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違法事業單位名單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違反法令條款

處分日期

備註

府勞動字第1060309091號

1060920

訴願審理中

府勞動字第1060319912號

1060925

府勞動字第1060323385號

1060926

勝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2

賴冠呈(即吉緣蔬食自助餐)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3

金億興工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4

普仕科技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329356號

1060929

5

洪焜欽(即冠華醫院)

勞動基準法第36條、勞動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336234號

1060930

6

郭武憲君(即員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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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29376號

1061002

7

林文志(即駿興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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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39818號

1061003

8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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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39989號

1061005

9

黃佩芬 君(即蕃薯市雞腳凍)

勞動基準法第36條、勞動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基準法第37條
依規定應放假之日未予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340014號

10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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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40364號

10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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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38778號

1061005

12 凱菲雅國際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2條第2項、勞
動基準法第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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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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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48235號

1061016

13 富煒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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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48238號

1061016

黃萬生(即保證責任彰化縣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菇類生產合作社)

府勞動字第1060348240號

1061016

府勞動字第1060348242號

1061016

11

14

利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處分書文號

1

10 興農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違反法規內容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5 彰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16 錡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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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48243號

1061016

17 御境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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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48245號

1061016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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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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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48217號

1061017

106年度醫療院所
專案檢查

19 冠亞人力仲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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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47815號

1061018

106年度勞動派遣
專案檢查

20 頂佳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字第1060342815號

1061019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60357486號

106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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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57867號

1061023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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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57869號

1061023

24 金亞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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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44188號

1061025

25 張蒼維 君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 未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喪葬費
第4款
，並給與其遺屬死亡補償。

府勞動字第1060359437號

10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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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58063號

1061025

府勞動字第1060361854號

1061025

18

21

伍倫醫療社團法人員榮綜
合醫院

違反法令條款

巨貿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22 新鼎五金有限公司
23

26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
院

金瑞鋒精密模具股份有限
公司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27 鑫聖鐵材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28 謝家琦(即藍葉美髮沙龍)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354182號

1061025

29 謙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字第1060364201號

1061025

30 付子娟(即美姿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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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65966號

1061025

31 名烽景觀營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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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63739號

1061027

32 典實資源回收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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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66032號

1061027

33 凱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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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66020號

1061027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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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66005號

1061027

34

台灣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
司

106年度醫療院所
專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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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勞動字第1060365991號

1061027

35 大詠城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36 廖小璇(即信益早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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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67095號

1061030

37 白伊萍君(即員林港城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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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66267號

1061031

38 許俸旗(即逸軒咖啡屋)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60366819號

1061031

39 煥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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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70291號

1061101

40 協利撚線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379873號

1061108

41 永騰實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項

府勞動字第1060379885號

1061108

42 王重堯（即長發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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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84604號

1061109

43 賴榮洽（即品香麵食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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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84606號

1061109

44 昭新企業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項、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
特別休假期日未由勞工排定
2項

府勞動字第1060373771號

1061110

45 陞宏科技有限公司

未達基本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動基準法第39條
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373124號

1061110

勞動基準法第22條

府勞動字第1060381278號

1061110

府勞動字第1060384099號

1061114

46

台灣武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47 千家軒企業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處分書文號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加給工資。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