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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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展數位科技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榮勤）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

第1款。

受裁處人對於從事送風機測試作業之勞工，未設置預防感電危害之設施且

未提供絕緣防護具，致所僱勞工發生感電致死職業災害。

北市勞職字第

10439524002號
105年01月21日

1.勞工1員發

生感電致死

重大職災。

2.訴願駁

回。

2
雅特美有限公司（

代表人：白力夫）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

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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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8小時

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154500號
105年02月03日

1.勞工1員發

生受傷住院

職災。

2.訴願駁

回。

3

泰業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蔡文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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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977400號
105年05月03日

4
爐良俊（即大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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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118100號
105年05月03日

5

友聯建築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劉吉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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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18000號
105年05月03日

6

元智光電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李國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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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移動梯從事招牌吊掛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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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118700號
105年05月04日

7
黃祈霖（即共進起

重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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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18600號
105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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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鴻祥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添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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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18900號
105年05月04日

9

悅電通信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高梅

南)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條之2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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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

1.使勞工於局限空間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未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

處所公告「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得進入之重要

性」、「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事故發生時之緊急聯絡方

式」、「現場監視人員姓名」、「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等注意事項

，使作業勞工周知。

2.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未設置防止與吊架或捲揚胴接觸、碰撞，

應有至少保持0.25公尺距離之過捲預防裝置。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118300號
105年05月04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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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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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7款。

1.與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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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使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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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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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109800號
105年05月04日

11
徐淑美(即正哲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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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進入營繕場所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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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109802號
105年05月04日

12
育友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蕭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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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進入營繕場所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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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109804號
105年05月04日

13
毅國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慶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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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屋頂從事漏水檢視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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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975800號
105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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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承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孝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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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18401號
105年05月04日

15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鄭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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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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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之地下1樓從事模板組立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

害之虞之模板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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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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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裝護套等防護措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133900號
105年05月04日

16
廷維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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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僱用勞工於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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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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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工作方法，指揮勞工作業。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133902號
105年05月04日

17

力佑國際營造有限

公司(代表人：賴立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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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33600號
105年05月05日

18

東源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欽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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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2公尺以

上之外牆施工架從事石材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

之虞之石材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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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受裁處人對於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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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34000號
105年05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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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長遠石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綺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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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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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34002號
105年05月05日

20

暘昌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王旭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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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133700號
105年05月05日

21

六大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高國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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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使勞工確實戴用合格之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133400號
105年05月05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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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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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33300號
105年05月05日

23
建耀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丁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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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33402號
105年05月05日

24

力泰瓦斯設備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陳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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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18500號
105年05月05日

25
輝達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文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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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18200號
105年05月05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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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7007000號
105年05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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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吳俊德（即一弘廣

告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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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屋頂從事鐵架焊接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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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34600號
105年05月05日

28

金源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洪敏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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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34700號
105年05月05日

29
倢立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峰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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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997100號
105年05月05日

30
嘉昇昌實業有限公

司(代表人：張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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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995600號
105年05月05日

31

金弘承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張

振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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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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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34500號
105年05月09日

32

旭怡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鼎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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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進入營繕場所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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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34502號
105年05月09日

33

聯懿金屬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鴻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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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進入營繕場所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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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34504號
105年05月09日

34

正芳水電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蔡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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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134506號
105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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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固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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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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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安全支撐從事連續壁作業，未「確實巡視」並「指

揮」命令停止該危險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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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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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裝護套等防護措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169000號
105年05月09日

36

勇裕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慧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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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層安全支撐作業，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169002號
105年05月09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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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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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170400號
105年05月09日

38

品興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廖文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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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未確實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169500號
105年05月09日

39

元洲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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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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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169400號
105年05月09日

40

立得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黃

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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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169200號
105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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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仲瑩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代表人：劉振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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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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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場所作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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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168900號
105年05月10日

42

緯豐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志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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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7016600號
105年05月10日

43
仁仁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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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169300號
105年05月10日

44
郁東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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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51600號
105年05月09日

45
尚盈實業行(代表

人：傅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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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151602號
105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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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正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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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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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170200號
105年05月09日

47
龍全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進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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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170202號
105年05月09日

48 林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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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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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168500號
105年05月09日

49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宗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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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14200號
105年05月11日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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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14000號
105年05月11日

51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北區電信

分公司(代表人：鄭

閔卿)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

條之2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7款。

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未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作業有

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周知。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796200號
105年05月12日

52

樹盛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莊春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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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13800號
105年05月12日

53

悅電通信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高梅

南)

缺氧症預防規則第5條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7

款。

僱用勞工於坑井、人孔從事光纖布設之缺氧危險作業，未予適當換氣，以

保持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在百分之十八以上。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814800號
105年0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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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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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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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14400號
105年05月12日

55
龍昌興有限公司(代

表人：魏志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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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架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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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14402號
105年05月12日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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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26200號
105年05月12日

57

福清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黃大

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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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對於所僱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

之施工架組立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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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直通梯施工架及屋頂層施工架作業時

，未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3.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處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未設置護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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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07200號
105年05月12日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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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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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25800號
105年0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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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亞東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鄒政

儒)

缺氧症預防規則第5條第1項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第7款。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未予適當換氣，以保持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

氣濃度在百分之十八以上。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814900號
105年05月12日

60

巨勳廣告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淑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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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移動式起重機搭乘設備搭載勞工於2公尺以上高處作業時，未使勞工

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813700號
105年05月12日

61
賴泱伊(即大佳玻璃

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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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從事玻璃組裝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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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07202號
105年05月12日

62

復興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淑

齡)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

項第2、3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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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外牆施工架從事施工架拆除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

災害之虞之施工架拆除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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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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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26000號
105年05月12日

63

金豪翌開發有限公

司(代表人：楊廷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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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施工架拆除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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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26002號
105年05月12日

64

復興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淑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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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高度5公尺以上外牆施工架之構築及拆除，未事先就預期施工時之最

大荷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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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26100號
105年05月13日

65

威毅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陸永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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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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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使進場作業勞工確實戴用適當之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814700號
105年0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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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寬成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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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正確戴

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814702號
105年05月12日

67
陽昇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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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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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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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未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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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開口處設

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使勞工有遭受墬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169900號
105年05月12日

68
朝偉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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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進入營繕場所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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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169902號
105年05月12日

69

明泉水電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松

吉)

缺氧症預防規則第5條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7

款。

使勞工於坑井、人孔從事抽水、油漆、出土等缺氧危險作業時，未予適當

換氣，以保持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在百分之十八以上。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814500號
105年05月16日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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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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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13900號
105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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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亞億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游景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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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59600號
105年05月16日

72

陽明山瓦斯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劉

欽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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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條第1項第2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2、3

款。

3.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2、3款。

1.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具有可燃性氣體爆炸危險之瓦斯漏氣搶修作業，

勞工有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之虞者，未依規定設協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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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於勞工作業場所有可燃性氣體而有爆炸、火災之虞

者，氣體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應即刻使勞工退避至

安全場所，並加強通風；亦未要求承攬人於作業場所中原有之電線、煤氣

事業管線等，如有妨礙工程施工安全者，應確實掌握狀況予以妥善處理。

2.對於勞工作業場所有可燃性氣體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氣體之濃度達

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未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且未加

強通風。

3.對於勞工作業場所中原有之電線、煤氣事業管線等，如有妨礙工程施工

安全者，未確實掌握狀況予以妥善處理。

北市勞職字第

10537037700號
105年05月16日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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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44000號
105年05月17日

74 陳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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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43800號
105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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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廣聯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何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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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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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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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裝護套等防護措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346900號
105年05月17日

76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吳東興)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

條之5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項第4款。

對於連續站立作業之勞工，未設置適當之坐具，以供休息時使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826300號
105年05月17日

77
升皇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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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

其高壓電線路查驗作業之工作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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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電線

路查驗作業有感電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水電工作場

所，未協議高壓電活線危險作業管制，未依規定「確實巡視」亦未採積極

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再承攬人不得使勞工之身體或其使用中之工具、

材料等導電體接觸或接近有使勞工感電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及對於高壓

以上之活線作業及活線接近作業，應將作業期間、作業內容、作業之電路

及接近於此電路之其他電路系統，告知作業之勞工，並應指定監督人員負

責指揮，致再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感電受傷住院職業災害。

北市勞職字第

10537056000號
105年05月17日

78
企立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延陹)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2

項。

就其承攬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人再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再承

攬人有關其高壓電線路查驗作業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有關安全衛生規

定應採取之措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7056002號
105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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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開創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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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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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70200號
105年05月17日

80
新憶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天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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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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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未符合規定之移動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844200號
105年05月18日

81
中河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高昌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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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隔

間作業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輕隔間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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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禁止勞工站立於合梯頂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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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44100號
105年05月18日

82

天下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姜建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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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禁止勞工站立於合梯頂板作業。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844102號
105年05月18日

83
林依依（即高第廣

告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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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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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843900號
105年05月18日

84
林世品(即品創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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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移動梯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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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70100號
105年0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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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宸采創意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采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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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以移動式起重機之搭乘設備搭載勞工

從事廣告搭設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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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75900號
105年05月19日

86

大佑祥開發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黃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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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75600號
105年05月19日

87

鐿明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黃亞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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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75602號
105年05月19日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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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75800號
105年05月20日

89
總品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侯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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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86100號
105年05月20日

90
建昇起重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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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款。

2.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5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第1款。

1.對於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吊裝作業有物體飛落之虞，未設置防止物體

飛落之設備，並供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

2.使勞工以移動式起重機吊升勞工高處作業。

北市勞職字第

10541093700號
105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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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興陽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高陳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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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75500號
105年05月23日

92
登煌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柯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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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從事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確實使用安全

帶及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4285700號
105年05月23日

93

新源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楊國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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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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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85900號
105年05月20日

94
嘉洋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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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4286000號
105年05月20日

95

四季芳明室內裝修

設計有限公司(代表

人：蔡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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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546300號
105年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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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睿展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羅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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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高處從事變更吊籠位置作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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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546200號
105年05月24日

97

裕昌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佳

傳)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9

條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

對勞工使用之移動梯梯柱間寬度未達30公分以上。
北市勞職字第

10541104400號
105年05月24日

98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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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發井臺區從事模板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未確實使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541096700號
105年05月24日

99

安閎金屬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蔡麗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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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545900號
105年05月24日

100
財昱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簡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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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545902號
105年05月24日

101

翔聯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富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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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545904號
105年05月24日

102
當代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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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41117800號
105年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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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昇邦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君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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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79900號
105年05月25日

104
欣旺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碧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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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572900號
105年05月25日

105
李宗興(即順興工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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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可調鋼管支撐於調整高度時，未以制式之金屬附屬配件為之。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572902號
105年05月25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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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80600號
105年05月25日

107

宏震營造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藍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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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作業，未「確實巡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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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79700號
105年05月25日

108
東洋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蘇清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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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79702號
105年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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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旭鋒瓦斯管路工程

行(代表人：黃育

樺)

1.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77條第1項第2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2、3

款。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2、3款。

1.對於勞工作業場所有可燃性氣體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氣體之濃度達

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未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且未加

強通風。

2.對於勞工作業場所中原有之電線、煤氣事業管線等，如有妨礙工程施工

安全者，未確實掌握狀況予以妥善處理。

北市勞職字第

10541115000號
105年05月25日

110

北昌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嘉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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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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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再承攬人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且設置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致再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墜落受傷住院

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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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573000號
105年05月25日

111 陳義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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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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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573002號
105年05月25日 傷1

112

威毅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陸永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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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980000號
105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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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金煌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謝宏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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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

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吊掛作業時，未有防止人員通過吊掛物下方之設備

或措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5573200號
105年05月25日

114

同順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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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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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牆施工

架從事玻璃安裝作業有墜落、頭顱受創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

害之虞之玻璃安裝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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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開口

處設置護欄或安全網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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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外牆施工架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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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989900號
105年05月27日

115
志悅玻璃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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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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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89902號
105年05月27日

116
力翔物流有限公司

(代表人：鄧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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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89302號
105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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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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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從事

鋼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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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再

承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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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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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89300號
105年05月27日

118

仲瑩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代表人：劉振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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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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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90600號
105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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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90500號
105年05月27日

120

銘台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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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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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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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作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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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80400號
105年05月30日

121

璨鋒陞企業有限公

司(代表人：蔡瀗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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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從事鋁板更換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使勞

工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989100號
105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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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晨智室內裝修設計

有限公司(代表人：

陳月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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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90000號
105年05月27日

123
百建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坤木)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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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9條第4款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對於設置之護欄，上欄杆高度未達90公分以上，且未依規定設置中間欄

杆或等效設備、腳趾板及杆柱等構材。

2.對於使用之移動梯，未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措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990200號
105年05月27日

124
建昇起重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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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90400號
105年05月27日

125

北昌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嘉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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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349600號
105年05月30日

126
百宏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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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349602號
105年05月30日

127

大唐江山景觀開發

有限公司(代表人：

邱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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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349604號
105年05月30日

128

喆方室內裝修設計

工程有限公司(代表

人：李斐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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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349606號
105年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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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吳宥瑩（即花築景

觀設計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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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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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90402號
105年05月27日

130

助群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黃彤

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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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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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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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90700號
105年05月27日

131

金宏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順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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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349000號
105年05月27日

132
賴辛科（即興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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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6349002號
105年05月27日

133

勝弘室內裝修工程

有限公司(代表人：

李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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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承攬人

所僱勞工於工地2樓從事木作作業有頭顱受創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

職業災害之虞之輕隔間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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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989600號
105年05月30日

134 歐世泙

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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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進入營繕場所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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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89602號
105年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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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林進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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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進入營繕場所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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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89604號
105年05月30日

136 吳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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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進入營繕場所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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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89606號
105年05月30日

137
欣旺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碧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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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工地陽台區從事地磚黏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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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348700號
105年05月30日

138
康智民(即神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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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正確戴

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536348702號
105年05月30日

139

陽明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黃龍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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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從事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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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板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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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護欄或安全網。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980200號
105年05月30日

140
機匯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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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980202號
105年05月30日

141
易立潔有限公司(代

表人：黃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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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開口部分作業，未設有適當強度之

圍欄等防護措施，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533980700號
105年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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