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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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080516

2 1080516

3 未達基本工資。 1080517

4 1080520

5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80520

6 1080521

7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80522

8 謝孟錡君即和泰商行 1080522

9 1080524

10 1080528 訴願中

11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080528

12 1080528

13 1080529

14 1080603

15 1080603

16 孫名冠即大埔黃金屋早餐店 1080605

17 1080605

18 1080606

19 1080610

菲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白憶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府勞動字第1080154678號

福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志達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達基本工資。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80154671號

松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張智鈞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80158803號

社團法人彰化縣重聽福利協會/梁添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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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明細。 府勞動字第1080147273號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詹逸宏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80160672號

億豪先鋒網路有限公司/張育郎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府勞動字第1080155223號

員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蔡冠宗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80160675號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府勞動字第1080162766號

欣立達實業有限公司/陳春美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達基本工資。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80169487號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王貴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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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數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168590號

泰穩實業有限公司/謝連樹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府勞動字第1080171147號

冠泰輪胎有限公司/莊福蕙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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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171358號

澄悅實業有限公司/黃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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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74942號

肯昌股份有限公司/林昌慧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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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62049號

寶利股份有限公司/謝木成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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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787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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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明細。 府勞動字第1080166799號

彰德事業有限公司/陳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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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82146號

日式寢具實業有限公司/董宗穎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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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183723號

十鴻企業有限公司/洪少緯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府勞動字第1080184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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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80610

21 程巧引即美華鵝肉店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0611

22 未達基本工資。 1080611

23 1080618

24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1080618

25 1080619

26 1080620 訴願中

27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0620

28 1080621

29 1080624

30 1080624 訴願中

31 1080626

32 1080627

33 1080627

34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80627

35 1080701

36 1080703

37 請假期間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1080703

38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80705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黃錦椿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80180174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187769號
和屋食藝有限公司/林建宏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80187277號

益德明科技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吳肇
業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府勞動字第1080193739號

世宏農產科技有限公司/鄧世宏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府勞動字第1080195067號

琺拉國際有限公司/范冠傑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職務。 府勞動字第1080197817號

暘利鋼鐵有限公司/林志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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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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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193061號

官東燒肉食堂/江永鵬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199092號

台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天佑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或未依規定給予工
資明細。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80195416號

聯和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陳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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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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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1954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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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80199082號

台灣維特斯有限公司/丹尼尼爾森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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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字第1080200861號

食觀天下有限公司/陳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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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04499號

陳佩君即彰化縣私立崇愛老人長期
照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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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08172號

鑫億企業社/許豐山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80208148號

興駿達實業有限公司/張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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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條第2項

未達基本工資。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特別休假未由勞工自行排定。

府勞動字第1080206578號

豐禾健康蔬果股份有限公司/王彥森 勞動基準法第37條、勞動
基準法第38條

依規定應放假之日未予休假。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80213934號

偉鈺興業有限公司/許清津 勞動基準法第43條 府勞動字第1080214344號

貿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啟丁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80214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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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蔡振明即中華壽司店 1080705

40 1080705

41 1080709

42 1080710

43 未達基本工資。 1080711

44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80711

45 10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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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19563號

正仲塑膠有限公司/謝双密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未達基本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80219017號

喜泰豐有限公司/薛聿苓 勞動基準法第39條、勞動
基準法第49條第1項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加給工資。
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
作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府勞動字第1080224908號

世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粘炳煌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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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223424號

珈大工程有限公司/楊通輝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80223471號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黃錦椿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80223473號

銓祐投資有限公司/張銓祐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或未依規定給予工
資明細。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字第10802335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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