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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九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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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請假5人。 

監事應出席8人、出席8人、請假0人。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報告 

1、今年「2018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將擴大舉辦，透過「自行車x新創x科技」，

引領台灣自行車產業再進化，今年最大亮點在於由傳統轉為數位智慧裝

置，以工業4.0、IoT物聯網、e-Commerce及e-Bike四大元素讓產業升級。

台灣自行車將朝向高端智能化演進，發展高級電動跑車與電動登山車，

致力推廣「智能騎乘」的概念，成為台灣另一個揚威國際的代名詞。 

 

2、外貿協會表示，2019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日期經協調檔期訂為3月27日 

(星期三)至30日(星期六)辦理，使用台北南港館1館4樓及南港展覽館2館

全館，預計使用3,200個攤位。詳情請見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官網：
(https://www.taipeicycle.com.tw/zh_TW/news/info.html?id=8ECA7C4CFB50756C)

。 

 

3、歐盟執委會於今年7月18日公告對中國大陸電動自行車(Electric bicycles)

採取臨時反傾銷措施，涉案產品稅號為87116010及ex 87116090 (TARIC 

8711609010)，課徵稅率自21.8%至83.6%不等。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駐歐

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經濟組函轉本會並再次呼籲相關會員廠商妥為因

應，切勿涉入中國大陸涉案成品卻偽造我國產製，或進口半成品微型加

工或組裝後充作我國產品出口等違規轉運行為)，俾避免我國產品因前述

行為遭致歐盟反傾銷或反規避調查(相關訊息已轉全體會員並上傳本會

網站http://www.tba-cycling.org/content.aspx?i=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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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會辦理編印「各國自行車進口關稅彙編及臺灣自行車出進口統計手冊」

計畫之執行成果報告，國貿局已於今年6月5日貿展字第1070004309號函

轉本會同意備查並撥付補助經費新台幣15萬元。 

 

5、本會參加「2018年中國國際自行車展」之執行成果報告，國貿局今年6月

19日以貿展字第1070004780號函同意備查並撥付補助經費新台幣105萬

8,000元。 

 

6、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已於今年7月1日，以(107)智商00209字第10776369940

號函轉核發第01925600號(申請案號第106080806號函)團體標章註冊證~

本會新LOGO。 

 

7、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2018年1-6月成車與零配件出口值合計近  

13.03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11.02億美元增加18.24%。 

   1-6月成車（不含稅則號列87120090004其他自行車、及87119030電動自行

車）外銷106萬餘台、比去年同期減少6.89%，出口值6.6億餘美元、增幅

18.64%，出口平均單價619.17美元、增加27.42%。零配件部分，1-6月出

口6.41億餘美元、成長17.73%，進口3.7億餘美元、增加16.26%。 

   其中，成車出口到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車28.6萬餘台、比去年同

期增加14.26%，出口值2.4億餘美元、增加32.29%，平均單價850.23美元、

提高15.78%。輸往歐盟54.7萬餘台、比去年同期減少18.56%，出口值近

2.6億美元、增加11.33%。 

   1-6月電動自行車，出口13.6萬餘台、較去年9.1萬餘台、成長49.38%， 

出口值近1.2億美元、增幅63.39%，平均單價1,407.27美元、成長9.38%。 

   1-6月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車19,793台、比去年同期16,267台，增加

21.68%，出口值1,654萬餘美元、增加40.38%，平均單價835.68美元、成

長15.37%；零配件銷往大陸6,363萬餘美元、增加15.80%。自大陸進口成

車18.4萬餘台、較去年同期減少48.66%，進口值近1,220萬美元、減少

44.36%，平均單價66.04美元，增加8.38%，零配件自大陸進口2.11億餘

美元、增加13.78%。 

 

8、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九屆第七次理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 提請同意「漢穎」、「博

緯」公司申請入會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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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請議決「品琦」、「勝

捷」申請退會案。 

 

 

 

(三)提請議決「美優」、「常 

    盤」、「紳益輪」、「協 

    取」、「萬鐘」、「將頂」、 

   「弘錸」及「馬克單車 

    館」等8家公司停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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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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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與專利委員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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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第一次臨時常務理監

事會議: 

討論提案 

（一）提請議決2019年台北 

   國際自行車展展期更 

   改討論案。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1070040572號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 107年 6月 1日

1070040572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

部107年6月1日第

1070040572 號 函

同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1. 依決議執行。 

2. 2019年展期經

協調訂為3月27

日至30日。 

3. 2020年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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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北展期，亦

請同時列入3月

份的檔期展出。 

     以上會務報告，同意備查。 

 

三、財務報告 

 報告本會107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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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瑋、久廣、蜜望實、艾克檢測」公司申請入會案。 

說  明：「環瑋、久廣、蜜望實、艾克檢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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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瑋健康科技

國際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長 

邱平然 

5,200

萬元 

配件 台中市大甲區

幼獅路 41號 

04-26811511 四 

久廣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徐明坤 

1,200

萬元 

襯帶、塑膠

保護材 

苗栗縣通霄鎮

平元 8-9 號 

037-756558 四 

蜜望實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訓民 

 

12億 被動元件、

電池、馬達 

台北市內湖區

內湖路一段

316號 8 樓 

02-87511779 五 

台灣艾克檢測

有限公司 

董事長 

博約翰 

100萬

元 

自行車檢測

服務 

台中市大雅區

民生路三段

267巷 12-1號

1樓 

04-25691456 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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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家公司入會後，本會會員數為 386家(含贊助會員)。 

    決  議: 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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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議決「奇正車業有限公司」、「從勝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退會

案。 

說  明：「奇正車業有限公司」、「從勝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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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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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議決「銘穗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維客多有限公司」申請

復權案。 

說  明：「銘穗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維客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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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穗精密

工業有限

公司 

董事長 

許家瑋 

曲柄、齒

盤、BB、夾

器、輪組 

彰化縣鹿港鎮溝

墘里溝墘巷

53-63號 

103年11月21日第

八屆第五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停權】 

五 

維客多有

限公司 

董事長 

周峻星 

塑膠零配

件管塞、包

裝材料、燈

架 

彰化縣埔鹽鄉南

港村埔菜路

21-10號1樓 

91年8月9日第四屆

第三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退會】 

五 

 

辦  法：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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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本會自 107 年起(含)是否繼續或不再捐助、歐洲自行車聯盟(ECF)，

再次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本會自 102 年起至 106 年合計捐助歐洲自行車聯盟(ECF)25 萬歐

元(合計新台幣 9,378,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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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於 106.8.18 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原決議通過今年繼

續捐助歐洲自行車聯盟 5 萬歐元(約 1,790,000 台幣，依稅法規

定，對境外捐贈須內扣繳 20%)。 

3、 ECF 過去是推廣歐洲騎乘(Cycling)風氣的重要機構，成效普獲肯

定；而台灣自行車主要市場在歐洲，故過往持續多予支持，而今

年於展會聽聞業者提及 ECF 推廣 Cycling 不如往昔具效益。 

4、 本會今年起已正式加入世界自行車產業協會(WB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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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會

第九屆第三次(106.5.19)及第五次(106.11.24)理監事聯席會議同

意通過參加。 

5、 WBIA 並與 CONEBI 合作，而 CONEBI 與 ECF 致力發展對電動

輔助自行車等有利的相關法規的制訂與倡議： 

(1) 強烈主張將電動輔助自行車相關法令排除在修訂汽車保險

指令的範圍外。 

(2) 合作制定一項涉及歐洲議會的聯合倡議。 

(3) 關於增值稅修訂的聯合立場文件:允許歐盟成員國減少或

取消購買自行車須增值稅的建議。 

(4) 修訂一般安全條例(GSR)：CONEBI將支持 ECF說服歐洲議會

與理事會，強調歐盟委員會的提議，在基礎設施安全方面，

加強對弱勢道路使用者的規定等。 

6、 WBIA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代表全球的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和自

行車零配件產業。其主要的目的是聯合各國自行車的組織，積極

參加聯合國在日內瓦所舉行的技術會議。來自各個不同的工作小

組將齊聚世界車輛法規協調論壇(簡稱 WP.29)，討論安全、噪音

或照明等各種技術問題。 

7、 ECF 8/15 E-mail補充資料(略)。 

辦  法： 

1、 因應以上現況，是否繼續或不再捐助歐洲自行車聯盟(ECF)。 

2、 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並決議。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無異議通過，今年暫停捐助ECF，後續

成立Cycling Industry Europe 如何演變，再請本會張秘書長與

該單位磋商，進一步了解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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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委員會報告(略)及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因應歐盟可能對台灣電動自行車及關鍵零組件（馬達、電池等）

提出反規避等措施，提前預警因應，研議是否對電動自行車，採

行監控管理措施。 

說  明： 

1、 國際貿易局提供 106年1月至107年3月電動自行車(專案申請) 

(8711.60.20)自中國大陸輸入及輸往歐盟 28國之金額、數量及

平均單價(略)。 

2、 財政部關務署貿易統計(106年 1月至 107年 3月馬達、電池及 

控制器等統計資料)(略)。 

3、 歐盟執委會已於 2018年 7月 18日公告，對原產於中國大陸進口

的電動自行車作出肯定性的初裁。 

    辦  法： 

1、 我國電動自行車(稅號87116020)准許自由輸出，但不准自中國大

陸進口(輸入規定MW0)。 

2、 自行車零組件大多准許自由輸出入，另大部分零組件屬ECFA早收

清單的貨品。 

3、 8月10日本會召開「法務與安全委員會會前會」決議： 

(1) 電動自行車是否比照「自行車出口歐盟監控」方式，因產品

差異多元性，列入監控仍有待進一步整合、商榷。 

(2) 提8月17日法務與安全委員會/理監事聯席會討論與決議。進

一步訊息另再行文國際貿易局。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無異議通過，第一案及第二案，相關資

訊透過「自行車出口歐盟監控小組」確認後，行文國際貿易局，

全力支持政府作法。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研議業者進口整車後重新包裝及換箱，再以臺灣產製出口等違規

態樣之防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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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 依國貿局「第 20次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會議決議辦

理。 

2、 目前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3 月，國貿局查處情形，受處分廠商

均為申請及使用不實產證。 

    辦  法： 

1、 防堵真正違法(以CKD或AB櫃)態樣。 

2、 關務署於今年8月7日公告，進口未組合之電動機器腳踏車零組

件，組合後具有相當於完整或完成電動機器腳踏車之特性，依海

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二(甲)規定，應具備下列要件，方認定具有

主要特性： 

(1) 構成一台相當之完整或完成電動機器腳踏車必須包含有車架

（不論有無手把轉向裝置、前叉或煞車制動裝置），且至少

必須具備下列任一部分零組件： 

a. 動力系統零組件(馬達)。 

b. 控制系統零組件(控制器，不論有無電氣線組)。 

c. 行駛操縱系統零組件(任一輪圈，不論有無輪胎）。 

(2) 前款零組件組合方法不考慮其複雜性。但零組件不得再做進

一步加工。 

3、 電動輔助自行車是否需參酌如上嚴謹管理方式，再進一步思考。 

4、 強化監控而不擾民(不影響守法廠商)。 

5、 共同集思廣益、有效防堵。 

6、 8月10日「法務與安全委員會會前會」決議：提8月17日法務與安

全委員會/理監事聯席會討論與決議。進一步訊息另再行文國際

貿易局、關務署。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無異議通過，第一案及第二案，相關資

訊透過「自行車出口歐盟監控小組」確認後，行文國際貿易局，

全力支持政府作法。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有關中美貿易戰影響，台灣自行車產業後續因應對策，及臺灣自

行車產業(包含在中國大陸會員廠商狀況)，受影響的現況，以利

提報公部門制定策略，協助產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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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 本會法律顧問禾同國際法律事務所提醒，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實

施 301 制裁措施的重要時程： 

(1) 6/15：USTR(Section 301 的主管調查機關)於 6/15 公佈第二波

預計課稅清單(25%)，聽取利害關係人意見以及並於 7/24 舉

行聽證會，包括電動自行車(HS Code 871160)，將於 8 月 23

日生效。 

(2) 7/10：USTR 表示，由於中國並未回應美國於本案調查所發

現的不公平待遇，故提出第三波課稅清單，稅率 10%，List 3

包括自行車(HS Code 8712) 以及自行車零件 (HS Code 

8714)。 

(3) USTR 宣布擬將 301 制裁措施第三波課稅清單，額外關稅從

10%提高到 25%，登記公聽會時限 8/13 前，提交評論意見

的時限延到 9/5。 

2、 若電動自行車、自行車以及自行車零件之後被確認納入實施課稅

清單，推估可能會引起轉運或採購轉向第三國(台灣或東南亞)的

情況，另外，雖然目前美國 CBP 依 EAPA 法( Enforce and Protect 

Act of 2015)賦予職權進行的規避逃漏調查僅限於反傾銷稅與平

衡稅的規避行為，惟不排除可能修法擴大範圍納入 301 稅負的藉

口，宜密切觀察。 

辦  法： 

1、 透過政府從旁協助，部分會員廠商遊說其客戶、民間團體幫忙等

在美國公聽會發聲，藉以影響清單項目。 

2、 中、低階產品轉單去東南亞生產，惟受惠者不一定是台灣的零件

商，也可能是大陸廠商。 

3、 中國大陸轉單回台生產，因大陸訂單數量過大，價格偏低，台灣

恐怕產能消化不了，且成本不一定划算。 

4、 強化監控、卻不擾民，遏止轉運弊端發生。 

5、 政府資源支持挹注電動自行車機電零件國產化，以及提高補助智

能化生產。 

6、 當貿易戰受衝擊後，除轉單生產外，最後因應作法就是企業本身

努力降低成本。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無異議通過，繼續觀察局勢進行，暫緩

執行任何作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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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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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業已完成，擬列入

自行車產業標準(編碼TBIS007)，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及自行車研發中心，為填補 ISO 及 CNS 標準的不足，在尚

無國家標準可循的情況下，於 107 年 6 月 7 日及 6 月 14 日召集

二場次與相關專家擬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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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內容公告於本會網頁，請會員於 107 年 9 月 25 日前惠提意

見，若無異議將於 107 年 10 月 1 日公告施行。 

2、 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執行。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本會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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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福吉沙芬國際自行車展

(Eurobike)、美國國際自行車展(Interbike)，參展會員雖逐年

遞減但仍較穩定。 

2、 波蘭展(KIELCE BIKE-EXPO)今年為第一年組團參展。 

年度 項目 中國展 德國展 美國展 泰國展 義大利展 波蘭展 

104 年 

廠商 18 24 33       

面積㎡ 369 264 423       

補助金額 128 222.2 305       

組團單位 輪彥 今日 輪彥       

105 年 

廠商 11 36 12 17     

面積㎡ 162 372 207 162     

補助金額 128 276.5 197 128     

組團單位 輪彥 輪彥 今日 
貿易眼、輪

彥 
    

106 年 
廠商 7 24 17 10     

面積㎡ 117 249 315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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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額 110.5 215.68 247.5 110.5     

組團單位 輪彥 今日 輪彥 
貿易眼、輪

彥 
    

107 年 

廠商 9 31 15     12 

面積㎡ 126 330 234 取 取 117 

補助金額 105.8 255 209 消 消 執行中 

組團單位 輪彥 輪彥 輪彥     輪彥 

增/減 面積㎡ 

    註:德國展與美國展因聯合組團單位不同，而有較大變動。 

辦 法： 

   1、2019年中國(上海)展、德國展、美國展，擬繼續組團。 

     2、2019年波蘭展，擬待 9月 13~15日實際參展後，評估是否繼續組

團參展，將由主任委員確認並提報理事長決議後，再於 10月底

前向國際貿易局提報參展計畫，申請補助經費。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1、 公會 2019年繼續主力辦理中國(上海)展、德國展、美國展。 

2、 請貿易與投資委員會，於今年或明年規劃後年(2020年)展會預算

時，再將可行的其他國家展會編列列入。 

 

第六案                          提案單位：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TBA講堂」課程安排，提請討論。 

 

說 明： 

1、依據本會第九屆第五次貿易與投資委員會(107 年 3 月 2 日召開)

決議，擬設立「TBA講堂」，將跨業知識與市場資訊做系列性分享，

以利增加服務會員項目。 

   2、「TBA講堂-大數據培訓課程」規劃(略)。 

辦 法： 

   1、若同意執行，擬於 107年 10月至 12月間辦理。 

     2、若課程大綱不符需求，則取消辦理「TBA講堂」。 

決 議：  

1、 請貿易與投資委員會自主執行。 

2、 請林孟彥教授於會前會之前，提出「TBA講堂」課程摘要。並於

11月提理監事聯席會報告。 

3、 若課程大綱符合需求並確認可執行，邀請理監事儘可能派員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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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案 由：提請曾理事長協同公會爭取 2019年展會攤位讓利，提請討論。 

說 明： 

1、2018 年與 2019 年台北展僅相距 4個月，目前貿協正在徵展 2019

年展會。 

   2、會員廠商表示由於今年來台北展的客戶少了一半，而且調整至南

港展覽館 2館後，明年所有展場裝潢成本讓廠商負擔太多。 

辦 法： 

1、 自行車業界會全力支持貿協 2018 年及 2019 年展會，也請貿協

2019年台北展攤位費提供一些讓利，以降低參展廠商負擔。 

2、 提請理事長代表公會進行協商，及請公會正式函請貿協決定 2019

年展場攤位費之讓利。 

3、 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 

1、請曾理事長與外貿協會葉祕書長協調考量儘可能攤位費調降。 

2、明年先維持現況安排，希望 2020年均能回到主展館。 

 

 

第二案                    提案單位：今日中英雜誌社副總經理申羨華 

案 由：爭取與公會 2019年德國 Eurobike展聯合組團，提請討論。 

說 明：新公司為「經緯國際媒體有限公司」。 

辦 法：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1、 明年(2019)年不要異動，今日中英雜誌社無法執行、由輪彥國際

有限公司接辦。 

2、 2020年俟「經緯國際媒體有限公司」解套後，日後的合作方案再

予重新評估。 

 

 

七、散會(下午5時1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