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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吳麗
秀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勞
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雇主未給予
府勞動1070214509號
動基準法第34條第2項、勞動
輪班勞工適當之休息時間。
基準法第35條
繼續工作四小時未有三十分鐘休息。

1070716

2

歆恩商行/詹碧玉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1070237494號

1070719

3

林德勝製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林景勝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府勞動1070239113號
加給工資。

1070720

4

怡瑩金屬企業有限公司/賴秉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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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41128號

1070720

5

地園有限公司/蔡萬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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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1070245742號

107072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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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林國宅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1070246869號
法第32條第2項、勞動基準法
/黃懿慈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第39條
加給工資。

1070723

7

德元結構鋼材有限公司/林進
耀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4
款

未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喪葬費
府勞動1070242994號
，並給與其遺屬死亡補償。

1070725

8

肯驛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許恒源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1070252434號

1070725

9

崇成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劉宜
鑨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勞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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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50566號

1070725

10 仟松大阪屋有限公司/羅國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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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1070259352號

1070725

11 麥箖有限公司/唐寶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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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59819號
職務。

1070725

12 誠茂木器有限公司/謝任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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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53311號

1070726

13 棠葳有限公司/張汝宜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勞 未達基本工資。
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1070256170號

10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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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56172號

10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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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1070260999號
加給工資。

1070726

14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曾
崧柱

15 謝粉妹君即三合企業社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備註

訴願中

訴願中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違反法令條款

16

員進交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詹立維

17

雅築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司/李正喜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或
府勞動1070246581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1070727

府勞動1070256272號

1070730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8 伸協興製網有限公司/柯結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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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1070265513號
加給工資。

1070730

19 旭春鋼鐵有限公司/張偉忠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2
款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未依規
府勞動1070261450號
定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

1070731

20 豪水食品有公司/謝禎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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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39102號

1070801

21 林慧婷即誠泰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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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59374號
職務。

1070801

未達基本工資。

22

益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新
約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1070255893號

1070801

23

宏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吳麗
秀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勞
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雇主未給予 府勞動1070261199號
動基準法第34條第2項
輪班勞工適當之休息時間。

1070803

24 張家銓君即允銓精密工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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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61019號

1070803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25

彰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柯秋
佃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府勞動1070263324號

1070806

26

東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林登
輝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勞
未依規定記載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日 府勞動1070264913號
動基準法第38條第5項
數發給工資數額或未依規定通知勞工。

1070806

27

詹鋕平即彰化縣私立明昇老人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勞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養護中心
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1070264434號

1070807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1070263862號
職務。

1070808

28 萬青育即大金馬餐飲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29 何佾璇即中信眼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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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楊漢銘即漢銘醫院

勞動基準法第34條第2項

31

創新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詹逸
宏

府勞動1070266809號

1070810

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雇主未給予
府勞動1070261842號
輪班勞工適當之休息時間。

1070810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勞動基準法第36條、勞動基準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府勞動1070270536號
法第39條
加給工資。

1070810

備註

訴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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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蔡錫杰君即樺隆商行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勞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勞動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1070274252號

1070813

33 鈺盛精密有限公司/黃瑞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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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74257號

107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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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1070274262號
加給工資。

1070813

35 佳品科技有限公司/王真美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1070274264號

1070813

36 林宏承即岳展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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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1070274268號

1070813

37 曜鴻金屬有限公司/徐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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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74274號
職務。

1070813

38 長亨科技種苗場/黃漢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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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69607號

1070814

府勞動1070266862號

1070814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或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勞
府勞動1070272084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07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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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80983號
作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1070817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1070283179號

1070817

34

合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謝進
合

39

員林國宅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勞動基準法第16條、勞動基準 未依規定給予預告期間工資。
/黃懿慈
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40

泰輪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陳楊
芳滿

41 欣穎餐飲有限公司/黃錦銓
42

台灣盛前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葉炳乾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43

益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謝文
華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勞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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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83182號

1070817

44

春風休閒旅館有限公司/黃瑞
發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1070276233號

1070820

45

金華隆五金工業有限公司/林
美雲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勞 未達基本工資。
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1070266291號

1070820

46

小馬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黃國財

府勞動1070282734號

1070820

府勞動1070284584號

1070820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府勞動1070288331號
加給工資。

1070823

47 廖珮捷即ONHAIR
48

新傑燈光科技有限公司/施仁
傑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36條、勞動基準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法第37條
依規定應放假之日未予休假。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備註

訴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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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元峰億工業有限公司/黃錦松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勞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未依規 府勞動1070277540號
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2款
定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

1070827

50 陳妍秀即宏鈺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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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86524號

1070827

51 達鋼興機械有限公司/范月嬌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勞動基準法第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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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92033號
動基準法第39條、勞動基準法
加給工資。
第43條
請假期間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1070827

52 弈彰工業有限公司/陳碧主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1070292039號

10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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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92045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1070827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1070282741號

1070828

有限責任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
業職業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附
55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設彰化縣私立員家幼兒園/劉
玉龍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1070291521號

1070828

56 廖年增即信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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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93662號

1070830

57 楊忠泉即小姑娘企業社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1070291806號

1070903

58 凱尉股份有限公司/曾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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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1070293587號
加給工資。

1070904

59 鍇諦企業有限公司/蔡尚哲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或未依規定給予工
府勞動1070301099號
資明細。

1070905

請假期間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53

聖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許閔
雄

54

香港商麗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台灣分公司/黃世彬

60

福星利華酒業股份有限公司/
卓昱樺

勞動基準法第43條

府勞動1070305195號

1070910

61

大友醫療器材有限公司/林雯
宜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或未依規定給予工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勞
府勞動1070305266號
資明細。
動基準法第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70910

62 林雯宜君即大友醫療器材行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或未依規定給予工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勞
府勞動1070305396號
資明細。
動基準法第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70910

63 中英清純水有限公司/林秀梅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1070303528號

1070910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備註
訴願中

訴願中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幸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鄭震
三

違反法令條款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府勞動1070291801號

10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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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1070319052號

10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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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295471號

1070913

67 寶得通運有限公司/黃東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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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19092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1070914

68 森釧餐飲有限公司/陳思衛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1070301091號

1070914

64

65 謝玫雅即匠海釣具店
66

東明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吳詹麗蔘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