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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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門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張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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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259300號 111/09/02 30000

2 郭培林即勝和金香舖 郭培林 勞動基準法 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136355900號 111/09/05 40000

3 潘國中 潘國中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6333600號 111/09/05 20000

4 林順智即高銘骨外科診所 林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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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653900號 111/09/05 20000

5 尊爵床墊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王聖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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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504600號 111/09/05 20000

6 正修興業有限公司 陳正修 勞動基準法 第28條第2項 未依規定提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高市勞條字第11136810500號 111/09/05 20000

7 培綸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孫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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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366000號 111/09/06 40000

8 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顏華俊 勞動基準法 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136653800號 111/09/06 20000

9
有限責任高雄市至上照顧服務勞動

合作社
萬埁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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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103600號 111/09/07 20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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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929800號 111/09/07 270000

11 澳進企業有限公司 張育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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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896900號 111/09/07 30000

復興護理之家 許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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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900000號 111/09/07 20000

復興護理之家 許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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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900000號 111/09/07 40000

施易廷即力力果汁 施易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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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424600號 111/09/08 20000

施易廷即力力果汁 施易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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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424600號 111/09/08 20000

施易廷即力力果汁 施易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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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424600號 111/09/08 20000

施易廷即力力果汁 施易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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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424600號 111/09/08 20000

施易廷即力力果汁 施易廷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6424600號 111/09/08 20000

施易廷即力力果汁 施易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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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424600號 111/09/08 20000

牧川股份有限公司 陳穎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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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34000號 111/09/08 20000

牧川股份有限公司 陳穎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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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34000號 111/09/08 20000

陳鐸中即吾軒企業社 陳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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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165400號 111/09/08 20000

陳鐸中即吾軒企業社 陳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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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165400號 111/09/08 20000

16 龍華精神護理之家 湯孟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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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551500號 111/09/08 40000

17 勝威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林鈺臻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6504800號 111/09/12 40000

18 柏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王繡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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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504300號 111/09/13 20000

19 鐿順發企業有限公司 莊育樹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6424700號 111/09/13 20000

20 莊鍾梅樹 莊鍾梅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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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103000號 111/09/13 30000

111年第10次違法事業單位名單

12

13

14

15



龍慶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進南 勞動基準法 第21條第1項 未達基本工資。 高市勞條字第11136626200號 111/09/14 20000

龍慶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進南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6626200號 111/09/14 20000

22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洪朝明 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4項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高市勞條字第11136365800號 111/09/14 20000

23 林施函即肆意商行 林施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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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661800號 111/09/15 20000

24 虹采有限公司 陳秉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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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323400號 111/09/15 20000

25 一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林尉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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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63200號 111/09/16 20000

26 新加坡商傲勝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沈財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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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089900號 111/09/16 20000

27 鑫旺餐飲顧問有限公司 曾錦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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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111700號 111/09/16 20000

包金龍 包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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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304200號 111/09/19 20000

包金龍 包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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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304200號 111/09/19 20000

29 台北紐約國際家具有限公司 劉東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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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165100號 111/09/19 20000

元禎環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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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304600號 111/09/19 20000

元禎環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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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304600號 111/09/19 20000

31 温正龍即秉湙企業社 温正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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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304400號 111/09/19 30000

陳惠萍即高雄市私立茂展文理短期

補習班
陳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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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63800號 111/09/19 20000

陳惠萍即高雄市私立茂展文理短期

補習班
陳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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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63800號 111/09/19 20000

陳惠萍即高雄市私立茂展文理短期

補習班
陳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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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63800號 111/09/19 20000

陳惠萍即高雄市私立茂展文理短期

補習班
陳惠萍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6763800號 111/09/19 20000

33 世昌工業有限公司 江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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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181700號 111/09/20 20000

温國強即鴻展食品行 温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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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57100號 111/09/20 20000

温國強即鴻展食品行 温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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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57100號 111/09/20 20000

温國強即鴻展食品行 温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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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57100號 111/09/20 20000

35 李玟燕即頂盛行銷企業社 李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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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926700號 111/09/22 20000

36 怡和國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朱文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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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73700號 111/09/22 20000

37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宏裕 勞動基準法 第32條第4項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高市勞條字第11136906400號 111/09/23 50000

38 立大農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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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390700號 111/09/26 100000

39 陳祈睿即秘閤小吃店 陳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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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532600號 111/09/26 20000

鍵暉實業有限公司 李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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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988700號 111/09/26 20000

鍵暉實業有限公司 李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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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988700號 111/09/26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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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丘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謝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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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143700號 111/09/27 20000

幸福之丘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謝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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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143700號 111/09/27 20000

42 國盛鋁業有限公司 洪啟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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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012200號 111/09/27 20000

43 高雄市私立保進幼兒園 竇瑜芬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6870400號 111/09/27 20000

丁乙宸即武德實業社 丁乙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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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456800號 111/09/27 20000

丁乙宸即武德實業社 丁乙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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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456800號 111/09/27 20000

丁乙宸即武德實業社 丁乙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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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456800號 111/09/27 20000

45 兆洋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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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539300號 111/09/28 50000

46 台灣富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孫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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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290000號 111/09/28 20000

47
有限責任高雄市協和照顧服務勞動

合作社
林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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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926900號 111/09/28 20000

亞東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許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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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87700號 111/09/28 20000

亞東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許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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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6787700號 111/09/28 20000

49 那嵐德生醫國際有限公司 林帷騰 勞動基準法 第38條 未依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高市勞條字第11137599300號 111/09/29 20000

50 益興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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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599600號 111/09/29 90000

51 歐菱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鄭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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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7405000號 111/09/3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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