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違反法令條款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備註

1
雄麗金屬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

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43843號 106年05月17日

2 豐富庭企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府勞動字第1060158349號 106年05月16日

3 宏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府勞動字第1060158616號 106年05月16日

4
許宗和君(即和美救護車

中心)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字第1060155445號 106年05月19日

5 昇林食品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157716號 106年05月16日

6 佳賀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161592號 106年05月17日

7 饗城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未達基本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162039號 106年05月19日

8
勝景遊覽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

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62446號 106年05月18日

9
地中海太陽能科技有限

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4款

未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喪葬費，並

給與其遺屬死亡補償。
府勞動字第1060163770號 106年05月17日 訴願審理中

10
全威鋼鐵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163881號 106年05月24日

11 范振森君(即肉圓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府勞動字第1060164519號 106年05月22日

12
林心湄君(即早安美芝城

二溪店)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府勞動字第1060164772號 106年05月22日

13 饌五味食品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159703號 106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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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駿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

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67165號 106年06月02日

15 允登實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府勞動字第1060170763號 106年05月26日

16 瑩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67157號 106年05月26日

17 松桀工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70484號 106年05月26日

18 旭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府勞動字第1060168711號 106年05月31日

19 聖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府勞動字第1060170477號 106年06月09日

20
陳佐騏君(即上藤屋日式

料理)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職務。 府勞動字第1060175819號 106年06月01日

21
黃珍憶(即私立主恩珠心

算短期補習班)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府勞動字第1060177721號 106年06月01日

22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73957號 106年06月01日 訴願審理中

23 得貹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177792號 106年06月05日

24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168555號 106年06月01日 訴願審理中

25
陳明靚 君（即穩祥護理

之家）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

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73933號 106年06月02日

26 猛發企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職務。 府勞動字第1060178799號 106年06月02日

27
張銘揚（即昱揚企業

社）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81514號 106年06月05日

28
鄉親國際旅行社有限公

司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府勞動字第1060181561號 106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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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阿米瑟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181115號 106年06月06日

30
施瑞龍（即老龍師肉包

店）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字第1060182187號 106年06月05日

31 型鋼工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府勞動字第1060181114號 106年06月08日

32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慈

恩老人養護中心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175859號 106年06月05日 訴願審理中

33
施涵舒君(即典髮型工作

室)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職務。 府勞動字第1060183148號 106年06月09日

34
京金國際旅行社有限公

司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

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83160號 106年06月08日

35
張麗娟君（即聖瑩實業

社）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4款

未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喪葬費，並

給與其遺屬死亡補償。
府勞動字第1060183215號 106年06月12日

36
雅築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未達基本工資。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府勞動字第1060183511號 106年06月12日

37 德樺企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字第1060184235號 106年06月09日

38 寧偉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府勞動字第1060184964號 106年06月08日

39 豪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86712號 106年06月12日

40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

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86928號 106年06月09日

41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188563號 106年06月14日

42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83131號 106年06月13日

43 炎洲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90770號 106年0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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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優利資源整合股份有限

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9條第1項 違反規定訂定定期契約。 府勞動字第1060190266號 106年06月12日

45 華群通運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職務。 府勞動字第1060192445號 106年06月09日

46
張主明(即彰化縣私立立

達文理短期補習班)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府勞動字第1060194115號 106年06月13日

47 柯慶榮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4款
未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喪葬費，並

給與其遺屬死亡補償。
府勞動字第1060199355號 106年06月21日

48 捷新汽車貨運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96828號 106年06月13日

49
通天小客車租賃有限公

司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府勞動字第1060197734號 106年06月16日

50
劉榮明(即聯德汽車服務

廠)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府勞動字第1060188560號 106年06月16日

51
明慶食品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

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97748號 106年06月16日

52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府勞動字第1060193655號 106年06月23日

53 富灥通運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

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99351號 106年06月21日

54
地中海太陽能科技有限

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字第1060195545號 106年06月28日

55
金元達金屬股份有限公

司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府勞動字第1060200695號 106年06月23日

56 揚泰興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未達基本工資。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

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199167號 106年06月22日

57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5條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繼續工作四小時未有三十分鐘休息。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195552號 106年06月23日

58 員林樂器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未按月暨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府勞動字第1060204983號 106年07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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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琨蒂絲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194742號 106年07月13日 訴願審理中

60 豐晨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7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依規定應放假之日未予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217014號 106年07月06日

61 千駿旅行社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218009號 106年07月06日

62 隆霖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府勞動字第1060218090號 106年07月06日

63 尚亨電器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府勞動字第1060218121號 106年07月06日

64
陳淑美君(即霸味薑母鴨

小吃店)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字第1060218143號 106年07月06日

65
博宇德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府勞動字第1060218598號 106年07月06日

66 台越運通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府勞動字第1060216953號 106年07月04日

67 澄悅實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219544號 106年07月10日

68 雅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219660號 106年07月05日
106年度勞動部保全

服務業專案檢查

69 蔡煌雄(即登瑋企業社)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216955號 106年07月10日

70 上豪春食品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225463號 106年07月10日

71 峻砷實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227997號 106年07月10日

72 富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225476號 106年07月10日

73 達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

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229704號 106年07月11日

74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220720號 106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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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欣力昌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232362號 106年07月11日

76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府勞動字第1060232423號 106年07月12日

77 超昱國際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232959號 106年07月12日

78 昱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233788號 106年0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