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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名稱（代

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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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條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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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勝豐(即多豐企業

社)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

第2項第1款

受裁處人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

工作台，致所僱勞工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

害。

北市勞職字

10437032602號
105年1月7日 重大職災

2

坪芳園藝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祖

坪）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

第2項第2款

受裁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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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禁止勞工在施工架上使用梯

子、合梯或踏凳等從事作業、未使施工架

之基礎地面平整、夯實緊密，並襯以適當

材質之墊材，以防止滑動或不均勻沉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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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所

僱勞工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

府勞職字第

10433609001號
104年7月9日

重大職災
(勞動部105年

2月18日勞動

法訴字第

1040020753號

函-訴願駁回)

3
巧萱有限公司（代

表人：莊真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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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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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裁處人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

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墜落、倒塌等危險之木工作

業工作場所，未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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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設

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且不得使勞工在施

工架上使用梯子、合梯或踏凳等從事作業，亦應

使施工架之基礎地面平整、夯實緊密，並襯以適

當材質之墊材，且使勞工確實戴用合格之安全

帽；及指導協助承攬人對勞工施以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府勞職字第

10433609003號
104年7月9日

勞動部105

年2月18日

勞動法訴字

第

1040020752

號函-訴願

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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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吉泰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王

春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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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21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

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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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

，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等

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府勞職字第

10434663304號
104年7月17日

勞動部105

年2月4日勞

動法訴字第

1040021482

號函-訴願

駁回

5

台灣松下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濱野匡章）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135條第1項第1款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5款。

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

條第1項第2、3款。

1.可調鋼管支柱連接使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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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地下1

樓樑底模從事模板組立作業，勞工有遭受

墜落危險之虞者，未「確實巡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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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440825400號
105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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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勢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簡志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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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230條第2項暨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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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板組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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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勞工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

使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40825402號
105年1月4日

7

京永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戴

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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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0800700號
105年1月4日

8

華邦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秀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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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0854600號
105年1月4日

9

逢昌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修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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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使用之合梯，兩梯腳間未有金屬等硬

質繫材扣牢。

北市勞職字第

10442234200號
105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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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探索綜合國際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黃羅蘭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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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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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0824600號
105年1月4日

11

同順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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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0824900號
105年1月4日

12

育璽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涂古春

英）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第38條第1項第1款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第1款

利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搭乘設備進行作業

，其使用之搭乘設備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專業機構簽認。

北市勞職字第

10440824700號
105年0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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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熊玉平（即巨光廣

告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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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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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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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對於使用之合梯，兩梯腳間未有金屬等

硬質繫材扣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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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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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440926800號
105年1月6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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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條第3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外牆施工架未於垂直距離5.5公尺、

水平距離7.5公尺內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北市勞職字第

10440907600號
105年1月7日

15

震昌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桂中）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

第1項第2、3款

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從事泥作作業

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

害之虞之泥作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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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使用符合規定之合

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442239100號
105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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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祥如有限公司（代

表人：陳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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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使用之合梯未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北市勞職字第

10442239102號
105年1月7日

17

弘大瓦斯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呂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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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131300號
105年1月7日

18

昕禹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徐衍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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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條第1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第5款。

1.未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泥作工程之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有關安全衛生規定

應採取之措施。

2.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

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具有墜落危險之調壓池

圍堰頂部上從事搬運水泥砂漿作業，勞工

有墜落之虞者，未依規定設協議組織，並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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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指導及協助安全衛生教育，致發生承

攬人所僱勞工墜落致死職業災害。

3.僱用勞工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

行作業，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

工作台，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437032600號
105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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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銓閎有限公司（代

表人：許秀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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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130200號
105年1月7日

20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黃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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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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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僱用勞工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

行作業，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

工作台，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2.對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等易生職業災

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

等防護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130400號
105年1月7日

21

富釉裝璜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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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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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施工管理作業及清潔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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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131400號
105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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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洲石材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陳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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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440926600號
105年1月8日

23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殷

琪）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6條

第1項

使用未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之危險性機

械。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131600號
105年1月8日

24

正田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王

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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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131000號
105年1月8日

25

萬堡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簡

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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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承攬

人所僱勞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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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

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使進

場作業勞工確實戴用安全帽，且使用符合

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130600號
10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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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詠虹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欽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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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130602號
105年1月8日

27

慶洋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志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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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005400號
105年1月8日

28

福住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簡

德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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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機坑從

事清理石塊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022300號
105年1月8日

29

品興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廖

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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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005400號
105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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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裕泰坤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王豐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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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承

攬人所僱勞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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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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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進場作業勞工確實戴用安全帽，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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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131200號
105年1月12日

31

銓浚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嘉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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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

件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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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131202號
105年1月12日

第 10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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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合中有限公司（代

表人：林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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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131204號
105年1月12日

33

聚泉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賴文

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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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131206號
105年1月12日

34

福呈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王

逸）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128條之1第1項第7款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第1項第5款

使用高空作業車從事作業時，未使高空工

作車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019900號
105年1月13日

35

達欣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王

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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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653000號
105年1月13日

36

昌譽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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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653700號
105年1月13日

第 11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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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松禾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載之）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

條第1項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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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從事作業有墜落受

創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

虞之工作場所，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

度2公尺以上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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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採積

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開口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

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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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130100號
105年1月12日

38

長申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建

勝）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19條第1項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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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130102號
105年1月12日

39
王星喆（即金順工

程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6條

第1項

使用未再經檢查合格之危險性機械從事吊

掛作業。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131500號
105年1月12日

第 12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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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勤實佳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林敏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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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

規定設置協議組織並將承攬人納入協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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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第11條之1之規定，使進場作業勞

工確實戴用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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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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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653601號

中華民國105年

1月13日

41

宇烽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瀚

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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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653603號

中華民國105年

1月13日

第 13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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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勝堡村營造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王為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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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

條第1項第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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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

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

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工作場所，未依規定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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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規定

，使勞工確實戴用合格之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653100號
105年1月13日

43

海威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進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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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653102號
105年1月13日

44

東龍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朱

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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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641700號
105年1月13日

第 14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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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殷

琪）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

第1項第1、2、3款

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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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應於高度2公尺以

上高處作業使用安全帶等必要防護具，並

使進場作業勞工確實戴用適當之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652901號
105年1月13日

46
蘇林子(即宏佳鷹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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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

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

必要之防護具。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652903號
105年1月13日

47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馬

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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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762900號
105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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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匯德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純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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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652905號
105年1月13日

49 羅三郎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6條

第1項

使用未經檢查合格之危險性機械從事吊掛

作業。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734100號
105年1月13日

50

茂德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薛錦

茂）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21條之1第1項第3款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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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於施工道路通車前設置

反光器、照明或燈具等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653500號
105年1月14日

51

泰業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蔡

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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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場所從事擋

土支撐構件拆除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

全上下之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042100號
105年1月14日

52

華邦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秀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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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762800號
105年1月14日

53

必應創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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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從事營建施

工管理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763201號
105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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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乙光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許

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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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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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763301號
105年1月15日

55

昌譽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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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763001號
105年1月15日

56

益泰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明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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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047300號
105年1月15日

57

帝盟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徐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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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勞工從事泥作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

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047800號
105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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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豐佑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鄭

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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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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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052100號
105年1月15日

59

自由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洪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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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使用之合梯，兩梯腳間未有金屬等硬

質繫材扣牢。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054000號
105年1月18日

60

雲雀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田

中基）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

第1項

受裁處人未依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人員。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787800號
105年1月18日

61

叡築營造廠有限公

司（代表人：葉吉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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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0788600號
10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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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陽明山瓦斯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劉欽標）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

第1項第1、2、3款

受裁處人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

，未設置協議組織，將承攬人納入協議組

織運作，對於承攬人從事天然氣管線汰換

作業，有爆炸或發火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

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天然氣管線汰換工

作場所，未「指揮」及「確實巡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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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條之規定，於工作場所原有之石油產品管

線，應確實掌握狀況並予以妥善處理。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054300號
105年1月19日

63

台灣日山電影有限

公司（代表人：王

曉琦）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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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款。

3.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13條第1項第2款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5款。

1.使勞工於營造工程工作場所作業前，未

指派所聘僱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

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

，並採適當防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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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使勞工於有發生倒塌、崩塌之虞之場所

作業，未有防止發生倒塌、崩塌之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00038200號
105年1月18日

重大職災

(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檢

察署105年1

月7日士檢

朝社104偵

10312字第

726號函-刑

事不起訴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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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勝成餐飲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韓

家宇）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

第1項。

未依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

北市勞職字第

10530787700號
105年1月20日

65

柏凱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陳素

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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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勞工從事洗石子作業人員，未提供適

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072100號
105年1月20日

66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賴士勳）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

第1項第1、2、3款

與承攬人及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

業（監督指揮承攬人及再承攬人從事機電

作業），對於再承攬人所僱勞工於機房進

行送風機測試作業，具有感電等嚴重危害

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弱電系統工程

工作場所，未「確實巡視」並「指揮」停

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

繫」及要求再承攬人應於該電路裝置絕緣

用防護裝備，及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

，應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

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致發生再承攬人所

僱勞工發生感電致死職業災害。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524000號
105年1月20日 重大職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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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殷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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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086900號
105年01月22日

68

荷月室內裝修設計

有限公司（代表

人：黃珠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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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064200號
105年01月22日

69

禮驅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禮

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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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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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081501號
10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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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魯川工程企業有限

公司（代表人：徐

守和）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241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3款。

2.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

則第6條第1項第2款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第7款。

1.勞工有因接觸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致發

生感電之虞，未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

被覆。

2.勞工於室內作業場所，從事第二種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作業，未依風險等級設置

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

置。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011600號
105年1月21日

71

昌譽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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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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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086700號
105年1月22日

72

元邦鋼鐵有限公司

（代表人：蕭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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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086902號
10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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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瑞健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孫瑞

均）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

第1項第2、3款

對於承攬人使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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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

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石材鋪面起重吊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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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條規定，對移動式起重

機設過捲預防裝置。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086501號
105年1月25日

74

新億起重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姜

振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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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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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086503號
105年1月25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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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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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04900號
105年1月27日

76

東源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林欽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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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05000號
105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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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大佳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鍾

彩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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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05101號
105年1月27日

78

昶祐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

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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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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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11條之1規定，使勞工確實戴用合格

之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087100號
105年1月26日

79
昵豪有限公司（代

表人：廖楷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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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圍籬拆除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

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087102號
105年1月26日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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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04800號
105年1月27日

第 24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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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東鑫龍營造有限公

司（代表人：郭崇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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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承攬

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從事

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

業災害之虞之推進工作場所，未「確實巡

視」，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

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施標準第19條第

1項規定，於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112100號
105年1月27日

82
陳阿宗(即東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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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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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112102號
105年1月27日

83

泰業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蔡

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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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082700號
105年1月26日

84

台灣舖道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陳曉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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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29800號
105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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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嘉盛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連瑞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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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130600號
105年1月27日

86

富森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

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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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條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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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131901號
105年1月28日

87

鎮弘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邵鴻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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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112001號
105年1月27日

88

東源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林欽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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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32301號
105年1月28日

第 26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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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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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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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30001號
105年1月28日

90

春原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蔡

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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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29300號
105年1月27日

91

王工南營造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得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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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30700號
105年1月27日

92

伸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賀裕

盛）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93條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1款

使用危險性機械，其升降路各樓出入口，

未設置安全裝置，使升降機搬器及升降路

出入口之任一門開啟時，升降機不能開動

，及升降機在開動中任一門開啟時，能停

止上下。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131000號
105年1月27日

第 27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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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宜昌電氣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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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

工有墜落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120400號
105年1月27日

94

彩格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桂

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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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111800號
105年1月27日

95

禾進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藍

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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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設置

協議組織，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

公尺以上之屋突施工架從事施工架組拆作

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

災害之虞之施工架組拆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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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規定，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

業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129601號
105年1月28日

第 28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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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明峰開發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許

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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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突施工架從事

施工架組拆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129603號
105年1月28日

97

力拓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楊

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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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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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11條之1規定，使勞工確實戴用合格

之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132100號
105年1月28日

98

翊祥石材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文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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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132102號
105年1月28日

99

軒如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明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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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進行燈具更換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

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116600號
105年1月28日

第 29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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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宏佶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卜

壬）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第6條第1項第2款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第7款

使勞工於室內作業場所，使用二甲苯稀釋

epoxy為從事第二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作業，未於該作業場所設置局部排氣裝

置或整體換氣裝置。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130800號
105年1月29日

101

瑞健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孫瑞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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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邊坡從事岩栓

鎖固作業，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未使勞

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129700號
105年1月29日

102

晉福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秋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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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裁處人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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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設置

工作台，及未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1項規定，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帽

及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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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72800號
105年1月30日

第 30 頁，共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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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鉅邦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美

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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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土方作業，有

遭受墜落危險之虞，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

全帶、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172802號
105年1月30日

104

正南電氣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楊

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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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72804號
105年1月30日

105

基勢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簡志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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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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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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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對於模板支撐組配、拆除作業，未指定

模板支撐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辦理規定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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