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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第 36次會議 

與會人員發言紀要 

壹、時間：110年 10月 8日（星期五）10時 

貳、地點：本部 601會議室 

參、主席：許主任委員銘春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報告事項： 

案由：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報請公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何委員語 

一、 今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編製 GDP 時，是否有納入土地交易金額、高

科技投資及海外投資、民間捐贈疫苗金額、政府紓困總額、軍

購、採購疫苗及建設投資等支出？  

二、 經濟與出口成長是少數產業所帶動，當今是傾斜式產業發展，本

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日前進行的調查報告顯示，僅電機電

子、鋼鐵及石化產業超過 50％以上的營收成長，但該等產業中亦

有一定比例以上的公司營收減少，更遑論許多傳統產業的經營依

然艱困。各國都希望將 GDP 數值美化，因而不斷變更並擴大取樣

內容，決定 GDP 計算項目之前，應考量該項目對於實質生產力是

否有所幫助。建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書面資料參考。 

鄭委員富雄 

一、 行政院主計總處應說明今年 GDP 預測值 5.88％，係如何估算，是

否有虛增的情形。 

二、 外銷部分，去年上半年只有半導體等電子資訊產業成長，其他產

業都很慘淡。GDP 與民間投資，也以半導體產業的貢獻最大。本

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廠商主要經營電機電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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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產業，我國的 GDP，至少有 5 成以上是本會會員廠商帶來的貢

獻。GDP 的成長表現，雖然要適度回饋給勞工，但各行業的經濟

狀況不盡然相同，也應一併考量。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一、 GDP 就支出面的定義，為 C(民間消費支出)+I(投資支出)+G(政府

消費支出)+X(輸出)-M(輸入)。政府紓困政策部分，如是政府以移

轉性支付的形式，不會直接計入 GDP，如現金移轉給家庭，會成

為家庭的可支配所得，進而增加民間消費，才會計入 GDP。政府

向國外採購軍事用品及疫苗，使政府消費支出及輸入(GDP 的減

項)金額同時增加，故不會影響 GDP。另外，總處於預測 GDP 時，

有將政府紓困措施納入考量。 

二、 至於土地購買部分，於計算 GDP 的固定投資支出時，土地的移轉

或購買不會列入計算，建廠及智慧財產等可以促進實體經濟的固

定投資，才會計入 GDP。 

三、 主計總處預測今年國內經濟成長率為 5.88％，放眼國際，此為極

優異的經濟表現，成長動能來自出口與投資。出口部分，我國半

導體極具國際競爭力，加上全球經濟慢慢回溫帶動傳統產業的需

求增加，因而今年我國半導體、新興科技等高科技產業，及鋼

材、塑橡膠、石化等傳統產業出口表現均非常亮眼；另國內的固

定投資擴增，半導體大廠或是之前回流的臺灣廠商持續擴大投

資，且政府亦積極推展綠能建設。惟在疫情影響之下，國內消費

相對較為疲弱，但在出口及國內固定投資的帶動之下，於 8 月預

測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5.88％。 

四、 今年 5 月起是疫情最嚴峻的時刻，經過初步統計，今年第 2 季民

間消費衰退 0.41％，預測第 3季衰退幅度約為 0.58％，由於政府

於第 4 季開始推行振興措施，因此，主計總處預估民間消費於第

4季轉為正成長 4.01％，預測全年民間消費成長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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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委員炳隆 

方才行政院主計總處提到國內消費疲弱，但以統計資料看來，今年民

間消費預估仍是正成長，第四季成長幅度尤其顯著。 

陸、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現行基本工資是否調整一案，提請討論。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林委員恩豪 

新聞媒體已經報導，勞工團體期望今年基本工資可以調升 8％至 10

％，但對我們勞工團體而言，期待越高、傷害越深，因而希望雇主團

體代表能審慎地考慮勞工的需求，不要讓勞工期待落空。綜觀過往參

採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及經濟成長率（GDP）的數值，加上

去年勞方共體時艱而未調足基本工資的部分，綜合加總評估，個人認

為，今年基本工資調幅絕對不能低於 5％。 

劉委員守仁 

從去年邊境管制迄今，觀光產業及伴手禮品業受到第一波衝擊。商總

會員為全國不同行業的公會團體，6 月初調查當時約有 50 個行業受到

三級警戒影響。此次疫情拖垮國內許多內需產業，目前餐飲業及旅宿

業持續受到疫情影響，許多店家停業或歇業，縱使 7月 27日起降為二

級警戒，陸續發布微解封等措施，但仍看不見服務業真正復甦的時間

點，政府的統計數字與實際狀態有落差。GDP 的數據掩蓋了服務業的

慘況，受創的服務業都是邊際、微利的產業，無力承擔基本工資的調

整。 

游委員永全 

根據調查，臺灣約有 97％企業屬於中小企業，國內勞工受僱於中小企

業者約占八成。中小企業中約 19％左右是生產口罩、防疫商品的疫情

相關產業，有較好的成長，但多數的中小企業都是屬於內需產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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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旅遊、服務業受創嚴重，會展業近半年來業績掛零。如以電子電

機產業高成長的思維去考量基本工資的調整，無疑是重創內需型的中

小企業。面對疫情發生，建議基本工資審議應有差異性思維，避免以

一概全而衝擊受僱員工最多的中小企業，此非全民之福。 

余委員玉枝 

國際原物料短缺，運費提高，原物料成本大漲，加上缺工問題，企業

的營運成本大增，利潤減少。經濟成長率在少數產業帶動下，出口長

紅，但內需倒地，國內中小企業不堪負荷，經營依然艱困。另外，全

球經濟低迷，國內今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為 5.88％，明年則是降至

3.69％，成長衰退。百業艱困，請體恤企業經營困難，不宜再調漲基

本工資。 

游委員宏生 

GDP 是衡量財政收支的工具，是一種會計帳，帳目複雜，資料難以精

確，產業景氣就是一種循環波動，隨時在移轉。GDP 只是審議基本工

資的其中一項參考指標，仍有 CPI 等其他數據可併同參考。今日討論

的基本工資，目的要照顧低薪的邊際勞工，去年考量疫情發展無法預

料，勞方共體時艱，同意微調，今年經濟成長預期良好，基本工資調

幅應達 10％。 

邱委員一徹 

調漲基本工資，服務業及旅宿業首當其衝，而這些產業遭受疫情影

響，不須接受政府紓困，若再被要求調漲基本工資，無疑是雪上加

霜，不合常理。 

莊委員爵安 

GDP 是基本工資參考的指標之一，去年下半年臺灣疫情守得好，經濟

表現亮眼；今年度討論基本工資時，除了就相關數據來做討論外，勞

方委員希望也併同考量去年度共體時艱的部分。至於資方委員擔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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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企業的營運，勞方委員也瞭解，但此部分政府給予紓困。若調漲基

本工資，政府可考慮提供配套措施。 

張委員家銘 

基本工資是否調漲，應就數據來討論。去年勞方共體時艱，基本工資

僅調升 0.84％，但事實上去年的經濟表現亮眼；今年 CPI 年增率上揚，

經濟也有成長，更應調升基本工資，否則將對邊際勞工造成傷害。雖

然各行業狀況不同，但基本工資是一體適用，從未按行業或區域而有

區別。況且，從去年迄今，針對受疫情衝擊的產業，政府持續提供紓

困振興方案，並滾動式檢討。至於內需市場的問題，調漲基本工資亦

有促進內需消費的效果，反而更加需要調漲。另外，關於失業率及通

膨的問題，從相關數據看來，調漲基本工資與其並無絕對的關聯。 

陳委員佩利 

因應疫情三級警戒，今年 6 月 7 日起，經濟部已針對商業服務業的艱

困事業，提供營業衝擊補貼，共計核准 22.4 萬家，補貼金額達到 342

億。疫情警戒降為二級後，仍有部分娛樂場所持續關閉，經濟部自 9

月 29 日起線上受理這些艱困事業申請營業補貼，期限至 10 月底止。

方才委員所提對於內需產業受疫情衝擊的配套措施，待今日委員會確

認基本工資調幅後，經濟部、勞動部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將共同研議。 

何委員語 

美國受到通貨膨脹影響而經濟下滑，全球出口量漸漸減少，未來全球

原物料將大幅漲價且短缺，明年下半年供應鏈會斷鏈，許多中型以下

企業恐因資金周轉不靈而倒閉，應慎重考慮基本工資的調漲，必須視

未來的發展狀況，況且基本工資調漲，僅有移工受惠。政府擬提供配

套措施，用意良善，但畢竟屬短期措施，難以全面兼顧。 

李委員健鴻 

一、日前世界貿易組織（WTO）發表報告，估計今年全球貿易總量會成

長 8％，且明年仍為正成長，至少 4％至 5％，估計可能有部分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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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供應鏈發生狀況，但不至於斷鏈，況且疫苗涵蓋率提高後，

疫情將趨緩。 

二、 去年德國、加拿大及愛爾蘭相關研究結果發現，最低工資調幅若

適當，對於基層勞工的失業率幾乎無負面影響，且在疫情期間，

勞工用以購買生活物資，對內需消費市場有正面貢獻。只有德國

報告中提出，調漲最低工資後，勞工工作時數略有減少，但主要

係因生產效率提高所致。 

三、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今年 9月 13日發布的薪資及生產力統計，全

體就業人數或工業、服務業部門的就業人數，6月份為負成長，

但 7月底已呈正成長；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運輸倉儲業等

內需服務業的就業人數，也為正成長，此代表該等行業在疫情期

間雖受到影響，而在疫情解封後，已重新召回員工，甚至有擴充

人力的現象。現在國內勞動市場已恢復接近去年 7月至 8月的狀

態，個人是正向看待今年基本工資的審議。 

徐委員坦華(劉進發理事長 代) 

基本工資調漲目的是為了照顧邊際勞工的基本生活，同時帶動國內消

費支出及經濟成長，共創勞資雙贏，個人是樂觀其成。去年勞方共體

時艱，僅微幅調整，今年經濟成長率預估為 5.88％，9 月份 CPI 年增

率已突破 2％，大家應該理性討論，希望今年能合理的調漲基本工資。

面臨疫情當下，政府可以滾動檢討紓困振興措施或協助企業轉型。 

黃委員稜茹 

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5.88％，勞工應合理分享經濟成果，去年勞方共

體時艱，基本工資調漲幅度僅為 0.84％，但 GDP仍有 3.12％的成長。

綜合去年及今年的經濟成長表現，個人認為此次基本工資必須調漲，

且應該適當補回去年未調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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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委員一徹 

去年受疫情影響，微幅調漲基本工資，這是勞資雙方共體時艱，政府

協調所獲得之結果，很遺憾今天多位勞方代表卻表示，去年資方「欠」

勞方調薪，今年必須補漲回來，在此必須嚴正釐清，經濟活動有賴勞

資雙方通力合作，去年資方亦不好過，勉力維持營運，就是為了照顧

員工。基本工資目的是為了照顧邊際勞工，這點雙方都有共識，但以

109年 8月失業率 3.99％來看，今年 8月更攀升至 4.24％。，調漲基

本工資，確實會增加年輕打工族之收入，但中高齡邊際勞工可能面臨

失業問題，這些人失業就會影響生計，造成社會問題。去年是由部分

產業帶動出口成長動能，中小企業並無共享亮麗的出口成果。 

林委員麗華(許英義秘書長 代) 

內需產業慘淡經營的問題，勞動部已提供許多紓困方案如充電再出發、

職務再設計等。對於因為調整基本工資而受影響的產業，政府也允諾

提供相關配套措施。以今日議程數據來看，110 年第 1 季服務業按產

值編算之勞動生產力指數為 123.54％，較去年同期成長 8.54％，這顯

示基層勞工的勤勞，努力增加產出。109 年全體家庭平均每人每月消

費支出，較 108 年增加 1.67％，而最低所得組之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

出，較 108 年增加 7.54％，其花費在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住宅及食物

二項目就占 5 成，明顯偏高。如果各位委員都認同照顧邊際勞工是必

須的，應該聚焦在相關數據的討論，來決定基本工資的調漲。 

鄭委員富雄 

關於配套措施部分，經濟部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應提出具體的補貼額度

及期間。補貼期間，個人認為與疫苗施打達一定比率及實體貿易的開

啟時間有關，樂觀預測為明年中，悲觀預測則到明年底才有機會達標。

個人非常贊成對於基本工資調漲應有配套措施，如果現在提出配套條

件及方式，或許調幅可有不同的變化。至於方才勞方委員提到因為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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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生產力指數的成長，應該調高基本工資，但其實不然；當然勞方也

有貢獻，但以高科技產業為例，勞動生產力的增加，大多因為自動化

生產投入所產生的結果。 

許主任委員銘春 

基本工資是適用各行各業，各委員的任務是就相關數據及整體社會經

濟發展情勢，通盤考量決定是否調整及調整幅度。以 GDP 經濟成長率

及 CPI 年增率來看，今年應該有調升的空間，因此建議聚焦討論調幅。

另外，委員提到內需服務業受疫情影響，政府確實應該提供紓困振興

措施予以協助，若今日決定調漲基本工資，後續經濟部、國家發展委

員會及本部將進一步研議。 

張委員家銘 

過去 2 年針對疫情，政府已提供相關紓困振興措施，以彌補受創產業

的虧損，如為了基本工資調漲而提供配套措施，此例一開，將永無止

盡。經濟及防疫表現比我國差的日本及韓國，都有調整基本工資，我

們沒有理由不調，而且漲幅要能反映經濟成長，將經濟成果與勞方分

享。希望資方委員表達可接受的調幅數字，進行實質討論。 

何委員語 

一、政府應思考如何解決年輕人的高失業率問題，並幫助其有更好的

就業機會，目前年輕人失業率超過 12%以上。 

二、基本工資調漲，若確實能幫助本國的邊際勞工，個人相當贊成，

但調漲往往只有移工受惠，每次調漲移工增加 60億左右匯出去。 

三、 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 108 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中

位數為 49.8 萬元，個人估算，109 年薪資中位數約為 50.7 萬

元、110 年為 54.8 萬元，基本工資占薪資中位數比例約 52.56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比例並未偏低。 

四、 明年健保及勞保保費可能再度調整，企業的法定勞動成本占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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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逐年升高，若再調整基本工資，中小企業是雪上加霜，勞

動成本佔比在 20%左右。 

劉委員守仁 

疫情重創服務業，多數企業靠貸款維持營運，尤其受邊際管制影響的

遊覽車及伴手禮等產業，慘不忍睹。如果今年調漲基本工資勢在必行，

對於受創的內需產業，調漲的差額應由政府配套措施支應，包含法定

勞動成本如勞、健保等。至於補貼期間建議實施至國境解封後 3 個月，

給予業者回復正常營運的緩衝時間。 

蔡委員培松 

本會(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會員以中小企業居多，政府雖有

提供紓困措施，但對於受疫情衝擊的企業而言，絕對不足。連續 2 年

的疫情影響，且明年可能仍無法恢復，決定基本工資是否調漲與調幅

時，應考量服務業的慘淡現況。經濟數據雖然表現亮麗，但進、出口

增加，廠商成本相對同時提高，侵蝕毛利，利潤沒有增加。 

蔡委員明芳 

一、110年經濟成長率為 5.88％，110年 9月 CPI年增率已逾 2％，按

過往討論基本工資的方式，以 CPI 年增率及 1/2 之經濟成長率計

算，調幅至少應有 4.94％，但不宜超過經濟成長率 5.88％。如欲

聚焦討論，可就此幅度作為基礎。 

二、國內機構預測物價上漲率約僅為 2％，係因攸關民生的水、電、

油、氣事業受到政府一定的控管。 

三、店家倒閉的原因眾多，例如原有經營即面臨問題，外送平台的崛

起讓實體零售餐飲業面對競爭壓力等，不盡然全係受疫情影響。

至於方才委員提到內需產業的問題，經濟部應給予中小企業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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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健鴻 

一、去年 OECD約有 4成 5的國家疫情慘重，但仍然調升最低工資，其

中逾半數國家，由政府給予補貼。 

二、多數 OECD 會員國以「薪資中位數之 2/3」作為低薪標準，以台灣

在 108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全年總薪資中位數為 49.8萬元作

為基準，若是以 OECD 的低薪標準計算，則台灣的低薪標準約為

27,600元。 

辛委員炳隆 

基本工資審議的模式應該穩定，依照過往經驗，CPI 年增率通常採計

過去一年的數值充分反映，經濟成長率通常採計當年度預測值作為考

量，至於經濟成長果實的分配比例，可視當年度情形決定，未必一律

按 1/2採計。 

吳委員慎宜 

個人也贊同辛委員所提以過往討論模式作為基礎。按過往審議經驗，

大多以 CPI 年增率加上經濟成長率的一定成數計算。去年在疫情發展

尚未明朗的情況下，僅微幅調整基本工資，今年若整體經濟社會情勢

良好，則可適度提高調幅。 

林委員至美 

一、 今年基本工資的調整，可參照過往審議經驗，採 GDP 經濟成長率

及 CPI 年增率計算。至於明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大多為 3％以

上。政府極為重視受影響的產業，行政院相關部會將共同研商配

套措施。 

二、 我國已走出疫情影響最壞的情況，加上疫苗施打率拉高及紓困振

興等措施，應可使產業逐漸復甦。邊境管制可能造成國外旅客無

法進入國內，但同時讓國人留在國內消費，且疫情穩定也可帶動

國內商業活動，因而國家發展委員會的立場，是希望基本工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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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數據作適當的調升。調整基本工資可以照顧邊際勞工，讓低

收入者用以消費，回流產業。 

何委員語 

一、政府的紓困措施，無法滿足所有受疫情影響的製造業者。今年對

於服務業的補貼對象，也是要求符合營業額下降 50％以上的規

定，但業者自三級警戒起遭命令停業，照付店租等費用，政府補

貼無法彌補業者的實際虧損。 

二、基本工資調漲後，即使經濟狀況變差，也不可能再調降基本工

資。今年上半年，我國對中國大陸出口成長至 43.8%，係受惠於

中美貿易戰，中國大陸大量下訂晶片、關鍵零組件留做庫存，一

旦美國禁止大陸廠商採購，國內訂單下滑，未來經濟面仍有許多

變數，應予併同考量。 

 

休息用餐：(12時 30分) 

繼續開會：(13時 30分) 

 

張委員家銘 

順應專家學者的說法，勞方建議以 CPI 年增率 2％及 GDP 經濟成長率

5.88％加總後之 7.88％，作為調幅。月薪及時薪的調幅，兩者不能脫

鉤。 

劉委員守仁 

一、疫情管制措施造成內需服務業的重創，雖然政府目前逐步解封，

但企業的經營及人事成本固定不變，在嚴重虧損時已無能力為勞

工提高薪資。對於工資結構以營業額計算奬金的勞工而言，調整

基本工資並無受益。 

二、建議基本工資應凍漲，如非得要調整，希望考慮受衝擊產業而僅



12 

 

作微調，大概介於 1％至 2％，至多不要超過 3％；並請考量該等

產業的生存，給予相關配套措施，而補貼措施一定要看得到、也

吃得到。 

鄭委員富雄 

方才勞方代表提出 7.88％的調幅，雖係根據相關數據計算所得，但個

人再次強調，對於 GDP，其數值與內涵仍有爭議。 

游委員永全 

基本工資調幅過大，將對 60％至 70％的企業主造成莫大影響，仍衷心

希望勞資雙方和諧，共同成長。本會（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總會）調查

會員意見，其中 92％會員表示，僅能忍受微幅調整，大概介於 1％至

2％左右。倘調幅超過企業主的預期值，建議政府應給予業者一年期間

的補助，且不宜再採取佐證營業額應低於 50％以上，才給予 2 個月薪

資補助作法，否則企業最終可能選擇退出勞動市場，受害仍是勞工。 

許主任委員銘春 

未來本部在協助經濟部討論配套措施時，會將方才委員的意見列入參

考。雖然基本工資調整目的是為了照顧弱勢勞工，但也必須讓企業主

能夠繼續生存。 

莊委員爵安 

一、方才資方委員所提產業的困境，個人認為政府尚有許多政策工具

可以運用，如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利率的調整、稅

賦的減免等。另外，勞方也支持政府在配套措施上，應提出更具

體的方案，尤其是針對受創產業，企業好、勞工才會好。 

二、至於調幅，個人支持張家銘委員提出的 7.88％。 

何委員語 

一、 疫情重創產業界，政府有必要提供相關配套措施。據本會日前進

行的調查報告顯示，各行業都有部分業者面臨營收減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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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產品別及競爭力有關，不可能全面成長。93％的廠商對於此

次基本工資調整的容忍度，只能至 3％；僅 2％的廠商同意調幅至

5％。 

二、另外，就 GDP 及 CPI 數據來做整體考量，若「適度調整」尚稱合

理，幅度不能過大，明年疫情狀況不明，經濟發展尚未明確。 

邱委員一徹 

贊同方才資方委員所提建議調幅 3％，比照軍公教人員擬調薪的幅度。 

辛委員炳隆 

過往的討論，是以 CPI 反映過去一年物價的上漲率，再加上當年度經

濟成長率預測值的一定比例。至於比例，有再討論的空間。過去認為

GDP 經濟成長率以 1/2 分配給勞工為合理值，若考量去年未調足及今

年經濟成長表現亮麗的部分，雖然部分內需服務業狀況不佳，但是景

氣持續熱絡，因此個人的具體建議是，以 109年 10月至 110年 9月之

CPI 年增率 1.29％，加計 GDP 經濟成長率 5.88％乘以 2/3，調幅約為

5.21％，月薪金額為 25,250 元；同樣以 5.21％增幅計算時薪，約為

168元。 

李委員健鴻 

過去審議是以過去一年 CPI 年增率做為計算基礎，但今年有較為不同

的情況，第 3 季 CPI 的變動明顯往上走，加上躉售物價指數年增率

（WPI）已逾 10％，這部分會反映到 CPI。如以今年 1月至 9月 CPI變

動率 1.74％，再考慮未來可能攀升的程度，以 2％計。至於 GDP 經濟

成長率 5.88％的參採成數，考量酌予補足去年未調整的部分，個人認

為約為 5成至 6成之間。加總計算後，調幅也約莫為 5.2％左右。 

蔡委員明芳 

勞資雙方對於調幅各有立場，但個人認為調幅不宜超過今年的經濟成

長率預估值 5.88％，方才學者代表所提的調幅，沒有疑慮，但時薪的

調幅應該反映現實狀況，予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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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慎宜 

個人較傾向 GDP 經濟成長率以 1/2 採計，另外，不要著眼於去年調幅

不足的部分，應該放眼未來。至於 CPI 應採全年度或是今年 1 月至 9

月的變動值，其實都相距不大，計算所得的調幅也差不多在 5.2％左

右的範圍內。 

許主任委員銘春 

作為主席，必須綜合大家的意見，給予勞資雙方合理且適度的建議。

勞資委員各有所本，身為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委員，必須考量整體

的經濟情勢及就業狀況等數據，決定調整幅度。經綜合勞資委員的意

見，並參考學者專家委員的建議，調幅以 5.21％計算，月薪調升約

1,250元，時薪調升約 8元。 

何委員語 

尊重主席決定，但個人代表資方團體表達不予背書之意見。 

劉委員守仁 

本會與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總會無法接受此調幅建議，但針對配套措施

部分，建議政府應找相關受嚴重衝擊的產業代表，一同研議。 

游委員永全 

請務必給我們機會，與政府討論配套措施。 

許主任委員銘春 

一、理解資方代表的立場及所背負企業主的期待，關於配套措施，會

邀集中華民國商業總會及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總會討論，聽取意

見，儘速研議，以協助受影響的內需產業。 

二、本委員會作成以下決議：(一)綜合考量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經濟成長率及整體社會經濟情勢，決定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每

月基本工資由新臺幣（以下同）24,000 元調整至 25,250 元，調

升 1,250 元，調幅約為 5.21％；每小時基本工資則比照每月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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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之調幅，由 160 元調整至 168 元。(二)建請政府研議提供配

套措施，協助受疫情衝擊產業，穩固勞雇關係。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4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