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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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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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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10

乙方人員進出甲方，未持人員出入證
或車輛通行證者。
違規使用人員出入證(偽造、變造或 每人次罰50000元
複製證件，將證件借供他人使用，冒
用他人證件，行使偽造、變造或複製
之證件)。
違規使用車輛通行證(偽造、變造或 .每人次罰5000元
複製證件，將證件借供他人使用，冒
用他人證件，行使偽造、變造車輛通
行證或複製之證件)。
有合法證件之駕駛人，搭載無證件之 _
人員進入甲方經查獲者。
持證人員超出甲方所簽證之工作區
域範圍施工、作業。
或人、車進出甲方或於甲方施工作業
時,拒絕警衛之檢查。或攜帶含酒精
性飲料、各類違禁品及危險物品。
車牌號碼與車輛通行證不符,且未填 _
具 「與證件不符之車輛進入申請
單」。
廠商應繳回之人員出入證、車輛通行 每枚罰款300元
證，除已依規定辦理報失者外，經通
知仍不依三十日規定期限內繳回註
銷者。
使用逾期證件者。
每件罰款2000元
不服警衛拒絕進入甲方之指示，仍執
意進入或於當場謾罵、喧囂，經勸阻
不聽者。
領取新證後，已報失之舊證未繳回而 每次罰2000元
繼續使用者。
以上罰款如有拖欠或拒繳。

車輛駕駛人及前座乘客未繫安全帶；每次罰1000元
騎乘機車(含附載人員)未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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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罰則
禁止人員或車輛進入本公司。
停止違規及被冒用人員進入
本公司工作一個月。
偽造、變造、複製證件或有其
他犯罪行為者，依法究辦。
偽造、變造、複製證件或有其
他犯罪行為者，依法究辦。

依冒用證件處罰。
沒收證件及保證金,並究其有
無不法之情事。

沒收車輛通行證及保證金。

沒收證件及保證金。
吊銷甲方核發該違規人之人、
車證件，一年內不得再申請。

甲方得暫停該廠商證件之核
發，並通知契約執行單位於工
程款項中扣抵。

C01
分
類

項目
T1020

交
通 T1030
管
理

違規事項

罰則
罰款
每次罰12000元

1.無照駕駛或超越駕照等級駕車。
2.行經鐵路平交道前未遵行下列事
項：
(1)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柵欄
已放下，機動車駕駛已鳴笛示警，
或指揮人員已吹哨警告時，均不
得穿越。
(2)經放置阻攔物之平交道，不得將
阻攔物移開，人員、車輛應改道，
不得穿越。
在本公司廠區或欲進入本公司廠區
之協力人員、駕駛人或駕駛人搭載之
乘客有飲酒時，除請契約執行單位配
合責付協力廠商負責人將其帶離本
公司外，飲酒者:
1. 酒測值在015~0.24毫克/公升者
(1) 一年內第一次。
每人次罰5000元
(2) 一年內第二次。
每人次罰10000元
(3) 一年內第三次。
每人次罰20000元
2. 酒精濃度0.25毫克/公升(含) 以上
或拒絶酒測者。
(1)一年內第一次者。
每次罰20000元

(2)一年內第二次者。

T1034

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他 每次罰60000元
之管制藥品者，駕車入甲方。

T1035

駕駛各型車輛發生交通事故時，未保 每次罰款5000元
持現場，並採取必要之防護措施，致
增加A25釐清肇事者或責任之難度
者。
駕駛各型車輛時，使用行動電話/智 每次罰1000元
慧型手機。
無行車執照或未懸掛車牌車具。
每次罰4000元

T1040
T2010

T2020
交

每次罰60000元

除向A25報備並懸掛警示旗((燈)者 每次罰4000元
外，車輛裝載超重、超高、超長、超
寬、滲漏或散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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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罰則
一年內第一次發生而發生重
大事故者，並吊銷本公司核發
之人、車證件及沒收其保證
金，永久不得再申請；第二次
發生者並吊銷本公司核發之
車證並沒收其保證金，永久不
得再申請。

如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者，並吊
銷本公司核發之人、車證件及
沒收其保證金，一個月內不得
再申請。
並吊銷本公司核發之人、車證
件及沒收其保證金，永久不得
再申請且永不得進廠工作。
並吊銷本公司核發之人、車證
件及沒收其保證金，永久不得
再申請。

令其離廠，因而發生之費用及
造成之工作延誤損失,概由乙
方負責賠償。

C01
分 項目
違規事項
類
罰款
通 T2030 車容(含擋風玻璃、車燈、外殼、板金、每次罰1000元
車棚、車架及車號等)不整潔、不完
管
整。
T2050 載運貨品未捆綁、固定。
每次罰1000元
理 T2060 1.行駛中遇濃霧、雨、天色昏暗或視 每次罰500元
線不清時，未開亮頭燈。
2.大客車、大貨車或其他車輛總重量
逾三千五百公斤，或全部座位在十
座以上者，行駛中未開亮頭燈。
T2070 行車遇有轉向、減速暫停、超車、讓 每次罰500元
車、倒車、變換車道等情況，未依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定顯示方向
燈、故障燈、倒車燈或頭燈等燈號。
T2080 未遵照規劃之停車位置及遵行方向 每次罰500元
停放車輛，致妨礙交通或產、銷、工
程等作業。
T2090 汽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手持香 每次罰500元
菸、吸食、點燃香菸致有影響他人行
車安全之行為者。
T3030 各型車輛行至交叉路口時，未遵守交 每次罰3000元
通號誌證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並
交
減速行駛。
T3035 廠區內行車，因駕駛不當致肇事或撞 每次罰3000元
通
損設施者，經門哨保全、警衛、交通
稽查人員糾舉者。
管 T3040 行車時速超過三十公里；行近鐵路平 每次罰2000元
交道，時速超過十五公里；行近門哨
理
時，時速超過五公里，並未依A25或
執勤人員指示行駛；行至施工地區
時，未視路況減速慢行；單行道逆向
行駛。
T3050 未遵照道路標誌、標線及管制時間、每次罰1000元
路線行駛。於無號誌及無人指揮之路
口、設有「停等線」及「停」標線、
標字或停車再開標誌者，未遵守「停、
看」及確認安全，逕自行進；大型車
輛於道路行駛「停彎前」未「停、看」
及確認安全，逕行轉彎。

Punish01.doc

罰則
連帶罰則

C01
分
類

項目
S1000

安
全
S1030
衛
生
S1060

S1090

S1120

S1140

S1160
S1170

S1180
S1200
安

違規事項

罰則

罰款
連帶罰則
從事設備管路開封作業、局限空間作 個案合約第一次罰 違規者第一次停止入廠工作
業、動火管制區內之動火作業、特殊 款十五萬元，並停止 三個月，並對其施工組長及安
高架作業、地下開挖作業、及其它經 該類個案工作承攬 全衛生監督人員處予相同之
轄區單位確認有必要申請工作許可 權三個月；同一契約 處分，同一人第二次違規永久
證之作業，而未依「工作許可管理規 第二次以上違規罰 不得進廠工作，其施工組長及
定」申請簽發工作許可證或違反動火 款三十萬元，並得終 安全衛生監督人員處以停止
管制規定逕行施工者。
止契約。
入廠工作六個月。
長約第一次罰款十
五萬元，第二次罰款
三十萬元，第三次停
止承攬權一年，第四
次終止該契約。
乙方人員未依法令或本公司規定實 每次罰5000元
同一人第二次違反停止入廠
施巡視或簽到簽認者。
半年，第三次違反永久不得進
如冒名頂替、偽造或變造簽到、蓄意 每次罰款10000元
廠工作。
製作不實紀錄或冒名代寫紀錄者。
未依法取得檢查合格證(含逾有效期 每一人次或每一機
限仍使用者)或相關證照仍執行作業 具罰款30000元
者。
機械、設備、車輛機械，未依法或本 每 一 缺 失 罰 款 3000
公司規定標示或設置安全裝置、警報 元
裝置 (含已失去效用)者。
於不可接受風險作業或屬高危害作 每次罰10000元
並下令停工。
業之危害防止計畫尚未經契約執行
單位審查合格前，即逕行施工者。
使女工、未滿十八歲者及妊娠中或產 每次罰30000元
並視情節輕重，通知轄區勞動
後未滿一年之女工擔任「童工女工禁
檢查機構處置。
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
準」所定之工作者。
未依規定加入「共同作業協議組織」每次罰10000元
及出席共同作業協議組織會議者。
未對其工作人員實施從事工作及預 每次罰3000元
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或未參加本公司舉辦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及相關之安全衛生管理會
議者。
未參加前二款以外，本公司召集之安 每次罰3000元
全衛生會議者。
未依規定使用必要之安全衛生護具 每次罰3000元
及偵測器具等或未依規定於安全衛
生護具、器具上標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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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
分 項目
違規事項
類
罰款
全 S1300 於廠區內亂吐檳榔汁(渣)、亂丟煙蒂 每人次罰3000元
者，或未遵守車輛、機具、物料之放
衛
置、整理或廢棄物分類清理等規定
者，或在「指定吸煙區」外吸煙者，
生
或任意躺睡而影響作業安全者。
S1320 工作中飲用或攜帶含酒精性飲料者
或經酒測後吐氣有酒精反應者，除令
其離廠，當日不得再進廠工作外，同
一契約一年內
第一次
每人次罰5000元
第二次
每人次罰10000元
第三次起
每人次罰20000元
S1350 有賭博行為者。
每人次罰10000元

S1360
S1390
S1450

S1480

S1590

高架作業未繫掛安全帶者。

S1594

使用未滿三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吊 每次罰款10000元
桿卡車）入廠作業者。
違反高空工作車安全作業標準。
每次罰款5000元
違反移動式起重機（吊桿卡車）吊掛 每次罰款5000元
搭乘設備搭載或吊升人員作業標準。
從事各式施工架搭設、拆卸作業人員 每人次罰款3000元
及屋面浪板安裝、拆卸作業人員，未
參加W6專業訓練並測驗合格者。
從事高危害作業時，無安衛監督人員 每次罰10000元
在場監督指揮作業者。
違反電焊機使用管理作業標準，或使 每次罰5000元
用不合規定之電焊機者。
交流電焊機未設置自動電擊防止裝 每次罰30000元
置，或已設置但未使用，或其功能損
壞、失效者。
未使用制式電器插頭而直接以電線 每次罰款5000元
之銅線插入插座使用、電源線有破損
致銅線裸露而未予以適當包覆或插
座有破損有令人發生感電之虞者。

S1598
S1602
S1606

S1610
S1630
S1650

S1660
安

有鬥毆、施暴或恐嚇行為者。
每人次罰10000元
5.施用毒品經查獲者。
每人次罰20000元
未依規定設置安全衛生設施或安全 每次罰5000元
衛生設施破損未修補，即逕行作業
者。
故意使安全防護設施失去效用，而無 每人次罰30000元
其他替代防護措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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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次罰10000元

罰則
連帶罰則
如造成環境髒亂經本公司逕
行僱工處理者，並應負擔所有
清理費用。

同一人違犯達二次者，永久不
得進廠工作。

並令參與賭博者離廠，當日不
得再進廠工作。同一人違反達
二次者，永久不得進廠工作。
並永久不得進廠工作。
永久不得進廠工作。

同一人一年內違反達二次者，
停止入廠工作六個月，一年內
違反達三次者永久不得進廠
工作。
同一人一年內違反達二次者，
永久不得進廠工作。
並立即停止作業驅逐出廠。

C01
分 項目
違規事項
罰則
類
罰款
連帶罰則
全 S1670 違反增減用電及加入系統作業要點。每次罰5000元
S1690 臨時用電設備，為防止因漏電而發生 每次罰款5000元
衛
感電危害，未於各該電路設置感電防
止漏電斷路器者。
生 S1800 載運廢棄物（含廢鋼、棄土、易燃、每次罰5000元
易爆或毒性等廢棄物或資源化副產
品）違反相關規定者。
S1830 載運易燃、易爆或毒性液體、液化氣 每次罰10000元
體，於裝、卸料品違反相關規定者。
S1900 未經許可擅自轉動、開啟廠內設備、每次罰30000元
開關或閥、盲封者。
S1920 擅自以設備、管路充作工作架台、支 每次罰10000元
撐架、吊架或其他用途使用者。
S1940 未經許可擅自取用甲方之消防滅火 每次罰5000元
設備，或開啟消防水做非消防用途使
用者。
S1960 未經許可擅自進入管道間、高（低）每人次罰5000元
壓電氣室、機房或其他管制區域者。
S1980 對在職勞工實施一般健康檢查之項 每人次罰3000元
目未包括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或
未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規定
對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配置適當之
工作者。
S2000 未管制疑似感染或確定感染法定傳 每人次罰10000元
染病之勞工於複檢確認未受感染或
痊癒之前，進入本公司工作者。
S2020 違反本協力廠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每 次 罰 30000 ～ 並得予以局部停止承攬權或
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者，依情節輕重：50000元
終止部分契約。
S2120 違反其他勞工安全衛生法規或本公 每次罰3000～50000 並得予以局部停止承攬權或
司安全衛生規定者，依情節輕重罰 元
終止部分契約。
款。
S2130 協調負責人或工地主管、施工組長、依情節輕重或累犯
安衛監督監督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 每次罰5000～30000
理人員或作業主管未糾正以上各款 元。
違規行為者。
S2135 未依本公司「安全衛生自動檢查管理 每次罰3000元
規定」進行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
安
業檢點，或於自動檢查記錄登載不
全
實。
衛 S2140 以上各款違規行為，經契約執行單位 每次罰50000元
且得予以停工處分，情節嚴重
生
或管理單位通知限期改善而未如期
者，並得終止契約。
改善者。
S2160 本公司機器、設備、廠房或其他財物
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因以上各款違規行為而毀損、滅失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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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
分
類

項目

罰則
罰款

S2180

乙方及其人員因違反有關安全衛生
法令規定，致甲方依法須負行政或民
事責任者。

S2200

乙方之分包商或轉包商依前條各款
規定受處罰者。
乙方及其分包商、轉包商依「協力廠
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各款規定受處罰者。
若發生下列各款情形時，應依規定對
協力廠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記
點處分，且所累計之點數，不因其調
換契約而消失。
1.乙方或其分包商、轉包商經勞動檢
查機構檢查發現違規。
2.預簽、代簽、偽造、變造簽到簿者。
3.發生失能傷害（含）以上及廠內交
通死亡事故，可歸責於協力廠商人
員者。
4.協力廠商或其分包商、轉包商依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被處以罰
款者。

S2220

S4160
S4165
安 S4170
全
S4175
衛
生

違規事項

S4180

協力廠商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人員於一年內累計達100點者。

S4185

協力廠商依前項撤換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後，如復於一年內被違規記
點累計達100點者。
協力廠商於一年內發生第一項第三
款達三次。

S4190

S4195

安衛監督人員（包含協力廠商之分包
商或轉包商設置者）於監督高危害作
業期間，發生下列各款情形時，本公
司應要求協力廠商撤換該名安衛監
督人員。
一、所監督之高危害作業發生失能傷
害。
二、所監督之高危害作業違反公司安
全衛生規定，且合約執行單位認定安
衛監督人員不適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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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罰則
乙方應就甲方因履行各該責
任所產生之損害、損失或費
用，為完全之賠（補）償；情
節嚴重者，並得終止契約。
乙方應負連帶繳交罰款或連
帶賠（補）償之責任。
依乙方安衛績效考核基準表
之扣分標準，統一扣減該乙方
日常績效考核之分數。

每一違規情事記10點，如遭勒
令停工每次記20點。
每次記35點。
每次記35點。

每一千元記1點。

本公司應要求協力廠商撤換
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並
得予以停工，直到新任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人員到任後方可
復工。
本公司得終止契約，並停止該
協力廠商承攬本公司契約二
年。
應撤換協調負責人或工地主
管及施工組長，本項被撤換之
人員一年內不得再在中鋼工
地執行相同的業務。
本公司應要求協力廠商撤換
該名安衛監督人員。

C01
分
類

項目

違規事項

罰則
罰款

S4200

乙方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被違規
記點累計達60點時。

S4230

乙方人員從事高危害作業，未依契約
規定使用安全護具或違反從事高危
害作業所應遵守之安全衛生規定。

安
全
衛 S6000
生

S6006

S6010

連帶罰則
乙方負責人或協調負責人或
工地主管應至承攬工作所屬
之廠(處)安全委員會報告。
除依本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處
罰外，該員一年內累計達三次
者，限制二年內不得進廠工
作；限制期限屆滿後一年內，
如再違規累計達三次者，永久
不得進廠工作。

乙方或其分包商、轉包商屬工事協力
或工程類以外者，未盡法定雇主責
任，或各該廠商之雇主及其他員工違
反勞工安全衛生法規或甲方安全衛
生規定，致失能住院治療事故、發生
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失能事故、死亡
之重大工安意外事故，或導致主管機
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命令本公司停止
生產線一部或全部之操作者，除應依
法承擔民、刑事及行政責任，且依「乙
方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處罰外，並依下列規定處罰該乙
方：
1.發生死亡之重大工安意外事故
每 次 事 故 罰 款 由契約執行單位依風險及管
300000元
理考量，斟酌減少其工作量，
情節嚴重者得停止承攬同類
新契約半年至二年。
協力廠商於處理事故過程中
需自行額外支付金額(保險理
賠外之補償、賠償金額)，得由
所屬契約執行單位副總經理
核定後予以抵充罰款金額。
情節嚴重者得終止契約由契
約執行單位所屬副總經理或
助理副總經理核定之。
2.發生一或二人失能住院治療事故 依情節輕重，每次事 協力廠商於處理事故過程中
故 罰 款 30000 ～ 需自行額外支付金額(保險理
150000元
賠外之補償、賠償金額)，得由
所屬契約執行單位副總經理
核定後予以抵充罰款金額。
3.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命令本公 另依情節輕重或累
司停工，除依上述規定外
犯再處罰款50000～
至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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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
分
類

項目

罰則
罰款

S6160

E1000
E1030
環
E1060
境
E1090
保
E1120
護
E1150

E1180

環
境
保
護

違規事項

E1210
E1240

E1270

除「協力廠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四十九
條第三項、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與第五
十三條第二項之終止契約規定外，乙
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1.依照法律或第六條對甲方負損害
賠償責任，經甲方限期催告而仍不
履行者。
2.不盡雇主應負之職業災害補償責
任或侵權責任，致增加甲方善後處
理之困擾者。
前項規定於分包前項規定於分包商、
轉包商準用之。
廢雜物未按類別分類,並送至指定地 每次罰1000元
點堆存。
施工產生之土方、混凝土、砂石、瀝 每次罰1000元
青等,未運出廠外妥善處理,而污染環
境。
送往資源回收場之可燃垃圾,混有金 每次罰1000元
屬鐵件者。
將污染物及廢鋼鐵件放入氧化鐵鏽 每次罰1000元
皮之除鏽坑或裝櫃內
經認定為廢棄汽 、機車者，未在甲方 每次罰1000元
通知之期限內移除。
乙方未依法令確實做好空氣、水、噪 每次罰3000元
音、毒化物質、廢棄物等污染防制措
施，而造成污染者。
協力廠商載運廢棄物、廢土或資源化
副產品，如有下列行為者：
每次罰2000元
一、未依本公司指定之路線行駛；
二、對所行駛道路，未每日多次灑水
至塵土不致飛揚程度；
三、污染路面，未即清掃或用水清洗
乾淨；
四、未依本公司規定裝載，或車斗未
加蓋或未清洗輪胎、車體者。
未依本公司指定之路線行駛，導致廠
每次罰10000元
外沿途居民抗議者。
在廠區內生火焚燒廢雜物。
每次罰3000元
任意貯放、換裝、夾帶、增減或傾倒 每次罰2000元
廢棄物、棄土或資源化副產品。

將廢油或廢液任意傾倒於甲方廠內。每次罰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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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罰則
甲方得終止契約，並永久停止
該廠商承攬甲方契約之資格。

甲方並得洽請資源回收機構
吊離，乙方不得異議。
並由乙方負清除、處理該污染
物之責，如因而造成甲方損失
者，並應負賠償責任。
因前項事由導致污染或損害，
應負清理及賠償之責。
乙方於一年內累計發生三次
以上者，甲方得終止合約。

並負清理、復原之責。
應負清理及復原責任,甲方並
保留隨時終止承運合約之權,
如致工期延誤損失,概由乙方
負責。
並負清理、復原之責。

C01
分
類

項目
E1300

E1330

E1360

E1390

E1420

E1450

違規事項

罰則

罰款
未經甲方同意由廠外載運廢棄物入 每次罰20000元
廠，並任意棄置於甲方者。
作業機具應未依甲方有關規定或現 每次罰2000元
場管理人員之指揮裝卸，擅自改變裝
卸方法、物品內容、載運數量及盛裝
容器等。
乙方之施工機具所使用油品，須符合 每次3000元
環保主管機關所定標準，甲方得要求
乙方開啟機具之油箱，俾抽取油料進
行檢驗。乙方如不配合甲方要求，或
檢驗結果不符環保主管機關所定標
準者
乙方違反環境保護有關法令，致甲方
依法須負行政或民事責任者。
乙方因執行承攬工作引發民眾抗爭
者，應自行負責疏解。甲方如被牽連
涉入可歸責於乙方之民眾抗爭事件
者。
乙方違反環境保護有關法令，致甲方 每次罰50000元
依法須負行政或民事責任者。而乙方
依規定應為完全之賠（補）償者，

M1000

未依甲方規定,擅自將本契約工作轉
(分)包。
M1030 (1)乙方之經營者與本契約業務有關
人員，有甲方委任經理人、員工、
兼職人員等或其配偶、直系親屬
或顧問設計規劃廠商時，未以書
面告知業務承辦單位。
(2)對甲方委任經理人、員工、兼職人
員等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或顧問
一
設計規劃廠商交付賄賂、餽贈、佣
金、報酬、答謝或其他不正利益。
般
管
理
M1040

M1060

知悉所屬員工有性騷擾之情形發生 每次罰10000元
時，未立即採取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
對甲方人員施強暴、脅迫或侮辱。 每人次罰10000元
Punish01.doc

連帶罰則
負清理、復原之責。
並得終止承攬合約，乙方不得
異議。
其所造成污染或損害，乙方應
負清理及賠償之責。

並應依甲方之指示，將該機具
駛離廠區。

乙方應就甲方因履行各該責
任所生之損害、損失或費用，
為完全之賠(補)償。
乙方應對甲方因而發生之損
害、損失(包括對民間之賠
《補》償)或費用，為完全之賠
(補)償。
同一契約累計達四次以上或
再犯同一違規行為者，除罰款
外，並於甲方網站公告停止該
類個案工作承攬權三個月。
得終止本契約。
甲方得以乙方違反擔保事項
為理由，不待另行催告，解除
或終止本合約之一部或全部，
並請求賠償甲方所受一切損
害。如僅終止本合約之一部或
全部，甲方得將乙方違反擔保
事項所為賄賂、餽贈、佣金、
報酬、答謝或其他不正利益所
換算之金額，視同乙方違反擔
保事項之懲罰性違約金而自
本合約金額中扣除或向乙方
追償，乙方不得異議。乙方違
規情節嚴重者，甲方並得一併
解除或終止與乙方簽訂之其
他合約。

並永久不得進廠工作。

C01
分
類

項目
M1080

M1090
M1120

M1130

M1180
一
M1210
般
管
理 M1240

M1270

違規事項

罰則

罰款
連帶罰則
情況嚴重者並得終止契約。
1.乙方支付所屬員工薪資給付標準， 每次罰6,000元
低於契約條文規定之最低日薪或
月薪。
2.未將薪資結構內容明確告知所屬員
工；
3.違反勞基法所定勞動基本條件（包
括但不限於勞健保、退休準備金、
加班給付及休假制度）；或
4.未於每年年底提供「作業協力廠商
薪資結構查核表」、員工薪單樣本
或所屬員工有關特別休假之給付
清冊，送甲方契約執行單位備查。
提供不實之會計資料。
得終止本契約
1.提供不實春節或天然災害放假出勤 扣當月工程款 2%
津貼資料；
2.未將出勤或工安活動等津貼全數
發給出勤人員；或
3.將上述津貼抵充原應發給其員工
之工資。
未依廠商自訂工安零事故獎勵辦法 每次罰6000元
通知乙方改善，一年內累計達
給予獎勵(以半年獎勵一次為原則，
三次以上者，甲方得終止本契
實施第一年獎勵金額不得低於2500
約。
元/人年，第二年起不得低於3500元/
人)，可分團體與個人獎勵二部分，個
人獎勵金額須佔總金額(個人+團體)
之70%以上。
乙方逾二星期仍未提供履約保證書
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按契約
或補足保證額度者。
條款規定要求賠償。
1.按工計價契約使用本公司刷卡資料 第一次違反扣當月 第二次違反得終止本契約。
作為報支憑證，而發生其員工委請 工程款5%
代刷卡或刷卡不實者。
2.其餘契約所屬員工委請代刷卡或刷 每人次罰1000元
_
卡不實者。
未配合有關作業及協調。
_
如有糾紛,應遵照甲方之安排
及裁決,乙方不得異議,否則甲
方所受之損失, 概由乙方負責
賠償。
未配合甲方指派可勝任之人員或中 _
甲方得自行或使第三人作業,
途中止乙方工作人員、機(工)具設備、
其因之所發生之一切費用,概
材料至甲方工作。
按甲方計算之金額賠償,如不
指派可勝任之人員或中途中
止乙方工作人員、機(工)具設
備、材料至甲方工作達兩星期
者,得終止契約。
Punish01.doc

C01
分
類

項目

違規事項

罰則
罰款

M1300

乙方指派人員無法勝任契約工作，或 _
無法符合甲方工作要求。

M1330

乙方自備之機(工)具、材料，如有性 _
能 不 良或 數 量不 足 , 有 影 響工 作 品
質、安全、進度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未立即依甲方要求更換或補足。

M1360

利用設立於甲方之工作場所,製作或 每次罰3000元
執行非甲方交辦之工作。
未申請核准,即設立作業輔助場所或 _
於建築物內裝設冷氣機或其他設備。

M1390

M1420
M1480

M1510
M1540
一 M1550

作業時未穿著一致工作服。
每次罰300元
乙方人員如觸犯政府法令，或涉及民 刑事案件，因而危害或造成甲方財
物、名譽損失；
或有竊取、侵占、毀損、縱火或其他
侵害甲方財物之行為。
於甲方廠區內設廚舉炊及住宿等。 每次罰2000元
於甲方廠區內從事販售行為者。
每次罰2000元
未經申請許可，於甲方廠區內照像、每次罰5000元
錄影者。

般
管
理
M1570

超越甲方指定或限制之活動範圍。 每次罰1000元

M1580

攜帶畜犬進入公司，或在公司內飼養 每次罰5000元
或餵食野犬。
違反出勤有關規定。
每人次罰1000元

M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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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罰則
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糾正或
更換人員,乙方如拒絕,得通知
其停工,並由甲方自行或使第
三人繼續作業,俟其更換後再
予復工。停工至復工期間所生
之一切費用, 概按甲方計算之
金額賠償,如因此停工達二星
期者,得終止契約。
甲方得一、以租賃、代購或修
理等方式代為更換或補足,並
由乙方負擔更換或補足之費
用。二、乙方更換或補足前,通
知其停工,由甲方或使第三人
繼續作業,其因而產生之費用,
概按甲方計算之金額賠償,如
停工達二星期者,得終止契約。

由乙方自行拆除,或由甲方代
為拆除,並依甲方所計算之損
失及拆除費用賠償。
除由乙方及該員負連帶賠償
責任外,並得終止契約,另涉刑
責者,移送法辦。

除構成犯罪行為者，將行為人
移送法辦外，乙方並應將相關
拍攝資訊無條件送繳甲方處
理。未經授權散布廠區照相或
錄影內容致甲方蒙受損害或
影響聲譽者，行為者禁止入
廠。
得沒收人員出入證,並通知乙
方更換人員,若有不法企圖或
發生事故,乙方及當事人均應
負一切法律責任。

C01
分
類

項目
M1630
M1660
M1690
M1720
M1750
M1780
M1810
M1840
M1870
M1900
M1930

M1960

一 M1990
般
管
理
M2200

違規事項

罰則

罰款
指派未具甲方所定焊工資格者，從事 每次罰3000元
焊接工作或越級焊接。
無故不參加在職訓練。
每人時罰100元
在職訓練考評不合格。
_
因乙方或其人員之車輛肇事而毀損 _
甲方財物。
乙方或其人員之車輛撞壞甲方設施 _
未主動連繫經查獲者。
乙方機具、人員作業時,導致甲方或 _
第三人傷亡或設備器材毀損。
損壞甲方浴室、休息室、教室等設備。_
除火警外,擅自取用消防器材。
每次罰5000元
浪費、毀損甲方供給之材料或公用設 _
施。
擅自接用水電油氣等公用設施。
每次罰2000元

連帶罰則
違規焊接部分,應依甲方要求
重作,並賠償一切損失。
應即更換人員,並由乙方負擔
更換人選之訓練費用。
乙方若具修護能力者,得限期
負責修護;否則負賠償之責。
除負賠償責任外,得停止投標
權或簽約權
概由乙方負一切法律及賠償
責任。
修理換新所需費用, 概依甲方
計算之金額賠償。
按甲方估價賠償。

乙方未依照政府法令規定，為其員工 每次扣罰當月工程 乙方人員如有勞資爭議或有
辦理保險（包括普通事故保險、職業 款 2%。
任何意外或傷亡事故發生，概
災害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等）或違法 _
由乙方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
退保，經甲方查獲者。
任，與甲方無涉。並通知乙方
改善，一年內累計達三次以上
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
乙方未依契約條文規定投保除政府 每次罰 5000 元
通知乙方改善，一年內累計達
法令規定外之其他保險(包括雇主意
三次以上者，甲方得終止本契
外責任險、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
約。
等)或其保險金額不足或其契約存續
期間內未維持保單有效性。
乙方有勞資、財務糾紛或其他事由，
甲方得終止本契約。
經甲方通知而不主動出面解決或處
理不善，致妨礙契約執行者。前項終
止契約之事由，包括但不限於乙方未 _
能按期發放乙方人員薪資或未能依
勞動基準法所訂標準發放資遣費、退
休金，經甲方通知通知限期發放而不
如期發放。
使用吊升荷重三公噸(含)以上之移動 每次罰3000元
式起重機(含吊桿卡車)，無政府核發
之合格証。

備註：所謂「得」終止本契約，意即甲方依乙方違約情節輕重所開出之處罰條件，如乙方
無法履行，即可終止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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