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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基本工資？ 

撰稿人：韓仕賢（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勞動觀測站 

    大雄想要利用課餘時間打工賺點零用錢，到學校附近的小吃店應

徵工讀生，面談時老闆說這份工作只需招呼客人點菜、收拾用過的餐

具，工作輕鬆簡單，所以時薪只願意給 120元；大雄當場聽了就說這

樣計薪是違法的，但是老闆仍然堅持以時薪 120元計算工資，大雄只

好作罷。 

回到宿舍，室友小明正準備要出門去打工，大雄把剛才應徵工

讀的狀況說給小明聽。「小吃店老闆算薪水沒有給到『基本工資』是

不行的喔！」小明穿好鞋子往外走，又回頭氣呼呼跟大雄說：「我幫

你去跟調查學校打工薪資地圖的靜香說這件事，請她把這個慣老闆給

薪違法的問題寫進去，呼籲同學抵制拒吃！」 

    為了減輕家中經濟負擔，或想提早經濟獨立，現在像小明這樣半

工半讀的學生相當普遍；有調查指出，高達 9成以上的大學生有在外

打工經驗，打工需要投入時間、精神、體力，甚至可能影響作息，可

是卻有逾 57%的打工族不滿意打工的收入。 

    另外，發動「大學周邊薪資地圖」調查的學生團體發現，商家違

法已成常態，常見雇主有「附餐抵時薪」、要求提早打卡但實際未下

班、排班時數驟減等情形；而且雇主沒有為勞工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或

提繳勞工退休金、國定假日工資未依法加倍給薪的問題也層出不窮。 

    接下來我們將探討薪水應該如何計算？時薪及月薪的算法有無

不同？什麼是「基本工資」及其目的、重要性何在？「基本工資」與

「最低工資」有何關聯？最後再來思考制定《最低工資法》可不可以

解決國內薪資成長停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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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放大鏡：  

大雄想要進一步了解薪資問題，上網查詢時看到有關工資爭議的調解

案例： 

■爭議要點：勞方自 107 年 3月 1日起，受僱於甲餐廳擔任服務生，

雙方約定每日工作 4 小時、每週排班 3-5 天（每月工作時數 80 小

時），時薪為新臺幣（下同）120元；勞方於同年 6月 10日離職。

但勞方離職後資方卻遲未給付勞方 107 年 6 月份的 20 小時薪資，

勞方遂向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爭議當事人主張： 

（一）勞方主張： 

    本人於甲餐廳打工，雙方約定每月月底核算給付當月薪資，惟本

人 107 年 6 月 10 日離職後，雇主迄今仍未給付本人 107 年 6 月份薪

資，以及在職期間時薪給付未達法定基本工資之差額。 

（二）資方主張： 

    本餐廳有電話通知勞方來領薪資，但是勞方手機均未接聽或關機。

另雖然政府 107年規定時薪 140元，但勞方應徵時雙方已合意約定時

薪為 120元。 

 ■調查事實結果： 

（一）不爭執事項： 

    1.勞方到職日為 107 年 3 月 1 日，職稱為服務生，同年 6 月 10

日自請離職。 

    2.資方未給付勞方 107年 6月 1日至 107年 6月 10日期間薪資。 

（二）爭執事項： 

     1.工資約定：資方表示雙方合意時薪 120 元；勞方主張資方未

依法令規定給付每小時基本工資 1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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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人之判斷及建議： 

  1.基本工資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核定調整為時薪 140 元1，資方未

依基本工資規定給付勞方薪資，顯已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第 1項之規定，除可對雇主處以罰鍰外，雇主仍應補足短付之

工資差額予勞方。 

  2.《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第 2 項明定「工資全額給付」原則，資

方尚未給付勞方 107年 6月份薪資，顯已違反該項規定，除可對

雇主處以罰鍰外，雇主亦應依約給付勞方工資。 

■調解結果： 

  1.資方同意給付勞方107年6月份薪資2,800元（140元*20小時），

以及 107 年 3-5 月尚未給付之工資差額 4,800 元（20 元*240 小

時），共計 7,600元，並於 107 年 8月 1日逕匯勞方原領薪資帳

戶。 

  2.勞資雙方同意於資方如期給付上開金額後，雙方均拋棄本案爭議

及勞雇關係存續期間所衍生之民事及刑事請求權，並不得再為任

何主張、請求及申訴，且對本案調解過程及內容互負保密義務。 

    政府為何要訂定基本工資？什麼是基本工資審議制度？「基本工

資」與「最低工資」有何關聯，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基本工資訂定目的及其重要性 

    從上面這個調解案例可知，《勞動基準法》是我國規範個別勞工

與雇主權利義務關係的法律，雇主與勞工所約定的勞動條件，不可以

低於勞基法所規定的最低標準，是很重要的「勞動保護」法律。 

    以工資約定而言，原則上工資雖由勞雇雙方自由約定，但是考慮

勞工對於工資比較沒有議價談判能力，若是任由勞雇雙方當事人合意

約定，對於勞方比較不利；所以《勞動基準法》對於工資給付就有些

強制規定，即所謂「工資保護原則」，其中勞基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1 基本工資自 111年 1月 1日起核定調整為時薪 1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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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凡是適用《勞

動基準法》之工作者，無論是領「月薪」或「時薪」的勞工，即便是

部分工時（part-time）工作者（譬如前述案例的餐廳服務生工作時

間型態），雇主給付勞工的工資，都不可以低於政府規定的基本工資。 

    何謂基本工資？基本工資係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

報酬；不包括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與休息日、休假日及例假工作加給

之工資。基本工資旨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並維持其購買能力，對於工

資在基本工資數額邊緣的弱勢勞工，尤其重要；一般而言，基本工資

調升，主要受到影響的族群是女性、年輕人及製造業勞工2。107 年 1

月 1 日起，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22,0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

為 140 元；另 111年 1月 1日起，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25,250元，

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8元。 

    勞工一旦發現雇主給付之工資違反《勞動基準法》關於基本工資

規定，或是其他法律相關規定者，例如基本工資調整後，雇主沒有跟

著調整勞工的勞保月投保薪資，可以詳載事業單位名稱、地址及具體

事證，直接向該事業單位所在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縣、市政府之勞

工或社會局、處）申訴，以維護勞動權益。 

 

二、基本工資審議制度簡介 

    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以往調升幅度緩

慢的基本工資才開始有些變動，當時幾乎每年的基本工資都有微幅調

整。基本工資的調整，不只影響薪資水準，包括勞保、健保及社會救

助項目，都會隨著基本工資的變動而有所調整，因此每次是否調整或

者調升多少，都會引發勞資雙方的激烈辯論（張晉芬，2011：

105-106）。 

    我國建立「基本工資制度」歷經以下階段3：（一）政府於民國

 
2 沈婉玉，〈央行：我國基本工資仍有上調的空間〉。聯合報，2018 年 6 月 25 日。 

3 基本工資制度沿革可參考：辛炳隆（2016）、李健鴻（2016）、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力發

展辭典」http://laborpedia.evta.gov.tw/link1.asp?did=B049&result=yes，2018 年 8 月 5 日瀏覽。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jY=
http://laborpedia.evta.gov.tw/link1.asp?did=B049&result=yes，2018年8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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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正式批准國際勞工組織第 26號「最低工資訂定機制公約」，嗣

後於 25 年通過《最低工資法》，規定最低工資制定標準為：成年工

以維持其本身及足以供給無工作能力親屬 2人之必要生活為準；童工

工資不得低於成年工之半數。但因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因素，加上多

數產業認為前述標準過高，致未能順利施行，並於 75年廢止。（二）

44 年時，失業問題與通貨膨漲導致勞工生活困難，政府為了保障勞

工生活，於 45 年公布行政命令，規定「基本工資每月不得少於新臺

幣 300 元」，並以 1.8 人為最低工資率的計算基準，成為臺灣最早實

施基本工資制度的起源。（三）行政院於 57 年實施「基本工資暫行

辦法」，包括適用範圍、基本工資的調整、童工的基本工資標準等，

強調「保障工人基本生活」，並將基本工資金額訂為 600 元，這是政

府首次以法令明文規定「基本工資」。（四）政府於 73 年實施《勞

動基準法》，規定工資議定「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以保障勞工的基

本生活，特別是對於工資在基本工資數額邊緣的低薪勞工，更是優先

保護對象；並於 74 年通過「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以取代「基本工

資暫行辦法」。 

    《勞動基準法》公布施行之後，主管機關訂定「基本工資審議辦

法」，其中規定為審議基本工資，由勞動部設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

會」，參考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躉售物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國

民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狀況、各業勞工工資、

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 7項指標，於每年第 3季開會審議基本工資水準，

討論是否調整最低工資及研擬調整方案4，並將審議結果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公告實施，從上述制度的演變歷程可瞭解，基本工資審議制度

的法制化進程。 

三、「基本工資」與「最低工資」的關聯性 

    基本工資政策目標在於「保障勞工的基本生活」，兼以補強國內

 
4 學者觀察指出（辛炳隆，2016：6），以最近幾年的經驗來看，基本工資審議開始出現一種「默

契」，亦即以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率為主要調整依據，再視經濟景氣狀況作適度修正，若經濟情

勢惡劣，縱使物價有所上漲，亦可能不調整基本工資。另有學者研究指出（黃麗璇，2016：18），

各國調整最低工資時，一定會參考的共同指標是物價水準，因為通貨膨脹的結果將直接蠶食勞工

的購買力，並傷及其基本之生活，故可考慮將基本工資與通貨膨脹率進行某種程度的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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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產業的工會組織率偏低、受限於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未能建

立健全勞資集體協商體制之問題。然而基本工資自實施以後，歷經數

次調整，關於基本工資的調整幅度，長期以來迭生爭論，尤其近年來

社會各界屢有「調高基本工資」以因應低薪化問題的呼聲，但在勞資

雙方歧見甚大之情況下，最後通常只有「微幅調升」（李健鴻，2016：

22-23）。例如 101 年度就曾因「恐影響產業發展」之原因，基本工

資僅從 18,780 元微調至 19,047元，調幅只有 1.42%。 

    有工會團體主張，應將基本工資提高至足以維持勞工及其家人合

理生活之水平，所以提出計算公式以「內政部公佈每年最低生活標準」

乘上「每位勞工薪資需撫養人數」5；另有勞工團體則以國際勞工組

織（ILO）的主張，強調基本工資應滿足勞工撫養家庭的支出需求，

以勞工家庭扶養為基本工資計算公式應較為合適6。相對地，資方團

體一致反對調整基本工資，認為中小企業及微型企業恐難承受7，甚

至明確主張必須將本勞、外勞基本工資脫鉤處理，才能照顧本地勞工！
8 

    105年蔡英文總統提出制定最低工資專法的競選政見，希望可以

解決目前國內低薪的困境9。為此，首先必須了解我國勞基法所規範

實施的「基本工資」（basic wage）與「最低工資」（minimum wage）

有什麼不同？才能進一步思考制定《最低工資法》可否解決國內薪資

 
5 黃邦平，〈企業利潤共享 全產總：基本工資應漲至 26K 〉。自由時報，2016 年 9 月 8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19473，2018 年 8 月 5 日瀏覽。 

6 台灣勞工陣線，〈基本工資 26K-拒絕低薪危害〉，2015 年 8 月 11 日新聞稿。

http://labor.ngo.tw/news/news-history/46-news-2015/218-news20150811，2018 年 8 月 5 日瀏覽。 

7 聯合新聞網，〈漲基本工資 業界：無法接受〉，

https://tw.news.yahoo.com/%E6%BC%B2%E5%9F%BA%E6%9C%AC%E5%B7%A5%E8%B3%87-

%E6%A5%AD%E7%95%8C-%E7%84%A1%E6%B3%95%E6%8E%A5%E5%8F%97-230309592.ht

ml，2018 年 8 月 5 日瀏覽。 

8 蘋果日報，〈本外勞薪資脫鉤？ 工商界：脫鉤才能照顧本勞〉，2017 年 12 月 29 日。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1229/1268484/，2018 年 8 月 5 日瀏覽。 

9 摘自「2016 年蔡英文的勞動政策六大主張」：為因應受低薪化影響的低所得勞工，我們主張應

定訂「最低工資法」，保障勞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水準，立法改變目前基本工資審議程序，提

高審議的議決位階，並將最低生活所需，參考的社經指標入法，讓制度更為健全，穩定明確的調

整最低工資，撐住勞工及其家庭經濟生活。http://iing.tw/posts/337，2018 年 8 月 5 日瀏覽。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19473，2018年8月5
http://labor.ngo.tw/news/news-history/46-news-2015/218-news20150811，2018年8月5
https://tw.news.yahoo.com/%E6%BC%B2%E5%9F%BA%E6%9C%AC%E5%B7%A5%E8%B3%87-%E6%A5%AD%E7%95%8C-%E7%84%A1%E6%B3%95%E6%8E%A5%E5%8F%97-230309592.html，2018年8月5
https://tw.news.yahoo.com/%E6%BC%B2%E5%9F%BA%E6%9C%AC%E5%B7%A5%E8%B3%87-%E6%A5%AD%E7%95%8C-%E7%84%A1%E6%B3%95%E6%8E%A5%E5%8F%97-230309592.html，2018年8月5
https://tw.news.yahoo.com/%E6%BC%B2%E5%9F%BA%E6%9C%AC%E5%B7%A5%E8%B3%87-%E6%A5%AD%E7%95%8C-%E7%84%A1%E6%B3%95%E6%8E%A5%E5%8F%97-230309592.html，2018年8月5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71229/1268484/，2018年8月5
http://iing.tw/posts/337，2018年8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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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停滯之問題？ 

    有學者認為，勞基法所指「基本工資」，依照文義解釋，即其他

國家所謂的法定最低工資（劉士豪，2011：125）。但有學者認為兩

者概念有所不同，最低工資應就當地的生活程度與各行業不同狀況而

定，且以撫養三口（本人及扶養親屬 2人）的必要生活為準；基本工

資則類似國民所得，依據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物價指數等指標而定，

為一綜合評估（郭玲惠，2011：143）。另有學者從我國相關立法演

進指出，基本工資初期僅為《最低工資法》施行前的過渡規定10，係

未來實施最低工資的基礎，並使雇主在此之前給付勞工工資時有所依

據（鄭津津，2017：144）。 

    由此可知，最低工資是為保障經濟上處於弱勢的勞工，對於最重

要的勞動條件「工資」，所設定的最低標準；此項最低標準的確定並

非易事，不僅要保障工資較低之邊際勞工的生存，也要顧慮到國民總

體經濟的發展及產業界的公平競爭，所以各國對於最低工資之訂定多

循嚴謹程序形成之（黃越欽、黃鼎佑，2012：345；劉士豪，2011：

125）。在勞基法立法之初，我國經濟發展尚在起步階段，係因最低

工資維持三口的標準似嫌過高，不易獲得資方接受，故研議創設基本

工資（以維持本人及配偶，即 1.8 口的生活為準）取代最低工資（鄭

津津，2017：144）。 

    勞動部目前已將《最低工資法》草案送行政院審查11。國會朝野

黨團對於制定最低工資專法的立場則略有差異，立法院民進黨團主張

廢止現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推動「最低工資法」立法，並強調薪資

水準的訂定，應該以保障勞工及其家庭最低生活所需為最高原則，全

 
10 此處要特別說明的是，為了保護勞工最低生活條件並順應世界潮流，我國早在 1929 年就著手

釐訂最低工資，並將最低工資的概念納入當時所頒布的《工廠法》中，根據該法第 21 條規定：「工

人最低工資率的規定，應以工人所在地之工人生活狀況為標準。」但因施行細則並未訂定，所以

該條文實際未曾實施；1930 年 2 月 28 日政府正式批准國際勞工組織第 26 號公約，正式研議制

訂《最低工資法》草案，該法終於在 1936 年 12 月 23 日完成立法程序並頒布實行，為我國在勞

工立法上的重要措施之一。依該法最低工資制定之標準為「就當地生活程度及各項工業工人情形

而定，成年工以維持其本身及親屬二人必要生活為準，童工工資不得低於成年工之半數。」此法

公布後，惜因歷經抗戰、勦匪，致未能順利施行（辛炳隆，2016：5）。 

11 勞動部於 108 年 5 月 29 日將《最低工資法》草案陳報行政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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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考量總體的薪資成長及分配狀況（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總體平均

薪資、勞工生產力成長情形、所得分配比率、勞工最低生活費用等）
12。此外，時代力量黨團也主張訂定《最低工資法》以取代現行基本

工資之相關規定，有關最低工資之標準，以保障勞工及受扶養人之基

本生活水準為主要基準，另得參酌物價指數、國民平均所得、產業發

展情形及整體就業狀況13。至於國民黨團則提出《基本工資條例草案》，

明訂按月計酬的基本工資為 2萬 6,000 元，該條例若未來三讀通過，

在實施的第 5年基本工資也須調高至 3萬元；同時採取外勞與本勞基

本工資脫鉤之外勞排除條款14。此外，國民黨版本主張除中央政府訂

定基本工資外，應授權各地方自治團體得經審議委員會，並參考最低

生活費、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及其他特殊情形，訂定區域性「特別

基本工資」，且僅能高於中央所訂之基本工資（辛炳隆，2016：12）。 

    支持制定《最低工資法》的勞工團體則強調，明定最低工資調整

的參考性與強制性指標、計算基準，才能保障勞工在社會環境快速變

遷下維持穩定生活，故建議比照各國在決定最低工資時，納入「勞工

及其家庭需要」與「經濟因素」這二個面向。所謂「勞工及其家庭需

要」係指「確保已就業之勞工可獲得適當的社會保護」，故以各國的

「生活成本」、「本國一般工資水準」、「家庭成員需求」與「社會

群體間的相對生活水準」等指標為調整最低工資的依據。其中「生活

成本」指標受最多國家採用，目的為「確保本國勞工可以擁有一定程

度的購買力」，故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及「通貨膨脹率」為其主要

指標；另外有些國家特別將「勞工需求」明定為最低工資必須滿足的

目標。至於「經濟因素」的考量面向，則以「經濟成長」、「生產力

水準」、「實現與維持高水準的就業」、「經濟競爭力」與「企業的

財務能力」為主要指標。綜觀各國調整最低工資的參考指標，大都以

 
12 顏振凱，〈51 勞動節 民進黨將推動最低工資法〉。風傳媒，2015 年 5 月 1 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48154，2018 年 8 月 5 日瀏覽。 

13 參閱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2016 年 5 月 4 日），2018 年 8 月 5 日

瀏覽。https://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1/12/LCEWA01_090112_00069.pdf 

14 陳鈺馥，〈國民黨推「最低工資法」 第 5 年 30K、雇主違法罰百萬〉。自由時報，2016 年 5 月

25 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08524，2018 年 8 月 5 日瀏覽。 

http://www.storm.mg/article/48154，2018年8月5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08524，2018年8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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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滿足「勞工及其家庭需要」為基本前提，在此基礎上再參酌「經濟

因素」相關指標作適度的調整提升15。 

    近年因全球化等因素，許多國家勞工薪資收入之差異逐漸擴大，

甚至出現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所謂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現象。基此，各國紛紛重新檢

視最低工資政策，期待透過工資政策之調整，以較完善的法令規章，

保障邊際勞工，使其得以公平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部分長期習慣仰

賴勞資協議解決工資或其他勞工問題的國家(如：德國)，也開始訂定

最低工資法案，透過法規制定保障邊際勞工之基本生活。 

       勞動小提醒 

一、有哪些行業的工作者適用基本工資之規定？ 

    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工作者，雇主給付勞工之工資，皆不得

低於基本工資。目前除了部分行業或工作者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

工作特性等因素經勞動部指定公告不適用外，已全面適用於其他一切

勞雇關係。 

二、學校工讀生是否適用基本工資之規定？ 

    公立學校之工讀生如與學校間具僱傭關係，且為非依公務人員法

制進用之臨時人員，即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私立學校之工讀生，

如與學校間具僱傭關係，已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自應適用基本

工資規定。 

三、技術生是否適用基本工資規定？ 

    技術生係以「學習技能」為目的，與事業單位間非屬勞雇關係，

故技術生領取之報酬係屬生活津貼而非工資，應另於書面訓練契約中

訂明。 

 
15 參閱台灣勞工陣線，〈最低工資要立法系列六：調整最低工資，應參考哪些指標？〉，2018 年

8 月 5 日瀏覽。http://labor.ngo.tw/follow-topics/122-minimum-wages/638-minimum-wages06 

http://labor.ngo.tw/follow-topics/122-minimum-wages/638-minimum-wages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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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哪些工資項目或獎金（津貼）可以納入基本工資計算？ 

    凡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2條所定「工資」定義之項目，均可納

入。也就是說，工資非以底薪為限，不論雇主以任何名義之給與，如

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均屬「工資」範疇。 

五、基本工資「時薪」為何要考慮折入「例假」工資？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每 7日應有 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除應放假外，並應由雇主照給例假工資（亦即雖無出勤義務，惟雇主

仍應給付原約定之報酬）。按日或按時計酬之勞工，依法亦有上開規

定之適用，故除按勞資雙方約定之時薪、時數給付工資外，雇主仍應

另行比例給付部分工時勞工例假日工資。有鑑於實務上，部分雇主並

未另行給付部分工時工作者例假日工資，時生爭議，所以將本來就應

由雇主負擔的「例假」工資折入基本工資「時薪」中，以後遇有例假

只須給假，不必外加計給例假工資，以減少紛爭。 

六、基本工資時薪為何不考慮折入國定休假日之工資？ 

    《勞動基準法》有關國定休假日規定之意旨在保障有出勤義務之

勞工當日免於出勤而雇主工資應照給之權益，至原約定無出勤義務者，

自無工資請求權。當日出勤者依現行法令本可取得加發一倍之工資。

如一律折入現行 12 日國定休假日後，將使無出勤義務者額外取得工

資，國定休假日當天出勤者卻無取得加倍工資，對勞工權益反有減損，

有失衡平。 

七、按時計酬者延長工作時間（加班）時，其延時工資（加班費）如

何計算？ 

    按時計酬者係以其約定之每小時工資額（111年為不低於 168元）

為基礎，並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24條規定計算延時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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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大挑戰 

    有關勞基法「基本工資」的強制規定及每年審議是否調整之作法，

是否有助於改善勞工低薪問題，或者是反而引發國內失業問題的惡化，

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正反兩方的爭辯。以下有 2篇新聞報導，提供同

學思考及討論我國現行基本工資制度，另也請同學蒐集基本工資相關

報導，分組討論關於基本工資的訂定，應該要考慮哪些要素？ 

新聞報導 1 央行：我國基本工資仍有上調的空間 

2018-06-25 05:54聯合報 記者沈婉玉╱即時報導 

  央行最新報告指出，以國際比較觀察，我國基本工資仍有上調的空

間；調升基本工資不會影響就業，有助改善所得分配，甚至可提升需

求促進經濟成長。基本工資若提升，預估受惠人數 200萬人，主要受

惠族群是女性、年輕人及製造業勞工。 

  央行總裁楊金龍表示，央行在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

幣值穩定等目標下，還有協助經濟發展的責任；勞動市場影響物價與

經濟發展，因此央行十分關注勞動市場。 

  楊金龍指出，我國正推動最低工資法立法，因此央行研究各國最低

工資制度及相關規定，並提出建議，提供勞動部參考，但勞動部不必

然會採納。 

  央行表示，不論以最低工資相對薪資中位數比率，或相對平均薪資

比率等指標來觀察，目前我國與國際比較尚屬居中，顯示該比率仍有

調升空間，因此合理適度調高基本工資對於強化勞工生活保障應有助

益。 

  根據臺大經濟研究所盧其宏的研究，我國 2007 年 7 月調整基本工

資，使低薪者所得明顯提升，與其他薪資階層的薪資差距縮減，對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zNjY=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E%E8%A1%8C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F%BA%E6%9C%AC%E5%B7%A5%E8%B3%8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96%AA%E8%B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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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未發現不利影響。國外也有實證研究指出，調升最低工資對就業幾

無負面影響且可改善所得分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國際貨幣

基金會（IMF）及國際勞工組織（ILO）更認為提高最低工資不但領最

低工資的勞工受惠，領略高於最低工資的勞工也會加薪，可促使消費

支出增加，提升需求及就業，有利促進經濟成長。 

  央行評估，基本工資若增加，將影響約 200萬勞工。這些受影響勞

工中，女性人數略多於男性，以 24 歲以下占比 16.4%最高，以行業

別來看則以製造業占多數。 

新聞報導 2 漲基本工資 業界：無法接受 

聯合新聞網  2018年 8月 2日 上午 7:03 

    基本工資即將雙漲，且時薪調幅將大於月薪。基本工資審議委員

會工商界委員昨（1）日表示，近年來，都是政府強勢主導基本工資

調升，是政治決定基本工資，已經違背勞基法有關基本工資審議的原

則與精神，建議政府自己決定、宣布調幅，自行承擔施政結果。 

    對於基本工資月薪調幅可能約 5%，時薪調幅更可能逾 7%，工商

界代表直言「無法接受」，而且，工商界代表強調，這不只調薪而已，

包括勞健保、勞退提繳等法定成本也會跟著增加，對很多中小企業或

是微型企業，恐難承受。 

  一位工商界代表指出，製造業多為全職勞工，工資鮮少低於基本工

資，衝擊會較小；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今年時薪調幅高於月薪，對服

務業衝擊大，再加上先前軍公教年金改革及陸客來臺減少，將對服務

業造成多重打擊。此外，就企業經營而言，一旦人事成本短期內漲得

太快，將會迫使業界加快腳步，朝無人商店去發展。 

  另一位工商界委員也說，調升基本工資不可能改善國內的低薪狀況。

自 2011 年至今，基本工資月薪調升 23%，時薪更調升 42.8%，可是對

於薪資高於基本工資的族群，這樣的調整並無法帶動他們薪資的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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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進一步指出，國內低薪問題，究其原因是政府一直壓低物價，不

讓廠商真實反映成本，就無法替員工加薪。若這次基本工資調升，時

薪調幅較大，照顧打工族也立意良善，但之後服務業勢將反映成本，

進而帶動消費者物價上升，屆時希望政府不要又出來抑制物價、約喝

咖啡，最後只會逼得廠商關門大吉。 

  該位產業界人士直言，這幾年，不論工商界怎麼反映，願不願意，

基本工資調升都是政治決定，這已經違背勞基法有關基本工資由勞資

政學四方審議的原則；今年是選舉年，政府對基本工資調升已有既定

看法，建議也不必再問工商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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