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第五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ㄧ、日期：104 年 3 月 26 日 星期四 下午 3 時 30 分
二、地點：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鳳凰廳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336 巷 1 號)
三、出席人員：
理事應出席人數 15 人，理事實際出席人數：11 人
美富吳進平、鐵鑫張鍵勝、南錩李塗生、洽順許太郎、三通王秉忠、金成李秋煙
景程陳宏和、冠瑞王志剛、合昌發趙興建、柏昇謝東昇、誠發賴進發

監事應出席人數 5 人，監事實際出席人數：4 人
乾佑蔡賴顯榮、安發施森發、大社邱松園、程達陳益勝

四、請假人員: 大吉蔡昆憲(常務理事)、 豐義呂豐義(監事)
五、缺席人員: 銓鑫許立鉦(理事)、鑫洲黃建晨宏(理事)、大劉德欽(理事)
六、列席人員: 忠進方進添(創會理事長)、三坤黃坤山(榮譽理事長)
大中戴維中(秘書長)、賴東閔(顧問)

七、主席:理事長吳進平
八、主席致詞:略
九、會務報告

日

期 地

點

人員

2014.12.02 台中市政府 秘書長
2014.12.05
2014.12.08
2014.12.09

參與活動記錄

結論

備註

103 年區域能源整合與能源地圖研討暨成果發表

本會所屬會員 郵寄賀年卡
vscc

理事長 張總召
VSCC 新建大樓落成啟用典禮
蔡常理 秘書長

工業局代檢組

車輛工業同
業公會

2014.12.11

ARTC

上網公告

致贈花籃

函文 建請修訂車載型容器定期檢查有關槽
體不得熔接修補之規定,另訂補救配套措施。

勞動部職安署

2014.12.10

2014.12.12

紀錄:幹事 吳美慶

函文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蔡文榮
總經理當選 24 屆理事長
召開車輛法規檢測技術交流會 103 年下
本會所屬會員
上網公告
半年度會議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自 103 年起，新案檢測件
之完成車後懸均以「扣除後側欄板厚度」的
實際尺寸登錄為車輛後懸，造成後端監理檢
本會所屬會員
測實務茲生因擾。近期如有申請者使用三代
系統登錄規格值發生尺度異常，請先行聯繫
公會秘書長(0910-418740)彙整處置。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廠商聯合行為之規
範與案例說明專題演講
2014.12.18
交通部公路
研商「大客底盤車型式登錄事宜」說明
蔡常理
總局
會議
研商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部分規定修正草
2014.12.19
交通部
無人參加
案討論會議
VSCC 研商『國內底盤車製造廠製造或進
審驗中心一 理事長張總召
2014.12.22
口商進口之底盤車申請底盤車型式登錄
樓會議室 秘書長賴顧問
審驗補充作業規定』
台灣省諮議
秘書長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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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公告/會議紀
錄已存查
上網公告/會議紀
錄已存查

附件:
法 14-085
附件: 法
14-086-1-3

上網公告/會議紀 附件:
法 14-084
錄已存查

2014.12.25

嘉義一葉日 理事長暨各理
上網公告/會議紀 附件:
召開本會第五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料理
監事
錄已存查
總 13-010
審驗中心一
無人參加
樓會議室

2014.12.26

VSCC 研商修正小型汽車置放架靜態強
度之可行性討論會議。

上網公告/會議紀 附件:
法 14-087
錄已存查

中壢汽車車體有限公司申請 VSCC 特急件

VSCC 劉建廷回覆;於
指定日前完成

審驗中心一 理事長秘書長 小貨車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核定 上網公告/會議紀 附件:
樓會議室 賴顧問
法 14-084
之載重量等案。
錄已存查

2014.12.29
本會所屬會員

2014.12.30

審驗中心一 張總召 秘書長
樓會議室 李常理
審驗中心一 通知全體會員
樓會議室 張總召秘書長

2014.12.31
2014.12.31

2015.01.04

本部 2003 會
蔡常理
議室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 3.49 噸小貨車辦理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新案(含延伸、換
發)之核定載重量需達 700 公斤以上乙
案；檢附車身號碼及佐證照片。
VSCC 召開底盤車製造廠代理商於底盤
上網公告/會議紀
車出廠前即完成後方突入防護及前方突
錄已存查
入防護安裝且符合相關檢測基準規定
召開 103 年度第 4 季車輛型式安全審驗 上網公告/會議紀
協商會議。
錄已存查
交通部函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部分規定
上網公告
修正規定

台南大億麗 理事長暨各理
李俊毅委員長男彥儒新婚誌喜
緻飯店
監事

致贈禮金

森勇汽車股 本會參加婚喪 森勇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黃總經理 長
份有限公司 喜慶之會員
男 明維 新婚誌喜

致贈禮金及
花籃

台中市立殯
伍豐車體有限公司 林秘書長敏介告別
會參加婚喪喜
儀舘
式乙案

慶之會員

本部 1609 會
無人參加
議室

2015.01.07

致奠儀及花
籃

交通部召開車道偏離輔助警示系統、行
上網公告/會議紀 附件:
車視野輔助系統及大客車安全窗設備車
法 15-002
錄已存查
輛安全檢測基準規定會議
VSCC2/4 函覆知悉更
函文車輛安全審驗中心、至遠企業、銓大企
新『拖車煞車總成檢 附件:
業、鐵鑫汽車 本公會『拖車煞車總成檢測報
測報告授權使用證 法 15-007
告授權使用證明書』更新版本乙事如說明。
明書』版本乙案
針對 103 年 12 月 29 日電傳通知內容作更正;自

本會所屬會員

104 年 1 月 1 日起 3.49 噸小貨車辦理車輛型式安
全審驗之新案車型、延伸車型及變更車型審驗之
核定載重量需達 700 公斤以上乙案。
近日來有會員積極向本會反應，關於遊覽車公會
討論建議停止新申請營業大客車車輛使用牌照，

2015.01.09

導致各會員接到大量退車潮一案，經大客車會員

大客車組會員

向交通部、公路總局了解後，日前國家正積極推
動觀光之際，對於暨定政策不會輕易草率改變，
所以請各會員可以放心，此案尚未提出。只是坊
間有心人士傳言，未來政策也尚無這個違反公平
正義及推展觀光原則的思考。

2015.01.13

附件:
法 14-090
附件:
法 14-088

交通部召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及汽車變
上網公告/會議紀 附件:
更設置輪椅區或迴轉式座椅車型安全審
法 14-091
錄已存查
驗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會議

吳理事長暨本

2015.01.06

附件:
法 14-089

本會所屬會員

VSCC 通知因應農曆春節假期
(104.2.18~104.2.23),請各會員申請各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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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審驗,於規定時間內前完成登檢領照作業

函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再次建請
修訂車載型容器定期檢查之槽體不得熔
接修補規定一案

2015.01.16

2015.01.20

VSCC 函有關低地板大客車所設置輪椅區
上網公告
相關事宜
上網公告/會議紀 附件:
VSCC 召開第三屆第一次董監事會議
法 15-006
錄已存查

2015.01.21

VSCC 為研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
VSCC 一樓會 秘書長張總召
上網公告/會議紀 附件:
疑義事項，召開本(104)年度第 1 次『車輛型
議室
法 15-001
賴顧問
錄已存查
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

2015.01.25

台中市立火
億全汽車 劉錦盈經理之父 劉老先生告
會參加婚喪喜
葬場
別式乙案

大客車組組員

吳理事長暨本

致奠儀及輓
聯

慶之會員

104 年 1 月 21 日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召開本
(104)年度第 1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
本會所屬會員
相關疑義事項』會議，臨時動議有關 103 年
起及安審三代系統後懸丈量點疑義事宜。

2015.01.26

VSCC

理事長

內政部
經濟部工業局
交通部路政司

2015.02.02

全國工業總會

台南長榮飯
常務理監事
店

2015.02.09

上網公告

女青年會
賴顧問
401 會議室

全國工業總
會
全國工業總
會

附件:
法 15-004

2/5 常務理監事會討
附件:
論--存查不表示意
其 15-001
見及上網公告

附件:
法 15-002

召開本會第五屆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金成車體工廠申請 VSCC 特急件

全國工業總
會

2015.02.11

連署人:台灣砂石碎解加工業同業公會.台
灣區消防器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水泥
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基礎工程專業
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瀝青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石礦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VSCC 函 關於交通部 103 年 12 月 29 日及
12 月 31 日修正發布(車輛安全檢測基 上網公告
準)部分規定之法規英譯內容

2015.02.05

2015.02.10

函文促請各政府機關重視及落實工業團
體法第 13 條「業必歸會」之執行，用維
各公會法益。

鐵鑫汽車車體有限公司函有關前委
託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B102PG0096、
A102PG0411、A102PG0412、
A102PG0505 等測試案後續事宣，自
104 年起交由車體公會續辦
工業總會函文;請填覆企業對兩岸租
稅協議意見問卷調查以確實表達產
業意見,維護自身利益

2015.02.04

2015.02.06

17 噸以下後單軸貨車打造高度超過 3.5 VSCC 搜集國外法
米之審驗法規改變
規研究

VSCC 劉建廷回覆;
於指定日前完成

VSCC 召開營業用車輛輪椅區空間規格尺
上網公告
度分類規定討論會議
上午舉辦(歐盟貿易法對我廠商影響及
上網公告
因應之道)研討會
經濟部國際貿易舉辦(預防勝於應訴反
傾銷.反規避與原產地研討會)
下午舉辦(歐盟競爭對我廠商影響及因
應之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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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法 15-010

VSCC 一樓會
不派員參加
議室

VSCC 研商修正小型汽車置放架靜態強度 上網公告/會議紀 附件:
法 15-011
之可行性討論會議(二)
錄已存查

榮譽理事長
大客車組與陳亭妃委員前往立法院召開
2015.02.12 台北立法院 理事長 張總召
記者會
蔡常理 賴顧問
交通部 1609
交通部研商「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部分
無人參加
上網公告
會議室
規定修正草案會議

附件:
法 15-009
附件:
法 15-00

2015.02.13

交通部函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67 點及
(汽車變更設置輪椅區或迴轉式座椅車
大客車組會員
上網公告
型安全審驗作業要點)第 5 點附件一第 5
點附件二第 8 點附件三,並自即日生效

附件:
法 15-008

2015.02.17

蔡賴常監

工業總會函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
上網公告
事業之規範說明

附件:
其 15-002

十、財務報告: 審閱 103 年度 12 月及 104 年度 1 月、2 月財務報表。
決議： 經本會出席理監事審閱上述財務報表，無異議通過。
十一、討論提案
（一）案由:鐵鑫汽車車體有限公司函有關前委託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等測試案
後續事宜，自 104 年起交由車體公會續辦。(提案人: 本公會)
決議:本案與測試中心商討檢測費用決議 170 萬，但因測試中心會計科目及
沖帳方式有疑義，仍需秘書長再洽測試中心尋求解決方案。
(二) 案由:討論追蹤案件進度表。 (提案人: 本公會)
(1)行政會務 (2)綜合法規 (3)會員服務 (詳附件一，第 6 至 9 頁)
決議:負責人員繼續追蹤案件進度至案件結案為止。
(三) 案由: 編制會員通訊錄招攬廠商刊登廣告。(提案人: 本公會)
決議:(1)會員通訊錄每位會員有一頁版面免費刊登廣告，請各會員準備相
關文件(詳附件二、三，第 10 至 11 頁)刊登廣告說明至公會彙整製作。
(2)經出席理監事一致通過，會員通訊錄封面由公會保留。招攬廠商
刊登廣告收費標準，背面收費 5 萬、翻開第一頁 5 萬、第二頁 4
萬、第三頁 3 萬、第四頁 2 萬、第五頁起每頁 1 萬。
(四) 案由:賴顧問出席會議補貼車馬費方式。(提案人: 本公會)
(1)法規會議出席費每次 3,000 元及補貼車馬費及誤餐費。
(2)本會理監事會議及會前會之補貼。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一致通過，經由公會通知出席與會一律支付出席費每次
3,000 元及補貼車馬費及誤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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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案由:第 5 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前各項事宜討論。(提案人:本公會)
(1)召開時間 (2)開會地點 (3)會議型式 (4)紀念品事宜
決議: 1.第 5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訂於 104 年 6 月 21 日(日)及 6 月 22 日(一)
召開及合併自強活動經出席理監事一致通過決議。
2.開會地點:南元休閒農場。
3.南元休閒農場門票費用由創會理事長全額招待。
4.中北部(南下)之會員，本會安排一部遊覽車接送各會員；南部之
會員請自行前往開會地點。
5.出席者或持委託書者發紀念品【7-11 壹仟元禮卷】。
(六) 案由:請與會理、監事審定 103 年度各項工作報表:【103 年度各月支出明
細、103 年度收支決算表、103 年度經費收支對帳表、103 年度資產
負債表、103 年現金出納表、103 年度財產目錄】 經理、監事會審
定後將提交內政部存查，並於六月會員大會追認。(提案人: 本公會)
決議:上列報表經出席理監事無異議通過。
(七) 案由:少量延伸(勞民傷財)。 (提案人: 大社車體 邱松園監事)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一致通過，列入本會追蹤案件及轉呈 VSCC 列入疑義及
季協商辦理。
(八) 案由:安審(多量)自從用第 3 代安審系統時間更長，審核時間過長。
(提案人: 大社車體 邱松園監事)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一致通過，列入本會追蹤案件及轉呈 VSCC 列入疑義及
季協商辦理。
十二、臨時動議
(一)吳理事長:針對中國車輛大客車車體目前大量從中國進口，影響本地業者
生存乙案；大客車組與陳亭妃委員 2 月 12 日於立法院召開記
者。另 2 月 24 日香港時事評論員作者林鴻達先生對於本會向
經濟部抗議中國客車進口乙案也提出配合及支援。本案公會是
否要繼續支持反對中國客車進口。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一致通過，持續反對中國車輛進口。本案需繼續
接洽媒體記者，因此會有產生相關費用，但支出費用若超出
10 萬元以上，則需再經理監事同意。
十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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