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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121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5月2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922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士葆、費鴻泰、曾銘宗等 19 人，基於國家實負有
使勞工獲致得以維持合於人性尊嚴之生活工資（Living wage
）之憲法上義務，我國現行「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雖已
規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惜文字未
臻明確，亦鑑於基本工資審議制度實施之結果與勞工必要生
活工資仍有差距，確有必要以法律明文規範基本工資審議委
員會之組織、審議程序及擬定基本工資標準。有鑑於此，爰
參酌日本、英國、德國、香港等外國立法例，提案制定基本
工資條例草案，明定基本工資的效力與決定標準、排除外籍
勞工適用規範、建立全國性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與區域性
的特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以及訂定基本工資的評估、審
議、公告和相關罰則等，建立因地制宜的特別基本工資、本
外勞基本工資脫鉤，以及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於本條
例施行後之第五年應達三萬元以上等機制，以落實憲法第十
五條對人民生存權、工作權之保障，使勞工之工資得以維持
合於人性尊嚴之生活，達到實質上之平等。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基本工資條例草案重點說明：
一、因地制宜設「特別基本工資」：認同基本工資之決定，應以保障勞工及受扶養人之基本生
活水準為主要依據，但除基本工資外，應授權各地方自治團體得經審議委員會，得參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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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高於基本工資。
二、與我國國民無親屬關係之外籍勞工排除本條例之適用：基本工資應以使勞工之工資得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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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勞工及「受扶養人」基本之生活水準為目的，則與中華民國國民無親屬關係之外籍勞工
，其受扶養人之生活地區既非在中華民國境內，自無與生活於本國之國民一體適用本條例
所定基本工資或特別基本工資之理，爰參酌新加坡、香港及日本等外國立法例，均採外勞
基本工資與本勞基本工資「脫鉤」（decoupling）之制度，明定本條例所定基本工資或特別
基本工資，不適用於外籍勞工。
三、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於本條例施行後之第五年應達三萬元以上：我國受僱人員報酬
占 GDP 比重僅 44.65%，呈現下滑趨勢。然臺灣勞工生產效率於近 20 年來均穩定上揚，但
勞工工資分配比率反逐年下降（自 53%下降至今僅 44%），為終結薪資成長年資率與經濟
成長率脫鉤之現象，以平均工資之有效提升落實分配正義理念，爰擬定按月計酬之基本工
資數額，於本條例施行後之第五年應達三萬元以上。
四、法條條文摘要說明：
第一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用詞定義。
第三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基本工資之效力。
第四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主管機關。
第五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基本工資之決定標準。
第六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與中華民國國民無親屬關係之外籍勞工排除適用本條例草案。
第七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第八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特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第九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基本工資之公告。
第十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基本工資之評估。
第十一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基本工資之審議。
第十二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基本工資之公告實施。
第十三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勞動基準法之準用。
第十四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違反本條例草案之相關罰則。
第十五條：明定本條例草案公布施行後，取代勞動基準法關於基本工資之相關規範。
第十六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本條例草案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明定本條例草案之本條例草案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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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條例草案
條

文

第一條

（立法目的）

說

明

一、明定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為落實憲法對人民生存權及工作權之保
障，使勞工之工資得以維持勞工及其家庭最
低之生活標準，達到實質上之平等，特制定
本條例。

二、我國早於民國 19 年即批准國際勞工組織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設釐定最低工資機構公約」（
Minimum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Wage-Fixing

Machinery

Convention,1928），民國 25 年 12 月 23
日公布最低工資法，規定成年工資以維持

。

其本身足以供無工作能力親屬二人之必要
生活為準，惜因遷台後未施行即予廢止。
又我國雖於民國 45 年即初訂基本工資，
嗣歷經逐年審議調整，由勞動部報行政院
核定後公告實施，然《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僅規定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有關審
議委員會之組織、審議程序及擬定基本工
資（最低工資）標準均則委由中央主管機
關行政命令定之，以致基本工資一直遠低
於勞工基本生活需求；惟僱主規避基本工
資問題仍非少見。
三、我國憲法第十五條明定，人民之生存權、
工作權，應予保障。所謂生存權包括為「
生命權」與「生活權」。其中生活權則是
指如何使人民維持其最低度合於人性尊嚴
之生活，以延續其生存之權利。故生存權
，亦稱之為「請求國家生存照顧之權利」
。至工作權內涵則包括人民有選擇適當工
作及職業以維持生計之自由（防禦權），
及請求國家給予適當就業機會，以維持其
生活之權利（受益權）。基此國家實負有
使勞工獲致得以維持合於人性尊嚴之生活
工資（Living wage）之憲法上義務，惟鑒
於基本工資審議制度實施之結果與勞工必
要生活工資仍有差距，確有必要以法律明
文規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組織、審議
程序及擬定基本工資標準，落實憲法第十
五條對人民生存權、工作權之保障，使勞
工之工資得以維持勞工及其家庭最低之生
活標準，達到實質上之平等，爰參考國際
勞工組織 1970 年第 131 號《最低工資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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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公 約 》 （ Convention concerning
Minimum Wage Fix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1972
年生效）第 2 條及第 3 條之規定，明定本
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用詞定義）

一、明定本條例用詞定義。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

二、本條第 1 款至第 4 款係參照我國《勞動基
準法》第 2 條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及

者。
二、雇主：謂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

第 6 款之內容，俾維持解釋一致性。
三、我國現行《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已規定

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
之人。

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雖論者有謂擬參酌世界各國多採用最

三、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
四、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

低工資一詞（Minimum wage）立法，逕以
最低工資取代基本工資用語，固非無見。

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
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

然基本工資一詞我國早於民國 45 年即開
始使用，向為諸多法令所援引使用，例如

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五、基本工資：謂依本法規定由勞動部基本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9 條第 2 項、第 3
項、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4 項、中小企業

工資審議委員會審議所定，經行政院核定
後公告實施之全國性基本工資標準。

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第 3 項、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第 3 項、第 40 條第

六、特別基本工資：謂依本法規定由各地方
自治團體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議所定，

1 項、第 42 條第 2 項、第 43 條第 2 項、
第 44 條第 2 項、社會救助法第 5 條之 1

經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之區域性基本工
資標準。

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第 8 條、原住民
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24 條第 2 項等，實不
宜貿然廢除基本工資一詞，逕行擇用外國
立法例名詞。基此，爰明定基本工資之定
義如本條第五款規定，揭示基本工資為依
本法規定由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議所定
，經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之基本工資標
準，避免其他法令於適用上產生扞格之處
。
四、謂得列入基本工資計算之工資，當以本條
第四款所定工資範圍為限，並有勞動基準
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之規範可資參酌，本
條例自應為同一之解釋。論者雖謂為排除
雇主規避之可能性，參酌英國商業、升級
與技能部（經濟部）之計算國家最低工資
指引（guidance on calculating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擬授權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以法規命令明定之，惟得列入基本工
資計算之工資，當以本條第四款所定工資
範圍為限，已如前述，似無必要另行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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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所謂最低工資範圍之認列標準，俾免
工資認定範圍滋生疑義。
第三條

（基本工資之效力）
勞動契約關於工資之約定，不得低於本

一、我國現行《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雖已規
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

條例所定基本工資及特別基本工資。高級中
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資」，惜文字未臻明確，爰參酌日本最低
工資法（最低賃金法）、英國國家最低工

二十二條第二項所稱生活津貼，亦同。
工資之約定低於基本工資者，視為以基

資 法 （ National Minimum Wage Act,
NMWA）、德國最低工資法（Gesetz zur

本工資為勞動契約之工資約定；應適用特別
基本工資者，則視為以特別基本工資為勞動

Regelung eines allgemeinen Mindeslohns）
、香港《最低工資條例》等外國立法例，

契約之工資約定。
工資因前項規定而調整之數額，雇主應

明定勞動契約關於工資之約定，不得低於
本條例所定基本工資及特別基本工資。

自應給付工資之日起加計利息後一次給付勞
工。

二、最低工資（Minimum Wage）固係為維持
勞工及家屬具有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勞工請求雇主依基本工資或特別基本工
資給付工資之權利，除訴訟上和解外，不得

國際公約》規定之合理生活水平，故不宜
分別產業、事業單位規模，以及勞工年齡

約定限制或拋棄。

與職業等因素而有異。惟，依行政院主計
總處家庭收支調查，103 年度臺灣地區平
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雖為 19,978 元，然臺
北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卻高達 27,004
元、新竹市亦達 25,699 元，相較彰化縣平
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僅 14,966 元、雲林縣
亦僅 15,159 元，落差甚鉅，一概適用同一
基本工資標準，恐致實際生活支出高於基
本工資，而使特定消費支出較高之區域勞
工未能獲致合理生活水平。基此，爰另設
區域性之特別基本工資以為因應。
三、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
保障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生活津貼不
得低於法定基本工資。為配合本條例之規
定，爰規定上開法規之生活津貼，亦不得
低於本條例所定之基本工資。
四、為保障勞工權益，爰於本條第 2 項明定工
資之約定低於基本工資者，視為以基本工
資為勞動契約之工資約定；應適用特別基
本工資者，則視為以特別基本工資為勞動
契約之工資約定。同時，於本條第 4 項規
定，工資因前項規定而調整之數額，雇主
應自應給付工資之日起加計利息後一次給
付勞工，以明確規範勞雇雙方約定工資未
達基本工資時之法律關係。
五、鑑於勞資雙方經濟實力不對等，以致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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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或訴訟外和解等階段，工資請求權往往
因勞方亟需生活費用、未諳法律規範、欠
缺權利意識或無力負擔訴訟成本等因素，
遭勞方與雇主約定限制或勞方單方拋棄，
而有礙勞方及受扶養人之生存保護及人性
尊嚴之維護，爰參酌德國《最低工資法》
第 3 條之規定，明定勞工請求雇主給付基
本工資或特別基本工資之權利，除訴訟上
和解外，不得約定限制或拋棄。
第四條

（主管機關）

明定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第五條

（基本工資之決定標準）

一、基本工資應以使勞工之工資得以維持勞工

基本工資之決定，應以保障勞工及受扶
養人之基本生活水準為主要依據，並得參酌

及受扶養人基本之生活水準為目的，並應
參酌受扶養人之比例定之，爰參考國際勞

以下資料研議決之：
一、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工組織 1970 年第 131 號《最低工資訂定
公約》第 2 條及第 3 條之規範「最低工資

二、物價指數。
三、國民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

應以法律制訂而具有法律之效力，且不得
有任何效力之減免」且「如合適且可能，

四、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狀況。
五、各業勞工工資。

應考慮之有關決定最低工資標準之要素，
除須符合國情外，尚須包括：(1)勞工及

六、各業產業發展情形。
七、家庭收支調查統計。

其家庭之需要，同時考量本國工資一般水
準、生活費用、社會保障津貼以及其他社

八、最低生活費。
九、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

會群體相應生活標準」，納入「就業扶養
比」為計算基準；又其數額至少須符合最

特別基本工資之決定，除依前項規定外
，得另參酌各地方自治團體所轄區域最低生

低生活費之標準，爰參考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以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

活費、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及其他特殊情
形等相關資料研議決之。區域性特別基本工

位數百分之六十為最低生活費。
二、其次，特別基本工資之決定，得另參酌各

資之數額不得低於全國性基本工資之數額。
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不得低於每月最

地方自治團體所轄區域最低生活費、平均
每人每月消費支出及其他特殊情形等相關

低生活費加上每月最低生活費乘以就業扶養
比之數額。

資料研議決之，以符合區域之實際最低生
活費標準。

按時計酬之基本工資，不得低於前項數
額除以一百六十所得之商數。

三、明定區域性特別基本工資之數額不得低於
全國性基本工資之數額。

第三項之最低生活費，係指中央主計機
關所公布之最近一年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

四、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平均每戶人數、
平均每戶就業人口數等參數，均以中央主

位數百分之六十；就業扶養比，係指中央主
計機關所公布之最近一年全國平均每戶人數

計機關所公布者為準。
五、現行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項規定，每週

扣除平均每戶就業人數後，除以平均每戶就
業人數所得之數值。

工時不得超過 40 小時，復考量 19 日國定
假日，故平均每月總工時約為一百六十小

委 225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於本條例施
行後之第一年應達新臺幣二萬六千元以上，

時。為臻明確，並免爭議，爰規定按時計
酬之基本工資，不得低於按月計酬基本工

第二年應達新臺幣二萬七千元以上，第三年
應達二萬八千元以上，第四年應達二萬九千

資之數額除以一百六十所得之商數。又為
使按時計酬之勞工亦受基本工資之保障，

元以上，第五年應達三萬元以上。

並避免工時計算之爭議，爰明定最低生活
費之計算公式，俾資遵循。
六、我國 2013 年受僱人員報酬占 GDP 比重僅
44.65%，為史上次低，反之，資方獲得的
「營業盈餘」占 GDP 比重卻逐步提高（
2014 年已達 34.6%）。這些數據所指出的
事實是：分配不均，受僱人員報酬占 GDP
比重是呈現下滑趨勢。然相較 2009 年數
據韓國即達 55.8%，而 2012 年數據日本
61% 、 英 國 63.7% 及 美 國 58.2% ， 均 在
60%之譜，顯見臺灣存在貧富差距擴大問
題，確有分配不均的現象。再者，臺灣勞
工生產效率於近 20 年來均穩定上揚，但
勞工工資分配比率反逐年下降（自 53%下
降至今僅 44%），為終結薪資成長年資率
與經濟成長率脫勾之現象，以平均工資之
有效提升落實分配正義理念。此外，單純
提升基本工資固然無法徹底解決我國經濟
問題，但絕不可繼續以低廉的勞動犧牲換
取經濟發產，應捨棄傳統以利潤帶動工資
成長的觀念，改以薪資帶動成長，使雇主
必須主動尋找更高效率、高價值生產模式
，以因應提高之人力成本，否則難以培育
、保留優秀人力；而勞工因工資水平提升
，消費力亦會增強，進而提振內需。綜上
，爰擬定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於本
條例施行後之第一年應達新臺幣二萬六千
元以上，第二年應達新臺幣二萬七千元以
上，第三年應達二萬八千元以上，第四年
應達二萬九千元以上，第五年應達三萬元
以上。

第六條

（外籍勞工排除適用）

一、基本工資應以使勞工之工資得以維持勞工

與中華民國國民無親屬關係之外籍勞工
，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應繼續適用依勞動

及「受扶養人」基本之生活水準為目的，
已如前述，非僅以同工同酬原則為唯一依

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所定之基本工
資，不適用依本條例所定之基本工資或特別

據，則與中華民國國民無親屬關係之外籍
勞工，其受扶養人之生活地區既非在中華

基本工資。

民國境內，自無與生活於本國之國民一體
適用本條例所定基本工資或特別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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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爰參酌新加坡、香港及日本等外國
立法例，均採外勞基本工資與本勞基本工
資「脫鉤」（decoupling）之制度，明定
本條例所定基本工資或特別基本工資，不
適用於外籍勞工。
二、其次，鑒於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之許多外
籍勞工不乏與中華民國國民具親屬關係之
新移民者，一概將外籍勞工排除適用本條
例之工資保障，實亦有失公允，為此爰明
定本條例所定基本工資或特別基本工資，
不適用於與中華民國國民無親屬關係之外
籍勞工，以兼顧與中華民國國民具親屬關
係之外籍勞工權益。
三、再者，1966 年之《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
國 際 公 約 》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 ，
ICESCR）關於工作權之保障，雖有明文
：「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享受公
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特別保證：(一)最
低限度給予所有工人下列報酬：(1)……
；(2)保證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得有符
合本公約所規定最低標準之生活……。」
，然與我國國民無親屬關係之外籍勞工，
其家庭成員幾乎均非在我國境內生活，則
渠等之最低生活標準自不應與我國之生活
標準等同視之，亦仍應符合上開公約要求
，則外籍勞工之工資標準應參酌其本國之
最低生活費等相關標準決之，而不應適用
本條例。
四、綜上，明定本條例所定基本工資或特別基
本工資，不適用於與中華民國國民無親屬
關係之外籍勞工，使之與本國勞工工資「
脫鉤」（decoupling），係基於上述理由
之審慎考量，與中華民國國民無親屬關係
之外籍勞工，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應繼
續適用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所定之基本工資，亦屬正當、必要且符
合比例原則之安排，而無悖於「不歧視原
則」（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之
要求。
第七條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勞動部應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負責

一、為審議本條例所定全國性基本工資，爰參
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 2 條規定，明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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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本條例所定之全國性基本工資及其他相
關事宜。

勞動部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並置委員
21 人，負責審議本條例所定之全國性基本

前項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勞動部
部長兼任之，另置委員二十一人，委員任期

工資及其他相關事宜。其中關於委員 21
人之組成，勞動部部長為當然委員，即勞

二年，組成如下：
一、勞工代表七人。

動部之代表一人，而工資之決定亦涉及國
家經濟發展、經濟情勢、人口與人力推估

二、雇主代表七人。
三、勞動部代表一人。

，自宜由經濟部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各指派
代表一人。

四、經濟部代表一人。
五、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二、另為調和勞資雙方之利益並兼顧公益，爰
規定由勞動部部長擔任主任委員，並由遴

六、專家學者或公益代表四人。
前項勞工代表及雇主代表，由勞動部部

聘專家學者或公益代表共四人，共同參與
審議會，訂定基本工資及其他相關事宜。

長徵詢相關勞工及工商團體之意見後遴聘之
；專家學者或公益代表由勞動部部長遴聘具

其中專家學者或公益代表係以不具利害關
係人之身分，秉持客觀中立精神，參考我

有勞工、法律、社會、經濟、財稅或會計相
關學識、經驗之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國經濟發展、就業扶養現狀等指標，評估
我國基本工資之數額及相關政策之推動。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
由主任委員聘（派）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
，辦理特別基本工資評估及審議之幕僚工作
，並置工作人員若干人，協助辦理相關工作
。
第八條 （特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地方自治團體得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負責審議本條例所定之區域性特別基本工
資及其他相關事宜。
前項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地方自
治團體行政首長兼任之，另置委員二十一人
，委員任期二年，組成如下：
一、區域性勞工代表七人。
二、區域性雇主代表七人。
三、地方自治團體代表一人。
四、經濟部代表一人。
五、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六、專家學者或公益代表四人。
前項勞工代表及雇主代表，由地方自治
團體行政首長徵詢相關勞工及工商團體之意
見後遴聘之；專家學者或公益代表由地方自
治團體行政首長遴聘具有勞工、法律、社會
、經濟、財稅或會計相關學識、經驗之社會
公正人士擔任。
特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由主任委員聘（派）任之，承主任委員

一、為審議本條例所定區域性特別基本工資，
爰參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 2 條規定，明
定地方自治團體得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並置委員 21 人，負責審議本條例所定
之區域性特別基本工資及其他相關事宜。
其中關於委員 21 人之組成，地方自治團
體首長為當然委員，即地方自治團體之代
表一人，而工資之決定亦涉及國家經濟發
展、經濟情勢、人口與人力推估，自宜由
經濟部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各指派代表一人
。
二、另為調和勞資雙方之利益並兼顧公益，爰
規定由地方自治團體擔任主任委員，並由
遴聘專家學者或公益代表共四人，共同參
與審議會，訂定基本工資及其他相關事宜
。其中專家學者或公益代表係以不具利害
關係人之身分，秉持客觀中立精神，參考
我國經濟發展、就業扶養現狀等指標，評
估我國基本工資之數額及相關政策之推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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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命，辦理特別基本工資評估及審議之幕僚
工作，並置工作人員若干人，協助辦理相關
工作。
第九條

現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 5 條第 1 項雖明
訂基本工資應於每年第三季進行審議，然實務
上卻不斷發生審議委員會並未確實開會，造成
工資調漲問題受阻於開會與否。為解決審議組
織的鬆散，運作機制缺乏明文法律規定加以制
衡，爰將審議時間、公告審議結果之時間明確
表述於條文中。

第十條

（基本工資之評估）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設評估小組，由主
任委員召集第六條第二項第六款所定之專家
學者或公益代表組成。
評估小組應於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開會
審議二十日前，依第五條所定之標準，提出
調整基本工資之評估報告。
前項評估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公布
於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專屬網站：
一、是否調整基本工資及調整範圍之具體建
議。
二、作成前款建議之理由及判斷之基礎資料
。
評估小組為進行工作之必要，得函請中
央相關機關提出與第五條所定標準相關之資
料，並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召開公聽會。
前四項之規定，於地方自治團體設有特
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時準用之。

一、明定設置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會前評估小
組，及由具有勞工、法律、社會、經濟、
財稅或會計相關學識、經驗之社會公正人
士於開會審議前做出基本工資之評估報告
，提供審議委員會會前參酌資料，具相當
之討論基礎得增加審議會進行之效率。
二、第三項明定評估小組做成之報告應公開透
明，將其公布於專屬網站供不特定人瀏覽
或取得。
三、公聽會為公民參與之重要一環，得廣納各
方意見，作為撰寫評估報告之參考，使評
估面向愈趨多元、完整，爰參酌德國最低
工資法第 10 條第 3 項、第 11 條第 2 項之
規定，明定評估小組得函請中央相關機關
召開公聽會。

第十一條 （基本工資之審議）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應依前條之評估報
告為基礎，開會議決基本工資之數額。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
員不能出席時，由其他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開會時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
得開議，會議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學
者專家、相關機關、勞工及工商團體派員列
席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
前三項之規定，於地方自治團體設有特
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時準用之。

一、明訂基本工資審議開會之規定，包括審議
基礎、開會人數、決議人數及列席人員等
。
二、評估報告為具一定專業性之研究依據，必
須就評估之內容，做進一步討論、分析與
協商，避免於毫無立論基礎之狀況下，任
與會委員隨意喊價，失去審議委員會存在
之實質意義。
三、明定審議委員會開會時，應有過半數之委
員出席，且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並得邀請相關單位、勞工及工商團
體、專家學者等列席之，以實踐勞資共同
參與，並使審議會得以各方意見作為審議
之參考。

第十二條

明定基本工資決議之公告與會議實錄之公布，

（基本工資之公告）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每年應進行基本工
資之審議，並於該年九月三十日前，公告基
本工資審議之過程、計算公式與結果。地方
自治團體如設有特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者
，亦同。

（基本工資之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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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就基本工資之決議
，由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特別基本工資
審議委員會就特別基本工資之決議，亦同。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應於會議後十日內
公開會議實錄，併同會議決議公布於勞動部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專屬網站。地方自治團
體設有特別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時，其會議
實錄，亦同。

置於網站上供不特定人瀏覽，以使會議內容透
明化。

第十三條 （勞動基準法之準用）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五項、第七十二
條至第七十四條及第七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於本條例準用之。

一、明定基本工資之監督與檢查，準用勞動基
準法第七十二條至第七十四條之規定。
二、明定我國現行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三條關於
雇主於檢查員執行勞動檢查之職務時，應
提供本法所例示之相關資料；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條第五項關於雇主應置備工作時數
與出勤之紀錄；及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
第一項關於雇主於違反本法之規定時，應
於期限內給付予勞工原應所獲之工資，於
本條例準用之。

第十四條 （違反本條例之處罰）
雇主違反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者，得依其
違反之情節輕重，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違反本條例第十三條準用勞動基準
法第三十條第五項、第七十三條或第七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者，得依其違反之情節輕重，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雇主違反本條例關於工資、勞動檢查之協
力義務及限期給付之處分時之罰鍰處分，以收
實效。

第十五條 （取代規定）
本條例施行後，其他法律原依勞動基準
法所定基本工資為基準之相關規定，均以本
條例所定基本工資代之。地方自治團體設有
特別基本工資時，應優先適用。
自本條例施行日起，勞動基準法有關基
本工資之規定與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訂定之相
關法規命令，應依本條例之規定於本條例施
行後一年內檢討修正，逾期失效。

明定本條例公布施行後，應取代勞動基準法關
於基本工資之相關規範，並明定勞動基準法有
關基本工資之規定與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訂定之
相關法規命令，應依本條例之規定於本條例施
行後一年內檢討修正，逾期失效，以避免法律
適用之衝突。

第十六條 （施行細則）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本條例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定之。

第十七條 （施行日期）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本條例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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