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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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17 40,000

2 尚鋑有限公司/蘇俊霖 1090717 20,000

3 億豐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李蘇善 1090720 60,000

4 堅泰交通事業有限公司/張玉霞 1090720 30,000

5 群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楊惟然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721 20,000

6 謝來順即東森八景企業社 1090722 20,000

7 張秀勤即光欣企業社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722 20,000

8 源達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謝張素 1090722 20,000

9 1090724 20,000

10 台灣星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呂清海 1090724 40,000

11 蓁古早味烘培有限公司/莊宗儒 1090727 40,000

12 順興隆實業有限公司/許福隆 1090727 40,000

13 潘正順即子鋐企業社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727 20,000

14 建彰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陳冠豪 1090728 30,000

15 賴鎰銓即又瑋商行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730 20,000
16 特優仕貼膜實業有限公司/張琪明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1090803 20,000

17 協利撚線有限公司/吳培堯 1090804 50,000

18 晟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賴世龍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804 30,000

19 陳冠呈即富泉茶飲商行 1090806 30,000

中州學校財團法人受託營運管理彰
化縣彰北國民運動中心/柴御清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4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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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37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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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39848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43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請假期間未依規定給付工資。 府勞動字第10902356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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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48113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240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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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48754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247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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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51751號

太子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
司/謝明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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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52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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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51755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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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90248279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未達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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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55868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2558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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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58341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261533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265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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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65319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265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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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73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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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李倉典即育誠輪胎電腦定位企業社 1090811 40,000

21 大億百貨企業有限公司/陳玉鳳 1090811 20,000

22 張美瑜即甜入心菲小吃店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812 20,000

23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812 20,000

24 瑜捷精機有限公司/邱川賀 1090812 40,000

25 久展鋼鐵有限公司/許耀成 1090814 60,000

26 社口加油站企業有限公司/吳育昌 1090814 20,000

27 振源機械有限公司/柯守豐 1090818 40,000

28 吳家誼即元氣月子養生坊 1090819 30,000

29 榮興華即鑫旺工程行 未達基本工資。 1090821 20,000
30 台威熱電熱股份有限公司/洪清煌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090824 20,00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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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824 190,000 訴願中
32 合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何登源 未達基本工資。 1090824 30,000

33 宏瑞通路實業有限公司/蕭秀娟 1090824 20,000

34 佑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林榮堂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0825 20,000

35 未達基本工資。 1090826 30,000

36 彰南電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黃智霖 1090828 60,000 訴願中

37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張政源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0831 20,000
38 柯助伊即柯助伊婦產科診所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831 20,000
39 祐得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賴芸均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831 20,000

40 寶利股份有限公司/謝木成 1090901 330,000

勞動基準法第7條、勞動基
準法第30條第6項

雇主未置備勞工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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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73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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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74347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274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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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90274879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

未達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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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80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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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條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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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845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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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81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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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80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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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86286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292384號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府勞動字第1090291780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291616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293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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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95537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289671號
高第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
司/何登源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299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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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95219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294840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03833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03755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勞動
基準法第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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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勞動字第1090302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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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傳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陳福金 1090901 110,000

42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彭騰德 延長工作時間不符法定要件。 1090901 30,000 訴願中

43 華群通運有限公司/申群華 1090903 40,000

44 樺隆商行/蔡錫杰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907 30,000

45 林明煙即昇奕工程行 1090907 30,000

46 明慶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昱宏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0907 20,000

47 弘宇模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玉容 1090907 40,000

48 啟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賴蔣滿圓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908 20,000

49 未依規定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1090908 100,000

50 廣源鋼鐵有限公司/姚麗滿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1090908 20,000
51 達洲橡膠工業有限公司/廖俊霖 未達基本工資。 1090909 20,000

52 王元弘即登軒窯烤披薩工坊 1090909 40,000

53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日或休息日。 1090910 30,000

54 宏祐金屬企業有限公司/賴美足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1090910 20,000

55 劉素卿即國統起重工程行 1090910 20,000

56 將園庭園咖啡/李佳芳 未達基本工資。 1090911 20,000
57 今世威貿易有限公司/林政弘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1090914 90,000

58 百聖企業有限公司/陳美鈴 1090915 40,000

59 巨聯營造有限公司/賴銘源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1090915 20,000
60 林義校即宏坤企業社 未依規定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1090915 100,000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府勞動字第1090304321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300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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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8887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03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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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05748號

勞動基準法第36條 府勞動字第1090308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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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2635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09058號
鈦鉿興針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林何
甚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14230號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24492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312639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未達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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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6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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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5753號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208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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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1035號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 府勞動字第1090314960號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府勞動字第10903245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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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2938號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府勞動字第1090323799號
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 府勞動字第10903243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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