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疫情及缺工對營造廠商之影響(二)
彭武鵬技師

撰寫

前言
筆者於去(109)年底針對本議題提出報告，並投書於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之
電子報(內容請參考下方連結)，希望能喚起大家的重視，尤其是立足在工
程業界重要職位上的技師朋友們，共同協助營造業廠商渡過這一波嚴峻的
考驗。
第 770 期電子報/https://www.tpce.org.tw/data/data5/770-1.pdf

營建工程熱絡現況
一、截至去(109)年 11 月 27 日止台商回流投資金額達到 1.14 兆元，包括
台積電南科、竹科研發中心、大立光、華邦電路竹廠、力晶科技銅鑼
廠、台達電、宏達電、廣達電腦、和碩、群創光電、富田電機、國巨
電子以及美商科技品牌等數十家，形成龐大的建廠需求。
二、房建市場方面，建照核發是混凝土銷量的先行指標，去(109)年建照核
發已創近 10 年新高，加上政府積極推動的 8 年 8,000 億元前瞻建設計
畫，包括桃園鐵路地下化、捷運綠線、台南鐵路地下化、高雄捷運紅
線北延等軌道建設，以及興達港中鋼離岸風電、興達電廠燃氣機組更
新改建、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等綠能建設，都帶來巨量營建需
求。
三、台北東區門戶計畫軸心的南港廠大型開發案，目前國產全台含廠區共
計有 45.7 萬坪土地，其中「南港企業總部暨周邊開發案」占地約
6,500 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獲得北市府核定，預估開發總樓地板
面積約 6 萬餘坪，工期約四年。
四、三大都會區加碼商辦市場，包括潤泰創新「南港之心」辦公案總銷上
看 700 億元；興富發建設則是插旗汐止，籌備總銷逾 370 億元商辦大
案；台中達新工業原址改建頂級豪辦案，總銷 317 億元；潤泰和日本
三菱南港玉成段預計 2023 年完工，總銷上看 200 億元，開發規模都刷
新區域最大量指標。南台灣建築業龍頭京城建設農十六「京城 IFC」，
總銷 65 億元。富邦人壽揮軍高雄，開發指標商辦大案「富邦人壽綜合
百貨商業大樓 BOT」案已動工興建；興富發也將開發「CBD 經貿中
心」，總銷約 28.43 億元，預計明年完工。
五、下波商辦潮，在台北仍以市中心、南港、北士科、汐止、土城、新莊
等為重點戰區，包括「台北雙子星」、「富邦大南港」、「國泰調車廠公
辦都更」、「宏盛南港」、「台肥南港」、潤泰「南港之心」公辦都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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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台中洲際娛樂商城、環球購物中心、台中巨蛋等，都在規劃籌備
中。
六、未來在台商回流群聚效應、前瞻建設發酵及都更危老上看 13 兆元重建
商機下，臺灣將會持續繁榮發展下去。

台積電趕工建廠，在移工不來的情況下，只好開出營建業
難望項背的工作條件搶人。

營建原物料、工資變化現況
一、大陸多年來隨著經濟大幅成長，各項基礎建設也從都會拓展到鄉村，
如火如荼地展開；砂石價格 11 年來暴漲，截至 2021 年 2 月，大陸部
分地區的河砂售價超過 200 元/噸，較 2010 年上漲了至少 12 倍。
二、109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礦務局統計 109 年度 2 月累計大陸砂石
進口 43 萬公噸，大陸進口砂石(約占 17%)減少供應，為舒緩北區砂石
料源需求，水利署第三河川局規劃大安溪流域增加河川疏濬量，以配
合中砂北運政策，協助穩定砂石供應。
三、在台商回流科技廠建案增加下，又受到疫情影響，運輸受阻，進口水
泥數量減少；陸砂禁運，國內砂石等原料成本增加；更因環保趨嚴，
產能減少，水泥混凝土價格飆 5 年新高，推估預拌混凝土價格將持續
走高。
四、華熊營造總經理周宜城受訪時無奈地說：「以前像是電焊這類的技術工
錢，1 天約在 3,500 元左右，現在喊到 1 萬多的都有，水泥工從 2,500
元變 3,500 元，綁鋼筋 1 噸從 5,000 元變 8,500 元，釘模板的 1 個單
位從 480 元到最高 950 元，去年漲得特別快，我看今年還會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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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110.03.02 鏡週刊)
五、大陸寶鋼今年 4 月內銷盤價呈平高盤走勢，其中熱軋和厚板每公噸上
漲 300 元人民幣，冷軋每公噸漲 100～200 元人民幣，非方向性電磁鋼
片除中低牌號產品平盤外，其它高效牌號和高牌號產品每公噸漲 200
～300 元人民幣，另方向性電磁鋼片每公噸漲 200～500 元人民幣。業
界認為，寶鋼和河靜鋼這次漲價有助中鋼 4 月盤價挑戰十連漲。

營造業缺工政府之相應對策
一、營造業缺工有解，公部門合作提三大對策
為協調改善營造業缺工現象，工程會近期邀集公部門及公會團體集思
廣益，共同提出三大解決對策，包括短期為因應急需，合理化修正移
工規定；長期為保障國內營造業勞工，落實技術士之訓考用合一，並
應鼓勵輔導廠商發展營建自動化，促進營造產業的健全發展。
2021.02.12 中央社報導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91664
二、缺工嚴重，公共工程申請外勞門檻，勞動部最快 4 月放寬
營造業缺工問題嚴重，日前營造公會向政府陳情，盼望鬆綁公共工程
引進外籍移工門檻。勞動部允諾將取消公共工程總金額新台幣 100 億
元限制，最快將在 4 月初上路，預計將新增 1382 名外籍移工。
2021.03.29 中央社報導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57491

台灣年輕人投入工地的意願不高，導致技術型勞工出現斷層，電焊工
日薪飆破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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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缺工導致工資上漲有解嗎？
面對以上種種因素造成營建物價及工資高漲的問題，工程界能夠承受多大
及多久的壓力測試呢？設計顧問、監造單位面臨的僅是人力缺乏、薪資微
幅上漲，但營造業界卻是面臨工班流失、物價及工資之大幅上漲，及間接
造成搶人、搶錢、搶工時等等直接的壓力，付出額外的成本及可能面臨的
延誤工期罰款，無不讓廠商兢兢業業在堅守確保工程品質、如期完工的承
諾！
公共工程主管機關除了監督廠商嚴守法令規定依照契約執行外，在面對如
此無法預估且不可抗力之情形下，應該盡速研討給予這些承攬廠商合法且
適度的補償機制，避免廠商因財物調度困難而致產生營運危機下市，縱使
日後頒布補貼辦法，屆時遲來的正義已非正義，市場卻換來劣幣驅逐良幣
的結果！

疫情影響政府相關作為
一、政院防疫紓困振興三倍券發揮刺激消費功效，政府紓困振興作為及時
到位，整體經濟大致呈現穩定狀況，三倍券確實發揮好領、好用、好
刺激的效果。隨著疫情逐漸退燒，政府各單位也都陸續加碼推出各式
各樣的振興券，希望促進民眾出門消費，有：三倍券、國旅補助、藝
Fun 券、農遊券、動滋券、浪漫客庄旅遊券等。
二、去（109）年 1 月 20 日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即以「防疫、紓
困、振興」3 大步驟因應，秉持「雨露均霑、立竿見影、固本強身、
加速公建」4 大原則提出紓困方案，行政院依特別條例原編列 600 億
元，其後因全球疫情加劇，4 月 21 日修正特別條例，追加特別預算
1,500 億元，合計 2,100 億元。同年 7 月再追加 2,099 億 4,700 萬元
的預算，從顧家庭、護弱勢到挺企業、顧產業，涵蓋個人稅務、家庭
支出到產業紓困、振興、減稅，及疫情後續防治、疫苗研發採購等，
超前部署各項防疫措施。
三、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衝擊台灣觀光產業，交通部長林佳龍提
出，觀光旅遊業的紓困方案將到年底，紓困 4.0 方案會再協助有心要
度過難關的觀光產業，協助旅行業及觀光旅館。
四、節能家電補助將於今年 6 月 14 日到期，行政院長蘇貞昌 2 月 24 日宣
布，延長補助期限 2 年，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止。民眾如購買第 1、2
級的節能電冰箱、冷暖氣機或除濕機，每台可退稅新台幣 500 至
2,000 元，讓民眾買節能家電，不僅省電還能享受退稅小確幸。
五、因前瞻基礎建設公共工程、民間廠房及住宅營造需求提高，加上武漢
肺炎疫情影響，營建工地普遍缺工嚴重，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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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推動「因應營建相關產業缺工，同意建築工期展延 2 年」紓困
方案；相關縣市也同樣提出展延 2 年期限。
政府因應疫情影響對人民及相關產業進行各項補助及紓困措施，建築業可
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龍頭產業，而營造業則是工程之母，因此呼籲政府要
重視營造業所面臨的嚴苛問題，也能提出合宜補助方案協助廠商度過這次
難關。

某工程為例因營建物價、工資上漲增加支出占比
以承攬某公共工程為例(工程期間：97~111 年)，因上列因素影響初步估算
土建、機電及空調設備增加額外費用、占比如下：
一、土建工程部分
工程名稱：各類營建施工人員(工資增幅)
增加成本：89,140,880 元
增加費用占比：30.1 %
二、機電工程部分
工程名稱：機電給排水、消防等設備工程(連工帶料)
增加成本：31,270,379 元
增加費用占比：27.4 %
三、空調工程部分
工程名稱：空調、電器、控制等設備工程(連工帶料)
增加成本：25,549,325 元
增加費用占比：34 %
從以上初步估算資料顯示，財務、勞務費用大幅攀升幅度約達 3 成左右，
對營造廠商財務影響甚鉅！

建議政府工程主管機關採取補救方式
針對營建業面臨之營建物價、工資上漲現象，是全國性的問題並非單一廠
商個案，也非單獨廠商能獨力承受之重。
可以參考政府採購契約內：遲延履約規定「其他經甲方認定確屬不可抗力
者」，採取相關挽救措施確保公平、正義之機制，就如核可執行中之預拌混
凝土物價機動調整案例一樣，建議如下：
一、政府應秉持採購法公平正義之原則，承攬廠商面對不可抗力之情事應
給予補救機會，而不是放任由其自負盈虧、自生自滅。
二、營建物價、工資上漲可比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可之個別項目
「預拌混凝土」，物價指數漲跌幅逾 10%部分給予補貼的政策(原契約
為：物價總指數漲跌幅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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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因缺工導致延誤工期者，可酌情予以延長影響之工期。

語末

四月木棉花正開，花朵高掛美如畫，豐碩果實化春泥，寄語花絮問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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