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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采環保有限公司 朱時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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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619200號 111/03/28 20000

沅采環保有限公司 朱時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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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619200號 111/03/28 20000

沅采環保有限公司 朱時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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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619200號 111/03/28 90000

沅采環保有限公司 朱時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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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619200號 111/03/28 20000

沅采環保有限公司 朱時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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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619200號 111/03/28 20000

鴻鑫文創有限公司 吳若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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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875900號 111/03/07 20000

鴻鑫文創有限公司 吳若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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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875900號 111/03/07 90000

蔡智禮即蔡智禮診所 蔡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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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619000號 111/03/15 20000

蔡智禮即蔡智禮診所 蔡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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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619000號 111/03/15 90000

合弘國際有限公司 黃俊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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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115700號 110/12/09 20000

合弘國際有限公司 黃俊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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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115700號 110/12/09 90000

志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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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118400號 110/12/13 90000

志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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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118400號 110/12/13 20000

王慧菁 王慧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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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420800號 110/12/22 20000

王慧菁 王慧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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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420800號 110/12/22 90000

中友船舶貨物裝卸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林宏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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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572600號 111/03/21 40000

中友船舶貨物裝卸承攬股份有限公司 林宏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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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572600號 111/03/21 40000

冠芋企業有限公司 曾坤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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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377600號 111/03/01 20000

冠芋企業有限公司 曾坤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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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377600號 111/03/01 20000

冠芋企業有限公司 曾坤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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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377600號 111/03/01 30000

聯通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沈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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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243500號 111/03/07 20000

聯通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沈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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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243500號 111/03/07 20000

聯通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沈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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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243500號 111/03/07 20000

粵心坊 葉睿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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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702900號 111/03/16 20000

粵心坊 葉睿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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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702900號 111/03/16 20000

粵心坊 葉睿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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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702900號 111/03/16 20000

台灣安平文創有限公司 蔡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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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19500號 111/03/23 40000

台灣安平文創有限公司 蔡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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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19500號 111/03/23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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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嘉弘即萬興隆商行 蘇嘉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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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83900號 111/03/29 20000

蘇嘉弘即萬興隆商行 蘇嘉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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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83900號 111/03/29 20000

蘇嘉弘即萬興隆商行 蘇嘉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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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83900號 111/03/29 20000

13 聚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谷川彰宏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2項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高市勞條字第11131722000號 111/03/11 50000

14 建暐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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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572500號 111/03/21 50000

15 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王貴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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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488900號 111/03/25 50000

16 鑫鼎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陳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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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572800號 111/03/30 50000

林詩勻即艾司鐵馬克飲料店 林詩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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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524400號 111/03/07 20000

林詩勻即艾司鐵馬克飲料店 林詩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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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524400號 111/03/07 20000

直昇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陳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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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489000號 111/03/14 20000

直昇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陳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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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489000號 111/03/14 20000

王明東 王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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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881000號 111/03/15 20000

王明東 王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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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881000號 111/03/15 20000

采居系統傢俱有限公司 張杰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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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098300號 111/03/15 20000

采居系統傢俱有限公司 張杰仁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1098300號 111/03/15 20000

群威通運有限公司 徐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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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358000號 111/03/17 20000

群威通運有限公司 徐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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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358000號 111/03/17 20000

麥莉潾即麥樂創意整合行銷企業 麥莉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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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746100號 111/03/22 20000

麥莉潾即麥樂創意整合行銷企業 麥莉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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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746100號 111/03/22 20000

恆耀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黃茂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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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86800號 111/03/24 20000

恆耀國際精品有限公司 黃茂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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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86800號 111/03/24 20000

高雄市私立任而波幼兒園 趙珮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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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659900號 111/01/25 20000

高雄市私立任而波幼兒園 趙珮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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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659900號 111/01/25 20000

25 山東聯合有限公司 李體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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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669100號 111/03/07 30000

26 許展瑋即巨業企業行 許展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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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861700號 111/03/14 30000

27 楊金龍即得心中醫診所 楊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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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805600號 111/03/14 30000

28 邑澤國際商業有限公司 黃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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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865600號 111/03/15 30000

29 莊明瀚 莊明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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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925900號 111/03/02 20000

30 鄭宏毅即宏毅工程行 鄭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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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534700號 111/03/04 20000

31 台伯申有限公司 許恒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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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005200號 111/03/07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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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 劉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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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290300號 111/03/08 20000

33 啟勝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王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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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986300號 111/03/11 20000

34 夠酷比股份有限公司 李威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1798100號 111/03/14 20000

35 旺來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文瑞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1858400號 111/03/14 20000

36 西川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覃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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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070200號 111/03/15 20000

37 陳宗耀即有力實業工程行 陳宗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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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573000號 111/03/21 20000

38 旺亮木地板股份有限公司 呂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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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24700號 111/03/24 20000

39 蘇氏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蘇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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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30500號 111/03/25 20000

40 蔡秉璋即晨心牙醫診所 蔡秉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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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362200號 111/03/29 20000

41 勤益螺絲有限公司 賴蘇秀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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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280000號 111/03/29 20000

42 吳尚勲即美濃吳家粄條 吳尚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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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0080000號 111/01/10 20000

43 明申工程有限公司 劉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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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177500號 111/01/10 2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