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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九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6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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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會議室          

（台中市工業區37路17號） 

主    席：曾理事長崧柱                       記錄：高淑茹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理事應出席26人、出席23人、請假3人。 

監事應出席9人、出席6人、請假3人。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報告 

1、本會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補助計畫案，組團參加2017年「德國

國際自行車展(Eurobike)」、「美國國際自行車展（Interbike）」，

分別獲國際貿易局核撥補助經費215萬6,800元及247萬5,000元。 

    

2、2017年德國福吉沙芬國際自行車展（Eurobike），於8月30日至9月2

日舉行，Eurobike展共有來自全球50個國家或地區的1,400家廠商參

展，主辦單位估計4天的展會吸引101個國家、42,590名專業人士進場

參觀，較2016年減少0.31%；消費者日則有22,160人進場參觀、較去

年減少35.59%，主要是因為今年消費者日只有星期六1天。 

   台灣館共有91家廠商參展，包括本會與今日中英雜誌社聯合組團的24

家(A1館)、輪彥國際有限公司組團45家(A1館及A4館)及外貿協會組團

22家(A5館)；其他國家館還有中國、義大利及日本館。 

   德國兩輪工業協會(ZIV)表示，2017年1-6月德國自行車市場共銷售

264萬台自行車和電動自行車，較前一年度衰退2.2%，其中，電動自

行車銷售54萬台、預估全年可售出68萬台、可望較去年成長12%。 

   2018年德國(Eurobike)展將由原本的8月底提前至7月初，展期也將縮

減為3天，預定7月8日至10日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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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年（第36屆）美國國際自行車展（Interbike），9月20日至22日

在拉斯維加斯舉行，依主辦單位統計，計有750家廠商、約1,400個品

牌參展，展出面積33萬平方英尺，吸引約2.5萬名專業買主進場參觀。

其中，本會與輪彥國際有限公司聯合組團參展，參展會員計17家、面

積315平方公尺，其他國家館還有中國、義大利、日本館及韓國館。 

    展會第一天上午，我國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陳銘師及

經濟組專員林赫，到場關心台灣展團參展情形，並逐一到攤位參訪、

詢問，瞭解展商需求，與展商交換展會的看法與市場走向，高度肯定

我自行車的國際競爭力。 

   2018年Interbike展將移至內華達州雷諾市Reno-Spadrs會議中心舉

辦，展期訂於9月18日至9月20日。 

 

4、本會第八屆第十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105年8月19日召開)，106

年度捐助歐洲自行車聯盟(ECF)5萬歐元，捐助款已於8月22日匯付完

成，由本會涉外基金支應385,450元，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撥

付聯合廣宣經費1,412,000元，合計1,797,450元。 
   

5、亞洲自行車產業聯盟(ABA)於2015年正式成立，今年9月27日至29日於

俄羅斯布良斯科召開第三屆年會，主題為「自行車年」，討論自行車

發展至今200年，各國的自行車發展歷史分享」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2017 ABA年會有台灣、中國大陸、日本、印度、韓國等代表，及地主

俄羅斯布良斯科州州長、俄羅斯自行車協會理事長暨Velomotors董事

長亞歷山大．納切金夫(Alexander Nachevkin)出席9月29日的開幕

式。布良斯科州州長首先致歡迎詞，簡單介紹了布良斯科州朱可夫市

工廠的發展歷史，並希望俄羅斯企業未來和亞洲自行車產業聯盟有更

多的合作。 

   開幕式後進行多場論壇，分別是：中國自行車協會秘書長郭文玉發表

的《自行車200年．中國》、全印度自行車製造商協會秘書長KB塔庫

爾介紹的《騎行：不可或缺的交通模式》、韓國自行車工業協會執行

董事皮潤夑談到《自行車產業發展的多樣性》、以及本會秘書長張蕙

娟分享《如何推廣及設計自行車理念》，會後，所有出席代表還參觀

了Velomotors的工廠，對這座已發展60年的工廠有更深入的了解。 

6、歐盟執委會已於本年10月20日，應歐洲自行車製造商協會(EMBA)之申

請，對原產於中國大陸的電動自行車(Electric Bicycles)公告立案

進行反傾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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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EBMA之統計資料，2016年中國大陸對歐盟會員國出口約43萬台電

動自行車，較2015年成長40%，而2017年成長幅度更大，預估全年可

達80萬台。歐洲人每年購買自行車約2千萬台，其中電動自行車已佔

10%，預估5年內比率將躍升至25%。 

   涉案產品範圍為cycle, with pedal assistance, with an auxiliary 

electric motor，歐盟CN(Combined Nomenclature)編碼為87116010

及87116090(TARIC Code 8711609010)。 

   由於中國大陸生產商眾多，歐盟執委會有可能採取抽樣方式選擇應訴

廠商，出口方應在公告發佈之日起15天內按照公告的要求向歐盟執委

會提出應訴登記。  

   有關抽樣相關意見，則需於公告日起21天內提出。如出口方欲獲得個

別稅率，必須於執委會決定是否抽樣公告日起21天內填覆MET問卷，

並於37天內填覆傾銷調查問卷。 

   

7、依歐亞經濟同盟的決議，俄羅斯自 2017年 9底起至 2018 年 8月 31

日止，取消自行車「製造商」所進口的「部分」自行車零件的進口關

稅。請參考歐亞經濟同盟決議：https://www.alta.ru/tamdoc/17kr0098/。 

   經彙整後適用的免稅品項 HS code如下：  

TEMS  

EXCLUDED FROM THE SINGLE commodity nomenclature of foreign activities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HS Code 

of  Foreign  

Trade Activities 

Item name 
Taiwan  

Description of Goods 
Tariff No. 

4011 50 000 0 - for bicycles 40115000008 新橡膠氣胎，腳踏車用(new pneumatic tyres 

of rubber) 

4013 20 000 0 - for bicycles 40132000003 橡膠內胎，腳踏車車用(Inner tubes) 

7315 11 100 0 - - - used for bicycles 

and motorcycles 

73151100209 腳踏車用滾子鏈(Roller Chain of bicycles) 

8714 91 100 0 - - - frames 87149110009 粗製車架接頭(Cycle frame lugs, rough) 

8714 93 000 0 - - the hubs, except 

for the brake hubs 

for freewheels and 

bushings, chain 

sprockets for 

overrunning clutches 

87149310007

    

87149320005 

輪轂,但倒煞車輪轂及輪轂煞車除外(Hubs)  

 

飛輪之鏈輪(Free-wheel sprocket-wheels) 

https://www.alta.ru/tamdoc/17kr0098/
https://www.alta.ru/tnved/code/4011500000/
https://www.alta.ru/tnved/code/4013200000/
https://www.alta.ru/tnved/code/7315111000/
https://www.alta.ru/tnved/code/8714911000/
https://www.alta.ru/tnved/code/87149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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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4 94 200 0 - - - brakes 87149420004 

 

87149410006 

倒煞車輪轂及其零件(Coaster braking hub 

and parts thereof) 

鋼線煞車器及其零件(Caliper brakes and 

parts thereof) 

8714 96 100 0 - - - pedals 87149610004 踏板及其零件(Pedals and parts thereof) 

8714 96 300 0 - - - crank 

mechanism 

87149620002 曲柄齒輪及其零件(Crank-gear and parts 

thereof) 

8714 99 500 0 - - - Gear shift 

devices 

87149990111 腳踏車用變速器( Derailer of bicycles) 

8714 99 900 0 - - - other; parts of 87149990120 

87149990139 

87149990148 

 

87149990157 

 

87149990166 

腳踏車用飛輪(Free wheel of bicycles) 

腳踏車用軸心(Axle of bicycles) 

腳踏車用把手豎管(Handle-bar stems of 

bicycles) 

腳踏車用座管及上下管(Seat tube/ top tube 

and down tube of bicycles) 

腳踏車用把手(Handle-bar of bicycles) 

 

8、本會申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07年度貿易拓銷業務補助案，「舉辦或參

加國際展覽業務」計畫，商展部分包括：中國（上海）國際自行車展、

德國國際自行車展(Eurobike)、美國國際自行車展(Interbike)、波蘭

凱爾采國際自行車展(KIELCE BIKE-EXPO)、義大利維洛納國際自行車

展；非商展部分為2018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創新設計獎得獎作品展

示、編印107年度自行車會訊、經貿統計資料等項目，貿易局預定12

月底核定補助項目及金額。 

9、本會積極推展會務及業務，經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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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頒發獎狀及獎金獎勵。 

 

10、因應理監事新團隊及自行車產業進入電動車領域，故將TBA LOGO作局

部調整，以因應新世代的來臨，新LOGO如附件一，略（同意備查）。 

 

11、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於11月22日召開第25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會中改選理監事，本會理事長曾崧柱(美利達工業董事長)當選常

務監事，榮譽理事長(建大橡膠工業董事長)楊銀明當選常務理事、理

事(巨大機械工業執行長)劉湧昌當選理事，繼續為產業發聲，共同促

進台灣車輛產業的發展。 

 

12、台中周與台北展的展期調整，已是業界一直關注重點，本會委由曾理 

事長於近期親自與台中市政府協商，有關2018及2019年台中周合宜產

業需要的展期。(最終結果將公告所有會員與本會網頁中)。 

https://www.alta.ru/tnved/code/8714942000/
https://www.alta.ru/tnved/code/8714961000/
https://www.alta.ru/tnved/code/8714963000/
https://www.alta.ru/tnved/code/8714995000/
https://www.alta.ru/tnved/code/87149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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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會107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及各委員會召開期程已初步訂定(請參閱 

附件二，略)。 

 

14、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統計，今年1-10月自行車成車(87120010)出

口197萬餘台、比2016年同期減少21.33%，出口值10.67億餘美元、減

少13.16%；零配件出口9.77億餘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長11.89%，成車

與零配件出口合計20.44億餘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76%。成車出口

平均單價達540.76美元、比去年同期的489.93美元再增加了10.38%。 

 

   1-10月出口到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車共46萬餘台、比上年同期

減少10.35%，出口值3.55億餘美元、減少1.58%，平均單價771.86美

元、較2016年提升了9.79%。輸往最大市場－歐盟(EU)累計107萬餘

台、比去年同期減少23.06%，出口值4.21億餘美元、減少16.88%，平

均單價393.95美元、提升8.04%。 

 

   1-10月電動自行車出口14.6萬台、較去年同期成長30.32%，出口值1.96

億餘美元、增加70.83%，平均單價1,345.67美元、提升了31.08%。其

中，出口荷蘭48,344台、微減1.03%，德國28,754台、增加96.74%，

美國20,810台、增加53.30%，澳大利亞2,540台、增加66.45%，而出

口英國6,794台、則減少43.13%。  

 

   1-10月出口至大陸的成車31,370台(不含稅則號列871200900004其他

自行車)、較去年同期減少54.57%，出口值2,494萬餘美元、減少

40.3%；平均單價795.07美元則提升31.41%；零配件銷往大陸9,659萬

餘美元、成長5.8%。 

 

   至於從大陸進口的成車533,810台、較去年同期增加13.94%，進口值

3,340萬餘美元、增加10.07%，平均單價62.58美元、減少3.4%；零配

件自大陸進口3.42億餘美元，減少6.26%。 

 

15、上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 提請同意「泓創綠能

股份有限公司」、「瑞

德機械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凱納股份

有限公司」、「暘展

通過。 

 

 

 

 

已依決議執行，報

內政部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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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業有限公司」

及「鈦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等5家公司申

請入會案。 

 

二、 提請議決「協取科技有 

限公司」復權案。 

 

三、 提請議決「耀承股份有

限公司」申請退會案。 

 

四、 本會106年「金輪獎」

人選，提請討論。 

 

 

五、 本會2018年起的會員

產品名錄，是否繼續委

託相關媒體公開發行

案，提請討論。 

 

 

 

 

六、本會107年擬繼續捐助歐    

洲自行車聯盟(ECF)，提

請討論。 

 

各委員會提案： 

法務與安全委員會 

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擬提

高「自行車出口輸歐監控」

低價產品之單價標準討論

案，提請研議。 

 

二、增派並推薦「自行車產

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代表。 

 

 

 

 

 

 

 

通過。 

 

 

通過。 

 

 

請理監事於10月15日提

報公會推薦人選。 

 

 

1. 理事長曾崧柱任內，

權利金減半，由今日

中英雜誌社和輪彥國

際有限公司共同發

行，授權金分別100

萬元分3年給付。 

2. 若這2家公司流標，則

開放其他媒體參與。 

 

通過，以涉外基金專戶

支付。 

 

 

 

 

攸關全體會員廠商的權

益，請公會再整合整車

廠意見後回覆國際貿易

局。 

 

增派巨大集團法務長高

培桓、美利達公司特助

楊國華及同亞董事長朱

路貞。 

 

 

 

 

 

已依決議執行，報

內政部同意備查。 

 

已依決議執行，報

內政部同意備查。 

 

提本次理監事會

議追認桂盟集團

吳能明創辦人。 

 

提本次理監事會

再次討論。 

 

 

 

 

 

 

 

依決議執行。 

 

 

 

 

 

提本次理監事會

議再討論。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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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與專利委員會： 

一、「電動輔助三輪（以上）

自行車安全要求及測試法」

標準業已完成，擬列入自行

車 產 業 標 準 （ 編 碼

TBIS006），提請討論。 

 

二、建請交通部修正國內「電

動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車

安檢測基準」內容，與「歐

洲電動輔助自行車標準EN 

15194」內容調和。 

 

 

 

 

 

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一、本會107年度參加國際自

行車展組團計畫，提請討論。 

 

臨時動議： 

一、愛爾蘭商速聯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變更會員代

表案，提請議決。 

 

 

通過，標準內容公告於

公會網頁，請會員於106

年10月25日會提意見。 

 

 

 

1. 建議交通部修正現有

檢測基準應與國際規

範接軌，以符合現今

國際法規趨勢，以利

產業發展。 

2. 協同自行車研發中心

向交通部及車輛安全

審驗中心推動此事

宜。 

 

 

10月底前向國際貿易局

提報參展計畫。 

 

 

1. 同意通過，所留遺缺

常務理事乙職將由理

事會補選產生。 

2. 推選監事會召集人陳

威達為監票人。 

3. 朱路貞理事當選常務

理事。 

 

經公告，會員無異

議，於106年11月

24日公告施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如本

次貿易與投資委

員會報告內容。 

 

已依決議執行，報

內政部同意備查。 

     以上會務報告，同意備查。 

 

 

三、財務報告 

 報告本會106年1至9月財務報表(附件三，略)，同意通過。 

四、各委員會報告：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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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同意「聯永基股份有限公司」及「恆豐車業有限公司」等2

家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聯永基股份有限公司」及「恆豐車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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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永基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俊聖 

1億元 鋰離子電池組

(用於電動自行

車) 

台北市松山區

復興北路369號

7樓之5 

02-269631

31 

五 

恆豐車業有

限公司 

董事長 

湯學武 

1,700萬

元 

自行車整車 高雄市岡山區

協和里和平巷

60號一樓 

07-626108

4 

五 

      

辦  法：本會已初步審核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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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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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股份有限公司」、「昆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旺輪自行車有限公司」、「領峰國際自行車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蕎鑫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韓氏大行科技有限公

司」、「三興車料有限公司」、「昇詠鎖業有限公司」、「晨展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鷹揚貿易

有限公司」、「聚焦企業有限公司」及「威奈聯合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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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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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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議決「長羚企業有限公司」及「聖坤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退

會案。 

 

說  明：「長羚企業有限公司」為本會五級會員、「聖坤股份有限公司」

為本會二級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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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議通過本會105年度決算報告，及106年度1至9月收支報告書

（請參閱附件三，略）。 

     說  明： 1、附件包括105年度監察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

金出納表、基金收支對照表、財產目錄、涉外基金專戶收

支表及106年度1至9月監察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

表、涉外基金專戶收支表等。 

           2、 前項財務報表業經會計師審查及陳監事會召集人威達審核

通過。 

      辦  法：請陳監事會召集人威達說明，通過後提第九屆第二次會員代表

大會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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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查本會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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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

閱附件四，略）審查會員代表資格，至106年10月31日止，會員

代表共計722名（內含贊助會員7名）。 

    辦  法：提請審查通過報內政部備查後，依名冊函寄第九屆第二次會員代

表大會開會通知。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107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說  明：本計畫草案（請參閱附件五，略）依業界實際需求，並延續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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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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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請審議本會107年度經費預算草案。 

   說  明：本預算表（請參閱附件六，略）是參酌106年度實際支出，並預估

107年度收支概算編列。 

   辦  法：請審議通過後，提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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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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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提案人：理事長 曾崧柱 

案  由：擬追贈桂盟集團創辦人，吳故榮譽顧問能明先生「金輪獎」—終

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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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盟集團創辦人吳能明先生(本會榮譽顧問)白手起家，於

1977年創立桂盟公司，秉持著專業專注，打造桂盟事業版

圖，如今，桂盟集團年產的各式鏈條總長度可往返地球和月

球4.5圈，自行車鏈條全球市占率第一。 

   1989年，深具遠見與前瞻的吳能明總裁，召集第一批自行車

業者前進深圳投資設廠，明確訂立自行車產業兩岸分工的模

式，並設立了三個十年計劃，營造優勢互補的環境與條件，

成功為台灣自行車產業開創第二春，四十年來深具遠見、古

道熱腸又重情義的吳能明總裁成為業者大陸投資的最佳顧

問與助力，也是大家口中最尊敬與敬佩的「吳老大」。 

    由於長期深耕大陸市場，對大陸政經環境有較深入的了解與

掌握，吳能明總裁長期也作為大陸政府與台商業者之間的溝

通橋樑，為台資業者四處奔走、爭取利基，也因此吳能明先

生榮獲中國政府頒發「開創兩岸自行車產業合作第一人」的

牌匾。近年更是慷慨解囊、大力支持「轉動熱情基金會」，

全力推廣自行車騎行文化，對自行車產業貢獻卓著的吳總

裁，更於2014年榮獲輪青會頒發「功在自行車產業—卓越貢

獻獎」殊榮肯定。 

 3、本會吳榮譽顧問能明先生於本（106）年10月15日辭世，吳

榮譽顧問歷任本會第一、二屆常務理事，第三屆以後受聘為

榮譽顧問，對自行車產業發展貢獻良多，備受業界敬愛，他

的典範將長在我們心中。     

辦  法：1、追贈桂盟集團總裁吳能明先生獲本會106年金輪獎-終身成就

獎。 

        2、擬在106年度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追贈終身成就(紀念)獎，洽請

桂盟集團董事長吳盈進出席領獎，以表達全體會員、自行車

業界對先生的尊崇與感念。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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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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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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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附件七，略）。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十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主辦「2018行銷台灣-國際自由車環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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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16自協總字第 1060000379    

號函辦理。 

           2、本會去年贊助這項活動經費新台幣 10萬元。         

辦  法：擬比照去年，贊助 10萬元。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歐洲電動車聯盟（WBIA）入會案，再次提請討論。 

  

說  明：1、歐洲電動車聯盟(WBIA)於今年台北展及歐展期間邀請公會代

表參加聯盟成立及相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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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WBIA成立的主要目標為合作出席UNECE在日內瓦舉辦的法規

會議，並促請聯合國依據自行車產業製造商的建議制訂良好

且安全的電動自行車規範，並期許透過聯盟提供足夠資訊與

遊說，一同推動未來電動自行車的法規。 

        3、台灣、歐洲、美國及日本是全球重要電動自行車生產地，期

望成為WBIA的創始會員。 

           (1)目前入會的有日本自行車協會、歐洲產業協會（CONEBI） 

              及美國自行車產品供應商協會(BPSA)。 

           (2)中國自行車協會只願意擔任觀察員(觀察員不需付費，僅 

              接收WBIA資訊，無投票權)。 

        4、本案雖經第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同意以涉 

           外基金支應瑞士法郎5千元。 

        5、後續經查相關書面資訊： 

          (1)加入會員每年需繳納瑞士法郎6千元(20%稅外加，約新台

幣18萬3千元)。 

           (2)本會立案證書、本會組織章程、負責人委託授權書及護照

等個資均須另經翻譯認證(台北地方法院、外交部及瑞士

駐台辦事處)等公證程序。 

          (3)各會員應派1-2名專業人員，組成技術團隊(Technical  

               Working Group)，共同參與聯合國下轄管理車輛規範組

織召開之會議。 

        6、為求審慎起見，敦請本會法律顧問禾同國際法律事務所，就 

           本會若加入WBIA所生權利與義務，經審閱WBIA現行草擬規章 

           及本會與其他預定創始會員間之會議記錄、往來電郵，禾同 

           已撰擬評估意見(附件八，略)。 

 

辦  法：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授權理事長後續辦理事項。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擬提高「自行車出口輸歐監控」低價產品之單 

        價標準討論案，提請再次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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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1、依據本年6月12日自行車產業閉門會議後續事項規劃及經濟 

                部7月13日經貿第10602610070號函及本會第九屆第四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2、為因應歐盟反詐欺局(OLAF)關務詐欺調查及避免台灣自行 

                車產業遭反規避調查。 

            3、貿易局表示: 

               (1)我自行車產業已朝高單價之高質化發展，依據財政部 

                  關務署統計資料顯示，我國自行車出口自95年平均單 

                  價206美元逐年提高至105年平均單價502美元；其中， 

                  出口歐盟平均單價92年134.53美元、105年376.02美元、 

                  106年380.59美元。 

               (2)目前輸歐監控標準為119美元似偏低。 

(3)已派員於本年8月18日理監事會專案分享「自行車出口 

                  歐盟業界預警相關資訊」，並作進一步詳細解說。 

               (4)請本會於理監事聯席會研商議決後復。                        

            4、據國際貿易局轉知:  

               (1)違法廠商黑名單，或可請公會函請國貿局提供單純名單， 

                  以便自行車產業內部知悉。 

               (2)依三項查核標準篩選（a.輸歐自行車價格低於平均單價

119美元、b.低於其本身前三年平均單價c.排除20吋以下

自行車及零配件），監控小組於第15-18次會議中提出符

合違規案例件數如下:                   

① 101年9月份無符合上述3條件者。 

                    ② 102年 3月份共有 2家廠商計 2筆出口報單。 

 ③ 102年 9月份共有 1家廠商計 1筆出口報單。 

 ④ 103年 3月份共有 2家廠商計 2筆出口報單。 

 ⑤ 103年 9月份無符合上述 2條件者。 

 ⑥ 104年 3月份共有 5家廠商計 10筆出口報單。 

 ⑦ 104年 9月計有 3家廠商及 105年 3月計有 6家廠 

    商（其中 2家廠商重複)，共 11筆出口報單。             

               (3)過去尚未以低於 150美元為條件進行篩選，爰無案例提 

         供。 

5、 基於近 2年來產業挑戰嚴峻衝擊，市場持續低迷，加上銷 

售動能遲緩，為保護自行車產業，以免壓縮會員廠商生存

空間，本會自 105年 1月 15日起本會也多次函覆國貿局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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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告規定(修正)「輸往歐盟自行車產品實質轉型認定條

件案，及國貿局舉辦多次溝通會議至今年 4月 14日「研商

防堵他國產品經我國違規轉運之因應作法會議」、6月 12

日自行車產業閉門會議協商等，本會皆全力爭取全體會員

廠整體利益，並獲官方認可、重視並重新思考自行車產品

輸歐最有效的監控機制。 

6、 另經本會請益整車、零件及貿易廠商意見，因每家廠商經

營條件及性質不同，意見不盡相同。 

7、 近幾年東協國家如柬埔寨、孟加拉、菲律賓等其他國家出 

             口至歐盟零關稅竸爭，對臺灣自行車產業部份廠商，可謂 

             雪上加霜，經營非常困難。 

 
 辦  法：1、然這幾年因大陸自行車廠商利用各項管道、以魚目混珠方式

轉口至歐盟造成的衝擊，已勢不可當，微調監控低價標準及

強化監控小組責任，或可達到預警之效。 

2、綜觀多項因素與實際情勢發展，建議監控低價標準微調至 

               (1)130美元 

(2)150美元 

 (3)160美元 

 (4)180美元 

 (5)200美元 

            3、提請理監事討論並作表決，再復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表決將監控低價標準微調至180美元。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2018年起的會員產品名錄，是否繼續委託相關媒體公開發

案，再提請討論。 

  

說  明：1、本會會員產品名錄授權委託民間業者出版品使用TBA標誌辦理

案，自民國91年起公開招標，授權期間將於本(106)年12月底

屆滿，是否繼續辦理招標，提請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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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經洽輪彥國際有  

限公司提出相關權利義務、今日中英雜誌社因故暫無法回

覆。 

 
辦  法：1、本招標案2018年擬暫停辦理。 

 

2、擬籌組評審小組重新議定招標標準，不限定國內媒體、開放

中國媒體招標。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輪彥國際有限公司以三年授權金 

        新台幣60萬元、保證金新台幣10萬元承辦本會2018年-2020年會 

        員產品名錄；呼籲全體理監事全力支持刊登輪彥國際有限公司 

        採購指南。 

          

 

六、各委員會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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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補選本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說   明：1、本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高禩翔於 106年 8月退職。 

 2、請於各委員中遴選一名擔任此職，以利委員會會務推動。 

 

辦   法：1、推薦簡敬倫委員擔任副主任委員一職。 

    2、人選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同意核備後生效。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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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等 

         第三版及 TBIS 15194 第二版」草案業已完成，提請討論。 

 

    說   明：1、依本會第九屆第二次（106.02.20）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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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行車研發中心從本（106）年 4 月 20 日起，共召集二場 

                次由業界代表所組成的技術專家委員小組會議，分別針對現 

                行 TBIS 4210 與 TBIS 15194 之安全規範內容，進行符合 

                台灣優質產品之標準研擬與增修完成草案撰寫。 

3、擬將「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 TBIS 4210之第一章(新增 

                sec2.54林道車)、第二章(新增 sec4.8.7折疊機構-特殊要 

                求)、第六章(新增附錄 E:車架剛性量測;附錄 F:車架折疊機 

                構安全試驗)等第三版及 TBIS 15194(新增附錄 K:電動輔助 

                自行車續航力測試;附錄 L:電動輔助自行車輔助力測試) 

                第二版」標準列入自行車產業標準，編號為 TBIS4210第三 

                版與 TBIS 15194第二版。 

     

    辦  法：1、標準內容公告於本會網頁，於 106年 12月 29日前請會員惠 

               提意見，若無異議，將於 107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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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執行。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七、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自行車研發中心 

  案  由：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研究發展中心擬購買 X-Ray 設備， 

          提請贊助案。 

 

說  明：1、自行車產業在品質精進，有諸多的作為以提升產品品質，做

為我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1)個別廠商均重視品質為最重要的競爭力，積極投入產品

研發、製程精進、人員品質觀念提升、品保、品檢設備

的投入。  

(2)整體產業也投入 TBIS (Taiwan Bicycle Industry 

Standard)的制定及採用，來彰顯台灣自行車產品品質優

良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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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碳纖材料製程為主的高值化產品，是我國自行車產業

在台灣基地重要的支柱。  

(4)除上述個別廠商、整體產業、TBIS 法規的投入，在設計、

生產嚴格的法規彰顯產品的品質外，於此時宜投入更高

階的檢驗設備，來彰顯我們產品的優越性，穩固整體產

業在國際市場的地位。  

(5)X-Ray 設備的運用在於碳纖結構的品質確保，在航太工

業行之有年，[超音波設備用於現場及工件太大]， X-Ray

的顯像，可完整地顯現，我們所關切的品質問題，自行

車產品的尺寸不會太大，是最適合的設備來達到我們想

定的目的。 

2、預算新台幣 800 萬元，工作空間 (1 m x 1m x 1.5 m 高)、

工件可轉動，X-Ray 源及接收端的旋轉控制。 

        3、效益說明:  

(1)台灣製產品：隨附 X-RAY 照片是基本要求，是我們產業

水準的表現，整體形象提升，贏得買者的信心。 

(2)製程參數的確保：碳纖產品的成化製程是一特殊製程，

可用 X-Ray 結果作為製程參數優化之依據。 

(3)利於價值鏈中之決策依據。 

 

辦   法:建請公會(TBA) 可以出資贊助購買 X-RAY 設備，由自行車研發

中心執行 X-Ray的檢測業務(使用場地、使用執照、人員資格)

以服務產業。  

 

決  議：自行車研發中心自籌 240萬元、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萬元、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萬元、籲請本會理監事踴

躍捐助每公司各 10萬元。 

 

八、散 會：下午5時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