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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強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湯永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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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56682號 1070521

2

睿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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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58203號 1070521

3

何嘉彰即合勝商行

勞動基準法第49條第1項

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
府勞動字第1070161658號 1070522
作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4

澎龍生醫事業有限公司/蘇平
隴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70164265號 1070522
職務。

5

精得實業有限公司/陳勇成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
府勞動字第1070167644號 1070523
之日數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6

莊精文(即立新畜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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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府勞動字第1070167666號 1070523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7

品嘉保麗龍有限公司/吳國淵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準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法第32條第2項、勞動基準法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8

詹登印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4
款

9

宏瑞通路實業有限公司/蕭秀
娟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勞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勞動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基準法第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字第1070170942號 1070530

10 日立電能源有限公司/吳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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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70947號 1070531

11 方娜君即永浚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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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79994號 1070531

12 張聖鴻即聖鴻水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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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80003號 1070531

13 蕭明義(成合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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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65554號 1070601

14 嘉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李大
明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字第1070171699號 1070604

15 詠翔發企業有限公司/游琇亦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勞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府勞動字第1070180009號 1070604
動基準法第39條
加給工資。

16 鈞聖企業有限公司/林雅鈞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備註

府勞動字第1070167749號 1070523

未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喪葬費
府勞動字第1070149498號 1070530
，並給與其遺屬死亡補償。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或未依規定給予工
府勞動字第1070170984號 1070606
資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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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17 葉東陞即德東冷飲站

違反法令條款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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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80010號 10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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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89181號 1070611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70189187號 1070611

18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黃錦椿

19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院/黃明和

20

明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江永
平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勞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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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89191號 1070611

21

四季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韋乃
宏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準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70189205號 1070611

22

台灣弱勢族群就業福利促進協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會/朱麗春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或
府勞動字第1070191202號 1070611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23 陳政翰(即佐佐木燒肉專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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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91206號 1070611

24 禹晟實業有限公司/林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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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91214號 1070613

25 玉臻食品有限公司/陳正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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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93288號 107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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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98848號 1070619

27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杜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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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198279號 1070620

28 長春織蓆股份有限公司/游魏
碧如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字第1070200797號 1070620

29 永浩企業社/萬秀連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準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法第38條、勞動基準法第39
府勞動字第1070200799號 1070620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條
加給工資。

30 賴本仕（即台大花園農場）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準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31 如興國際有限公司/陳翠娥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70198892號 1070625
職務。

32 晶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楊中
興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70198894號 1070625
職務。

33 夏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翠
娥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70198893號 1070627
職務。

26

記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黃宗
銘

備註

府勞動字第1070200800號 1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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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益山工程行/許靜山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70198891號 1070628
職務。

35 莊程淇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70216515號 1070628
職務。

36

凱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劉彩
貞

勞動基準法第37條

依規定應放假之日未予休假。

府勞動字第1070216516號 1070628

37

凱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劉彩
貞

勞動基準法第37條

依規定應放假之日未予休假。

府勞動字第1070216517號 1070628

38

員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蔡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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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16520號 1070628

煥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郭緯
詳

勞動基準法第7條、勞動基準
法第23條第2項、勞動基準法
第30條第5項、勞動基準法第
55條

雇主未置備勞工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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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給付勞工退休金。

府勞動字第1070201537號 107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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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16518號 1070705

勞動基準法第49條第5項

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
府勞動字第1070222258號 1070706
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

42 吉本精密有限公司/許坤照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43 啟信實業有限公司/邱創權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準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或 府勞動字第1070223029號 1070710
法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44 協展車業股份有限公司/李玲
玲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70225099號 1070711

裕毛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謝
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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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25094號 1070711

46 鄭加翊君(即永得工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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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府勞動字第1070233919號 1070711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47 李長源即龍頭企業社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39

40 貿詮實業有限公司/賴呂玉枝
41

45

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勁麟

府勞動字第1070209804號 1070710

府勞動字第1070222966號 1070713

備註

訴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