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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15次會議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壹、時間：108年 6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地點：本部 601會議室 

參、主持人：許部長銘春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報告事項： 

第一案：報告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14 次會議決議（定）案執行情形。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辛炳隆委員 

請問「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及「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關注之

重要民生物資 CPI年增率」是否代表不同的意涵？另外有否發布

「生活物價指數」？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CPI)為全國性綜合指標，可作為央行貨幣政策、

稅務與社會福利給付調整的參考數據，至於「重要民生物資物價

指數」，係國發會就 CPI查價項目中挑選民眾較關注的 17項物

品，並由主計總處彙編而成的物價指數，但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

並非僅關注該 17項數據，其他物價統計指標政府亦會關心。 

二、參考日本及歐盟等作法，編製「購買頻度別物價指數」，以取代

原有的「生活物價指數」，藉由呈現民眾較常購買消費項目的價

格變動，俾更貼近民眾感受，相關資料可至主計總處的物價專區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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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提請 公鑒。 

邱一徹委員 

一、附件二，(二)國內外機構預測之經濟成長率，有關國內機構部分，

再次建議增列中央銀行，以更客觀觀察國內的經濟發展趨勢。 

二、另附圖一受僱人員報酬占 GPD比重國際比較部分，上次會議( 3

月 29日)已做成決議，僅做數據呈現，不加負面評論文字，以避

免誤導。建議說明文字刪除『我國企業盈餘分配於勞動份額(受僱

人員報酬)，與南韓及新加坡同屬相對為低』。 

三、有關失業給付及工廠及商業登記歇業、公司解散/撤銷/廢止的數

據，與去年同期比較都是兩位數成長，但同期失業率卻只有增加

0.03個百分點，請問這種現象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統計處 

一、中央銀行於召開理事會時，會提供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未來可

蒐集資料以供委員參考。 

二、勞工須取得非自願離職證明後，才能申請失業給付，因此勞工離

職與申請、領取失業給付的時點會有落差。至於失業率變動不大

的原因在於事業單位經營困難時不會立即解僱勞工，數據的變動

會比較小。如果再蒐集與比較新成立或新進入市場的數據，應該

可以更瞭解實際的市場狀況。 

李健鴻委員 

一、依就業保險法規定，申請失業給付要件為非自願離職者，而「初

次認定申請件數」，指失業勞工第一次至就業服務站申請的統計

數字，而「核付件數、金額」則是統計領取失業給付第 1個月至

第 6個月的總件數與金額。 

二、目前只有呈現解散、撤銷及廢止家數的數據，建議再蒐集其他領

先指標數據，如訂單、僱用新進員工需求成長率、以瞭解整體商

業活動的經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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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炳隆委員 

一、有關 107年 4月失業率與 107年失業給付年增率相近，但 108年

初有幾間大廠出現大量解僱，政府透過進場輔導與協助勞工申請

失業給付，可能因此出現與去年同期相比數據落差變大的結果。 

二、中央銀行會透過總體計量模型，進行經濟成長率的預測。而各單

位對經濟成長率的預測，會因為發布的時間點而有所落差，建議

未來可以列出同單位不同時點的預測資料，以瞭解該單位對景氣

趨勢的看法。 

鄭富雄委員 

一、基本工資調整，應著重於中小企業及邊際勞工的影響與效果。 

二、目前美中貿易戰對我國的影響很大，間接也會影響 GDP，而且只

會越來越差，建議基本工資的調整除了消費者物價指數外，經濟

成長率也要納入參考。 

王清風委員 

一、中央銀行 108年 3月預測的經濟成長率是 2.13％，6月預測為

2.09％，代表未來景氣會向下發展，未來調整基本工資，必須考

量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 

二、各行各業的薪資結構雖然不一樣，但面對的大環境是相同的，目

前景氣預測是向下，不反對調整基本工資，但勞資雙方必須考量

整體經濟情勢後，找到雙贏的平衡點。 

辛炳隆委員 

中央銀行會下修經濟成長率，以及近期發布的單位預測都比較低

的原因在於，第一季與第二季是已經發生的事實，而且比預期的

還差，自然會予以修正，但不代表未來一定會比過去低，比如臺

灣綜合研究院在 108年 6月 14日公布的資料，第三季與第四季的

預測和其他單位差不多，建議回到客觀數據解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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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語委員 

一、從去年（107 年）到今年為止，我國對中國、香港的出口成長率，

11月-8％、12月-9.9％、1月-7.4％、2月-10.4％、3月-15％、4

月-8.8％、5月-6.9％、6月也是負成長，至於整體的出口成長率

11月-3.5％、12月-3.2％、1月-0.3％、2月-8.8％、3月-4.4％、4

月-3.3％、5月-4.8％，6月也是不樂觀。 

二、調整基本工資會有正反兩面的影響，如果企業界無法承受、勞工

失業率提高，政府應該要承擔最後的責任。 

李健鴻委員 

我國去（107）年 11月到今年 5月的整體出口與訂單變化，都是

呈現衰退的狀況，而最近 4、5月的訂單變化應該可以預測下半年

的情勢，因為訂單變化是屬於領先指標。據統計，我國來自中國

的訂單 4月減少 9.93％、5月減少 13.87％，不過整體出口僅減少

約 3%-4％，原因在於對於美國的出口大幅增加，其中 3月增加

25.2％、4月增加 21.5％。雖然對美國的出口增加，但來自美國的

訂單自今年以來都是呈現負成長，可以預測下半年來自美國的訂

單仍然是衰退的可能性較高。 

何語委員 

一、 目前我國外銷結構，中國占 40％、美國占 12％，因此，雖然對

美國出口有成長，但因為基期不一樣，所以仍然無法彌補缺口。 

二、 我國是全世界 GDP 外銷比重最高國家，且屬於海島淺碟型經濟，

容易隨著世界經濟變化而受到影響。國內雖然人才多、但沒有

原物料與生產基礎零組件，因此相當仰賴貿易，又目前中國對

美國出口電子產業，前十大廠商有 8家是臺商，中美貿易戰自

然會影響到臺灣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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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炳隆委員 

有學說認為經濟不景氣，反而更要透過調整基本工資來帶動內需，

但必須拿捏調整的幅度，最近韓國與中國大幅調整最低工資卻造

成景氣停滯，可以作為借鏡。適度溫和的調整，對景氣未必是壞

事，但如果為了刺激內需而大幅提昇時，容易出現反效果。 

鄭富雄委員 

一、調整基本工資究竟對中小企業的影響為何，是否會因此造成關廠、

倒閉，希望能夠有相關研究調查。 

二、上次基本工資審議時，CPI是勞資雙方有共識的項目，但建議

GDP還是要納入考量，其他參數可以再討論。 

許舒博委員（劉守仁 副秘書長代理） 

目前 GDP的預測都是向下修正，而貿易出口不振連帶會影響內需

產業，尤其餐飲業及旅宿業勞工的薪資不高，貿易戰預期心態影

響，社會大眾消費態度更將趨於保守，使得內需市場更為緊縮，

將造成惡性循環，希望調整基本工資時，能夠多考量當時的經濟

環境。 

李健鴻委員 

一、就 OECD國家最低工資調整幅度而言，我國最近一次調整的幅度

為 5％，在 OECD中是位於中後段，並不是很高的調幅。 

二、有美國學者在金融海嘯後認為經濟不景氣時，對於本來就屬於低

薪的勞工影響更大，因此，更應該要透過調整最低工資，以維持

低薪勞工的基本生活，建議基本工資調整時，應該要併同考量經

濟狀況與低薪勞工的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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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語委員 

一、根據統計，我國的國民總所得 5800多億美元，在 OECD的 36國

中，排名第 34名，但貿易進出總額排名第 18名。既然經濟體在

OECD排名第 34名，基本工資調整也不可能排到前 10名。 

二、美國去（107）年 GDP為 6萬 2千美元、新加坡為 6 萬 1千美元、

香港 4萬 8千美元、日本 4萬美元、韓國 3萬 2千美元、我國為

2萬 5千美元，前年只差韓國 5千美元，但去年差距已經到 6千 5

百美元，代表我國 GDP整體成長力遲緩。 

三、至於基本工資調整能否刺激內需，還是要看有沒有動能，我國內

需消費比重過低。不過根據統計調查，國內企業仍然有替勞工調

薪，只是企業股利股息發太多，導致高收入者，十年來銀行存款

成長 10％，而中低階層勞工，存款減少 8％。未來是否要調整基

本工資，仍然應該要視整體的經濟狀況而定。 

郭秀娟委員 

一、國內企業的股利股息發太多，的確會影響勞工加薪的機會。資方

希望賺錢、勞方希望加薪，政府希望人民生活好過，大家都希望

能透過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創造三贏局面。 

二、資方提出相當多的數據，勞方委員也能夠理解，但勞工看的不是

數據，而是關心 23,100 元扣掉房租、生活必要費用後能不能生活。 

三、政府政策性的提高基本工資，是因為過去的基本工資已無法維持

低薪勞工生活，如果沒有政府居中協調勞資雙方，要求資方提高

基本工資是非常難的。希望資方能夠有同理心，如果可以多釋放

一點善意，那後續會比較好協商。 

張家銘委員（黃淑惠秘書長 代） 

一、勞工並非無病呻吟，而是真的無法生活下去，即使鄉下地方，

23,100元都不一定能夠維持生活所需。 

二、目前的問題在於企業利潤沒有分享給共同努力打拼的勞工，所以

才會請政府拉勞工一把，希望資方能夠將利潤適當的分享給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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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政委員 

一、今天在此不應區分資方或勞方，畢竟大家都共同生活在臺灣這塊

土地，臺灣經濟發展好，才能共享其榮。 

二、目前上市上櫃股利股息發太多，而中低層勞工存款卻越來越少，

在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下，社會分裂將會越趨嚴重；貧富差距過

大，對國家發展也不利。 

三、我國基本工資調幅在 OECD中是中後段，雖然不敢奢求調整的絕

對數字趕上先進國家，但如果調幅低、調幅的絕對數字也低，就

會離先進國家越來越遠。建議勞、資、政應該要共同努力，並拿

出氣魄，讓基本工資的調幅趕上先進國家，絕對數字也有先進國

家的水準，讓 GDP也趕上先進國家。 

四、去年 8 月調整基本工資時，除了參考重要民生物資 CPI 年增率外，

也有討論經濟成長率、勞動參與率及最低行業別的工資等各項數

據，今年 8月也會有客觀的數據可以討論，希望大家能夠把經濟

體做大，並增進中低層勞工的基本生活，社會才會更和諧，對國

家發展才有利。 

 

陳英玉委員 

一、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為了維持邊際勞工的基本生活而努力，是否

有中小企業因為基本工資的調整而歇業關廠倒閉，但如果只是因

為基本工資調整就受到影響，那臺灣的經濟也太不堪一擊，這是

必須要嚴肅面對的議題。 

二、建議可以納入中央銀行的經濟成長率預測，以及加入國民存款率

增減的數據。 

三、希望資方利潤能夠合理分配給勞工，勞工也會更努力付出工作，

以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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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語委員 

一、目前我國人均 GDP為 25,500美元，基本工資為 23,100元，換算

下來基本工資比重約 39.3％，世界各國大概都是接近這個數據。

又多數國家並不會特別注重最低工資，如美國聯邦訂最低工資

7.25美元後，各州政府可再自行決定不低於聯邦的最低工資。 

二、我國每次調整基本工資受惠對象，其實都是外籍勞工，礙於我國

有簽訂兩公約，所以不能對外籍勞工有不同對待。 

三、每間公司都會評估勞工的薪資結構、獎金，薪資太低無法招聘勞

工，而目前我國海外青年超過 75萬，這不是好現象，公司會考量

情勢，調整合理適當的薪資結構。 

四、我國目前銀行的儲蓄率在亞洲國家中最高，約有 26.4％，國民儲

蓄率越高代表消費力道越弱。 

張家銘委員（黃淑惠秘書長 代） 

建議回歸關注收入在水平以下的邊際勞工，因為邊際勞工生活困

難才會無法儲蓄，生食都無夠，哪有通曝乾。因此，要著重如何

調整基本工資以維持邊際勞工的基本生活。 

邱一徹委員 

實施基本工資的目的是要照顧邊際勞工，但如果薪資調高至跟一

般勞工一樣，邊際勞工還會有就業機會嗎？照顧弱勢勞工是社會

的共同責任，但政府應負擔更多，不應推給企業。弱勢勞工薪資

不高，建議透過社會福利管道提供補助，以達到確實改善生活之

目的，比如。提供租屋津貼、育兒津貼等。齊頭式的調整，邊際

勞工到底有沒有受惠或是可能造成就業更困難? 請大家再仔細考

慮，不要愛之反而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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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案由：討論 108年度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召開時間。 

決定：訂於 108年 8月 14日上午 10點召開會議。 

 

柒、散會（下午 3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