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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九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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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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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人、出席18人、請假7人。  

          監事應出席8人、出席8人。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報告  
 

1、第32屆「台北國際自行車展（TAIPEI CYCLE）」自2019年3月27至30日

盛大展出，Taipei Cycle與「台北國際體育用品展（TaiSPO）」再度聯

手展出，使用南港展覽館一館四樓、二館全館以及世貿一館三地，吸引

1,409家廠商參展，使用4,720個攤位，為亞洲唯一全方位體育用品一站

式購足平臺，今年雙展以智慧創新應用生態系為主軸呼應產業發展趨

勢。 

主辦單位外貿協會統計，4天展期共吸引5,614名國外買主、11,409名國

內業者，共計17,023名國內外專業人士共襄盛舉，今年前三大買主國仍

是中國大陸(含香港) 占25.57%、日本9.85%及美國8.80%。 

       副總統陳建仁於27日開幕典禮中大力讚揚自行車及體育用品產業對臺

灣的經濟貢獻，2018年電動自行車在出口量和值雙雙成長逾50％，結合

整車及零組件，整體出口值突破31.2億美元。 

       針對產業發展趨勢，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指出，近年來自行車及體育

用品產業結合了現代人新的生活模式以及對健康價值的重視，透過智慧

化機械和資通訊科技的結合，進行產業鏈的重新塑造，包含電動自行車

及智慧穿戴裝置的廣泛應用、智慧化運動器材與健身房的服務網，讓運

動產品符合市場需求，與人民的生活深度結合，打造運動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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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國紐約自行車展(Bike Expo New York)為美東規模最大自行車展，第7

屆於2019年5月3日至4日在Basketball City舉行，室內展會面積約6,500

平方公尺，今年超過100家廠商展出、觀展人數達6萬人，並結合紐約5區

自行車騎乘日(TD Five Borough Bike Day)共吸引32,000位騎士報名。 

     本會與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共同舉辦「聯合開幕記者會及酒會」，

並邀請外交部駐紐約辦事處徐儷文大使到場開幕致詞，另設酒會招待駐地

媒體與紐約自行車協會會長Kenneth J. Podziba、營運長Andrew Gould

等貴賓。媒體共邀請中央社、世界日報、大紀元、新唐人電視等近20家平

面及電子媒體記者前來採訪。 

     本會組團「台灣館」計有鐵甲工業、晶翔機電、明興皮革、永祺車業及同

亞車業(中南金記、享勵工業、久裕興業、信隆車料、盛傑實業、祥力金

屬)等11家廠商、6個攤位聯合展出，本會已完成此項執行工作，目前進行

結案報告中。 

      

  3、第29屆中國國際自行車展，於2019年5月6日至5月9日在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舉行，本屆上海展的主題為「創新強業，聚力發展」，展會面積約為15

萬平方公尺，標準攤位達6,365個攤位，吸引了大約26個國家和地區的

1,224家企業參展。本會與輪彥國際有限公司共同聯合組團，計有永興、

旺輪、協達、倢鋒、百克、競泰、鋒明、漢穎、宸項、建大及眾鴻等11

家廠商、35個攤位、台灣館展出面積315平方公尺，本會已完成此項協同

執行工作，目前進行結案報告中。 

 

  4、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於3月5日撥付2019年台北展聯合廣宣經費新台

幣144萬3000元，以支應本會參與WBIA及相關國際自行車事務推廣費用。 

  

  5、本會執行國際貿易局108年貿易推廣補助計畫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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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貿易局核撥補助經費15萬元。 

         

 6、本會執行國際貿易局108年貿易推廣補助計畫案，「2019年台北國際自行

車展創新設計作品展示」獲貿易局核撥補助經費108萬2,093元。 

   

  7、WBIA的來函要旨: 聯合國針對近年新興概念的所謂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一種交通行動的服務)要提出聯合國版本的文件，其中包含一個

bike-sharing(共享單車)的章節(Chapter 3)，將由WBIA負責草擬提出。

為此WBIA已提出一個9頁的草案，徵詢會員意見，WBIA說全球提供共享單

車服務的城市已增加到1000個，未來會繼續發展，並出現共享電動自行車。 

  8、本會依財政部關務署資料彙整，2019年1-4月成車與零配件出口值合計約 

     8.45億餘美元、比2018年同期的8.59億餘美元減少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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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月成車（不含稅則號列87120090004其他自行車、及8711930電動車）

外銷近74萬台、比去年減少0.1%，出口值4.1億餘美元、減少5.78%，出口

平均單價554.86美元、減少了5.68%。零配件部分，1-4月出口4.35億餘美

元、成長2.62%，進口2.66億餘美元、增加了15.29%。 

    其中，成車出口到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24.8萬餘台、比去年同期增加

31.09%，出口值1.77億餘美元、增加12.81%，平均單價714.76美元、減少

13.94%。輸往歐盟38萬餘台、比去年同期減少3.87%，出口值1.53億餘美

元、減少13%，平均單價401.97美元、減少9.5%。 

    1-4月電動輔助自行車，出口18萬餘台、較去年增加120.36%，出口值2.43

億餘美元、增幅114.24%，平均單價1,334.39美元、減少了2.77%。 

    1-4月出口至中國大陸的成車5,014台、比去年同期10,444台，減少

51.99%，出口值479萬餘美元、減少48.61%，平均單價955.44美元、成長

7.04%，零配件銷往大陸3,743萬餘美元、減少5.41%。自大陸進口成車19.2

萬餘台、較去年同期11.6萬餘台、增加66.11%，進口值1,144萬餘美元、

增加51.19%，平均單價59.35美元，減少8.99%，零配件自大陸進口1.54

億餘美元、增加16.45%。 

 

 9、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下： 

提   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第九屆第十次理監事會 

討論提案 

(一)提請同意「英屬開曼

群島商鋒明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申請入會

案。 

 

(二)本會107年度決算報

告及工作報告，提請同意

案。 

 

 

(三)提請討論會員入會級

別認定案。 

 

(四)提請討論本會一級會

於廠商「卜威工業股份有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08年3月21日函覆

第1080018325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08年3月21日函覆

第1080018325號，同

意錄案。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內政部

於108年3月21日函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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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申請調降會員級

別案。 

 

(五)推薦亞獵士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威瑾續

任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

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第

十屆董事長。 

 

(六)提請商議改派中華民

國全國商業總會會員代表

案。 

 

 

 

各委員會提案 

研發與專利暨智慧製造推

動委員會 

一、2019年台灣自行車產

業標準(TBIS)規劃，提請

討論。 

 

 

 

 

 

 

 

 

 

二、台灣自行車產業標準

合格標章管理與審驗辦

法 ， 擬 予 修 改 部 分 內  

容，提請討論。 

 

 

 

 

 

 

 

 

通過。 

 

 

 

 

 

同意改派巨大機械劉湧

昌執行長、久裕興業陳

世偉董事長，愛地雅工

業張芳銘總經理。 

 

 

 

 

 

通過，1、由產業與自行

車研發中心組成，召集

TBIS專家技術委員會，

召開自行車產業標準制

定會議，討論與議定

TBIS內容項目及要求。 

2、請研發中心對TBIS產

業標準，能透過媒體或

展會等各種方式提升國

際的能見度，廣為宣傳

與使用。 

 

通過，台灣自行車產業

標準合格標章管理與審

驗辦法，為擴大使用範

圍與符合實際產業的需

求，擬修改部分內容、

修改後之辦法，提智慧

財產局修改登記註冊，

並上傳本會網頁公告施

行。 

第1080018325號，同

意備查。 

 

依決議執行，行文經

濟部推薦陳威瑾董事

長續任研發中心第十

屆董事長。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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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與投資委員會 

一、委員會將研議參加明

年 度 美 國 Sea Otter 

Classic 展 的 可 行 性 ，     

提請討論。 

 

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

事同意通過，請本會監

事陳松君協助了解Sea 

Otter Classic展會現況

及參展作業模式。 

 

依決議執行。 

 

 

 

 

     以上會務報告，同意備查。 

 

三、財務報告 

    報告本會108年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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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議決「大森產物有限公司」、「勝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環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雲豹股份有限公司」、「又

亨國際有限公司」及「山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停權案。   

 

說  明：上述公司積欠會費已逾九個月，本會經依程序催繳，迄未繳交。 

 

辦  法：依本會章程第48條規定，應予以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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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是否同意限制中國大陸物品進口之產品參展。 

    說  明：1、智達公司以參加本年「台北國際自行車展覽會」為由，申請進

口電動自行車、三輪車、滑板車等進儲保稅倉庫。 

    2、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 3 月 20 日召開研商「非屬本部公告准許

輸入之中國大陸製電動自行車等貨品進口參展」會議，貿易局

說明 A.中國大陸貨品專案進口制度之設計，旨在保護國內產

業，爰有(1)國內是否產製 (2)少量 (3)特殊需要等評估標準。 

    B.倘國內無產製，鑒於相關產品倘國內有需求，不排除可透過

專案申請進口，爰在申請參展方面似可從寬考量。至於國內有

產製產品且限制進口產品，是否藉由我國舉辦之展覽會協助拓

銷，恐需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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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商展與產業息息相關，需要國際性廠商參展，台北國際自行車

展為全球自行車三大展之一，也是我國產業曝光的重要場域，

如有一些限制措施會不會影響展覽規模及形象，宜審慎評估。 

            4、在台參展接到訂單，產地可能是越南、台灣或其他地區，故對 
               我產業影響很難評估。 

   辦  法：1、是否同意專案核准輸入，但須原貨復運出口回中國大陸，並請

海關加強通關查驗。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函覆國際貿易局。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可專案申請進口，但要求必

須原貨復運出口回中國大陸，並請海關加強通關查驗。 

 

 

 

第三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電動輔助自行車(整車)通關認定標準討論案。 

    說  明：1、107年8月7日經主管機關研商訂定「電動機器腳踏車零組件組

合後具有完整或完成電動機器腳踏車主要特性認定原則」(並

未包含電動輔助自行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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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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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叉或剎車制動裝置)， 

  且至少必須具備下列任一部份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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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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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台灣電能車輛發展協會向立法委員吳秉叡陳情，邇來頻有進

口業者反應「電動輔助自行車」與電動機車、電動自行車之組

成結構大同小異，屬同類型貨品，其具有主要特性之認定原則

應一致，以避免貨品通關時，徵納雙方對貨品認定見解不同而

產生爭議，爰建議將「電動輔助自行車」納入「認定原則」適

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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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財政部關務署於4月19日函請本會惠示意見，經本會向理監事

填答徵詢，初步彙整結果：同意19人、不同意3人、沒意見4

人、其他1人、未回覆6人。 

    辦  法：1、依問券填覆結果，多數同意，擬同意電動輔助自行車納入「電

動機器腳踏車零組件組合後具有完整或完成電動機器腳踏車

主要特性認定原則」，以避免貨品通關時，徵納雙方對貨品認

定見解不同而產生爭議。 

            2、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函覆財政部關務署。 

 

     決  議：1、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電動輔助自行車納入「電

動機器腳踏車零組件組合後具有完整或完成電動機器腳踏車

主要特性認定原則」。 

            2、請關務署對右列字句說明字義，再轉知本會知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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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討論本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工作計畫草案。 

    說  明：本會第九屆理監事暨理事長任期將於本(108)年12月屆滿，訂12月

20日於台中市僑園大飯店召開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改選

理事、監事；隨後，召開第十屆第一次理事、監事會議，推選常

務理事、常務監事暨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 

    辦  法：1、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工作計畫草案(略)。 

          2、擬於10月1日函請全體會員，校正會員代表名單，暨歡迎會員

代表踴躍登記參選理事、監事；提請第九屆第十三次(108年11

月23日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  

    決  議：1、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2、請理監事公司依會員代表人數，踴躍親自出席會員代表大會。 

         

      



8 

 

第五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會員索取會員資料一事，提請討論。   

    說  明：1、本會會員代表五團興公司總經理吳昌榮，多次以郵件方式向公

會索取所有的會員資料清冊(會員公司名稱、級別、會員編號)，

以做為他在代表大會清查報到者核對使用。 

          2、經會員反映，會員資料易遭他人的不當使用，為避免此困擾，

本會於103年2月21日第八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不再

印製會員名錄及提供完整的會員資料。 

           3、經商總建議，若會員有特殊要求或是建議事項，可提理監事聯

席會決議後，再行正式回覆，以示慎重。 

     辦  法：本會擬回覆五團興公司內容如右 - 對目前會員代表大會報到程

序，若會員有異議，可於代表大會提案表示，經正式通過後將由

公會執行，故無法因會員郵件要求，提供會員資料供其使用。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理監事決議依個資法不予公布

會員級別。 

 

五、各委員會報告及提案：(報告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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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推動自行車附載幼童案相關措施，擬引用台灣自行車產業   

標準及 TBIS標章授權，提請討論。 

    說  明：1、依交通部 108年 3月 19日交路自第 1085003278號函辦理。 

            2、目前自行車附載幼童案已進入立法院審議中，惟立法通過後， 

               車輛需有相關安全上的認證，以保障使用者最基本的安全要 

               求。 

3、因目前尚無親子車的國家標準可供引用，交通部欲參考本會之

產業標準 TBIS007 乘載兒童之自行車安全要求與測試法之規

定。 

辦  法：1、推展自行車騎乘安全為本會努力之方向，交通部若欲引用

TBIS007產業標準，擬同意針對此「自行車可附載幼童」案之

TBIS標章授權使用及給予督導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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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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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提請修正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會員代表大會議事簡則。 

    說  明：1、會員代表大會議事簡則，第貳點會議二、大會議案列入大會議

程，提請大會討論之，臨時動議需有一人以上之附議，提請修

改為五人附議。          

          2、經洽詢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建議議事簡則之臨時動議需有

五人以上之附議較得宜。 

  辦  法：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  議：本案經全體(在場)理監事同意通過。 

 

七、外貿協會： 

   「2020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展區分配及選位規則調整方案報告」 

八、散會：下午5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