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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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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80392841號

1081118

2

亞米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陳維國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394481號

1081118

3

武漢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宋武隆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府勞動字第1080398746號

1081118

4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黃錦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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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92115號

1081119

5

員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蔡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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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02605號

1081120

6

立享針織機械有限公司/賴俊竹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字第1080403279號

1081120

7

盈泰百貨有限公司/姜岱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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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04335號
資明細。

1081121

8

陳品學即品蔚手作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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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080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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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22

9

小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黃建霖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408062號

1081122

10 全國麗園大飯店有限公司/李賢聰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70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未依規定辦理工作規則。

府勞動字第1080408068號

1081122

11 信暐鋼構股份有限公司/陳清風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409390號

1081122

12 謝雅仁即辰和企業社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字第1080409819號

1081122

13 陳源昇即昇翔企業社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 未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喪葬費
府勞動字第1080405723號
4款
，並給與其遺屬死亡補償。

1081126

14 翔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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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12047號

1081126

15 中永誠有限公司/許僅平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80407958號
職務。

1081127

16 竣暉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許宏州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80409610號
職務。

1081128

17 全聯世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銘村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410366號

1081129

18 協和加油站有限公司/林立峯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417572號

1081129

19 宏河興業有限公司/陳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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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12031號

1081202

未依規定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府勞動字第1080419223號

1081203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80422285號

1081204

20

鈦鉿興針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林何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甚

21 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鄭森煤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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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洪文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洪文信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未依規定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府勞動字第1080422834號

1081204

23 全球寵物用品有限公司/江金鋒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415217號

1081205

24 倍思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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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19841號
之日數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1081205

25 興和精密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高溪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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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27011號

1081209

26 優肯興業有限公司/何燕昭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427013號

1081209

27 太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謝明汎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422830號

1081212

28 岱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林英俊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430599號

1081213

29 巫丑即丰富食堂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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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37529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1081213

30 炫臻實業有限公司/方秀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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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34762號

1081216

31 林于捷即采夏商行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80439544號
職務。

1081217

32 張翠蘭即茗人茶行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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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39547號

1081217

33 南云菸酒有限公司/王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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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37296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5項
未依規定記載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日
數發給工資數額或未依規定通知勞工。

1081217

34 崧凌股份有限公司/吳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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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37303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1081217

35 陳秋擇即筑穩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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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37322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1081217

36 慈惠實業有限公司/姜長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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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37749號
作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1081217

37 千郁清潔企業有限公司/黃鼎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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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39551號
資明細。

1081218

38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尹崇堯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39 隆順輪胎有限公司/陳枝永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40 欣芳殯儀有限公司/陳美娜

府勞動字第1080426585號

1081218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80441129號
職務。

10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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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4793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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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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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瓦當麥可活動整合有限公司/張智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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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39141號
加給工資。

1081224

42 禮頓企業有限公司/吳文欽

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
府勞動字第1080441050號
加給工資。

1081224

43 東鴻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黃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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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47800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1081224

44 雅登企業社/朱登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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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51502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1081224

45 祐振塑膠工業有限公司/高維志

勞動基準法第43條

請假期間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451580號

1081224

47 東立燈飾有限公司/廖美香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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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51697號

1081227

48 禾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柏權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80455285號

1081227

49 呂紹楠即祥發快時尚企業社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府勞動字第1080455454號

1081227

50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陳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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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55584號
資明細。

1090102

51 吳麗芬即百樣設計工程行

勞動基準法第80條

拒絕、規避或阻撓勞工檢查員依法執行
府勞動字第1080460948號
職務。

1090102

52 謝岳助即升達土木包工業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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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62038號

1090102

53 達琦實業有限公司/陳家璽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未依規定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府勞動字第1090001227號

1090102

54 廣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陳明達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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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80464890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1090103

55 永騰實業有限公司/高天文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府勞動字第1080467186號

1090106

56 志辰披蕯股份有限公司/洪志富

勞動基準法第35條

繼續工作四小時未有三十分鐘休息。

府勞動字第1080455561號

1090107

57 豪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王定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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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61574號

1090107

58 林義校即宏坤企業社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未依規定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府勞動字第1080466204號

1090107

59 加保保麗龍股份有限公司/黃錢明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未依規定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府勞動字第1090000131號

1090109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府勞動字第1080469426號

1090109

60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柏迪婦幼用品生活館有限公司/楊文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良

61 總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溫文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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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05907號

1090110

62 葳盛企業社/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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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06505號

1090110

63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陳棠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府勞動字第1090002318號

1090114

備註

訴願中

訴願中

訴願中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

64 譽霖工程有限公司/謝譽庭

違反法令條款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書文號

未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或
府勞動字第1090006499號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處分日期
1090114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