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布違法事業單位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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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德勝製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061116

2 聯揚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61117

3 昶榮興業有限公司 1061121

4 有限責任第一信用合作社 未依規定辦理工作規則。 1061123

5 宋惠滿 君（即風鈴商行） 1061123

6 富懋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61123

7 鼎鑫家電有限公司 1061201

8 極品家電有限公司 1061201

9 傑優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1061201

10 恆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1061201

11 彥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1201

12 益銳股份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61201

13 合欣展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1201

14 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61201

15 清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1202 訴願審理中

16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6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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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87993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60386533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勞動基準
法第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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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94989號

勞動基準法第70條 府勞動字第10603855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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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90660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60399304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勞
動基準法第37條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依規定應放假之日未予休假。

府勞動字第1060393552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勞
動基準法第37條、勞動基準法
第38條第4項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依規定應放假之日未予休假。
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
之日數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393550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府勞動字第1060402974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府勞動字第1060405538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勞
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
之日數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401941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604111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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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08946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60412761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勞
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勞動
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420218號

彰化縣陽光弱勢團體關懷協會
附設愛心機車美容工場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604114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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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竺旺企業有限公司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61205

18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1061208 訴願審理中

19 晉易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1061208

20 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1215

21 富鈺廚具有限公司 1061215

22 億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61215

23 奈菲兒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1061215

24 台灣優格食品有限公司 1061219

25 信亞人力派遣股份有限公司 1061219

26 陳有山 君（即金鑽飲料店） 1061220

27 縉陽企業有限公司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61220

28 天心居服企業有限公司 1061225

29 明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61225

30 千朋興業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61226

31 1061227

32 大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1061227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60403672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勞
動基準法第49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女工於夜間工作不符法定要件。

府勞動字第10604175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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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0215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勞
動基準法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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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60427363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勞
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準法
第38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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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
之日數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60408941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60430231號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604302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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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32388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勞
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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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4324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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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30232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60436268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勞
動基準法第22條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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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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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60432406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60440463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60444617號

陳財烈君(即江鴻飲食店) 勞動基準法第46條
雇用未滿十八歲工作者，未依規定置備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齡證明文件
。

府勞動字第1060424095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604391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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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合成衛材股份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70103

34 永克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0103

35 上毅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70108

36 聯昱鴻股份有限公司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070110

37 王室金屬建材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70110

38 潔揚實業有限公司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70111

39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70112

40 卡卡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1070115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604420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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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47116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60455879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府勞動字第1060448291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70005057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60444315號

澳門商意式澳門離岸商業服務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70005836號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604579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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