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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九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3時 

地    點：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3樓會議室 

          （台中市工業區37路17號） 

主    席：曾理事長崧柱                          記錄：范雪琴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理事應出席26人、出席24人、請假2人。 

監事應出席8人、出席7人、請假1人。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報告 

1、本會法律顧問禾同國際事務所轉知，有關歐盟對中國大陸自行車案，目前 

得知歐盟執委會正在審查歐洲自行車製造商協會（EBMA）提出傾銷審查

請求，詳細資訊則必須等待官方的落日複查立案公告。 

 

2、歐盟執委會分別於2017年10月20日及12月21日正式對原產自中國大陸的 

電動自行車(Electric Bicycles)進行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涉案產品稅

號為 87116010 (電動輔助自行車 -額定功率不超過 250瓦 )及 ex 

87116090(高速電動自行車)(TARIC 8711609010)，依程序反傾銷調查時

間為15個月、反補貼調查時間13個月，近日歐盟已公告實施電動自行車

進口登記，並自公告次日起(今年5月4日)生效，預計將於2019年1月19日

前公告審查結果，歐盟為了保障國內就業權極有可能通過對自中國大陸

進口電動自行車課徵反傾銷稅，相關時程詳如下: 

(1) Anti-dumping Case(反傾銷案) AD643 - Bicycles (electric) 

Initiation stage(立案階段) Provisional stage(初裁階段) Definitive stage(終裁階段) 

Date of 
initiation 

(起始日) 

Return 
questionnaire 

replies 1 

(回覆問卷) 

Provisional 
Measures (PM) 2 

(臨時措施) 

Return comments 
on disclosure/PM 3 

(公開評論) 

Return 
comments on 

final disclosure 4 

(最終公開評論) 

Definitive 
Measures 5 

(終裁措施) 

20-Oct-17 29-Nov-17 20-Jul-18 13-Aug-18 8-Oct-18 19-Jan-19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1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1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1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2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2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3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3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4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4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4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5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com&id=2292&sta=1&en=20&page=1&number=&prod=Bicycle&code=&scountry=all&proceed=all&status=all&measures=all&measure_type=all&search=ok&c_order=name&c_order_dir=Up#footnot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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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nti-subsidy Case(反補貼案) AS646 - Bicycles (electric) 

Initiation stage(立案階段) Provisional stage(初裁階段) Definitive stage(終裁階段) 

Date of 
initiation 

(起始日) 

Return 
questionnaire 

replies 1 

(回覆問卷) 

Provisional 
Measures (PM) 2 

(臨時措施) 

Return comments 
on disclosure/PM 3 

(公開評論) 

Return 
comments on 

final disclosure 4 

(最終公開評論) 

Definitive 
Measures 5 

(終裁措施) 

21-Dec-17 30-Jan-18 21-Sep-18 15-Oct-18 9-Nov-18 19-Jan-19 

 

3、對於原告EBMA同時對不同產品2案以上同時提告立案，歐盟法規並無資格 

限制。 

 

4、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法規，電動自行車產品屬於消費者安全委員會

(CPSC)管轄範圍。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PSC)規定，商業用途製

造的低速電動自行車或三輪車，必須裝配可踩踏的踏板，電動馬達的輸

出功率不超過750瓦，速度最快每小時20英哩(32公里)，且整車重量不超

過50公斤，相較其他國家，美國對於電動自行車產品的規範與限制可說

是最寬鬆的，不過，美國各州對於電動自行車的定義與規範也不盡相同。

美國目前積極促請各州通過電動自行車相關法規，以促進電動自行車市

場，加州通過法案後，電動自行車騎乘人口增加50%，加州也成為其他州

立法參考。 

 

5、亞洲自行車產業聯盟交流會（ABA）於5月6日在中國上海舉行，共有中國

自行車協會、臺灣自行車公會、日本自行車協會、全印度製造商協會、

越南自行車協會、韓國自行車工業協會、印尼自行車工業協會及俄羅斯

摩托車自行車協會等國家代表與會，由中國自行車協會理事長馬中超擔

任主席，介紹本屆中國國際自行車展會的情況及行業發展現況相關議題。 

   透過此次交流會，經由本會理事長曾崧柱與常務理事劉湧昌、陳威瑾， 

常務監事吳盈進與ABA與會代表共同決議，2018年ABA年會將在今年10月

台北展會期間於台灣召開年會(輪由本會主辦)，進行多元交流、聯誼，

促進自行車產業發展。 

 

6、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修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公告石綿自2018年7月1日起禁止用於剎車來令片之製造，完整內容詳參 

    http://www.vscc.org.tw/ContentDetail.aspx?mid=MeetingTypeData&cid=298。 

 

7、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2018年1-4月成車與零配件出口值合計近 

   8.61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7.35億餘美元增加17.01%。 

   1-4月成車（不含稅則號列87120090004其他自行車、及8711930電動車）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1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1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1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2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2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3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3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4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4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4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5
http://trade.ec.europa.eu/tdi/case_details.cfm?ref=ong&id=2314&sta=1&en=20&page=1&c_order=date&c_order_dir=Down#footnote-5
http://www.vscc.org.tw/ContentDetail.aspx?mid=MeetingTypeData&cid=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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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74萬餘台、比去年同期減少11.75%，出口值4.35億餘美元、增幅

14.16%，出口平均單價588.33美元、增加29.35%。零配件部分，1-4月出

口4.24億餘美元、成長20.10%，進口2.3億餘美元、增加20.47%。 

   其中，成車出口到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車近19萬台、比去年同期

增加17.65%，出口值1.5億餘美元、增加34.42%，平均單價830.95美元、

提高14.26%。輸往歐盟近40萬台、比去年同期減少23.49%，出口值1.76

億餘美元、增加5.73%。 

   1-4月電動自行車，出口8.2萬餘台、較去年成長34.35%，出口值1.1億餘

美元、增幅55.51%，平均單價1,373.77美元、成長15.75%。 

   1-4月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車10,504台、比去年同期9,379台，增加

11.99%，出口值933萬餘美元、增加51.85%，平均單價888.59美元、成長

35.59%；零配件銷往大陸3,961萬餘美元、增加13.38%。自大陸進口成車

11.6萬餘台、較去年同期減少51.39%，進口值756萬餘美元、減少44.03%，

平均單價65.15美元，增加15.14%，零配件自大陸進口1.32億餘美元、增

加17.78%。 

 

8、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提請同意「晶翔、綠典、 

  品琦、品岳、微程式、 

  晴也、環捷」等7家公司 

  申請入會案。 

 

(二)提請議決「松野股份有 

  限公司」申請退會案。 

 

 

 

(三)本會106年度決算報告 

  及工作報告，提請同意 

  案。 

 

 

 

(四)提請修正臺灣自行車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7年3月12日

1070017843號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7年3月13日

1070017817844號

函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7年3月12日

第1070017840號

同意備查，提下次

大會追認通過。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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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 

    代表大會議事簡則。 

 

(五)本會會務人員專員高 

    培哲職等晉升案。 

 

 

各委員會提案 

［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一)研議貿易局所提產證管 

理措施及自行車產品出口歐

盟監控小組執行機制提供建

議並具體說明理由，供貿易

局後續評估案，請討論。 

 

(二)研議貿易局請本會協助

蒐集不肖業者違規轉運之可

能樣態，俾利相關單位採取

應對措施案，請討論。 

 

 

［研發與專利委員會］ 

(三) 2018年台灣自行車產

業標準（TBIS）規劃，提請

討論。 

 

 

［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四) 2018年美國國際自行

車展(Interbike)聯合組團

單位，提請討論。 

 

（五）2018年義大利維洛納

(CosmoBike)自行車展執行

模式，提請討論。 

 

（六）為有效拓銷新市場，

擬派員蒐集商情以利後續展

會辦理，提請討論。 

 

 

 

 

通過。 

 

 

 

 

 

請主任委員與理監事們

召開臨時委員會再討論

如何因應，提理監事會

議報告。 

 

 

本案與上案併案討論，

請主任委員與理監事們

召開臨時委員會再討論

如何因應，提理監事會

議報告。 

 

 

通過。 

 

 

 

 

 

通過。 

 

 

 

通過。 

 

 

 

本案暫緩，由會員及理

監事給予建議及提供相

關資訊參考。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7年3月13日

1070017839號函

同意備查。 

 

 

因本案事關重

大、屬業者輸歐市

場權益，提請此次

理監事聯席會再

次討論並議決。 

 

本案與上案併案

討論。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本案暫緩。 

 

 

 



 

5 

 

（七）為推展貿易與投資，

擬與貿易局等公部門增加產

業議題的交流，提請討論。 

 

 

 

（八）因應自行車產業變動

需求，及會員服務新形態交

流模式，進行實務與異業學

習經驗分享，提請討論。 

同意。 

 

 

 

 

 

同意執行。 

 

後續細節執行將

由貿易與投資委

員會林主任委員

帶領執行，執行

中。 

 

執行中。 

     以上會務報告，同意備查。 

 

三、財務報告 

 報告本會107年1月~3月財務報表(略)，同意通過。 

四、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  會 

案  由：提請同意「漢穎、博緯」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漢穎、博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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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高漢榮 

8,000萬

元 

電池模組及電

池模組保護板 

新北市中和區建

康路166號2樓 

02-82214858 四 

博緯企業有

限公司 

董事長 

黃國滄 

500萬元 座管束、快拆

組、副把手 

彰化市虎崗路3

號 

04-72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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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查，該 2家公司入會後，本會會員數為 392家(含贊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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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 

案  由：提請議決「品琦運動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勝捷複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申請退會案。 

說  明：「品琦運動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勝捷複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

本會五級會員，皆主動提請退會聲明並檢附已辦理歇業證明，經

審查亦已繳清應繳之會費。 

辦  法：依本會章程第 9 條及 49 條規定，擬同意其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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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議決「美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常盤有限公司」、「紳

益輪車業有限公司」、「協取科技有限公司」、「萬鐘金屬有限

公司」、「將頂科技有限公司」及「弘錸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馬克單車館」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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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五、各委員會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案  由：續研議貿易局所提產證管理措施及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 

            小組執行機制提供建議並具體說明理由，供貿易局後續評估 

            案，請討論。 

說  明：1、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會議中表示： 

(1) 建議自行車產品採行產證管理措施，要求檢附申請人及

製造商共同切結書，且製造商主要產品為「自行車及零

件」。 

(2) 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有其時空背景，確有達成

其原為防止歐盟對我自行車再採行反傾銷措施之功能，

惟歷經全球經貿環境演變，其功能是否仍符合現今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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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需要，建請自行車公會再思考其存在之實益(特別

是防堵違規轉運之規避行為)，並考量進一步研議提升該

小組功能之作法(例如：提高監控價格之可能性)。 

  2、工業局會議中表示： 

   (1)「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成效不錯，未來監控標 

 的篩選單價將提高至 180美元。惟目前我國自行車出口 

 平均單價約為 500美元，輸往歐洲者單價相對較高。 

     (2) 目前海關比對進出口資料尚待時間觀察其效果，若強化 

 核發產證措施可進行管控，亦可考慮採行，惟實務上是 

 否有困難，請徵詢公會意見。 

    辦  法：1、依上次(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決議，請主任委員與理監事 

   們召開臨時委員會再討論。 

2、經彙整委員會建議如下： 

   (1) 轉口貿易可能才是元兇，此案端賴政府、海關、簽發 

       產證單位之間的務實作業(包括內容、價格及數量等 

       稽核)及看法，必須相互勾稽。公權力介入，才有實 

       效。 

               (2) 提高金額及範圍擴大，恐失焦；公部門也須動用較多 

    人力篩選，付出更多人力成本。 

               (3) 監控小組運作仍有其功能及成效，可為業界警惕之用、 

                   良性提醒。建立業界自主管理模式，也讓歐盟感受到 

                   台灣業者的誠意所作的努力。 

               (4) 其他相關建議:此案事關重大、屬業者輸歐市場權益，  

          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討論並議決。 

    決  議：依委員會建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案  由：續研議貿易局請本會協助蒐集不肖業者違規轉運之可能樣態， 

 俾利相關單位採取應對措施案，請討論。  

            

說  明：1、另有 6家業者(可能是會員之 1)疑似違規，由貿易局續調查 

           中。 

        2、貿易局轉知 2017年 8月~11月共處分 6家非會員廠商，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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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及使用不實產證」。 

        3、為確實防堵以收成效，協助蒐集不肖業者違規轉運之可能樣 

           態。 

 辦  法：1、依上次(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會決議，本案與上案併案討論，

請主任委員與理監事們召開臨時委員會再討論。 

         2、經彙整委員會建議如下: 

             (1)原6家違規個案已獲處罰，相關自行車產品銷至歐盟較落

後的國家(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較有可能發生，其違

規及已受政府處罰的事實，業者以資警惕。 

               (2)建議以此6家違規業者產品最後出口目的地，為追溯酌參國 

家，並列為日後歐盟監控重點國家之一的參考依據。 

             3、我自行車業者宜謹慎、勿誤觸違規可能態樣。 

             4、提請理監事討論並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向國際貿易局表達，本會經 

      詢問全體理監事及會員，非本自行車業者的違規態樣。    

 

 

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發與專利委員會暨智慧製造推動委員會 

案 由：「乘載兒童之自行車安全要求與測試法」擬列入自行車產業標準， 

 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為強化台灣作為全球主要高級自行車供應中心的地位，積極 

 填補ISO及CNS標準的不足，在尚無國家標準可循的情況下，擬訂 

 「乘載兒童之自行車安全要求與測試法」的合宜測試值與標準，將 

 提供業者一定的規範，使用(消費)者也有多一層的保障，有利未 

 來產業發展。 

辦 法：1、由標準檢驗局及自行車研發中心邀集專家代表，召開草擬會議，      

共同制定。 

    2、草案完成後提本委員會及理監事聯席會議同意，公告無異議後 

     執行。 

    3、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並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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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依委員會建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六、臨時動議：感謝理監事的分享，希望各位踴躍支持相關計畫、活動 

         與資訊。 

 

  1、常務理事陳威瑾：自行車產業十年規劃(相關資訊經濟部工業局主導)。 

    2、理事王進源：大陸自行車市場相關資訊。 

    3、常務理事劉湧昌：2018年ABA年會(輪由TBA主辦)，進行多元交流、促 

                       進自行車產業發展，期待大家多多支援成就此大會。                        

    4、常務理事劉湧昌：聯合國定6月3日為世界自行車日，希台灣各地會員廠 

           商響應並踴躍支持。 

  5、常務理事林文華：世界自行車日，除台北市政府有意願共襄盛舉外， 

            透過社群網站及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等多方面廣宣 

            外，希望大家踴躍支持此活動。 

  6、監事會召集人陳威達：花天酒地會預計6月2日~4日於金門舉辦騎行活 

                           動，來呼應6月3日世界自行車日。 

 

 

七、散會(下午4時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