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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調漲　月薪 2 萬 4,000 元、時薪 160 元

據中央社 8月 18日報導，勞動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經討論決
議基本工資月薪從現行新台幣 23,800元調至 24,000元；時薪由 158元調
至 160元，待行政院院會通過。

資方委員表示，過去像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金融風暴等
也都曾經凍漲，這次疫情的影響比 SARS更嚴重，外銷衝擊會很大，特別對
於傳統產業會有不利影響。由於台灣 85%是屬於中小型、微型企業，因此
在勞健保、基本工資三漲的情況下會撐不住；其次是企業經營受到影響，
年終、績效獎金可能會有縮水情況。

勞方委員表示，除了資方提出緩漲外，與會學者提出是否能有附帶決
議的意見，即到年底時設定條件，達成才調漲。但這兩點勞方都堅決反對。
勞方委員強調，最重要的是維持基本工資制度不變，若更改時間或是有附
加決議，會對制度帶來不良影響。

最後回歸數據討論，以 CPI、GDP為主要參數。原先試算月薪會達到
24,100元，但由於超過 24,000元就跨入下一個勞保級距，資方負擔更重，
因此勞方同意退讓；雖然不能達到調漲3%的理想，但仍能達到連5年調漲。

陸資來台投資嚴格把關　持股 3 成計算將採逐層認定

據中央社 8月 16日報導，經濟部表示，因應港區國安法通過，經濟部
啟動跨部會討論，研擬修訂「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重新思考
陸資的定義，以更嚴格的標準來看待陸資。研擬從超過 3成的持股比例認定
方式，改採逐層認定，並以更嚴謹的方式審查陸資，最快第 4季就會上路。

勞動部長許銘春 8月 18日宣布基本工資月薪擬調高至 2萬 4千元，時薪調至 160元。  

圖／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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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官員表示，本次將有 2大修訂重點，
第一，陸資持股超過 30%的持股比例認定方式，
將改採「逐層認定」。依照現行「大陸地區人民
來台投資許可辦法」的規範，若直接或間接持有
該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 30%，或對
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將會被視為陸
資，官員說，未來將調整計算方式，認定方式將
更加嚴格。

至於港區國安法上路之後，外界關注原本被
認列為外資的港資，是否被視為陸資，進而改變
目前陸資來台投資的審查情形。經濟部長王美花
對此表示，目前尚未將港資與陸資劃上等號，但
是未來要如何看待港資跟陸資的差異，確實是重
要的議題。

第二，未來會更嚴格審查具有中國大陸黨政
軍色彩的投資案。未來新辦法修訂完成後，針對
已取得投資許可的企業不會溯及既往，但若後續
有有增資或股權變動情形，將適用新辦法。主管
機關將公布草案聽取各界表達意見，最快第 4季
上路。

紓困 3.0 啟動

貿易服務業廠商申請居冠

據經濟日報 9月 3日報導，「紓困 3.0方案」
正式啟動！經濟部表示，台灣守住疫情，國內景
氣回溫，但是國際疫情仍在，也讓我們跟國際相
關的製造業、會展業、貿易業受到牽連，連帶影
響國內生意。因此，經濟部針對這 3個行業，推
出紓困 3.0方案，補助第 3季員工薪資與營運資
金，並已開始受理申請。

經濟部指出，申請條件是今年第 3季（7-9
月）的營業額，和過去同期相比衰退 50%的艱
困企業，補助內容包括員工 3個月的薪資 4成，
每人每月上限 2萬元；以及以正職員工數乘以 1
萬元的一次性營運資金補貼，但是曾在第 2季
（4-6月）領取營運資金補貼的企業，則不再補
貼。此外，針對營業額減少 15%的企業，所推
出的紓困貸款，申貸日期也從原來的 9月底，延
長受理到今年 12月底。

政府開放美豬牛

經濟部：台美洽簽 BTA 有望

據經濟日報 8月 28日報導，蔡英文總統宣
布將開放美豬、美牛進口，經濟部長王美花強調
此事可拉近台美經貿關係，有機會與美方簽署雙
邊貿易協定（BTA），排除貿易障礙。

經濟部官員表示，開放美豬美牛是為了回應
業界期盼，與美國達成雙邊貿易協定的簽訂，讓
台美經貿關係更深化；尤其在當前全球供應鏈重
組的時候，更是最好的時機點。受到美中貿易戰
衝擊，2018年外銷訂單在大陸生產與國內生產的
比率已經「黃金交叉」，2019年開始大批台商回
台，更擴大了此趨勢；因此，勢必要與美國系統
供應鏈更緊密，排除雙方投資障礙，回應業界期
盼。

外傳美國早有意願與台灣簽署 BTA，但就卡
在是否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豬、美牛進口問題，
官員坦言，美方確實多次對於這項議題表達明確
的態度，期待台灣能依照國際標準開放進口，而
經濟部的立場及前提也是在符合科學證據、保障
國人食品安全的條件之下，推進台美經貿關係。

因應美豬將開放進口，衛福部宣布明年元旦起從傳統市場
到餐廳、小吃攤等，任何含豬肉的食品都要標示原產地。

圖／ Victor Olariu on Unsplash 

圖／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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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擴大攬才誘因

租稅優惠擬延長至 5 年

據中央社 8月 5日報導，國發會啟動「外國
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簡稱攬才專法）修法
後，國發會主委龔明鑫表示，擬強化誘因，將外
國特定專業人才的薪資所得租稅減免優惠，自原
本 3年延長至 5年。

現行攬才專法規定，特定專業人才薪資所得
超過 300萬元的課稅年度起算 3年，享有租稅優
惠，超過300萬元部分半數免課稅。龔明鑫表示，
按照目前規劃，不會下調 300萬元的薪資所得門
檻，不過考慮將 3年延長至 5年，與取得永久居
留的連續在台居留 5年條件一致。

此外，雇主聘僱外國人，按現行規定須符合
「大學畢業且有 2年工作經驗」、「月薪達新台幣
4萬 7,971元」雙門檻，這樣一來，國外名校畢業
的優秀年輕人即便有意來台工作，也不符合資格。
對此，國發會有意將 2年工作經驗的限制鬆綁，只
要是全球前 500大頂尖大學畢業的優秀年輕人，且
符合薪資門檻，也是台灣積極爭取的年輕人才。

政院挺新創　4 年將砸 2,200 億

據經濟日報 8月 7日報導，國發會於行政院
院會報告「亞洲．矽谷 2.0」新創協助措施與成
果，表示政府用於協助新創資源共達 2,200多億
元，包括 4年內投入 100億元預算推動創新創業
發展、600億元青創融貸，也匡列 1,500億元，
用於天使投資、產創轉型基金等。

國發會指出，在預算面，國發會與科技部、
經濟部、教育部等 12部會，未來 4年共將投入
100億元推動創新創業發展，協助培育出更多能
引領台灣新經濟產業發展的指標型新創；在融資
面，經濟部、文化部與農委會也共同推出達 600
億元青創貸款，協助新創從優、從簡、從速取得
營運資金。

在投資面，「亞洲．矽谷 2.0」也匡列 1,500
億元，投資包含創業天使投資方案、產業創新轉
型基金以及加強投資中小企業／文創產業、策略
性服務業／製造業等投資專案。

去年 12月起，國發會研擬重要推動措施，
包括強化協助新創出場、促成企業對新創投資
（CVC）及拓展國際市場等面向，也列出 33項
具體措施，期達成四大目標，包含協助 200家
新創成功募資 200萬美元以上、促成新創與 100
家國際企業合作、新創被併購或上市櫃 40案，
並新增 2家新創獨角獸。

國發會副主委鄭貞茂說，在「亞洲．矽谷」
第一階段的 4年目標達成後，要在 2.0版本中，
讓新創、物聯網產業目標呼應六大核心戰略產
業，在現有基礎下，選出拔萃企業進軍國際，讓
國際看到台灣新創能量。

國發會指出，「創新創業」是「亞洲．矽谷
2.0」的兩大主軸之一，這 4年推動的具體成果，
包括有「創業天使投資計畫」投資 103家，帶
動投資 32.8億元；「COVID-19專案」投資協助
143家新創因應變局、投資額 24.4億元。

加速廠商進出口通關流程

國貿局：不需再提供紙本文件

據經濟日報 8月 25日報導，為增進貿易便
捷化，加速廠商進出口通關流程，經濟部國貿局
表示，即日起透過電腦比對的許可文件不必再提
供紙本，以協助業者加速通關。

國貿局指出，日前邀集各部會 29個簽審機
關，共同研商簡化通關程序，經公告修正輸出入
規定，自即日起出口或進口 2,933項貨品，如
許可文件可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電腦系統與簽審
機關比對者，廠商不用再提供紙本文件給海關查
核。此外，國貿局提醒廠商出口或進口貨品時，
應於報單填寫簽審文件號碼（14碼），以利海
關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比對資料，加速通關。

電子支付跨機構

可買外幣、轉帳悠遊卡

據聯合報 7月 30日報導，行政院會通過「電
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透過「電子支
付跨機構共用平台」，讓電子支付與電子票證打
破藩籬，透過擴大電子支付機構的業務範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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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跨機構間互通金流服務，增加民眾支付的便利
性，為我國電子化支付及行動支付營造良好發展
環境，加速普惠金融的推動，是我國儲值支付工
具發展的重大里程碑。

金管會銀行局局長莊琇媛指出，目前國內 5
間電支業者，4間電票業者，已有電子票證公司
兼營電子支付業務，也有電子支付公司提供限定
同公司轉帳的功能，但根據修法草案，未來將由
財金資訊公司經營共通平台，整合電支與電票業
務，民眾使用上，能讓電支帳戶間能夠跨機構間
處理金流、匯兌或轉帳。

莊琇媛說，未來電支機構可提供代理收付、儲
值、小額匯兌、買賣外幣等服務，民眾可使用電支
支付投資商品，不過電支業者不能自己販售外幣商
品；電支帳戶基本上也沒有利息。買賣外幣功能部
分，莊琇媛說，未來民眾透過電支機構開戶後，可
直接結匯外幣儲存在帳戶內，換句話說就是先逢低
買進，未來如要以電子支付購買外幣計價商品時，
就能直接購買，減少匯差過大風險。

我國有 70萬名國際移工有匯兌需求。莊琇
媛表示，外籍移工以前要匯款，匯款手續費很高，
目前雖然監理沙盒有開放移工匯款業，但一出沙
盒就是違法，所以這項新增，未來將是很方便的
措施，手續費會降低，也不受銀行營業時間限制，
匯兌更加便利。至於買賣外幣以及移工匯款的金
額額度，目前還在討論中，基本上會訂出上限。

疫情帶動網購業績成長

上半年銷售額年增 17.5%

據中央社 8月 5日報導，肺炎疫情雖然重創
實體消費，卻意外帶動網購平台業績成長。根據
經濟部統計今年上半年台灣零售業網路銷售額達
新台幣 1,587億元，年增 17.5%。

隨著電商平台蓬勃發展以及行動裝置普
及，帶動指尖經濟快速成長，台灣零售業網路
銷售額從 2017年的新台幣 2,283億元，一路成
長至 2019年的 2,873億元，平均每年增幅為
12.2%。

2020年上半年因肺炎疫情限縮民眾實體經
濟活動，反而使網路銷售大幅升溫。根據經濟

部統計，2020年上半年，零售業網路銷售額為
1587億元，年增 17.5%，同一時期，實體零售
業營業額年減 4.8%。

經濟部進一步分析，零售業網路銷售業別
中，非店面零售業的網路銷售額年增 16.8%，綜
合商品零售業因疫情影響，業者強化網路銷售管
道，加上民生物資搶購潮，年增45.1%最為亮眼。

這份統計也顯示，網路銷售已經逐漸成為零
售業者的主要銷售管道，2020年上半年零售業
網路銷售額占全體零售業營業額比重 8.8%，較
2017年增加 2.6個百分點。

經濟部指出，依據統計處日前所做的零售業
動態調查，2020年上半年零售業有提供網路銷
售服務的業者占比為 38.2%，營收年增 0.5%；
沒有提供網路銷售服務的業者，營收則年減
5.4%，顯示業者提供網路銷售服務有助減緩疫
情衝擊。

經濟部最新統計數據出爐，今年上半年網路購物
營業額成長 17.5%。 

圖／ Pex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