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違法事業單位名單
項次
1

事業單位名稱
違反法令條款
員林國宅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黃懿 勞動基準法第16條、勞動
慈
基準法第38條

違反法規內容
未依規定給予預告期間工資。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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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鑫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柳有財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4 成興彈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吳崇德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5 佳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陳木村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保證責任彰化縣冠軍甘藷生產合作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或
6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社/黃三榮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7 昶盛工程有限公司/李世中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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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8 鏗全企業有限公司/劉月霞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或未依規定給予工
9 張梅芳即私立萬冠美語短期補習班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資明細。
未依規定給予產假或產假期間未依規定
10 精得實業有限公司/陳勇成
勞動基準法第50條
給予工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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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鐘誼庭即東皇髮型店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與勞工約定正常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3 蔡明賢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1項
。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14 隆鉅實業有限公司/李木炭
勞動基準法第59條
職業災害補償未依規定給付。
15 曾世君即彰化縣私立經典幼兒園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6 久鼎金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林碧玉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7 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張天民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8 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賴勁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9 蔡硯博即棒棒堂網路館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20 陳學翔即我家牛排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職務。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21 信貹實業有限公司/張惠君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2

喬貿電氣工程行/宋榮棠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備註

府勞動字第1070407715號

1071127

府勞動字第1070414655號

1071129

府勞動字第1070416276號
府勞動字第1070414092號
府勞動字第1070414723號

1071130
1071130
1071130

府勞動字第1070414238號

1071130

府勞動字第1070419602號

1071130

府勞動字第1070415841號

1071203

府勞動字第1070427140號

1071203

府勞動字第1070414869號

1071204

訴願中

府勞動字第1070418641號
府勞動字第1070419153號

1071204
1071204

訴願中

府勞動字第1070419588號

1071204

府勞動字第1070419595號

1071204

府勞動字第1070419596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1609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2601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3403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1311號

1071205
1071205
1071206
1071206
1071207

府勞動字第1070423300號

1071207

府勞動字第1070417559號

1071207

訴願中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違反法令條款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22 台灣薄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王勝志
基準法第32條第2項、勞動
基準法第35條

違反法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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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工作四小時未有三十分鐘休息。

23 一原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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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數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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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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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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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職業災害補償未依規定給付。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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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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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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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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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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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高耐企業有限公司/吳志忠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25 統岳股份有限公司/陳皇仁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26 緒峰企業社/邱義興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9條

27 上貿塑膠企業社/吳蕙珍
28 巨聯營造有限公司/賴銘源
29 張建華即宇昊商行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30 劉炳宏即金永得汽車修配廠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9條

31 協源皮件廠股份有限公司/黃瑞源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32 呂麗玉即俊美行鹿港分號
基準法第38條
33 鈺輝股份有限公司/顧建文
勞動基準法第59條
34 維力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張天民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35 林秀盆即蒸餃之家秀水店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36 聖豐企業社/張宏年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37 美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陳金村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38 利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育新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39 宏來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謝施秀鳳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40 馨曼商行/徐郁嵐
41 億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洪旻憲
42 億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楊聰順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43 峰泉企業社/蕭淑瑜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44 施秉德即兆髮型工作室
45 珈展工業有限公司/李莉溱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府勞動字第1070423522號

1071207

府勞動字第1070425085號

1071207

府勞動字第1070425109號

1071207

府勞動字第1070425117號

1071207

府勞動字第1070425142號

1071207

府勞動字第1070425145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6501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6823號

1071207
1071210
1071210

府勞動字第1070427584號

1071210

府勞動字第1070427525號

1071210

府勞動字第1070423441號

1071210

府勞動字第1070425397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5096號

1071210
1071210

府勞動字第1070425111號

1071210

府勞動字第1070425122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7370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9395號

1071210
1071210
1071210

府勞動字第1070425814號

1071210

府勞動字第1070426644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9974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5136號

1071211
1071211
1071211

府勞動字第1070425119號

1071212

府勞動字第1070427621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7562號

1071213
1071213

備註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46 永登豐企業有限公司/謝東良
47 員生醫院/郭武憲

違反法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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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書文號
府勞動字第1070412294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5082號

處分日期
1071213
1071213

府勞動字第1070427466號

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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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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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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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府勞動字第1070436217號
府勞動字第1070419064號

1071214
1071214

府勞動字第1070436197號

1071214

府勞動字第1070436198號

1071214

府勞動字第1070436202號

1071214

府勞動字第1070436203號

1071214

府勞動字第1070436224號

1071214

府勞動字第1070438337號

10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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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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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立勳有限公司/張清河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之日數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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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
60 里昂精緻食品有限公司/李世郎
加給工資。
基準法第43條
請假期間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61 侑昌有限公司/陳淑美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62 亨立彈簧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盧炳亨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63 復旦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游永城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64 合成衛材股份有限公司/謝金合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65 埔塩預拌混凝土有限公司/陳美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66 億懋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胡素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宇榮高爾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家
67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聲

府勞動字第1070436199號
府勞動字第1070436200號

1071217
1071217

府勞動字第1070436204號

1071217

府勞動字第1070436212號

1071217

府勞動字第1070436221號
府勞動字第1070438478號
府勞動字第1070436228號
府勞動字第1070426673號
府勞動字第1070436201號
府勞動字第1070443707號

1071217
1071217
1071218
1071218
1071218
1071221

府勞動字第1070450428號

1071224

府勞動字第1070447704號
府勞動字第1070451554號
府勞動字第1070450440號

1071224
1071224
1071226

48 信威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黃明德

違反法令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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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嘉里大榮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沈宗桂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50 維豪車料股份有限公司/孫晧庭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51 黃張孟雪即鹿港冷飲站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52 景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徐通吉
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53 延晉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陳厚任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54 三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林昇一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55 進運環保有限公司/蔡金全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56 黃孟群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57 宇呈股份有限公司/楊木川
58 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林義勝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68 雅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李正喜
69 漢田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李雨霖
70 陳秋池即陳秋池畜牧場第一場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未達基本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備註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違反法令條款
71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黃錦椿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帝保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張
72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文兆
73 歐淑樺即永森食品行
74 堯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姚德堯
75 竑欣食品機械有限公司/游智傑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未依規定給付勞工退休金。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70455776號

處分日期
1071226

府勞動字第1070449467號
府勞動字第1070445012號

1071227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70456339號

1071228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70435959號

1071228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704581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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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明細。
府勞動字第10704577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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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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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58019號

1080102

府勞動字第1070458309號

1080108

府勞動字第1070466519號

1080108

府勞動字第1070468201號

1080108

府勞動字第1080004351號

1080111

府勞動字第1080004815號

1080111

府勞動字第1080004737號

1080111

府勞動字第1080006264號

1080114

府勞動字第1080006276號

1080114

勞動基準法第55條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8條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80 富灥遊覽車有限公司/梁方鈞
台灣福林卡杉科技工業有限公司/葉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81
炳乾
益德明科技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吳肇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82
業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83 昇進水泥製品廠有限公司/龔尾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84 饗聚國際有限公司/李榮閔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85 共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李正雄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86 榮洲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許文洲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87 協和加油站有限公司/林立峯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8條
88 五山食品業有限公司/吳明修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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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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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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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未達基本工資。

備註

1071226
1071227
1071227

76 酩記企業有限公司/張格華
石麗華即石麗華稅務會計記帳代理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77
人
78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謝明德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79 陳珈進即神田通訊行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書文號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字第1070450430號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府勞動字第1070450448號
加給工資。

1080102
1080103

訴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