提請討論。 

    說  明： 
  1、依本會第十屆第六次(110.03.12)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2、自行車研發中心於 110 年 4 月 22 日及 7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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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 

790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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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1、擬將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進行所示作業，針對現行 DIN 

79010:2020 之內容進行補足，修訂後版本別將為 TBIS 79010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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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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公告於本會網頁，於110

年12月10日前請會員惠提意見，若無異議，將於111年1月1日公

告施行。 

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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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海)國際自行車展、德國國際自行車展(Eurobike)、米蘭

國際機車暨自行車展(EICMA)，參展雖受疫情影響但仍較穩定。 

   2、英國倫敦自行車展 The Cycle Show 為第一年組團參展。 

年度 項目 中國展 德國展 美國展 波蘭展 紐約展 米蘭展 英國展 科隆展 

108 年 

廠商 11 32 
  

停辦 

  

14 5    

面積㎡ 315 339 153 54 

補助金額 175 259 100 90 

109 年 申請參展 
因疫情取

消參展 

因疫情取消

參展 
 

因疫情取

消參展 
 因疫情取

消參展 

110 年 申請參展 
因疫情取

消參展 

因疫情取消

參展 
 

因疫情取

消參展 
 

因疫情取

消參展 

111 年 申請參展 ✔ ✔     ✔ ✔ 
 

辦 法： 

   1、2022 年中國(上海)展、德國展、米蘭展，擬繼續組團。 

         2、波蘭展參展績效不佳因此變更成較具商機潛力的英國倫敦自行車

展。 

         3、本會將於 11 月底前向國際貿易局提報參展計畫，申請補助經

費。 

         4、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 

         1、2022年中國(上海)展、德國展，擬繼續組團。 

         2、為擴大台灣 ebike 全球拓銷藍海商機，因此變更成較具商機潛力

的英國倫敦自行車展。 

         3、2022 年兩輪展的大展在德國科隆展 Intermot，為擴大台灣

ebike 全球拓銷藍海商機，因此變更為更具拓銷效益的德國科隆

展。 

         4、本會將於 11 月底前向國際貿易局提報參展計畫，申請補助經

費。 

         5、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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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5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