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違法事業單位名單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違反法令條款
1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郭顯懋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2 雅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謝睿邦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
3 繼茂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粘振啓
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4 王志賢即紅菓子茶行
5 奇巧調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陳瑩昇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6

昇旭金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沈茂庸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7

德瑞衛廚設備有限公司/楊雅婷

8

歐潔實業有限公司/白錦雅

13 尚墩股份有限公司/謝汝洲
14 立墩股份有限公司/謝汝洲
15 泰昇工業有限公司/陳貞造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
準法第36條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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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條、勞動基
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16 葉東陞即德東冷飲站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17 林育正即穀道茶坊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18 陳中和即明德醫院

勞動基準法第34條第2項

9 普裕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紀清潭
10 鑫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尤金龍
11 上宜實業有限公司/陳郁文
12 允盛百貨企業有限公司/陳文燦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20 鑫通塑膠股份有限公司/李炤端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
21 明將實業有限公司/蕭明治
準法第70條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4
22 農翼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蘇釔兢
款
23 員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蔡冠宗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24 陳昭吉即陳昭吉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25 誠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葉靜燕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19 陳明讈即杉和起重工程行

違反法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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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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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達基本工資。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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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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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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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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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未達基本工資。
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雇主未給予
輪班勞工適當之休息時間。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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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未依規定辦理工作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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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處分書文號
府勞動字第1070319035號
府勞動字第1070319043號

處分日期
1070917
1070918

府勞動字第1070320679號

1070925

府勞動字第1070328507號
府勞動字第1070322582號

1070925
1070925

府勞動字第1070321005號

1070926

府勞動字第1070328466號

1070926

府勞動字第1070320671號

1070927

府勞動字第1070324326號
府勞動字第1070322035號
府勞動字第1070335720號

1071001
1071003
1071004

府勞動字第1070335190號

1071005

府勞動字第1070344424號
府勞動字第1070344426號
府勞動字第1070344430號

1071005
1071005
1071005

府勞動字第1070344432號

1071005

府勞動字第1070344434號

1071005

府勞動字第1070335195號

1071005

府勞動字第1070335825號

1071005

府勞動字第1070307221號

1071005

府勞動字第1070332052號

1071005

府勞動字第1070336559號

1071009

府勞動字第1070350267號
府勞動字第1070308960號
府勞動字第1070354115號

1071011
1071011
1071012

備註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26 鉅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鄭明塗

違反法令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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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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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勝昌實業有限公司/林鈴鐃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未達基本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
28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黃錦椿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之日數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或
29 明慶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昱宏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台灣黑公雞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勞工約定正常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30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1項
葉明杰
。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31 春億撚紗股份有限公司/王啟宏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32 桓高工程有限公司/施秉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33 英特柏嵐有限公司/許孟得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34 英達茂股份有限公司/賴建發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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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35 昇暉纖維有限公司/李糖
之日數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雇主未給予
勞動基準法第34條第2項、 輪班勞工適當之休息時間。
36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戴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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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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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潘麗鳯君即三吉美膚商行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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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明全紙器有限公司/周長興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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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泰穩實業有限公司/謝連樹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基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準法第39條
加給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40 阡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汪成功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41 陳昱霖即首禾眼鏡行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處分書文號
府勞動字第1070354114號

處分日期
1071015

府勞動字第1070358060號

1071016

府勞動字第1070329692號

1071017

府勞動字第1070324333號

1071017

府勞動字第1070354159號

1071017

府勞動字第1070358075號

1071018

府勞動字第1070361996號
府勞動字第1070369833號
府勞動字第1070338738號

1071023
1071024
1071026

府勞動字第1070371753號

1071030

府勞動字第1070366231號

1071031

府勞動字第1070376717號

1071031

府勞動字第1070376722號

1071101

府勞動字第1070376524號

1071106

府勞動字第1070380072號
府勞動字第1070372615號

1071106
1071107

備註

訴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