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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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尉股份有限公司/曾忠義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0916 20,000
2 陳建華即上騰商行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917 20,000
3 佳欣股份有限公司/邱淑娟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918 20,000

4 任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謝新興 1090918 20,000

5 1090918 70,000

6 胡可蓁即佳創商行 1090921 20,000

7 啟信實業有限公司/邱創權 1090921 20,000

8 李冠偉即順心診所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0923 20,000
9 鼎極家電有限公司/洪儷芬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923 20,000

10 明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江永平 1090924 30,000

11 和僅餐飲有限公司/謝於瑾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928 20,000

12 黃光偉即正順商行 1090930 20,000

13 蔚藍汽車旅館有限公司/陳姝芳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1091012 90,000
14 昌億不銹鋼有限公司/吳柏杭 未依規定辦理工作規則。 1091013 20,000
15 何建興 職業災害補償未依規定給付。 1091013 20,000
16 日日鑫企業有限公司/蕭智誠 未依規定加給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 1091013 20,000

17 上鋆股份有限公司/王麗玲 1091013 20,000

18 晉鼎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戴麗華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091013 20,000

19 張梅芳即私立萬冠美語短期補習班 1091013 20,000

20 林宗昀即一斗苑茶行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1013 20,000
21 立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鄭金郎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1013 20,000
22 美利德有限公司/林正健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1014 20,000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24927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28162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28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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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6846號

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
盧金柱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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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6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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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30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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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6455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338865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36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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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38869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38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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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47428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府勞動字第1090354970號
勞動基準法第70條 府勞動字第1090359518號
勞動基準法第59條 府勞動字第1090359708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359714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2項 未依規定加給休息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
。 府勞動字第1090359719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府勞動字第1090360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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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60563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361610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64865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56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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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佳香茶藝有限公司/陳儀安 1091014 40,000

24 中智捷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蔡文榮 1091014 40,000

25 一斗餐飲有限公司/王仕權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1014 20,000
26 邁其利德股份有限公司/顧芸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1014 20,000

27 永盛昌工程企業有限公司/梁順杰 1091014 40,000

28 豐富庭企業有限公司/蘇煌文 1091015 40,000

29 私立永享康復之家/邱泳祥 特別休假未由勞工自行排定。 1091015 20,000 訴願中
30 騰達塑膠有限公司/王亮訓 未達基本工資。 1091016 20,000

31 梁峻銪即典饌美食坊 1091016 40,000

32 弘家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施義搖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1019 20,000
33 淺田屋餐館/劉晉源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1021 20,000

34 夏宴有限公司/林芳信 1091022 40,000

35 譚同瑞即宏瑞食品行 1091022 60,000

36 鼎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張永裕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1022 20,000
37 豬隊友餐飲有限公司/江秋微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1022 20,000
38 蔡佳宴即冰點茶行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1023 20,000
39 張晉嘉即加一加二茶行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1026 20,000

40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1091026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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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59707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
勞動基準法第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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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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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54985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359701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61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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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629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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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64343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64453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367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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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64908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64903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71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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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59502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6條、勞動
基準法第39條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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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60831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60820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73877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373942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363585號

徐台鴻即彰化縣私立大家語文心算
藝術短期補習班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府勞動字第1090366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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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豪品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梁淑鳳 1091026 40,000

42 周秦成即佳員早餐店 1091026 20,000

43 雅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李正喜 未達基本工資。 1091026 70,000

44 順嘉工業有限公司/王紹猶 1091026 40,000

45 磊昇股份有限公司/許天陞 1091027 60,000

46 員村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張量喻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1027 20,000

47 富勝輪業有限公司/胡景舜 1091027 20,000

48 鋼昌股份有限公司/許水足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1027 20,000
49 帝宏膠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冬龍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1028 20,000
50 羅智閔即翔通工業社 未達基本工資。 1091030 20,000
51 臻香咖啡蛋糕專賣店/陳衍瑞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1030 20,000

52 萬八鍋物有限公司/謝宗謀 1091102 20,000

53 謝錫偉即上昇蛋行 1091102 40,000

54 吳東敏即菓登飲料店 1091102 40,000

55 宏閩企業有限公司/李金墩 1091103 40,000

56 延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吳奇謀 1091103 20,000

57 芬草加油站有限公司/蔡鎮文 1091103 20,000

58 大翔加油站有限公司/張式桐 1091103 20,000

59 彰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傅奇財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1103 20,000 訴願中
60 昶揚有限公司/徐雪芳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1104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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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75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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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77624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3776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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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776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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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條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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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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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69811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79738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1項 與勞工約定正常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 府勞動字第1090377834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79740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379749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378765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871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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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未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 府勞動字第1090387147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4款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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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66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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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849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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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77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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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865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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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89856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2項 未依規定加給休息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
。 府勞動字第1090391582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92439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92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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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十上生技有限公司/鄭羽傑 1091104 60,000

62 昇鋒塑膠有限公司/陳明俊 1091105 40,000 訴願中

63 鑫權工業有限公司/楊鈺凌 未達基本工資。 1091105 20,000

64 1091106 30,000

65 楊淑惠即博多拉麵 1091106 20,000

66 鋒霖實業有限公司/陳俊當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1109 20,000
67 陳杏煒即沐晴茶行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1109 20,000

68 蓁饌有限公司/陳萱芳 1091109 20,000

69 宏洋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施建基 1091109 40,000

70 葉志偉即卓越工程行 1091110 20,000

71 卓淑真即久多利餐飲事業 1091111 20,000

72 中工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朱亞虎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1111 20,000
73 勝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詹淑真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1112 20,000 訴願中

74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陳棠 1091112 290,000 訴願中

75 饗聚國際有限公司/李榮閔 1091112 20,000

76 紘展企業有限公司/胡淑美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1112 20,000

77 三五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林昇一 1091113 120,000

78 林義晟君 1091113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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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條第4項

未達基本工資。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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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91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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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84921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396555號
榮富國際商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劉
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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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91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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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90172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96540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96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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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96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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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96572號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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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92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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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0362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400842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92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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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96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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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98335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402560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2款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未依規
定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

府勞動字第10904002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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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06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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