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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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316

2 1090318

3 1090318

4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320

5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323
6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0324

7 1090324

8 黃淑娟即月明沙西點麵包店 1090324

9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324

10 1090325

11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325
12 未達基本工資。 1090331

13 黃雨亭即全忠旅社 1090406

14 1090406

15 1090413

16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0413

17 林奕嘉即平順汽車修理廠 1090413

金元泰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楊尚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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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81076號

欣立達實業有限公司/陳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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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78120號

譚博士生技有限公司/譚慶龍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5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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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90079904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
教醫院/陳穆寬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081035號

冠邦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施美年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089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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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88150號

雅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李正喜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未達基本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府勞動字第1090092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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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92340號

福盛製罐工廠股份有限公司/郭金德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093024號

宜定國際有限公司/朱慶豪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49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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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94085號

群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蔡春長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096419號

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艾努莎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099777號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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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95513號

鈺長科技有限公司/趙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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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3847號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彭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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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給予出勤紀錄。

府勞動字第1090098907號

永奇工業有限公司/蔡榮興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103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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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15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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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090414

19 葉麗碧即米緹花畜牧場 1090414

20 依規定應放假之日未予休假。 1090414

21 1090416

22 未達基本工資。 1090416

23 1090420 訴願中

24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420

25 1090420

26 未達基本工資。 1090420

27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0420

28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0423
29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0423

30 1090423

31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424 訴願中
32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424

33 1090424 訴願中

34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424

35 1090427

36 1090428

37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430
38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501 訴願中

39 1090501

40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0504
41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0504

圓心體能股份有限公司/鄭文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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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162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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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17856號

黃家土鷄料理有限公司/黃韋智 勞動基準法第37條 府勞動字第1090115694號

長意五金有限公司/林世憲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90111267號

億聯合科技有限公司/施麗鳳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111289號

東京都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奧田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勞動
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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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90114892號

台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吳明燈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119251號

廉閎美食有限公司/黃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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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22890號

逢威股份有限公司/葉賢煌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127790號

寶德電化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世
岳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124721號

一心冷飲站/陳榮豐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134545號

長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世靈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125335號

富強窗門企業有限公司/張淑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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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34544號

慶豐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許閔琁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132686號

英勤布業有限公司/胡東榮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129351號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陳棠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府勞動字第1090126888號

禾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柏權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134536號

杜進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杜景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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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34552號

嘚嘚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陳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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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38244號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彥君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136913號

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張於正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128219號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黃錦椿 勞動基準法第34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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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90141905號

永豐鑫國際開發有限公司/陳琮陽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1428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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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476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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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李志龍即嘉泰建材行 1090505

43 顏世明即力山家具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090507

44 1090507

45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090508

46 1090513

47 1090514

48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514 訴願中

49 1090515

50 1090515

51 1090515

52 洪誌良即盟立工程行 10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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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34540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府勞動字第1090142935號

東陽漢方生技有限公司/陳進勝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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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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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43419號

金車噶瑪蘭股份有限公司/李添財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府勞動字第1090148276號

達康國際有限公司/陳韋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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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53477號

蒸饌養生有限公司/楊雅惠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6條、勞動基準
法第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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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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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56498號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韓蔚廷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155650號

昶揚有限公司/蔡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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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58012號

霖寬有限公司/紀永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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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59252號

台全油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許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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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617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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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627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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