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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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緩金額 備註

1 奈菲兒生醫股份有限公司/施丁欽 1090518

2 永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吳黃美鳳 1090518

3 德暘股份有限公司/李新傑 1090518

4 瑞勝紙器有限公司/賴新發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0521

5 文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李新傑 1090521

6 鐘秀足即軒震企業社 1090526

7 員林果菜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游振雄 未依規定期限內給付勞工退休金。 10906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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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609
9 劉炳弦即鼎一工程行 未達基本工資。 1090609

10 浩瀚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黃俊利 1090610

11 晟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賴世龍 1090611

12 金全益股份有限公司/王義方 未達基本工資。 1090615 20,000

13 文傑餐飲有限公司/張文彥 1090615 80,000

14 久億汽車實業有限公司/許育源 1090616 40,000

15 如鋒實業有限公司/徐銘宏 1090617 40,000

勞動基準法第27條 經主管機關限期令雇主給付工資，雇主
未依期限給付。 府勞動字第1090162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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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61715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43條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請假期間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府勞動字第1090163812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163637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43條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請假期間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府勞動字第1090164357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勞動
基準法第39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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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74533號

勞動基準法第55條第3項 府勞動字第1090181970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186431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1856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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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89668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勞動
基準法第39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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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94330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197582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未達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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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府勞動字第1090197663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勞動基準法第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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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府勞動字第1090201425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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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99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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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緩金額 備註

16 1090617 60,000

17 晶順工業有限公司/陳韻天 1090620 20,000

18 怡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黃朝林 1090620 50,000

19 唐鼎餐飲有限公司/唐詩婷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0620 20,000
20 蔡宇澤即品翔當歸鴨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0620 20,000
21 御境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陳步湧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0620 30,000

22 富強輪胎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蔡文順 1090620 20,000

23 特力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江朝陽 特別休假未由勞工自行排定。 1090623 20,000
24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陳棠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1090624 180,000 訴願中

25 復聖機電有限公司/洪嘉峯 1090624 40,000 訴願中

26 飛絡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蔡其明 未達基本工資。 1090624 20,000

27 台灣電扇科技有限公司/陳佑全 1090629 20,000

28 1090702 20,000

29 益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新約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703 40,000

30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謝明德 1090706 120,000

31 工務機械工業有限公司/許錫訓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0706 20,000

32 陳聖濠即尼莫餐飲 1090708 80,000 訴願中

33 先鋒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王至誠 1090709 40,000

34 亞米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陳維國 1090709 50,000

陳翠媛即彰化縣私立伊敦文理短期
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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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條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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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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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23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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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08772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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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90209217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209149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209167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211380號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第
4款

未依規定給與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喪葬費
，並給與其遺屬死亡補償。

府勞動字第1090211464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211364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2067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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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6786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219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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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5936號

彰化縣私立旗艦史丹佛美語短期補
習班/徐伴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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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9917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224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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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2149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2295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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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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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72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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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53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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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34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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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隆泰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楊世國 未達基本工資。 1090713 20,000

36 許玉貞即永昌企業社 1090713 20,000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227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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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35683號

109年6月12日勞動基準法第80條之1修正施行，自該日起之處分案件併公布罰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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