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代

表人：○○○）

／自然人姓名（即

○○○）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條款 違反法規內容 發文字號 處分日期 備註

1

廣鎂營造事業有限

公司（代表人：王

健志）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

條之1第1項、第292條第1項

第1款、缺氧症預防規則第4

條、第16條、第17條、第20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7款，致發生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

職業災害。

使勞工於局限空間作業，且環境中含有害毒氣，未依規定作業前訂定危害

防止計畫，並使現場作業勞工依循辦理、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監督、置

備測定空氣中氧氣及硫化氫等濃度之必要測定儀器、適當換氣、置備空氣

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等設備，供勞工緊急避難或救援人員使用，致所僱勞

工發生硫化氫中毒致死職業災害。

北市勞職字第

10436867901號
104年11月30日 (刑事移送)

2 陳寬清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致發生第37

條第2項第1款之職業災害。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29條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致發

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職業

災害。

1.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2.對於從事鋼筋混凝土之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三、利用鋼筋結構

作為通道時，表面應舖以木板，使能安全通行。

府勞職字

10437032206號
104年11月6日 (刑事移送)

3

達宸工程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黃松和）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致發生

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職業災

害。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2條暨第6條第1項第5款，

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

1.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

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

2.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

員進入。

府勞職字

10436944300號
104年11月9日 (刑事移送)

4

侑晟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秋

榕）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55

條之1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1、4、5款，

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

職業災害。

對於捲揚裝置未禁止人員搭乘，致發生勞工林聰明發生衝撞致死職業災

害。

府勞職字

10437032204號
104年11月23日 (刑事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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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陸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吳明珠）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2

項及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3條第2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再承攬人有關其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等應採取防災之措施。

2.對於使勞工有發生倒塌之虞之構造物或其他物體之上方、內部或其周邊

場所作業者，未有防止發生倒塌之設施。

府勞職字第

10430859602號
104年3月12日

勞動部104年

9月25日勞動

法訴字第

1040008665

號函-訴願駁

回

6

穩立舞台音響燈光

工程有限公司（代

表人：陳穩健）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1

項。

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項第1、2、3、4款。

1.將舞臺搭設工程以其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該

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

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致發生再承攬人勞工墜落受傷住院職業災害。

2.與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再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

尺以上之桁架結構吊點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

虞之桁架結構吊點作業工作場所，未依規定將再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

，且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

為「連繫」及要求再承攬人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5條第1項之規定

，對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又對於

再承攬人所僱勞工從事桁架結構吊點作業，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第16條第1項之規定，指導協助再承攬人對勞工施以工作必要之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1、2、3、4款之規定，

致發生再承攬人勞工墜落受傷住院職業災害。

府勞職字第

10431453200號
104年4月14日

勞動部104年

10月30日勞

動法訴字第

1040012365

號函-訴願駁

回

7

京讚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鍾璞

玉）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地下2樓施工架場所作業時，未設設

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2.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3104400號
104年5月21日

勞動部104年

12月31日勞

動法訴字第

10508000600

號函-訴願駁

回

第 2 頁，共 26 頁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代

表人：○○○）

／自然人姓名（即

○○○）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條款 違反法規內容 發文字號 處分日期 備註

臺北市政府105年第1次公布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業單位/事業主一覽表

8

樺興機電有限公司

（代表人：卓智

聰）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1、3、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以架設

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府勞職字第

10433314302號
104年5月26日

勞動部104年

12月15日勞

動法訴字第

1040014557

號函-訴願駁

回

9

宏豎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子

豎）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2項

交付再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以書面或協商會議紀錄告知承攬人有關其

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

措施。

府勞職字第

10433891200號
104年6月25日

勞動部104年

12月8日勞動

法訴字第

1040020094

號函-訴願駁

回

10

通翔機械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楊

麗綉）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府勞職字

10438049500號
104年11月3日

11

名家門窗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佳

炫）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從事鐵件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

全帶及安全帽，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府勞職字第

10438058300號
104年11月3日

12

世國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江秀

珠）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8058100號
104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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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磐實開發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曹育瑋）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3.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2.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

之設備。

3.對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從事裝修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府勞職字第

10438050600號
104年11月3日

14

福住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簡

德耀）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2.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230條

第1項第2款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3.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2.使用之合梯有顯著之損傷、腐蝕。

3.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8049900號
104年11月3日

15

昇昌吊車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志

宏）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1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5款。

對於移動式起重機未設有過捲預防裝置，以防止吊鉤或吊具與吊架或捲揚

胴接觸、碰撞。

府勞職字第

10438049902號
104年11月3日

16

登山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貴國）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勞職字第

10438058000號
104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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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達欣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王

人正）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項第1、2、3、4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3.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第4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1、3、5款。

1.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從事作業

有墜落、頭顱受創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工作場所，

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

「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第11條之1

之規定，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並使勞工確

實戴用合格之安全帽；未指導協助承攬人對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2.對於高差1.5公尺以上之施工架作業，未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

備。

3.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805900號0
104年11月3日

18
尚秀梅（即君君企

業社）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

10438059002號
104年11月3日

19

燁揚金屬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漢

光）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

10438059004號
104年11月3日

20

里錡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泉

益）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

10438059006號
104年11月3日

21
李文偉（即達和工

程行）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

10438059008號
104年11月3日

22
闖將有限公司（代

表人：彭良榮）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府勞職字

1043805900A號
104年11月3日

23
謝志勇（即駿騏科

技企業社）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5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以架設施工

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府勞職字

1043805900B號
104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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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馬

玉山）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項第1、2、3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1.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高度2公

尺以上之作業、從事作業有頭顱受創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

之虞之工作場所，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

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

1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第1項，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

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2.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

府勞職字

10440969400號
104年11月3日

25

連長網路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賴

志平）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使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安全支撐上從事模板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

用安全帶。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府勞職字

10440969402號
104年11月3日

26

和元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惟

翔）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

10440969404號
104年11月3日

27

理成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衣治凡）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8068600號
104年11月3日

28

慶皇油漆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連

慶）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

10438067902號
104年11月3日

29

霆沛機電有限公司

（代表人：呂欣

麟）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

10438067904號
104年11月3日

30

祝旺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蘇

志榮）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8068200號
104年11月3日

31

永如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周

榮熙）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8069000號
104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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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桂宗）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5款。

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

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8072500號
104年11月3日

33

兆子星營造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廖健勝）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8067700號

裁處書

104年11月4日

34

展圓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

寶鄰）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6條

第2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

條第1項

未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

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府勞職字第

10438050100號
104年11月4日

35

中鹿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小

野寺俊博）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8068900號
104年11月5日

36 李國柱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規定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之高處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之工作場所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必要之防護具。

府勞職字第

10438068500號
104年11月5日

37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桂中）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第

10438087900號
104年11月6日

38

勤實佳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林敏弘)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於該處設置

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府勞職字第

10440983300號
104年11月6日

39

帝佑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明

儀）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9346700號
104年11月6日

40

六大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高

國安)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府勞職字第

10438087400號
104年11月6日

41

湧成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許

志成）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第

10440995800號
10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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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都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勝

利）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0條第1項第3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2.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合梯兩梯腳間無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府勞職字第

10439346100號
104年11月6日

43

富新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代表人：溫

福旺)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機械大樓入口處施工架)從事拆除作業，

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8087500號
104年11月6日

44

聯鋼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范陳柏）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依規定將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

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作業，未「確實巡視」並「指

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第1項，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

府勞職字第

10438068800號
104年11月6日

45

東鉅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冠甫）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規定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之高處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之工作場所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必要之防護具。

府勞職字第

10438068802號
104年11月6日

46

好記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駿

賢）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條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第7款。

對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

施。

府勞職字第

10440995700號
10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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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仁仁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春

發）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1

項。

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項第1、2、3、4款。

3.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29條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

1.交付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等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受裁處人與承攬人及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將再承攬人納

入協議組織內，對於承攬人及再承攬人從事模板作業，有墜落之虞之工作

場所，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

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及再承攬人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

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29條第3款規定，對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

上之地樑及筏基場所作業時，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對於從事鋼

筋混凝土之作業時，以地樑鋼筋結構作為通道，應依規定於表面舖以木板

，使能安全通行；又對於再承攬人未指導協助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4.對於從事鋼筋混凝土之作業時，以地樑鋼筋結構作為通道，未依規定於

表面舖以木板，使能安全通行。

府勞職字

10437032200號
104年11月6日

勞工林優夫

從事模板作

業墜落溺斃

致死

48

文銓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連文

城）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40993800號
104年11月9日

49

鼎紳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榮

隆）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2

項。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3.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29條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

1.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再承攬人有關其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等應採取防災之措施。

2.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3.對於從事鋼筋混凝土之作業時，以地樑鋼筋結構作為通道，未依規定於

表面舖以木板，使能安全通行。

府勞職字

10437032202號
104年11月6日

50

禮泉土木包工業有

限公司（代表人：

許然燈)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客服中心屋頂)從事竣工丈量作業，未使

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府勞職字第

10438087100號
104年11月6日

51

長友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姚

明傑）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外牆修繕作業，未於開口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8087200號
104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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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春原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蔡

常義)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

之安全支撐上從事鋼筋綁紮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

害之虞之鋼筋工作場所，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

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281條第1項，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府勞職字第

10438088400號
104年11月9日

53
友升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尊仁)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使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安全支撐上從事鋼筋綁紮作業，未使勞工確實

使用安全帶。

府勞職字第

10438088402號
104年11月9日

54

鴻祥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添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地下室從事

模板作業有頭顱受創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模板工作

場所，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

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規定，使

進場作業勞工戴用適當之安全帽。

府勞職字第

10438068100號
104年11月9日

55
林森模板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淑娟)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第

10438068102號
104年11月9日

56

樺霖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代表人：梁

文鎮）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5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以架設施工

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府勞職字

10438077200號
104年11月9日

57

昶祐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

金名）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0條第1項第3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合梯兩梯腳間未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府勞職字

10440994900號
104年11月9日

58

展旭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劉

鴻銘）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第

10441009500號
104年11月9日

59

映畫傳播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郭建宏）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57

條第1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款之職業災害

使工作者於行駛中之貨車，搭乘於因車輛搖動致有墜落之虞之位置，致發

生工作者墜落受傷職業災害。

府勞職字第

10438077000號
104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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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沈

慶京）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2、3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有嚴重危害勞工及

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工作場所，未「確實巡視」，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

「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50條規定，對於作業

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應有能確實動作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府勞職字第

10438088000號
104年11月9日

61

磐固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劉

泉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50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3款。

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未有能確實動作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使勞工有感電

之虞。

府勞職字第

10438088002號
104年11月9日

62

開誠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

敏郎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8087800號
104年11月9日

63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郭秀麗）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9356200號
104年11月10日

64

信德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王修）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8087700號
104年11月9日

65

開誠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

敏郎）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8087600號
104年11月9日

66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葉

正滉）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項第1、2、3款規定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

條及第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7款

規定

1.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開口部分

從事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工作場所，未

「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

繫」及要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規定，使進場作業

勞工戴用適當之安全帽。

2.對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鋼材、鐵件、鋁件及其他材料等易生職業災

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及對於高度2公尺以

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於

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9346300號
104年11月10日

67

隆固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胡俊

球）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規定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第

10439346302號
10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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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陳麗玲（即利達工

程行）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規定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第

10439346304號
104年11月10日

69

潔新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梁永

隆）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41

條第5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款規定

對於研磨機，未有安全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9346306號
104年11月10日

70

啟揚環境有限公司

（代表人：廖培

吉）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勞工於後巷從事用戶排水設備施工作業，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

正確戴用。

府勞職字第

10441003600號
104年11月9日

71

弼鴻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魏碧

洲）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41003400號
104年11月10日

72

花源景觀工程設計

有限公司（代表

人：秦玉蓮）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2.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以架設施

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府勞職字

10440996500號
104年11月9日

73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呂

西仁）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41002400號
104年11月10日

74

福住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簡

德耀）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條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第7款。

對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

施。

府勞職字第

10441008500號
104年11月10日

75

華春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杜連

印）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9356100號
104年11月11日

76

中鹿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小

野寺俊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1項

交付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以書面或協商會議紀錄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

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

施。

府勞職字

10441008100號
10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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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春原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蔡

常義）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

之3-1區樑底模從事組模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

之虞之模板工作場所，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

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1項規定，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府勞職字第

10439356000號
104年11月10日

78

金契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文

琳）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僱用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3-1區樑底模從事組模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

用安全帶。

府勞職字第

10439356002號
104年11月10日

79

佳翰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廖永

煌）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勞工於工區內從事整地作業，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勞工正確戴用。
府勞職字第

10441005600號
104年11月11日

80
聖乾有限公司（代

表人：吳姃凌）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0

條第1項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使勞工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並應禁止勞工站立於頂板作

業。

府勞職字第

10441016400號
104年11月11日

81

達尊泰營造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蘇東玖）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41009900號
104年11月11日

82

元順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宏文）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9368900號
10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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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殷

琪）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項第1、2、3、4款規定

2.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1.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從事從事鋼筋籠

作業於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工作場所，未「確實巡

視」及採取積極具體作為「連繫與調整」及「協助」承攬事業間之教育訓

練及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要求再承攬人應依起重升降機具安

全規則第63條第1項第2、4款、第65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營造安全衛

生設施標準第129條第1項第5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之規

定，使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依荷物重量選用適當吊掛用具並確認其強

度、規格、安全率等之符合性，確認吊掛用鋼索其安全係數應在六以上，

並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設備或措施，及

吊運鋼筋時未在適當距離之二端以拉索捆紮拉緊，保持平穩以防擺動並使

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2.對於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鋼筋吊掛作業時，未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

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設備或措施，

府勞職字第

10433920204號
104年11月11日

84

晨鑫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曾

國昌）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水泥砂漿粉刷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府勞職字第

10439369000號
104年11月11日

85

台灣大林組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谷田光司）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依規定將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

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作業，未「確實巡視」並「指

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第1項，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

府勞職字第

10439368600號
104年11月11日

86

三杰機械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榮

浪）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規定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之高處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之工作場所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必要之防護具。

府勞職字第

10439368602號
104年11月11日

87

遠雄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孫

寧生）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5款。

對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地下4樓施工架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9368700號
104年11月12日

88

金冠德國際工程有

限公司（代表人：

王東松）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從事水電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

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9355900號
10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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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磐實開發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曹育瑋）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3.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4.職業安全設施規則第230條

第1項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2.對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

上下之設備。

3.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

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4.對於使用之合梯，兩梯腳間無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府勞職字第

10441013500號
104年11月12日

90

枋宏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詹資

祿）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社區各棟屋頂、施工架)從事拆除作業

，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府勞職字第

10439381200號
104年11月12日

91

宏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隋

鐵樑）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大樓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

，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41026900號
104年11月12日

92

辰豐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吳

詠棠）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條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第7款。

對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鐵件、鋁件及其他材料等易生職業災害者，未

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護套等防護設施。

府勞職字第

10439391200號
104年11月12日

93

大立欣業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意晏）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府勞職字第

10439381100號
104年11月12日

94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歐

來成）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7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

施。

2.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9380900號
10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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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丸品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菘

洋）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款

對於勞工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

之虞之工作場所，未依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或柵欄。

府勞職字第

10439381000號
104年11月13日

96

蒲川豐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王恒通）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3樓外牆施工架、樓板四周、天井及機械

停車昇降坑)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9391000號
104年11月13日

97

華揚室內裝修設計

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曾世杰）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外牆施工架)從事作業，未於該處設置

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勞工正確

戴用。

府勞職字第

10439398300號
104年11月13日

98

創宇土木包工業有

限公司（代表人：

朱瑞華）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第

10439391100號
104年11月13日

99

宏笙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呂克

明）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第

10439398500號
104年11月13日

100

久誼土木包工業有

限公司（代表人：

陳苑珍）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使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涼亭屋頂)從事油漆作業，未使勞工確實

使用安全帶，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40300號
104年11月18日

101

麗發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賴惠

蘭）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0

條第1項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合梯兩腳間無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35400號
104年11月18日

102

信昶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蔡

慧君）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頂樓梯井及西側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

施工管理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07500號
104年11月18日

103

佳文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雪

霞）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35

條第2項第2款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使用移動式起重機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未使勞工佩戴安全帶或

安全索。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399600號
104年11月18日

104

誠冠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傅

文宏）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08000號
104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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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郭秀麗）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9398400號
104年11月18日

106

王工南營造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得

守）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3.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40條第1項第1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2.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3.對於高度5公尺以上施工架之構築及拆除，未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

，置備施工圖說，並指派所僱之專任工程人員簽章確認強度計算書及施工

圖說。

府勞職字

10439407300號
104年11月17日

107

首鋼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玉玫）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項第1、2、3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1.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監督指揮承攬人從事模板組立作業)

，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地下2樓從事模板組立工作場所，未設置協

議組織，將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

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228條之規定，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地下2樓模

板組立工作場所作業時，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並要求承攬人依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0條第1項第3款規定，使用符合規定之合梯。

2.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及模板作業，未於該

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30800號
104年11月17日

108

柏固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柏

燁）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0條第1項第3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地下2樓模板組立工作場所作業時，未

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2.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合梯兩梯腳間無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30802號
104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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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水源國際開發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信義）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0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第1項第5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1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第1項第1款。

1.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未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

2.對於起重機具未設置過捲預防裝置，防止吊鉤或吊具與吊架或捲揚胴接

觸、碰撞。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07200號
104年11月18日

110

立山營造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鄭金鴻）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

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

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381300號
104年11月17日

111

連長網路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賴

志平）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5款

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

之設備。

府勞職字

10441036500號
104年11月18日

112

東鑫龍營造有限公

司（代表人：郭崇

記）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井旁從事推管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

全帶，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27500號
104年11月18日

113

金龍綜合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彭

源堂）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2樓)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於該處設

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47800號
104年11月18日

114

冠君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樹

林）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1名勞工從事測量作業，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勞工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35700號
104年11月18日

115

建虹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沛

晴）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

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27700號
104年11月18日

116

勤實佳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林敏弘）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41039800號
104年11月18日

117

易山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徐仁

常）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35000號
104年11月19日

118

泓賀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徐堂

富）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突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

，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

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52800號
104年11月19日

第 18 頁，共 26 頁



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代

表人：○○○）

／自然人姓名（即

○○○）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條款 違反法規內容 發文字號 處分日期 備註

臺北市政府105年第1次公布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業單位/事業主一覽表

119

頂級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霈

琝）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9427600號
104年11月19日

120

大程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得

明）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屋突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

，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

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34900號
104年11月19日

121

豐松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肇

興）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5款

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

之設備。

府勞職字

10441052500號
104年11月20日

122

富森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

傳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

與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再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

以上之10樓鋼構開口從事鋼構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

災害之虞之鋼構工作場所，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

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再承攬人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281條第1項之規定，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應使勞工確實使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35000號
104年11月20日

123

盛德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葉

正滉)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07600號
104年11月20日

124

祥譽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宗

吉）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僱用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10樓鋼構開口從事鋼構作業，未使勞工確實

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35002號
104年11月20日

125
中河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高昌倫)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07400號
104年11月20日

126

麗發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賴惠

蘭）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6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3款。

未有防止絕緣被覆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使勞工於作業中

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40100號
104年11月20日

127

承龍水電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小龍）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5款。

對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工作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

上下之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52900號
104年11月23日

128

億來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後

良）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1名勞工從事外燈維護作業，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52100號
10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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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嘉利營造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蘇清利）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9435200號
104年11月23日

130

嘉頡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卓

佳芳）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府勞職字

10439427300號
104年11月23日

131

華富水電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楊

銀華）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

10439427302號
104年11月23日

132
李木川（即雨光工

程行）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府勞職字

10439427304號
104年11月23日

133

宜鋒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蘇

桂花）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1

項。

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項第1、2、3、4款。

3.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5條之1第1、3、5、10款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第1、4、5款。

1.交付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以書面或協商會議紀錄告知承攬人有關其

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

措施。

2.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協議有關流籠使用上之安全等事項

，對於承攬人使用流籠從事機電作業，有發生墜落、衝撞危險之虞，未

「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

繫」及要求承攬人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55條之1第3款規定，使勞

工以捲揚機等吊運物料時，不得供人員搭乘、吊升或降落；又未指導及協

助承攬人勞工林聰明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致發生承攬人侑晟工程有

限公司所僱勞工林聰明發生衝撞致死職業災害。

3.對於使勞工以捲揚機等吊運物料時，未於安裝前確實核對並確認設計資

料及強度計算書、未禁止人員搭乘、吊掛用之鋼索等吊具有異狀時未即修

換、未設置信號指揮聯絡人員，及規定統一之指揮信號。

府勞職字

10434680000號
10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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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吳聰勇（即春穎土

木包工業）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2、3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監督指揮承攬人從事施工架作業)，對

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從事施工架組立作業有墜

落、頭顱受創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施工架作業工作

場所，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

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第11

條之1之規定，於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並使進場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4000號
104年11月23日

135

千陞金屬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奐

良）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組立作業，未於該

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4002號
104年11月23日

136
陳韋延（即永宏工

程行）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規定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之高處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之工作場所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必要之防護具。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5500號
104年11月23日

137

台鼎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

人：賴銘煌)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5700號
104年11月23日

138

太裕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洪勝

義)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6200號
104年11月23日

139

富霖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盈

吉）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施工架、2樓陽臺)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

，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

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65000號
104年11月23日

140
東霖物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益祥)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

規則第69條第1項第7款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16條第1

變更吊籠固定方式，未向檢查機構申請變更檢查合格即使勞工使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3100號
104年11月23日

141

童心園營造工程有

限公司（代表人：

陳建中）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3200號
104年11月23日

142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張

正岳)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808600號
10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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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磊鑫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建

中）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9

條第1項第4款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外牆施工架構件之連接部分或交叉部分，未以適當之金屬附屬配件確

實連接固定(未以插銷固定)。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69000號
104年11月24日

144

太友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廖

居政)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57300號
104年11月23日

145

全優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太

宜)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

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5款。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57200號
104年11月23日

146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呂

西仁）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5800號
104年11月24日

147
詹硯傑(即傑瑞室內

裝修工程行）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0條第1項第3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挑高閣樓木作)從事木作施工作業，未

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對於使用合梯作業，合梯之梯腳無安全防滑絕緣腳座套。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5600號
104年11月24日

148

鑫德勝工程有限公

司（代表人：方慧

琪）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

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3900號
104年11月24日

149

建宇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紅

艶雲）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豎井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

之設備。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43600號
104年11月24日

150

誌亨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藍雅

惠）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5款

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之交通號誌桿上作業時，未設置使勞

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府勞職字

10441046600號
10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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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元泰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崇仁）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9808200號
104年11月24日

152 王鴻仁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2.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5條第2項第2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使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移動梯從事招牌維修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2.使用移動式起重機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招牌維修作業，未使勞工佩戴安

全帶或安全索。

府勞職字

10439443400號
104年11月24日

153

遠碩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黃

定祥）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9446300號
104年11月24日

154
黃清風（即全能民

俗藝術社）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使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竹架上從事安裝牌樓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

安全帶、安全帽。

府勞職字

10439443300號
104年11月24日

155

軍宏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麗

娟）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2、3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開口部分從

事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施工架工作場所

，未「確實巡視」該危險作業及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亦未要求承攬

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於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

府勞職字

10439443800號
104年11月25日

156
廖恆毅（即宏竝工

程行）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施工架組立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

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府勞職字

10439443802號
104年11月25日

157

力拓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楊惠

民)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57100號
104年11月24日

158

翔益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美

娟）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僱用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井旁從事推管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69900號
104年11月24日

159

妙地可開發全業有

限公司（代表人：

黃怡萍）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8

條第1項第1、2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勞工4人在屋頂上從事作業，因屋頂斜度、屋面性質或天侯等因素，

致勞工有墜落、滾落之虞者，未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並於斜度大於34度

(高底比為二比三)或滑溜之屋頂作業者，未設置支承穩妥且寬度在40公分

以上之適當工作臺及數量充分、安裝牢穩之適當梯子。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62300號
104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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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和銘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柏

雨梅）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

，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府勞職字

10439444200號
104年11月26日

161
晉福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秋霞)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1.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2.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62100號
104年11月26日

162

聖鋒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霈

潔）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5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以架設施

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73200號
104年11月27日

163

東鑫龍營造有限公

司（代表人：郭崇

記）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井旁從事推管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

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79400號
104年11月27日

164

勝泉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寶

珠）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5款

對於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之第一配水池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

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府勞職字

10439462400號
104年11月26日

165

中鹿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小

野寺俊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

與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再承攬人所僱勞工於8樓、9樓及

19樓從事天花板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天

花板工作場所，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

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再承攬人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0條

第1項第4款之規定，使用符合規定之合梯(須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808400號
104年11月27日

166

馳烽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馬進

涼）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0

條第1項第4款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僱用勞工於8樓、9樓及19樓從事天花板作業，對於使用之合梯未有安全之

防滑梯面。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808402號
104年11月27日

167
昕禹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徐衍琦)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規定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從事作業有

墜落、頭顱受創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工作場所，未

「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

繫」及要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規定，於高度2公

尺以上之開口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71500號
10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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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廖恆毅（即宏竝工

程行）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拆架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者，未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71502號
104年11月27日

169

瑞健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孫瑞

均）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模板組立作業，未於該處設置護欄、

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72600號
104年11月27日

170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正

岳)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

之處所，從事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工作

場所，未「確實巡視」，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職

業安全設施規則第225條第1項規定，對於所僱之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處

所作業，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式設置工作台。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62000號
104年11月27日

171

福志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李

德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5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雇主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以架設

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62002號
104年11月27日

172
易森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哲超)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8條第1項第3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職

業災害。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之職業

災害。

1.對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未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上設置適當

強度，且寬度在30公分以上之踏板，並於下方適當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

全網等防墜設施。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479700號
104年11月27日

173

鴻地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惠

真）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

受裁處人與承攬人司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屋頂

從事防水作業有墜落、滾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屋

頂防水作業工作場所，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

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8

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因屋頂斜度、屋面性質或天侯等因素，採取適當

安全措施，並於斜度大於34度(高底比為二比三)或滑溜之屋頂作業者，設

置支承穩妥且寬度在40公分以上之適當工作臺及數量充分、安裝牢穩之適

當梯子，致勞工有墜落、滾落之虞。

府勞職字

10441069100號
104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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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郁東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明

德）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1、3、5款。

1.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於該處設置

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41090800號
104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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