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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名稱（代

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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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三租車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杜

明杰）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9條第4項。 因勞工依規定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訴，致對該勞工核予不利處分。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494200號
106年11月08日 訴願中

2

理建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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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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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26800號
106年11月10日 訴願中

3

北都數位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林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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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

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致所屬勞發生墜落受傷住院職業災

害。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27100號
106年11月27日 訴願中

4

欣源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游

青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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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9230600號
106年11月01日

5

正岳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莊

傑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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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於高差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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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259200號
106年11月03日

6

天瀚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正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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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8059700號
106年11月01日

7

鈺通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黃國芳）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依規定，

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北市勞職字第

10639246900號
106年11月01日

8

湧成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許

志成）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8條之1第7款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從事作業，未使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223600號
106年1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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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緯豐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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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條第1項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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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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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進場勞工確

實戴用適當之安全帽。

2.對於具有危險性之拆除作業區，未設置圍柵或標示，禁止非作

業人員進入拆除範圍內。

北市勞職字第

10639230300號
106年11月03日

10

吉寅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賴建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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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從事作業，未設置使勞

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639230302號
106年11月03日

11

嬴鴻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周朝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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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進入工作場所從事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

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639230304號
106年11月03日

12

十大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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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475100號
106年11月02日

13

辰茂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闕

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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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勞工致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

焊機，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223500號
106年11月03日

14

宏震營造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藍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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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236900號
106年11月03日

15 王志偉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17條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7款。

於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關第二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該

場所設置之吹吸型換氣裝置未由專業人員妥為設計，並維持其有

效性能。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251800號
106年11月02日

16 張進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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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處所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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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8477400號
106年11月03日

17

中陸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添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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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之工區從事作業時，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638059500號
106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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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泓景廣告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曾

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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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

使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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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9127500號
106年11月02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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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8059800號
106年11月02日

20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姚

祖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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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8077800號
106年11月02日

21

元三租車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杜

明杰）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7條。 勞工工作場所之建築物，受裁處人未依規定申請使用執照。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204400號
106年11月06日

22

逢昌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修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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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勞工於屋頂從事作業時，對於勞工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

作業，未先規畫安全通道，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30公

分以上之踏板，並未於下方設置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258000號
106年11月06日

23

建欣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

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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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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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作業有頭顱受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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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提供適當安全帽使勞工正確戴

用。

2.對於進入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638478100號
106年11月08日

24

長程園藝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榮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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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8478102號
106年11月08日

25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嚴

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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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475500號
106年11月07日

26

采辰機械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黃

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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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起重機具於工區從事作業時，所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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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8078000號
106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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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林銘建築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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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從事作業時，該作業場所具有物體飛落等嚴重危害及發生職業災

害之虞，惟受裁處人未「確實巡視」；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

繫」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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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8078002號
106年11月09日

28

台灣肥料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康

信鴻）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6條第2項第1款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所設直接隸屬雇主之專責一級管理單位兼辦其他與職業安全衛生

無關之工作。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494600號
106年11月08日

29
義祥工程行（代表

人：簡阿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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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318800號
106年11月08日

30

綠能國際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莊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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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318802號
106年11月08日

31

富森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

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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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474900號
106年11月07日

32

好記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駿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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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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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攬人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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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277700號
106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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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益助交通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美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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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起重機具，未設置過捲預防裝置。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277702號
106年11月08日

34

宏林營造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郭秀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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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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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攬人依規定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又對於承攬人從事作業，

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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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9230000號
106年11月08日

35

合梃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廖清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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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9230002號
106年11月08日

36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鄒宏基）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 條第1 項第1、2、3 款規

定。

與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將再承攬人納入協議組

織內，對於再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區從事作業有頭顱受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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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再承攬人依規定，使進場作業勞工確實戴用適當

之安全帽及於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致

再承攬人發生職業災害。

北市勞職字第

10637666600號
106年11月08日

37

常澄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胡培

榮）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2項。

2.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7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將工程交付再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以書面告知該再承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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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未訂

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

北市勞職字第

10637666602號
106年11月08日

38

逢昌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修

宗）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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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作業

，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依規定，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北市勞職字第

10639246600號
106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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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宜佳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呂

連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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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

1.對於進入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2.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未設置為防止與吊架或捲揚胴接

觸、碰撞之過捲預防裝置。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194300號
106年11月08日

40

正鋒水電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周

宜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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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研磨機未有安全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639246602號
106年11月09日

41

優寶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高富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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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地

從事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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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用符

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19300號
106年11月08日

42
湯志偉（即力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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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19302號
106年11月08日

43

克林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呂

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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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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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勞工確實戴

用適當之安全帽。

2.僱用勞工於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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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8078200號
106年11月09日

44

東銀開發有限公司

（代表人：東秋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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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8078202號
106年11月09日

45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賴士勳）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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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作

業，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2.僱用勞工於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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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494300號
106年11月08日

46

上詣建材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哲

偉）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6條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1款。
對於操作堆高機，未有操作人員證書。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318600號
106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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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都數位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林冠羽）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1、4款。

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1項。

1.與三次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設置協議組織，對於

三次承攬人所僱勞工從事作業於有墜落、感電等具有嚴重危害勞

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之工作場所，未指導及協助三次承攬人依

規定，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致發生三次承

攬人所僱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2.就其事業之一部分交付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

關其工作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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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7502000號
106年11月09日

48

永瀚行銷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吳勝雄）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2項。
將工程交付再承攬人再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再承攬人有關其工

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北市勞職字第

10637502002號
106年11月09日

49

昶虹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人：簡伶

璉）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2項。

將工程交付三次承攬人三次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三次承攬有關

其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致發

生三次承攬人所僱勞工死亡職業災害。

北市勞職字第

10637502004號
106年11月09日

50

子丞舞台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花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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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

設置工作台。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27400號
106年11月10日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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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進入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214600號
106年11月13日

52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鄒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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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於承攬人及再

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區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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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攬人及再承攬人依規定，使進場作業勞工確實戴用適當之安全

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319100號
10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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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勤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鍾

道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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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之1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5款。

3.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47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1.使勞工於工區從事作業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

2.對於進入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3.使勞工於施工架上使用塑膠桶等從事作業。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319102號
106年11月13日

54

新億起重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姜

振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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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319106號
106年11月13日

55

宥勝室內裝修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劉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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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319104號
106年11月13日

56 黃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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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作業，未佩戴安全帶或安全索

，有墜落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27600號
106年11月14日

57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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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進場作業勞工

確實戴用適當之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26700號
106年11月14日

58

隆呈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美

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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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26702號
106年11月14日

59 楊瑨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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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639230500號
106年11月15日

60

當代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子

豪）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2.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1.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依規定

，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定。

2.僱用勞工於工區從事作業，未使勞工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210800號
10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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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弘承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

張振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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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進場勞工確實戴用

適當之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26400號
106年11月14日

62
鄭水德（即德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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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26402號
106年11月14日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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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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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從事作業，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依規定，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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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27500號
106年11月14日

64

嘉崴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高

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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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勞

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494400號
106年11月14日

65
邱富灃（即品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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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用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使勞

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494402號
106年11月14日

66
佳承工程行（代表

人：呂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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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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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48100號
106年11月14日

67
陳生田（即一一乙

一榮廣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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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勞工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使勞工有墜落之虞，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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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14500號
106年11月16日

68

文昌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郭

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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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工區從事作業，作業處所高度達2公尺以上，惟2公尺高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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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319000號
10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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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楊元勝（即勝元裝

潢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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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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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勞工於工區從事作業，所使用之合梯，兩梯腳間未有金屬

等硬質繫材扣牢。

2.對於進入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475200號
106年11月16日

70

昕瑞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

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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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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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勞工於工區從事作業，所使用之合梯，兩梯腳間未有金屬

等硬質繫材扣牢。

2.對於進入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475202號
106年11月16日

71

易立室內裝修設計

有限公司（代表

人：謝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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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使

用合梯分別從事作業，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

惟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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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用兩梯腳間有金屬等硬

質材質繫牢並符合規定之合梯，並使進場作業人員確實正確戴用

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475204號
106年11月16日

72

旺寶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曹

昌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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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318900號
106年11月16日

73 曹茂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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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移動式起重機進行作業時，未設置過捲預防裝置。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206800號
106年11月16日

74 簡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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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工有墜落之虞。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47600號
106年11月16日

75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甄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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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48500號
106年11月16日

76

稻田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照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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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246000號
106年11月16日

第 10 頁，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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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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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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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48600號
106年11月15日

78

洋基通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朱

耀杰）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6條第2項第1款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未依規定設置管理人員。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245300號
106年11月15日

79

元洲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陳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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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27300號
106年11月16日

80

芊盈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寶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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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253400號
106年11月16日

81

義福外牆清潔有限

公司（代表人：莊

穎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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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勞工

將安全帶勾掛於安全母索上。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242800號
106年11月16日

82

熊敏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坤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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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條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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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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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用符合規定之合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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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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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47900號
106年11月17日

83

竣遠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文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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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於工區從事作業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47902號
10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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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寶信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

永富）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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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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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進場

作業勞工確實戴用適當之安全帽，又對於承攬人從事作業，未指

導及協助(再)承攬人依規定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2.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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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48800號
106年11月20日

85

丙憶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冬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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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48802號
106年11月20日

86

柏菖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蕙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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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48804號
106年11月20日

87

昱騰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曾漢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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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勞工使用合梯從事作業，對於使用之合梯，其兩梯腳間未有金

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27200號
106年11月27日

88

寬洋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蔡

清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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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214100號
106年11月22日

89

國記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梁

治）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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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

，依規定，未指導協助承攬人對作業勞工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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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48302號
106年11月27日

90

創建建築科技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

振民）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僱用勞工於工區作業時，未使勞工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48300號
106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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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宜昌電氣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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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253600號
106年11月27日

92

再新興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孝

富）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3條第1項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3款。

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150伏特以上移動式電動機具，未於該電動機

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244200號
106年11月27日

93

建國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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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從

事作業有感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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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636544700號
106年11月21日

94

同豐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張祐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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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勞工於工區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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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636544702號
106年11月21日

95

大樑設計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信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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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9500號
106年11月22日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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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未符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26900號
106年11月22日

97

正鋒水電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周

宜鋒）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第3款。
所指揮監督之勞工發生合梯墜落職業災害需住院治療，未於8小時

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26902號
106年11月22日

98 黃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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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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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5800號
106年11月21日

99

國展水電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廖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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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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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48700號
10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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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春本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羅

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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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48200號
106年11月22日

101
翁木隆（即一世代

吉利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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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勞工在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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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57200號
106年11月29日

102

宏億裝潢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

榮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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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勞工在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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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9600號
106年11月29日

103

吉時創意行銷有限

公司（代表人：過

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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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承攬人納

入協議組織運作，又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工區在高度2公尺以上

之處所進行作業，該作業場所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

之虞，惟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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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

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北市勞職字第

10636549602號
106年11月29日

104

齊裕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蔡

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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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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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68900號
106年11月22日

105

序邦設計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基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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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確實巡視」及「指

揮」停止該危險作業；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

人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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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5100號
106年11月22日

106
陳俊明（即久耀工

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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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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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5102號
10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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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金源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洪

敏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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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進場作業勞工

確實戴用適當之安全帽。

北市勞職字第

10636545300號
106年11月22日

108

坤誠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胡晏

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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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5302號
106年11月22日

109

協新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湯

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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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設置協議組織，將承攬人納

入協議組織運作，又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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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使進場作業勞工確實戴用適當之

安全帽，另對於承攬人從事作業，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依規定，

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278800號
106年11月22日

110

大育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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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278802號
106年11月22日

111

世久營造探勘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黃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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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244900號
106年11月24日

112

光洋波斯特國際展

覽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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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承攬人納

入協議組織運作，又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進行作業，該作業場

所具有墜落等具有嚴重危害勞工及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惟未「確

實巡視」;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對

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

設置工作台，且使用符合規定之合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636544500號
106年11月24日

113

翔勝裝璜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蕭

福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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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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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4502號
10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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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風琦有限公司（代

表人：羅元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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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勞工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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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4504號
106年11月24日

115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姚

祖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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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作

業有被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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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嚴禁操作人員以外之勞工

進入營建用機械之操作半徑範圍內，又未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54600號
106年11月24日

116

景新園藝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社

榮）

1.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9條第4款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

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第3款。

1.對於以機械從事作業，未嚴禁操作人員以外之勞工進入營建用

機械之操作半徑範圍內，致所僱勞從事作業發生受傷住院職業災

害。

2.發生所僱勞工受傷住院之職業災害，未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

查機構。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54602號
106年11月24日

117

宏錩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啟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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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56900號
106年11月24日

118

復興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淑齡）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依規定，

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612400號
106年11月27日

119

豪豐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甄紜）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依規定，

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93900號
106年11月27日

120

傑森全球整合行銷

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王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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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未設置協議組織，將再承

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又對於再承攬人所僱勞工從事作業有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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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再承攬人依規定

，於高度2公尺以上處所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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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636557600號
106年11月24日

121

聚益水電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黃

書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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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進入工作場所從事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

確戴用。

北市勞職字第

10636557000號
106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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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陳俊明（即久耀工

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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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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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57602號
106年11月24日

123

辰茂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闕

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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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286300號
106年11月27日

124

康梭創意實業有限

公司（代表人：郭

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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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4200號
106年11月27日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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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568800號
106年11月27日

126

台灣大林組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代表

人：谷田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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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612200號
106年11月24日

127

光洋波斯特國際展

覽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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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承攬人納

入協議組織運作，又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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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於高

度2公尺以上高處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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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勞職字第

10636544900號
106年11月27日

128

宏祥舞台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曾

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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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高處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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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4902號
106年11月27日

129

台灣筆克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謝

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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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承攬人納

入協議組織運作，又對於承攬人所僱勞工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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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採積極具體作為「連繫」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以

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北市勞職字第

10636557300號
106年11月27日

130

日生建材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宗

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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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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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57302號
106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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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水電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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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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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57304號
106年11月27日

132

億增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春

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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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研磨機未設有安全防護設備。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297400號
106年11月29日

133

爵設創意有限公司

（代表人：徐雅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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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僱勞工於工地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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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於高度2公尺以上處所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

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式設置工作台。

北市勞職字第

10636549200號
106年11月27日

134

西北水電工程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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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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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9202號
106年11月27日

135

井荷廣告設計有限

公司（代表人：陳

育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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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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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49204號
106年11月27日

136 林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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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6557100號
106年11月28日

137 鄒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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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之移動式起重機搭乘設備及懸掛裝置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專業機構簽認。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660100號
106年11月29日

138

國新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

孟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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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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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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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661000號
10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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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詮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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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661002號
106年11月29日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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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631200號
106年11月30日

141

合興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俞

進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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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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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460000號
106年11月30日

142
陳翔昇（即亞昇起

重工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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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起重機具，未設置過捲預防裝置。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331800號
106年11月30日

143

樸石營造開發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

燕伶）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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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所僱勞工於工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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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承攬人依規

定，使進場作業勞工確實戴用適當之安全帽，又對於承攬人從事

作業，未指導及協助承攬人依規定，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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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612300號
106年11月30日

144

東升纖維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王金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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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612302號
106年11月30日

145

安倉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張

欣夷）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對於承攬人從事作業，未指導

及協助承攬人依規定，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341600號
10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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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亞工程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張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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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從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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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631300號
106年11月30日

147

美孚營造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

人：彭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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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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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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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於工區使用捲揚機作為吊掛設備使用，違反規定。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459800號
106年11月30日

148

克林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呂

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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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區從事作業有墜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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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求再承攬人依規定，使用符合規定之合

梯。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661400號
106年11月30日

149

暉陽機械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瑛

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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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0661402號
106年11月30日

150

華林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

世湖）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作業未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使用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並站立於頂板作業及使用挖土

機作為其他用途且操作挖土機作業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未將吊

斗裝置置於地面，致勞工作業時發生物體飛落災害致死職業災

害。

北市勞職字第

10640519102號
106年11月16日

151
賴進祥（即東育企

業社）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

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未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使勞

工於2公尺以上開口從事作業時，未正確戴用適當之安全帽，且未

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致所僱勞工發生墜落致死

職業災害。

北市勞職字第

10637666604號
106年11月08日

152
泰安醫院（代表

人：應堃煇）

1.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認可及管

理辦法第10條第3項。

2.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認可及管

理辦法第10條第4項。

1.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事人員有異動者，未報請當地勞

工主管機關備查。

2.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事人員，新聘僱放射師於登錄前

，即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業務。

北市勞職字第

10641275300號
106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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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佶視訊系統有限

公司（代表人：李

有義）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
使勞工作業中不慎碰觸身旁漏電的冷氣機，導致感電發生致死職

業災害。

北市勞職字第

10637502006號
106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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