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事業單位 負責人 違反法令 違反條文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書文號 處分日期 處分金額

宜兒樂企業有限公司 陳榮裕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69100號 110/12/01 20000

宜兒樂企業有限公司 陳榮裕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69100號 110/12/01 80000

宜兒樂企業有限公司 陳榮裕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69100號 110/12/01 40000

宜兒樂企業有限公司 陳榮裕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69100號 110/12/01 40000

宜兒樂企業有限公司 陳榮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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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69100號 110/12/01 40000

2 上伸機電有限公司 侯太目 勞動基準法 第56條第2項
未依規定提撥其差額，並送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

監督委員會審議。
高市勞條字第11039853300號 110/12/06 180000

3 鋒承工業有限公司 劉思宏 勞動基準法 第56條第2項
未依規定提撥其差額，並送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

監督委員會審議。
高市勞條字第11040119800號 110/12/14 180000

金長順船舶企業有限公司 洪亘枚 勞動基準法 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高市勞條字第11040207100號 110/12/17 20000

金長順船舶企業有限公司 洪亘枚 勞動基準法 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高市勞條字第11040207100號 110/12/17 90000

金長順船舶企業有限公司 洪亘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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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40207100號 110/12/17 20000

黃趙勤即如意自助餐 黃趙勤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8805100號 110/11/09 20000

黃趙勤即如意自助餐 黃趙勤 勞動基準法 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高市勞條字第11038805100號 110/11/09 20000

黃趙勤即如意自助餐 黃趙勤 勞動基準法 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高市勞條字第11038805100號 110/11/09 90000

張晴雯即大晉冷氣空調企業行 張晴雯 勞動基準法 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高市勞條字第11039990400號 110/12/09 20000

張晴雯即大晉冷氣空調企業行 張晴雯 勞動基準法 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高市勞條字第11039990400號 110/12/09 90000

旅行家商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瀚偉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5810800號 110/08/05 20000

旅行家商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瀚偉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5810800號 110/08/05 20000

旅行家商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瀚偉 勞動基準法 第34條第2項 晝夜輪班制更換工作班次未依規定給予休息。 高市勞條字第11035810800號 110/08/05 20000

旅行家商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瀚偉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5810800號 110/08/05 20000

旅行家商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瀚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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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5810800號 110/08/05 20000

陳裕成 陳裕成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7847200號 110/09/29 20000

陳裕成 陳裕成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7847200號 110/09/29 20000

陳裕成 陳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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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7847200號 110/09/29 20000

陳裕成 陳裕成 勞動基準法 第35條 繼續工作四小時未有三十分鐘休息。 高市勞條字第11037847200號 110/09/29 20000

陳裕成 陳裕成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7847200號 110/09/29 20000

9 顏清和即昌和牙醫診所 顏清和 勞動基準法 第56條第2項
未依規定提撥其差額，並送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

監督委員會審議。
高市勞條字第11039849000號 110/12/07 90000

10 連順運搬機械有限公司 洪斌達 勞動基準法 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高市勞條字第11040119000號 110/12/13 90000

11 盛富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本源 勞動基準法 第56條第2項
未依規定提撥其差額，並送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

監督委員會審議。
高市勞條字第11040363300號 110/12/22 90000

12 社團法人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協會 劉育豪 勞動基準法 第30條第5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出勤紀錄表。 高市勞條字第11034865600號 110/07/15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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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登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陳孟禾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9665300號 110/12/21 20000

捷登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陳孟禾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665300號 110/12/21 20000

捷登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陳孟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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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9665300號 110/12/21 20000

捷登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陳孟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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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9665300號 110/12/21 20000

永益通運有限公司 盧廷景 勞動基準法 第34條第2項 晝夜輪班制更換工作班次未依規定給予休息。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41500號 110/12/09 20000

永益通運有限公司 盧廷景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41500號 110/12/09 20000

永益通運有限公司 盧廷景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41500號 110/12/09 20000

許綾甄即凱瑅企業行 許綾甄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9791000號 110/12/17 20000

許綾甄即凱瑅企業行 許綾甄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791000號 110/12/17 20000

許綾甄即凱瑅企業行 許綾甄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791000號 110/12/17 20000

造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陳孟鑫 勞動基準法 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5961400號 110/07/26 20000

造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陳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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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5961400號 110/07/26 20000

造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陳孟鑫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5961400號 110/07/26 20000

天糧食品有限公司 吳燕雲 勞動基準法 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6747700號 110/09/15 20000

天糧食品有限公司 吳燕雲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6747700號 110/09/15 20000

天糧食品有限公司 吳燕雲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6747700號 110/09/15 20000

帕莎蒂娜國際有限公司 許競仁 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67800號 110/12/01 20000

帕莎蒂娜國際有限公司 許競仁 勞動基準法 第34條第2項 晝夜輪班制更換工作班次未依規定給予休息。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67800號 110/12/01 20000

吳金龍即中華西點麵包店 吳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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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41600號 110/12/01 20000

吳金龍即中華西點麵包店 吳金龍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41600號 110/12/01 20000

馹通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吳俊佑 勞動基準法 第23條第2項 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高市勞條字第11039321800號 110/12/10 20000

馹通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吳俊佑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321800號 110/12/10 20000

許文永即永昌企業行 許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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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40119100號 110/12/13 20000

許文永即永昌企業行 許文永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40119100號 110/12/13 20000

綸創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李鎮旭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620900號 110/12/13 20000

綸創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李鎮旭 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高市勞條字第11039620900號 110/12/13 20000

何羿輝即和隆興工程行 何羿輝 勞動基準法 第23條第1項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85400號 110/12/16 20000

何羿輝即和隆興工程行 何羿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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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85400號 110/12/16 20000

凱爾莎國際有限公司 陳秉楓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902700號 110/12/16 20000

凱爾莎國際有限公司 陳秉楓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902700號 110/12/16 20000

一大鍋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張瑞麟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40207300號 110/12/17 20000

一大鍋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張瑞麟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40207300號 110/12/17 20000

曾敬文即保羅牙醫診所 曾敬文 勞動基準法 第23條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及未依規定置備勞工工資清冊。 高市勞條字第11040418000號 110/12/21 20000

曾敬文即保羅牙醫診所 曾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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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40418000號 110/12/21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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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顏家祺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4024350A號 110/12/21 20000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顏家祺 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高市勞條字第1104024350A號 110/12/21 20000

張晉瑋即弘恩工程行 張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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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9830200號 110/12/21 20000

張晉瑋即弘恩工程行 張晉瑋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830200號 110/12/21 20000

新偉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卓群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40080200號 110/12/23 20000

新偉國際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卓群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40080200號 110/12/23 20000

國城營造有限公司 林鴻吉 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高市勞條字第11040440300號 110/12/23 20000

國城營造有限公司 林鴻吉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40440300號 110/12/23 20000

31 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附屬機構蓮潭國際文教會館戴文雄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40438800號 110/12/23 40000

徐文彥即高雄市私立高鋒文理短期補習班徐文彥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4745100號 110/07/06 20000

徐文彥即高雄市私立高鋒文理短期補習班徐文彥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4745100號 110/07/06 20000

加減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洪維謙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5601900號 110/08/03 20000

加減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洪維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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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5601900號 110/08/03 20000

34 新民意數據有限公司 陳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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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9643000號 110/12/01 30000

35 陳俊仲即鴨肉飯焢肉 陳俊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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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40119400號 110/12/13 30000

36 蔡佳穎即寁興飲品 蔡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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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40210500號 110/12/16 30000

37 祁林工程有限公司 海英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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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40422500號 110/12/21 30000

38 銓隆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簡福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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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40296400號 110/12/22 30000

39 依業達國際有限公司 顏駿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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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40443700號 110/12/23 30000

40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董建宏 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高市勞條字第1104020630A號 110/12/16 20000

41 約伯股份有限公司 余美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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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17300號 110/12/01 20000

42 建民寵物用品有限公司 周玟宏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434100號 110/12/01 20000

43 邵翔樺即永泰護理之家 邵翔樺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435400號 110/12/02 20000

44 陳靜琪即甲仙冷凍芋店 陳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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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9203100號 110/12/02 20000

45 迅鴻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蔡文津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457200號 110/12/02 20000

46 鍾麗琪即家福麵食館 鍾麗琪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942800號 110/12/10 20000

47 隆豐茶飲有限公司 林志明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364500號 110/12/15 20000

48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楊偉甫 勞動基準法 第36條 每七日中未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686600號 110/12/15 20000

49 社團法人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 陳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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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45100號 110/12/16 20000

50 慶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蘇慶村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9943000號 110/12/17 20000

51 囍韓股份有限公司 張瑞麟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9585800號 110/12/20 20000

52 鼎祥財經有限公司 曾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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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40357900號 110/12/20 20000

53 高雄市私立保進幼兒園 竇瑜芬 勞動基準法 第23條第1項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40418800號 110/12/22 20000

54 萬象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洪士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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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40443100號 110/12/23 20000

55 曾進村 曾進村 勞動基準法 第59條 未依規定給予勞工職業災害補償。 高市勞條字第11040347700號 110/12/24 20000

56 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宜叡 勞動基準法 第22條第2項 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4779200號 110/07/15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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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太磊國際有限公司 陳賢霖 勞動基準法 第23條第1項 工資未定期給付勞工。 高市勞條字第11035920200號 110/07/27 20000

58 聯吉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肇安 勞動基準法 第59條 未依規定給予勞工職業災害補償。 高市勞條字第11035979500號 110/08/09 20000

59 華聯國際生技有限公司 林暐倫 勞動基準法 第24條 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035811200號 110/08/13 20000

60 崇祐護理之家 陳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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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勞條字第11036748900號 110/09/07 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