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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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治國(即彩屋工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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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6981106號
104年9月7日

2

央譽土木事業有限公

司（代表人：吳朝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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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405900號
105年2月16日 訴願駁回

3

日富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 (代表人：吳正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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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07200號
105年4月1日

4

磐實開發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曹

育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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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06600號
105年4月1日

5

新源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楊國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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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掛作業有頭顱受創、物體飛落等具有嚴

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吊掛工作場所，未「確實巡視」；亦未

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對於移動式起重機設有過捲預防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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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16700號
105年4月1日

6

金盟交通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高榮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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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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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16702號
10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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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歐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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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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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17500號
105年4月1日

8

信德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王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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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使勞工確實戴用合格之安

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02300號
105年4月1日

9 林建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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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02302號
105年4月1日

10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歐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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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承攬人及再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有墜落、物體飛落等具

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模板組立、鋼筋吊掛工作場所，未

「確實巡視」；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及再承攬人，

於開口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且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

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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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開口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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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07000號
105年4月1日

11
天傑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師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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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07002號
105年4月1日

12
坤智通運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丁永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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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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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07004號
105年4月1日

13
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王春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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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施工架從事施工架拆除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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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831600號
10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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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逢盛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沈

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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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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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7款。

1.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有頭顱受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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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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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

之安全帽。

2.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滯洪池作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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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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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17300號
105年4月6日

15
李建中（即建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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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17302號
105年4月6日

16
久仲泰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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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826800號
105年4月1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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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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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17600號
105年4月6日

18
穩吉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劉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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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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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29100號
105年4月6日

19
宏立貨運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俊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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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

對於起重機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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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16902號
105年4月6日

20
文銓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連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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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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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06300號
105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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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宏濱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徐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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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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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度5公尺以上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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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17400號
105年4月6日

22
李金祥（即億駿工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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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835000號
105年4月6日

23
冠洋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黃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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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2公尺以上有

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模板組立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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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開口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02900號
105年4月6日

24
進泉有限公司(代表

人：林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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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02902號
105年4月6日

25
肯鑫營造工程有限公

司(代表人：許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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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29300號
105年4月6日

26
地球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張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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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28900號
105年4月6日

27
瑞奇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石悅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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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40100號
105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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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亞記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鄭

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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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從事安全支撐拆除作業，未「確實巡

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

求承攬人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39900號
105年4月6日

29

永裕鋼鐵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陳

金秀)

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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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安全支撐從事拆除安全支撐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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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39902號
105年4月6日

30
建虹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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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從事鋼構組裝作業時，未設置使勞

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834800號
105年4月6日

31
宇力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蕭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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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29200號
105年4月6日

32

森城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鄒開

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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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50500號
10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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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立泰電梯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崇儒）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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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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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40300號
105年4月7日

34
禾進營造工程有限公

司(代表人：藍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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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61600號
105年4月8日

35
帆登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徐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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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61500號
105年4月8日

36

群航室內裝修設計工

程有限公司（代表

人：林冠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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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確

實巡視」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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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72500號
105年4月11日

37
李訓標（即鴻標企業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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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72502號
105年4月11日

38
正田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王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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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40400號
105年4月11日

39
鼎川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尤居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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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72700號
10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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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打開聯合文化創意有

限公司(代表人：劉

國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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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條第1項第1、2、3

款。

對於有墜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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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使用符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859800號
105年4月11日

41
宏民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邱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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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4樓及施工架從事機電、石材作業有頭顱受創

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機電、石材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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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之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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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88700號
105年4月12日

42
祥益木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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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所僱勞工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859802號
105年4月11日

43
昶柏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木城)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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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木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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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作工作

場所，未依規定設置協議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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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承攬人使進場勞工確實戴用適當之安全帽；又對於承攬人從事之木作

作業，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使作業勞工接受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72800號
105年4月12日

44
富通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楊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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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88702號
10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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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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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使其正確戴

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88704號
105年4月12日

46
陳文良（即信溢工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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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88706號
105年4月12日

47 吳同波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

項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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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0條第1項第1、3、4款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

款。

1.對於勞動場所發生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時，未

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之安全帽，並使其正

確戴用。

3.對勞工於工地從事木作作業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72802號
105年4月12日

48
永峻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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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90200號
105年4月11日

49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田

再庭)

1.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3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2條

第1項。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條之2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2項第2款。

1.未視該場所之規模及性質，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僱用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辦理臨廠健康服務

2.針對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勞工，為避免其因異常工

作負荷促發疾病，未採取疾病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852300號
105年4月12日

50 林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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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繩索垂降方式進行外牆清洗作業時使勞工有墜落之虞，未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63200號
10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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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劉幸福（即品竣工程

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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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1

項。

3.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

項第3款。

1.對於勞工從事水電配管作業，有發生倒塌之危害，未於該處或其周邊設

置防止發生倒塌之設施。

2.所僱勞工發生受傷住院職業災害，受裁處人未會同勞工代表實施檢查分

析及作成紀錄。

3.所僱勞工發生受傷住院職業災害，受裁處人未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

機構。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369500號
105年4月13日 受傷住院

52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沈慶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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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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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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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承攬人及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依規定將承攬人及再承

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對於再承攬人所僱勞工於有倒塌等具有嚴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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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再承攬人於防爆門周

邊設置防止倒塌措施。

3.對於勞工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有倒塌危險之虞，未於該處或其周邊

設置防止發生倒塌之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369600號
105年4月13日 受傷住院

53

春旭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林

沛珍)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35

條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模板支撐以鋼筋替代插銷使用調整高度。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870800號
105年4月14日

54
廣信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建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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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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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871900號
10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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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明泰國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吳

成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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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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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2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

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條之2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7款。

1.使勞工站立於合梯頂板作業。

2.對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電箱頂部從事電箱安裝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

用安全帶，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3.對於使用移動式起重機進行吊掛作業，未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

人員上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4.對於勞工於局限空間內從事作業時，未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處所依

規定公告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周知。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970400號
105年4月15日

56
新倫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駱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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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869500號
105年4月15日

57 謝耀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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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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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或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2.對於使用之移動式起重機，未設置過捲預防裝置。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970900號
105年4月14日

58
階梯廣告工程有限公

司(代表人：賴文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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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982100號
105年4月14日

59
鋐振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曾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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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供適當之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997000號
10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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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金藏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陳

繼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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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971100號
105年4月18日

61
建暉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春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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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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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971102號
105年4月18日

62

翔欣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許陳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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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982300號
105年4月18日

63
正岳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莊傑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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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模板吊

掛作業有頭顱受創、物體飛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

模板吊掛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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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對於有車輛出入工作場所，應依規定設置能使受警告者

清晰獲知之交通號誌、標誌或柵欄，及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並供

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885700號
105年4月15日

64
皇家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宗志)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條之1第1項第1款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

2.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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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於工作場所起重吊掛作業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未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

設備，並供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使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885702號
105年4月15日

65
廣聯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何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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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997100號
10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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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郭登鋒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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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

1.對於使用起重機從事招牌拆除之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未設置防止

物體飛落之設備，亦未使勞工配戴安全帽等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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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982400號
105年4月18日

67

欣亞營造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王

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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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開口處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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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996900號
105年4月18日

68
正悅有限公司(代表

人：何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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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從事玻璃欄杆工程作業有墜落之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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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2600號
105年4月19日

69
冠品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代表人：張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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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供適當之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0800號
105年4月19日

70
劉世雄（即景久工程

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1

項。

交付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告知有關

從事瀝青作業之工作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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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876700號
105年4月18日

71
寶路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趙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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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09800號
10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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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印特設計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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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正確戴

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0000號
105年4月19日

73
毅成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王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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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0500號
105年4月19日

74
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進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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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勞工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混凝土運送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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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970300號
105年4月18日

75
長太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張永騰)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9

條第1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於外牆施工架之設置，未依國家標準CNS4750之規定於內外側設置交叉拉

桿。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870900號
105年4月18日

76
上升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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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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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900000號
105年4月21日

77
安豐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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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2300號
105年4月21日

78

久松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莊

如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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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場所作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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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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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2700號
105年4月21日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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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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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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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1200號
10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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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毅成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王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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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51600號
105年4月22日

81
建喬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王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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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0100號
105年4月22日

82
長友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姚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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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

備。

2.對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安全走道頂蓋從事物料搬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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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0900號
105年4月22日

83
林志超(即兩光工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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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

作台，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52400號
105年4月22日

84
正氣金屬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文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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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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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區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52402號
10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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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信升昌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楊建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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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

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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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於高度2公尺

以上高處作業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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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2200號
105年4月22日

86
皓祥建材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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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從事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使

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2202號
105年4月22日

87
全億金屬製品有限公

司(代表人：楊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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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66700號
105年4月22日

88
宏昌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李甫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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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

從事連續壁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連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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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於高度2公尺以上高處作業應使勞工確實使

用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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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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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1500號
105年4月22日

89

聖陸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吳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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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從事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使

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1502號
105年4月22日

90
潤昶有限公司(代表

人：林新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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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使用合梯作業，合梯兩梯腳間無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905500號
10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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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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公布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業單位/事業主一覽表

91
大成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張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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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條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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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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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移動梯，其材質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1400號
105年4月22日

92
洲義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彭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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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設置協議組織，對於承攬人所僱勞

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搭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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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設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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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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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開口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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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1000號
105年4月22日

93
得協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官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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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從事外牆施工架搭設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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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1002號
105年4月22日

94

樺明室內裝修設計有

限公司(代表人：陳

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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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0700號
105年4月22日

95
文暉營造事業有限公

司(代表人：吳東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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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0600號
105年4月22日

96
友信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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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設置協議組織，對於承攬人所僱勞

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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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使勞工確實戴用適當之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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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開口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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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2100號
10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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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曹文欽(即詠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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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2102號
105年4月22日

98
京程有限公司(代表

人：吳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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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2106號
105年4月22日

99 黃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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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2104號
105年4月22日

100
丞賀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人：蔣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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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901802號
105年4月22日

101

昌譽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林美

惠）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項第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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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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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掛

作業有物體飛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營建廢棄物清

運吊掛工作場所，未「確實巡視」；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

承攬人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且對

於移動式起重機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員

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2.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75100號
105年4月25日

102

翊宏起重工程有限公

司（代表人：林世

楨）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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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第1項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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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未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員

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75102號
105年4月25日

103
翔益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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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74900號
10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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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慶洋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志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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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食堂電梯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927600號
105年4月25日

105
忠煌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仁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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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66600號
105年4月25日

106
中華威霸營造有限公

司(代表人：侯倉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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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外牆從事泥作粉刷修補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934300號
105年4月25日

107

匯僑室內裝修設計有

限公司(代表人：王

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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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51400號
105年4月25日

108
福住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簡德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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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

及要求承攬人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51700號
105年4月25日

109
瑞樺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施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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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三角托架從事施工架拆除作業，勞工有墜落之

虞，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51702號
105年4月25日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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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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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51900號
105年4月25日

111
隆豪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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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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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使進場作業勞工確實戴用適當

之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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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0400號
10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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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公布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業單位/事業主一覽表

112
吳彩玉（即琮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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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0402號
105年4月22日

113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蔚山)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第1、2、3款。

對再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從事管線推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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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於

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906900號
105年4月22日

114
協助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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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發井臺區從事管線推進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

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906902號
105年4月22日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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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910200號
105年4月22日

116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吳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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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52000號
105年4月25日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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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2500號
105年4月22日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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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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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012800號
105年4月22日

119
工造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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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11700號
105年4月22日

120
亞東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鄒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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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格樑施工區從事綁鋼筋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09900號
105年4月22日

121
銘台營造工程有限公

司(代表人：吳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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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934400號
10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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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益勝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涂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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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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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934600號
105年4月26日

123
實鴻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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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577900號
105年4月26日

124
國合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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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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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578000號
105年4月27日

125
升皇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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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933600號
105年4月27日

126
富利安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莊創憲)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6條第1

項。

2.吊籠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

44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第1項第1款。

1.使用未經檢查合格之危險性機械。

2.頂樓固定吊籠之鋼索與大樓牆壁及女兒牆銳邊直接接觸，未妥善架設。

北市勞職字第

10531578100號
105年4月28日

127
建鋒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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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950200號
105年4月27日

128

金藏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陳

繼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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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099200號
105年4月28日

129
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志堅)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

第3款。

對於所僱勞工從事作業發生墜落受傷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受裁處人未於

災害發生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951600號
105年4月27日

130

台灣智慧光網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李

慶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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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將再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對

於再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爬梯從事佈線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

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佈線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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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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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934800號
10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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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玄宇廣告實業有限公

司（代表人：曹筱

祺）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1

項。

交付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告知有關

從事廣告招牌作業之工作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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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949400號
105年4月28日

132
通貹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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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110800號
105年4月28日

133
安佳有限公司(代表

人：李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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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110500號
105年4月28日

134
冠君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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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從事拆除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使勞工確實使

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110000號
105年4月28日

135
好居工程開發有限公

司(代表人：吳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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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110300號
105年4月28日

136
當代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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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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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場所作業時，未設置使勞工安全

上下之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110600號
105年4月28日

137
誠偉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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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使用合梯作業，合梯兩梯腳間無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110602號
105年4月28日

138
松億裝潢工程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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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00300號
105年4月29日

139
順展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林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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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組立作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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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工作場所，未

設置協議組織，將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且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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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開口處設置護欄、護

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100200號
10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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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旺福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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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100202號
105年4月29日

141

宇球國際興業有限公

司（代表人：曹蕥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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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升降機之升降路各樓出入口，未設置應有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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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00500號
105年4月29日

142

春原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蔡常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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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20條第1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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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之護欄，未設置腳趾板等構材。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110100號
105年4月29日

143
金契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沛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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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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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110102號
105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