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第七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ㄧ、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
二、地點：嘉義尊皇大飯店 (嘉義市西區大華路 250 號)
理事應出席人數 15 人，理事實際出席人數：12 人
三坤黃坤山、乾佑蔡賴顯榮、伍豐林漢耿、三通王秉忠、大吉蔡昆憲、
景程陳宏和、洽順許太郎、金成李秋煙、冠瑞王志剛、合昌發邱楚評、
森勇黃明維、程達陳益勝、總盈呂文瑞(候補理事)、柏昇謝東昇(候補理事)、
莊元拔(總幹事)
監事應出席人數 5 人，監事實際出席人數：4 人
南錩李塗生、安發施森發、誠發賴進發、鉅松陳立瑋、馨盛呂炤長(候補監事)
三、請假人員: 鐵鑫張鍵勝(理事)、瑞陽張瑞仁(理事)
四、缺席人員:大社邱松園(理事)、豐義呂豐義(監事)
五、列席人員:三坤黃坤山(理事長)、大中戴維中(秘書長)、南錩李塗生(常務監事)、
美富吳進平(榮譽理事長)、乾佑蔡賴顯榮(稅務召集人)
六、主
席: 理事長黃坤山
紀錄:幹事 郭庭羽
七、主席致詞:略
八、會務報告:(參閱附件一，第 4 至 12 頁)。
九、財務報告:審閱 108 年度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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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會址籌備召集人報告
十一、討論提案
(一)案由:新入會員申請
(會員) 宏德汽車企業有限公司 會員代表:林佳欣
(會員) 健豐車體有限公司
會員代表:紀資源
(提案人: 本公會)
決議: (1) 經出席理監事一致通過。
(2) 入會申請之公司，送理監事會審查通過後，不追朔是否曾入會
紀錄，一律繳納新制入會費及常年會費，並報內政部核備。
(二)案由:追蹤案件進度檢討。(提案人: 本公會)
(1)行政會務(2)綜合法規(3)稅務服務(詳附件三，第 13 至 15 頁)
決議:(1)分由各負責人員，持續追蹤案件進度至案件結案為止。
(2)綜合法規序號 B-19-03 由委請理事長黃坤山擔任負責人，持續
追蹤案件進度至案件結案為止。
(3)綜合法規序號 B-19-01、B-19-02、B-19-06 已公告並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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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由:請與會理、監事審定本會 109 年預算表、109 年工作計劃表，
經理、監事會審定後將提交內政部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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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會後呈報內政部備查。
(四)案由: 108 年會員自強活動將延至明年 3 月份舉辦，提請研議自強活動舉
辦事宜。(提案人:本公會)
決議: (1)第七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合併自強活動於屏東墾丁舉辦。
(2)日期於週日、週一，兩天一夜行程。
(3)理監事請務必出席，尚未出席要補貼$5,000 元入自強活動基金。
(4)出席參加會員，每間公司本會補貼$5,000 元。
(五)案由: 明年立委選舉將到，按以往的慣例，公會皆有贊助立委候選人，
提請贊助立委人選和金額。(提案人:本公會)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一致通過，依循往例由公會贊助林俊憲立委、陳亭妃立委
兩位立法委員，以表示本會謝意並希望能繼續鼎力協助本會相關建議
案之推動。
(六)案由: 鉅松陳監事立瑋申請加入第 7 屆法規小組成員。(提案人:本公會)
決議:經出席理監事一致通過，鉅松陳監事立瑋不申請出席會議車馬費，但可
列席相關法規會議。
十二、臨時動議
(一)案由: 小貨車 3.49 噸應解除核定載重量 700 公斤之限制。
(提案人:榮譽理事長吳進平)
說明:目前小貨車 3.49 噸已可申請變更總載重至 4～5 噸，惟實車空重須
於 2790 公斤以內得辦理變更，考量必須辦理兩次驗車程序，是否
能以延伸車型，在不變更作業程序情形下，解除 700 公斤實重限制。
決議: 將行函文至交通部路政司及 VSCC，且後續持續追蹤。
(二)案由: 有關會員參與選舉的限制，經理、監事會研商審定後將於六月會
員大會提請研議修正。
(提案人:王理事)
說明: 本會章程第三章第十五條會員代表均有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及罷免權，每一代表為一權。並未提及新入會員時間長短，請討
論確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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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選舉權:無限制入會時間，在確定選舉時間前入會者，皆有投票
之權益。
(2)被選舉權: 需至少連續 2 屆以上會員者，在確定選舉名冊前，
皆有擔任候選人之權益。
(三)案由: 通知材料供應商會員轉換成為本會顧問。
(提案人:秘書長)
說明: 會員與顧問之界定經內政部函覆，以內政部工業團體法第二章第二
節第十三條「經依法取得工廠登記證照之工廠，均應加入工業同業公
會為會員」
，未取得工廠登記證照及未實際從事之廠商，可轉為本會
A 級顧問或 B 級顧問。
決議:對本會配備組會員，審查是否取得工廠登記證及是否從事打造業務後，
個別通知轉為本會顧問。
十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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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會務日誌
日

期

地

點

人員

參 與 活 動 記 錄

結論

本部 1609 蔡常理 陳理事
2019.09.02
會議室 陳監事 總幹事

交通部 9 月 2 日研商修正大客車
會議紀錄上
總重量限制可行性第三次會議
網公告
開會通知單

2019.09.04

銓鑫工業有限公司申辦全拖授權書 鐵鑫承辦

交通部集
交通部函 本部訂於 9 月 5 日下
2019.09.05 思會議中 理事長
午舉辦「智慧電動巴士科技產 上網公告
心
業」座談會
本中心
VSCC 9 月 6 日召開台灣新車安
2019.09.06 A104 會議 副秘書長
全評等 T-NCAP 工作組第五次會 上網公告
室
議開會
張總召 秘書長總 VSCC 9 月 9 日召開本 108 年度第
A104 會議
2019.09.09
幹事 蔡賴常理
8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 上網公告
室
副秘書長
關疑義事項會議
2019.09.16

備註
附件:
法 19-050

致贈花籃
附件:
法 19-043
附件:
法 19-042

順益車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函
現行販售之大客車底盤 經原規 上網公告/轉
劃改裝配新型式喇叭 函請辦理 全體會員
審驗作業

交通部公路總局函 關於交通
部函請本局檢討休閒遊憩巧用
之大客車 准予個人領用牌照 轉秘書長
一案 請惠予 9 月 20 日前提供
意見
交通部函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第
二點 第六十三之一點規定 業
上網公告/轉
組本部於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0
全體會員
日以交路字第 10850115581 號令
修正發布
台中區監 蔡常理 副秘書長 交通部公路總局台中區監理所
會議紀錄上網 附件:
理所
蔡賴常理
108 年 9 月 18 日召開 108 年度公路 公告
法 19-044
2019.09.18
監理車輛管理業務工作圈第3 次會
議
VSCC 函覆 有關本會詢問近三年 轉秘書長
拖車車輛製造廠及車身打造廠廠
商總數量乙案
中壢汽車車體有限公司申請特急 VSCC 回覆;於
件
指定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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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同意公司如下:
1. 南錩汽車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2. 銓鑫工業有限
公司
3. 萬吉車業股份

2019.09.19

本會所屬會員

電傳通知-有關 VSCC 討論 3 5 噸
有限公司
小貨車審驗補充作業規定草案
4. 東昇汽車修配廠
內容-調查表(3.5 噸小貨車審驗
5. 鑫協成車體工廠
補充作業規定-申請核定總重量
6. 正昌車體打造廠
變更之製造(出廠)或裝船進口
7. 伍豐車體有限
之底盤車型或完成車型期限
公司
為:108 年 12 月 31 日 )
8. 大中車體股份
有限公司
9. 冠瑞特裝車工
業有限公司
10.乾佑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VSCC 函 有關二階 N2 及 N3 類車
輛之車身打造廠對應車輛安全
檢測基準 七十一 行車視野輔 轉秘書長
助系統之法規符合性檢測實務
作業規定乙案
工業總會函 請本會檢送理監
事及會務工作同仁之俾利寄發 會務幹事協
第 73 屆工業節慶祝大會之邀請 助
函地址貼條
2019.09.24

2019.09.25

2019.09.27

工業總會 9 月 24 日舉辦「台灣
產業在美中日韓貿易戰中的機 上網公告
會與挑戰」研討會
桂田酒店
召開本會第七屆第 2 次理、監事
本會各理、監事
(台南)
聯席會議
VSCC 函 有關交通部核定實施「國
內車輛製造廠或車身打造廠變更 上網公告/轉
或改造其他廠牌完成車或底盤車 法規小組
審驗補充作業規定」乙案
VSCC 函 檢送 108 年 8 月份符合
交通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五十 上網公告/轉
四之三、火災防止規定」登錄合 法規小組及
格火災消防系統之底盤及使用 大客車組會
該等底盤打造大客車取得審驗 員
合格證明車型資訊一份
電傳通知--工總檢送製作之「工
上網公告/轉
總會員出口至中國大陸產品產
全體會員
地標示障礙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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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已於 9/24
函文中心
(台體坤
字第
1090904
號)

三通車體有限公司申請特急件
九龍禮儀
本會參加婚喪喜 洽順汽車 許太郎理事之母 許
2019.09.28 館(九和
慶之會員
母陳氏老太夫人告別式乙案
廳)
滿義企業社申辦全拖授權書

2019.10.01

2019.10.02

2019.10.03

2019.10.04

2019.10.08

VSCC 回覆;於
指定日前完成
致奠儀
鐵鑫承辦

經濟部函 有關「對自中國大陸
產製進口特定碳鋼冷軋鋼品課
徵平衡稅及反傾銷稅案」產業損
後調查結果，業經本部貿易調查 上網公告
委員會認定涉案補貼及傾銷貨
物未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
害，但有實質損害之虞
經濟部函 有關「對自中國大陸
產製進口特定鍍鋅、鋅合金扁軋
鋼品課徵平衡稅案」產業損害最
後調查結果，業經本部貿易調查 上網公告
委員會認定涉案補貼貨物未對
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但有實
質損害之虞
工總函 檢送工總製作之「2019
上網公告/轉
年國內企業出口貿易障礙意見
全體會員
調查表」，請相關廠商踴躍填覆
經濟部工業局函 於 108 年 10 月
25 日辦理「工業節水技術研討 上網公告
會」
交通部公路總局 10 月 3 日研商
本局 3 樓
秘書長 副秘書長 國道客運路線實施平面路段需 會議紀錄上
第 1 會議
法 19-046
蔡常理 張總召 求反應式運輸服務試辦歐規大 網公告
室
客車營運事宜會議
交通部公路總局函 有關 9 月 18
日召開 108 年度公路監理車輛工 敬會黃理事
作圈第 3 次會議紀錄一案 檢附 長.上網公告
本局會議決議核復表
交通部函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二點規定 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全體會員
108.10.01 以交路字第
上網公告
1085012710 號令修正發布 茲檢
附送發布令一份
VSCC 函 有關提升搭載先進駕駛
輔助系統車輛之安全使用一案 上網公告
詳如說明
尚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全拖授
鐵鑫承辦
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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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9

本會所屬會員

工總國際經貿電子周報第 819 期 轉全體會員
工總函 查復因颱風等天然災害
上網公告/轉
發生致停班，勞工仍需出勤之行
全體會員
業別調查資料
工業總會 於 10 月 17 日舉辦
上網公告/會
「2019 臺灣印度產業鏈結高峰 員踴躍報名參
論壇」
加/轉全會員
經濟部工業局於 10 月 17 日辦理
「境外資金匯回實質投資宣導 轉全體會員
說明會」
標準檢驗局函 宣導 12 月 31 日
上網公告/轉
前儘速依說明二辦理商品型式
全體會員
認可或驗證登錄證書換發
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訂於 10
月 18 日新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 上網公告/轉
進會舉辦「2019 年國際經貿機會 全體會員
與挑戰」產業研討會-製造業

2019.10.15

2019.10.17

集思北科
大會議中
心感恩廳

2019.10.18

台灣區車
輛工業同
總幹事
業公會會
議室
秘書長 張總召
台北基督 副秘書長 總幹
教女青會 事 蔡常務理事
401 會議室

2019.10.19

VSCC 10 月 18 日臺灣新車安全評 會議紀錄上
等 T-NCAP 工作組第六次會議 網公告

附件:法
19-048

VSCC 10 月 18 日召開本 108 年度
會議紀錄上
第 9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
網公告
相關疑義事項會議

附件:法
19-049

台北大直 本會參加婚喪喜 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周維果執行
致贈花籃
典華
慶之幹部
長 公子柏辰新婚誌喜
永太發汽車車體板金股份有限公司
鐵鑫承辦
申辦全拖授權書

2019.10.20
2019.10.21

本會所屬會員

2019.10.22

柳營祿園
2019.10.23

台體電字第
08100010
號

提醒通知 全拖 TS-BC 拖車煞車
總成授權使用證明書到期

提醒通知 TS 半拖三軸煞車總成
台體電字第
授權使用證明書到期
08100020 號
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訂於 10
月 22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
上網公告/轉
辦「2019 年 WTO 及 RTA 國際研討
全體會員
會：美中經貿變局對主要經貿夥
伴之衝擊與因應」
張府老太夫人告別式乙案

致花籃

內政部函 核准變更會址乙案

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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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4

基隆市公共汽車管理處函 辦理
「公車委外保養及維修」
上網公告
108B-1203 勞務採購案

台北學習
2019.10.28 中心館前
聯合大樓

工業總會 10 月 28 日辦理產品碳 上網公告/轉
足跡推廣宣導會 開會通知
全體會員

2019.10.29

工業總會
2019.10.30 第一會議
室
2019.10.31 台北場

交通部
1609 會議 總幹事
室
台北市救國
團劍潭海外
總幹事
青年年活動
中心
台南市南
區南明街
39 號
2019.11.01 新營場

2019.11.06

台南成功
大學

VSCC 函 有關辦理使用中小貨車
上網公告/轉
核定載重量變更審查及登檢作
全體會員
業乙案
工業總會 10 月 30 日召開「環境
上網公告/轉
影響評估新修訂法規說明」導讀
全體會員
會議
工業局 10/31.11/6.11/8 北中南 會員自由報
「智慧機械或 5G 投資抵減」宣 名參加/上網
導說明會 通知
公告
交通部函 10 月 31 日研商「車輛
敬會黃理事 附件:法
安全檢測基準」部分規定修正草
長.上網公告 19-052
案會議
VSCC 函 10 月 31 日研商「車輛 敬會黃理事
附件:法
安全檢測基準」部分條文修正草 長.會議紀錄
19-051
案討論
上網公告
總統蔡英文及立委林俊憲候選
人聯合競選總部成立

致花籃

金屬工業發展中心
會員自由報
11/1.11/4.11/5.11/8 舉辦 108
名參加/上網
年度風險評估教育訓練課程與
公告
系統推廣說明會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函 修正「補助推廣 上網公告
花東創意旅遊實施要點」一份
交通部函 「使用中小貨車核定
載重量變更審查及登檢作業規
定」發布令影本及 VSCC 辦理使 上網公告
用中小貨車核定載重量變更審
查作業公告影本各一份
VSCC 函 關於交通部 9 月 10 日及
10 月 1 日修正發布「車輛安全檢 上網公告
測基準」部分規定之英譯內容
交通部函 為利身心障礙者及司
上網公告/轉
機更便利使用低地板大客車內
全體會員
束縛系統，請依說明事項辦理
環保署 11 月 6 日召開「固定污
上網公告/轉
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
全體會員
設施管理辦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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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霖澤
2019.11.07 館國際會
議廳
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
七樓禮堂
2019.11.12 北部場

2019.11.14
2019.11.15

高雄市區
監理所

2019.11.18

交通部
2003 會議
2019.11.20
室
2019.11.21

2019.11.22

2019.11.25

VSCC 函 因應 109 年將屆，本中
心依歷年作法，轉此提醒時程之
上網公告
注意，俾利有期望於新年度前完
成登檢領照作業者之順遂
工總書函 11 月 7 日舉辦美國專
上網公告/轉
利實務發展與人工智慧創新運
全體會員
用研討會
工總書函 11 月 7 日舉辦「外國
上網公告/轉
人違反貿易法可能面臨之訴訟
全體會員
及案例」研討會事
經濟部工業局 11/12.11/14 舉
上網公告/轉
辦產業空氣污染與水污染法規
全體會員
及防制(治)技術講習會
張晟工安全技師&專利事務所函
關於第 9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 敬會黃理事
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紀錄
長.秘書長
案，本所意見詳如說明
內政部 核准變更會址乙案
上網公告
公路總局函 11 月 15 日研議混凝
敬會黃理事
土泵浦車臨時通行證規劃會議
長.法規小組
開會通知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函 回覆
敬會黃理事
車身主樑使用
「熱軋 H 型鋼商品」
長.法規小組
相關規定事宜
VSCC 檢送 108 年 10 月份符合交
通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五十四
之三、火災防止規定」登錄合格
上網公告
火災消防系統之底盤及使用該
等底盤打造大客車取得審驗合
格證明車型資訊 1 份
交通部函 11 月 21 日召開「使用 敬會黃理事
中小貨車核定載重量變更審查 長.秘書長
及登檢作業辦理情形」會議 開
會通知
VSCC 函 檢送「車輛安全檢測基
上網公告
準」增修訂草案對照表
工總函 確認本會會員代表相關
敬會黃理事長
資料
VSCC 書函 有關 108 年第 4 季
『車 煩請秘書長
輛型式安全審驗協商會議』議 協助提供議
題，請協助彙整之議題資料。 題
公路總局函 11 月 26 前核派 5 名 敬會黃理事
以上同仁報名參加「全國交通科 長.秘書長/
技產業」會議
法規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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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函 檢送「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管理辦法」部份條文修正發布 上網公告
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 份
基督教女
青年會
2019.11.27
401 會議
室

VSCC 函 11 月 27 日研討「大貨
敬會黃理事
車側邊防捲入裝置設計改進」會
長.上網公告
議 開會通知單
內政部函 「內政部辦理工商自
由職業團體績效評鑑要點」第 7
點附件修正生效
內政部函 辦理評鑑 108 年度工
商自由職業團體績效評鑑暨全
國性職業團體優良工作人員選
拔，相關報表及資料於 109 年 3
月 31 日前報本部憑辦
工業總會 提供印尼各省（縣）
2020 年最低工資標準表

集思台中
2019.11.28 新烏日會
議中心
台北國際
會議中心
貴賓廳

2019.11.29

敬會黃理事
長.秘書長

敬會黃理事
長.秘書長

轉全體會員

ARTC 課程 11 月 28 日車輛節能 上網公告/轉
技術應用研討會
全體會員
2019 亞太產業鏈結成果論壇:心 上網公告/轉
南向新成長新書發表會
全體會員
VSCC 函 有關交通部核定實施「申
請取得三點五公噸級距(車輛總
重為三千四百公斤以上至未逾三
上網公告/轉
千五百公斤)之小貨車車輛型式
全體會員
安全審驗合格證明及底盤車型式
登錄報告審驗補充作業規定」一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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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日誌-發文登記表
日

期

2019.09.06

字號

內 容
發文單位
建議將 CCC8716 31 00 00-2「罐 正本：財團法人車輛安全
台體坤字第 體全拖車及半拖車」等 3 項貨 審驗中心
1080901 號 品列入中國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副本：台灣區車輛工業同
項目案
業公會、交通部路政司

2019.09.06

正本：本會理監事、創會
台體坤字第 召開本會第七屆第 2 次理監事 理事長、榮譽理事長、秘
1080902 號 聯席會議。
書長、總幹事、所屬會員、
賴顧問

2019.09.24

檢送鈞部 108 年 8 月 26 日預告修
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
台體坤字第
條之二、第八十三條之二、第三 正本：交通部路政司
1080903 號
十八條附件十一等草案，相關事
項建議說明，惠請查照。

2019.09.24

有關 108 年 9 月 9 日 108 年度
第 8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
台體坤字第
正本：財團法人車輛安
檢驗相關疑義議事項其中 3.5
1080904 號
全審驗中心
噸小貨車審驗補充作業規定草
案」乙案補充說明，請查照。

2019.09.30

2019.10.01

台體坤字第
更改本會會址
正本: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1080905 號
有關本會建議將
CCC8716.31.00.00-2「罐體全拖
台體坤字第
正本:經濟部工業局
車及半拖車」等 3 項貨品列入
1081001 號
副本:交通部路政司
中國大陸不准輸入項目案，復
如說明，請查照。

2019.10.08

正本:內政部中部辦公
台體坤字第 檢送第七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
室
1081002 號 會議會議紀錄，請備查。
副本:本會所屬會員

2019.10.14

有關車體製（打）造業落實車
台體坤字第
輛安全審驗及管理機制建議， 正本：交通部路政司
1081003 號
復如說明，請查照。

2019.10.16

正本：大益興業股份有
大益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體坤字第
限公司
-20191015 底盤登錄橫式發文
1081004 號
副本：財團法人車輛安
函
全審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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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019.10.21

有關國內車輛製造廠或車身打
造廠製造及進口商進口之拖車
台體坤字第
正本: 台灣鋼鐵工業同
車身主樑使用「熱軋 H 型鋼商
1081005 號
業公會
品」
，懇請貴會提供國內生產之
廠商資料。
正本：內政部中部辦公室
副本：交通部路政司、交通部公路總
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財團法人車輛
研究測試中心、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
中心、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國際貿易

2019.10.23

台體坤字第
本會會址遷移變更，特此通知。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中華民國全國
1081006 號

工業總會、財政部台灣省南區國稅局、
林俊憲立法委員辦公室、立法委員陳亭
妃國會辦公室、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
會、台北市汽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中
華民國車輛進口商協會

2019.11.01

正本:內政部中部辦公
台體坤字第 檢送本會第七屆第 1 次臨時理
室
1081101 號 監事聯席會議紀錄，請備查。
副本:本會所屬會員

2019.11.07

有關108 年10 月31 日研商「車輛安
台體坤字第
全檢測基準」修正草案內容相關建議 正本:交通部路政司
1081102 號
事項補充說明，請查照。

2019.11.15

正本：本會理監事、創會
台體坤字第 召開本會第七屆第 3 次理監事 理事長、榮譽理事長、秘

1081103 號

聯席會議。

書長、總幹事、所屬會員、
賴顧問

2019.11.18

函覆 108 年 10 月 31 日「車輛 正本:財團法人車輛安全
台體坤字第
安全檢測基準」部分條文修正 審驗中心
1081104 號
副本:交通部路政司
草案會議補充建議

2019.11.22

台體坤字第 有關使用中小貨車 3.49 噸核定
正本：本會所屬會員
1081105 號 載重量變更增加載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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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
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
追 蹤 案 件 進 度 表
序 號

A-14-02

類別

行政會務

日 期

內容

2015/1/16 購置會館

進度

負責人
結案
員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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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

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
追 蹤 案 件 進 度 表
序 號

類別

B-15-04 綜合法規

日 期

內容

2015/1/16 合格證僅登記最大空重

進度
5/19召開本(104)
年度第3次疑義會
議決議建議本會可
先研提具體意見再
另行與交通部討論

負責 結
人員 案
張總
召

交通部路政司函 關於本會建議檢討大客車
B-18-01 綜合法規 2017.09.03 座椅高度.車內標示.火災防止規定之引擎室
滅火設備及大客車總重量相關規定一案

蔡常
理

VSCC107年10月31日召開本107年度第6次疑義會
議內容 1.大客車座椅高度未壓縮座墊距地高更
改不小於280公釐(280公釐數據係由廠商統計而
B-18-02 綜合法規 2018.11.05
來 2.車輛規格規定之車內標識應使用至少符合
ISO 17398:2004中表2-分類C亮度衰減特性之冷
光材料一案 3.大客車提昇總重量限制

蔡常
理

B-19-03 綜合法規 2019.05.10

VSCC 5月2日召開研商申請辦理大客車車身
骨架結構查核作業規定草案會議

黃理
事長

VSCC 函有關本會建議基準五十四之三火災
防止規定既有型式實施時間延後3年乙案

B-19-04 綜合法規 2019.05.20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函覆 有關本會建議
B-19-05 綜合法規 2019.07.23 CCC8716.31.00.00-2罐體全拖車及半拖車等3項

貨品列入中國大陸物品不准輸入項目案

經濟部工業局函 覆有關本會建議將
B-19-07 綜合法規 2019.08.06 8716.31.00.00-2 罐體全拖車及半拖車等3
項貨品列入中國大陸物品不准輸入項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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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總
召
張總
召

附件 二
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
追 蹤 案 件 進 度 表
序 號

類別

日 期

內容

進度

負責人
員

C-17-01 稅務

工總檢送2017全國工業總會白皮書P.5106.12.12 33貨物稅改革建言尚需再接再厲爭取.本
案列入追蹤案件

蔡賴常監

C-19-01

稅務

行政院 移文口單 有關本會建議修正「貨物稅
108.04.11 條例」部分條文,免徵工商業用車車身貨物稅乙
案

蔡賴常監

C-19-01

稅務

108.04.15

財政部書函有關貴會建議工商業用途之貨車.大客車及
其他車輛免徵車身貨物稅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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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賴常監

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