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灣 自 行 車 輸 出 業 同 業 公 會 

第九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12月 23日  下午 2時 

地    點：台中市僑園大飯店國際廳（台中市惠中路一段 111號） 

主    席：第八屆理事長 羅祥安                       記  錄：高淑茹 

主 席 團：羅理事長祥安、吳常務理事盈進、林常務理事文華、高常務理事

禩翔、陳常務理事威達、陳常務理事震南、曾常務理事崧柱、簡

常務理事敬倫、周常務監事丁才、黃常務監事金堂。 

出席人員：本會會員代表應出席 726人（不含贊助 7人），共出席 560人 

（親自出席 400人、委託出席 160人） 

來    賓：經濟部工業局長吳明機、科長童建強，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常

務理事暨本會榮譽理事長楊銀明、理事柯育沅，中華民國對外貿

易發展協會展覽業務處組長曾玉淳、專員巫宜學及市場拓展處高

專林淑惠。 

 

一、 主席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吳局長、全國商業總會柯理事、外貿協會曾組長，本會楊

榮譽理事長、各位理監事及會員先進、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各位貴賓蒞臨指導，感謝會員先進熱情出席第九屆第一次會員代表

大會。時間過得很快，個人第七、八兩屆任期也將告一段落，先要感謝

大家的支持和協助。今天稍後將改選理監事，相信公會與自行車產業在

新任理事長與理監事團隊的領導下，會有更好的表現，跨步邁向新的里

程。 

    最近幾年，台灣成車出口量維持在 400萬台上下，6年來出口單價升幅超

過 60%，可以看出自行車產業的附加價值不斷在提升。零配件除供應本地

廠商組裝成車(出口)外，去年出口值接近 11億美元，6年來增加了 65%。

去年成車和零配件、電動自行車等的出口總值達 30.55 億美元，創歷史

新高紀錄。 



    不過，今年是比較辛苦的一年，1 至 11 月包含成車、其他自行車、電動

自行車及零配件的出口總值 24.7億餘美元，比去年同期減少 10.84%。主

因是去年的比較基期提高，今年上半年全球天候欠佳、不適合戶外騎行

活動，造成庫存增多。 

過去 11 個月，成車出口 272 萬餘台、比去年同期減少 25.89%，出口值

13.6 億美元、減少 21.36%，但平均單價 499.61 美元、則較去年同期提

高 6.12%；零配件出口 9.69 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微減 1.19%。另外，電

動自行車出口 12萬餘台、較去年同期成長 66.78%，出口值 1.26億美元、

增幅更達 178%，平均單價 1,044.52美元、提高了 66.55%。 

    2016年台灣 20大國際品牌，本會會員有三家入榜，包括： 

巨大機械 Giant 第五名、品牌價值 4.76 億美元，美利達工業 Merida 第

八名、品牌價值 4億美元，正新橡膠 Maxxis第 12名、品牌價值 3.17億

美元，三大品牌價值合計接近 12億美元，恭喜三家公司。 

          最近公布的第 25 屆「台灣精品獎」，本會會員也有亮眼表現，包括：久

裕、大田、大亞、太平洋、日馳、巨大、明安、建大、美利達、桂盟、

祐泰、野寶、凱薩克共 13家公司獲獎，體現了自行車產品的高值化。 

明年台北自行車展將在 3月 22日登場，依主辦單位外貿協會表示，共有

1,100家國內外廠商參展，使用 3,340個攤位。 

    本會與貿協合辦、委請德國 iF 台灣公司執行的 2017 年台北展創新設計

(d&i)獎，報名到本月底為止，也請有意參賽的會員先進把握時間儘快報

名。 

              大家關切的台北展檔期調整案，經公會問卷調查及業界代表兩度與貿協

開會討論後，貿協已宣布 2018 年改到 10 月底。其實，台北展在 3 月舉

辦的效益正逐年降低，10 月應是比較好的時點，我們長期習慣的作業時

程自須配合來調整。 

              最近一個多月，我們也關注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以後的動向，他在競選期

間提出美國優先、貿易保護及反對 TPP 等政見，就任後會不會真的付之

行動、或只是選舉語言？對台灣出口美國乃至全球貿易的影響為何？或

有多少廠商可能會轉到美國本土投資、設廠？總而言之，未來是動盪的

年代，產業除多加留意、妥為因應外，繼續增強實力才是好辦法。 

    近年來，我們積極推動台灣成為自行車島，自行車島有三個面向：一、

如何使產業更進步、更發達，過去 A-team的帶頭與業界的努力，出口單

價年年提高，使台灣成為高級自行車創新、研發跟供應中心，有很大的

績效；A-team經過 14年也在今年功成身退，將把精神及績效透過未來的

智慧製造讓整個產業再創新高。二、使台灣成為自行車騎乘天堂，經過

努力，現在騎行風氣非常好，交通部並於去年底完成環島 1 號線，這在



其他國家很少見，獲得很多好評。三、打造自行車友善城市，幾年來透

過 YouBike 的推動，從台北開始目前共有 7 個縣市在推動，把這三個面

向加在一起，台灣的自行車島已經成形了。 

    今年 2月，台北市主辦全球自行車城市大會(Velo-City)，全球超過 1,000

名產官學人士來參加，台灣自行車島的呈現獲得很大迴響與稱讚，認為

是 Velo-City 最成功的大會，產業努力與政府的扶持，對產業發展有很

大助益。 

    本會與自行車研發中心合辦的 2016 年「騎遇福爾摩沙」，在 10 月 22 日

及 11月 5日分兩梯次展開，順利圓滿完騎，獲得交通部觀光局等單位和

社會的肯定，共有來自國內外各行各業的 669名團員圓夢。 

              這是本會第五次主辦「騎遇福爾摩沙」，規模一年比一年擴大，特別感謝

會員建大、巨大及花天酒地會持續組團環島，多位會員先進參與騎行。

這項活動五年來，累計籌組 80 團、2,145 人次參與，成為台灣自行車節

代表性活動之一，對帶動騎行風氣，促進自行車與觀光產業發展都有相

當大的助益。 

              回首這開心、快樂的 6年，心中真的充滿感恩。明天晚上就是耶誕(平安)

夜、緊接著新的一年即將到來，祝福各位貴賓、業界先進新年快樂、身

體健康。 

    謝謝大家。 

 

二、 來賓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長吳明機： 

羅理事長、理監事，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所有會員廠商，大家好，今

天很榮幸出席大會，在這裡可以看到產業全貌，也給大家打氣、說明政

府最新的訊息。近幾年全球經濟環境非常辛苦，台灣也有很大變化、面

臨許多挑戰，TPP雖然被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擱置，但未來如何發展對

台灣影響很大；其次，很遺憾爭取將自行車納入環境商品協定(EGA)清

單，在 11月下旬進行的第 18回合談判及 12月初的部長級會議，仍未

能達成共識，我國代表團將朝雙邊、多邊繼續努力。 

國內業者面臨的困難，包括一例一休造成成本增加、派工不易及廠區環

境保護限制越來越嚴苛，這也是政府積極推動五大產業創新，特別是智

慧機械，因應環境變化將加強推展智慧機械產業化。 

目前，自行車產業勞動力的需求仍有改善空間，工業局輔導導入智慧機

械化能有效精省人力，對生產力、附加價值提升有很大幫助，A-team

也成為許多產業提升及合作的參考模式，政府推動智慧製造則將創造新



的營運模式及方向。 

台灣雖以自行車製造起家，但因開發中國家及已開發國家生活型態的改

變，推動騎行及打造友善的環境，使自行車產業轉型，藉由理事長交接，

預祝自行車產業順利接班、代代傳承，台灣自行車產業發展的奇蹟與驕

傲是產業典範，期待自行車產業持續在世界發光、發熱。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柯育沅： 

羅理事長、工業局長官、自行車研發中心梁總經理，各位自行車產業先

進，大家好，本人謹代表商業總會賴正鎰理事長致意， 貴會是相當高

水準的公會，而自行車在目前世代是主力產品，推動綠能環保、節能減

碳、尤其地球暖化，是大家重視的議題，自行車在生活及運動休閒都有

很大貢獻。在產業先進努力下，台灣自行車在全球占有數一數二的地

位，期待自行車產業永續發展，祝大會圓滿成功，各位事業成功、身體

健康。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組長曾玉淳： 

羅理事長、各位產業先進大家好，如理事長剛才所提，在本會與貴會及

自行車廠商的努力下，台北自行車展已是亞洲第一、全球第三的地位，

感謝貴會與業者的努力，明年台北展邁入 30 周年，首次規劃在展覽前

一天、3月 21日在萬華華中露營區場地舉辦全天的試騎會活動，提供廣

大的腹地。因台北展攤位一直以來供不應求，為彌補未能參加台北展的

廠商，3月 21日的試騎活動日不限參展廠商均可線上報名，歡迎踴躍參

與，提供國內外專家更直接試騎、體驗產品的機會。 

大家關切的南港二館預計 2019 年啟用，期待再創台灣自行車出口高峰

及台北展規模擴增，非常榮幸參加大會，祝大家耶誕節平安、新年快樂、

明年台北展 30周年順利、成功。 

                  

三、理事會工作報告：報告理事會 105年度工作報告（略，請參閱大會手 

                       冊），同意備查。 

 

四、監事會工作報告：黃常務監事金堂代表報告 104年度及 105年 1~9月 

            監察報告（略，請參閱大會手冊），同意備查。 

 

五、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案  由：本會 104年度決算報告及 105年 1至 9月收支報告書，提請大會審

議。 

 

說  明：1、104 年度決算報告及 105 年 1 至 9 月收支報告書，經公信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審查無誤，並經監事會召集人林茂青核印，復於第八

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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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5年 1月至 9月收支

報告表、資產負債表、涉外基金專戶收支表等，請參閱第 33~42

頁。 

 

辦  法：大會議決通過後，報請內政部備查。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案  由：本會 106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大會審議。 

 

說  明：1、106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業經本會第八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審查通過。 

2、106年度工作計畫草案，請參閱第 43~50頁。 

 

辦  法：大會議決通過後，報請內政部備查。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案  由：本會 106年度收支預算表，提請大會審議。 

 

說  明：1、106年度收支預算表，業經本會第八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審查通過。 

2、106年度收支預算表，請參閱第 51~52頁。 



 

辦  法：大會議決通過後，報請內政部備查。 

 

決  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案  由：修正台灣區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章程名稱及部分條文案，提請 

        大會審議。 

 

說  明：1、本會修正章程第 2條條文，更名為「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已報經內政部同意辦理，章程名稱須一併修正為「臺灣自行車 

          輸出業同業公會章程」，前經第八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修正 

          ；惟因出席未達全體會員代表三分之二，屬無效決議，而重新提 

          請本次大會審議。 

        2、本會章程第 20 條第二項規定，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由監事

於監事會以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之。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4

條規定，人民團體選舉，其應選出名額為一名時採用無記名單

記法，二名以上時採用無記名連記法。擬修正本項規定，將無

記名單記法改為無記名連記法。 

        3、內政部 79 年 6 月 29 日修正發布的「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理 
           辦法」第 6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區、省(市)級工商團體得視實 
           際需要置總幹事一人，秘書一人，組長、主任、專員、幹事…。 
           本會 81 年成立時，章程第 31 條爰規定設總幹事一人，…承理事 
           長之命綜理日常事務…。 

            內政部嗣於98年11月2日修正發布前項管理辦法，第5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會務人員的編制職稱為：工商團體得置秘書長(總幹事 
            )、副秘書長(副總幹事)、秘書、組(處)長、副組(處)長、主任、 
            副主任、專員、幹事…。將總幹事(副總幹事)職稱改以秘書長(副 
            秘書長)為原則，以符兩岸及國際交流等需要。 

            前項管理辦法修正發布施行以來，台灣區級工商團體已陸續將總

幹事職稱改為秘書長，如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照明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禮品

輸出業同業公會等。本會總幹事職稱，擬依前項辦法規定改為秘

書長，並配合理事長換屆(便於文件表單更新)施行。 



        4、本會章程第42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常年會費：會員每月繳納金 

          額如左，年分四季繳納，於每季初徵收…；涉外基金：會員每月 

          繳納金額如左，年分四季繳納，於每季初徵收…。惟為減少收繳 

          事務，自84年下半年起均採每半年徵收一次，會員稱便。 

          為使繳費實務與章程規定一致，擬修正常年會費及涉外基金為年 

          分二次繳納，於每年1月及7月初徵收。 

       5、修正本會章程第 31條及 42條條文案，業經第八屆第十三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 

 

辦  法：1、修正本會章程名稱、第 20條、31條及 42條條文部分內容(修正 

           對照表，請參閱第 53頁)。 

 

        2、提請大會議決通過後，報請內政部備查。 

 

決  議：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案  由：選舉本會第九屆理事、監事。 

說  明：1、本會第八屆理事、監事任期至 105年 12月 19日屆滿，第九屆 

           理事、監事將於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出。 

        2、依本會章程第 18條及 23條規定，本會置理事 27人組織理事會 

           、監事 9人組織監事會，由會員代表於會員大會用無記名連記法 

           互選之(理事應選 27人、監事應選 9人)，理事、監事任期為三 

           年。 

 

辦  法：1、請會員代表廖柏翔、許翹麟擔任監票員。 

        2、領票及投票自 4 時 00 分至 4 時 30 分截止。 

        3、開票結果：共發出 560 張理事選票、560 張監事選票。 

                  理事有效票 554 張、無效票 4 張，總票數 558 張。 

                  監事有效票 549 張、無效票 8 張，總票數 557 張。 
 



當選名單如下： 
理事（27 人）： 
曾崧柱（450 票）、陳震南（337 票）、蘇明芬（336 票）、林立偉（308 票）、

簡敬倫（284 票）、翁明純（258 票）、陳威瑾（257 票）、高禩翔（246 票）、

王進源（245 票）、林文華（235 票）、劉湧昌（223 票）、許桂松（219 票）、

廖學森（219 票）、許國忠（214 票）、林宜賢（213 票）、王琇治（211 票）、

朱路貞（204 票）、李政祐（204 票）、黃金堂（202 票）、賴祐禧（201 票）、

陳皇仁（182 票）、郭敬昇（174 票）、陳昭榮（159 票）、文茂平（152 票）、

蔡明達（144 票）、朱宏昌（142 票）、蘇開建（84 票）。   
 
監事（9 人）： 

    吳盈進（413 票）、林進旺（367 票）、周丁才（308 票）、陳威達（243 票）、

王智慧（232 票）、陳松君（228 票）、陳晏正（213 票）、林尹凡（207 票）、

張昇常（164 票）。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4 時 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