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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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成發工業有限公司/林佑穎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80916

2 力光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文益 1080918

3 王葳凱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1080918
4 桂花有限公司/謝奕彣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0918
5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謝明德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0923
6 彥豪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澤民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80930

7 藍潔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曾榆凱 1080930

8 頤昇金屬股份有限公司/陳永裕 1080930

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杜英宗 1081001 訴願中

10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王俊超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1081003 訴願中
11 彰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謝淯任 職業災害補償未依規定給付。 1081004
12 崇淮股份有限公司/楊一鋒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1004
13 曾俊誠即駿貿企業社 未達基本工資。 1081007
14 員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蔡冠宗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81007

15 鼎宇五金有限公司/張嘉民 1081007

16 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王貴賢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1007

17 鎰譁實業有限公司/柯瑞旺 1081007

18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81007

19 冠和服務事業有限公司/彭瑞康 1081009

20 世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粘炳煌 1081009

21 陳宜見即陳宜見中醫診所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1016
22 大金救護車有限公司/高瑞隆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1017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803082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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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條第6項、勞動
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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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80315769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府勞動字第1080318287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320126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325716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80335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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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35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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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3350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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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23176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80332302號
勞動基準法第59條 府勞動字第1080332698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335034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80343843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80345558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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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345771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345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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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46098號

御境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
司/陳步湧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80346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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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43866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80343894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339978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360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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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益銳股份有限公司/曹秀敏 1081018

24 偉鑫精密有限公司/周錫偉 1081021

25 和屋食藝有限公司/林建宏 1081021

26 慧德刀具五金有限公司/葉紹男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81021

27 足勇文具有限公司/李佩真 1081021

28 蒂和國際有限公司/林柏志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081021
29 炫臻實業有限公司/方秀鑾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1081023

30 高明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張朝凱 1081023

31 明星加油站有限公司/詹鋕平 1081024

32 昆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純芳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1030

33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1030

34 彰南電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黃智霖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81030 訴願中
35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張金鈺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81101

36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陳麗欣 1081105

37 大成工程行/王建元 1081108

38 新黑貓國際美食有限公司/黃慧芬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81111
39 淺田屋餐館/劉晉源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81112

40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葉明洲 1081113

41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彭騰德 1081113 訴願中

42 邱元祿即彰化素食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1081113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0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與勞工約定正常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

府勞動字第10803589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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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589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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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條

未達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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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58964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80360945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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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60950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府勞動字第1080361064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80366904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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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36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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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364933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370814號
聯欣環保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廖
勝國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370829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80374338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80370831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字第1080381084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59條

未達基本工資。
職業災害補償未依規定給付。 府勞動字第1080376252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80389148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80389165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字第1080380753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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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府勞動字第1080379706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府勞動字第10803892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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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力旺國際商行/謝源樹 未依規定辦理工作規則。 1081113勞動基準法第70條 府勞動字第10803892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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