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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報告 
 

填報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填報時間：2017 年 11 月 17 日 
 

 

活動名稱：2017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壹、規劃與籌備情形 
 

一、舉辦目的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以下簡作本協會，簡介如附件一）自 2012年起

每年於台北主辦的「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係依據本協會章程第五條所

定『辦理學術與實務交流合作』之任務辦理，並以促進經濟社會平衡與可持續發

展的價值理念，循勞動與就業關係領域的多學門、跨領域性質，以及問題導向的

研究取向；亦即本研討會辦理目的係在搭建臺灣地區勞動/就業/人力資源領域學

者專家及團體機構和大陸及港澳地區之間的交流合作平台。 

    基此，本年度研討會邀請「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國就業促進會」做為共同

主辦單位，並邀請兩岸三地學術機構與專業團體為合辦單位，搭建成交流平台。

本研討會廣邀兩岸三地在產業關係、人力資源、就業促進與服務、職業教育與訓

練、組織行為、企業管理、公共管理、職業安全與衛生、社會保障、勞動經濟、

勞動法規等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同參加研討，期能藉由學用結合，共同為推進

政勞資三方的協調合作，事業績效與勞工福祉的同步提升，以及兩岸三地區域經

濟與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 
 

二、研討會名稱及舉行時間地點 
    「2017 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於 2017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在中

國文化大學曉峰紀念館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以及 11 月 3 日

(星期五)在彰化市大葉大學(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號)舉行。此次為中華勞動

與就業關係協會連續第六年在台北主辦的兩岸三地勞動與就業關係領域學術研

討會。 
 

三、辦理單位及任務分工 
(一)主辦單位 

本研討會主辦單位為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負責統籌本研討會各項規劃

與執行，含邀請共同主辦、合辦單位，研討會論文邀稿，研討會議程、會場接洽，

來稿審查作業，研討會論文集的編輯、印製，研討會各場主持人、報告人、評論

人的邀請，協助外地參會人員預定住宿、接送機，研討會場佈置、餐點訂購及會

場服務，研討會後之實務參訪及學術交流的規劃安排及執行，以及經費籌措。 

(二)共同主辦單位及合辦學術單位 

(1)台灣地區 

邀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及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系及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為學術合辦單位，協助

邀稿、審稿及擔任主持、評述，以及協辦研討會後之勞動學術交流訪問活動。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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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及財團法人中華跨域管理教育基金會為專業團體合

辦單位，協助邀請專業團體機構及協助研討會當天會場服務。 

(2)大陸地區 

邀請中華職業教育社及中國就業促進會擔任共同主辦單位，組團來臺參加學

術研討、發表專題演講及提出實務報告，並在會前協助連繫大陸就業促進有關專

業團體及專業人士來台參加研討。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中國勞動關

係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動關係研究所為學術合辦單位，協助論文

邀稿、審稿及擔任研討會主持、評述工作，並在會前協助連繫大陸學術機構及學

者專家來台參加研討。 

(3)香港地區 

邀請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為專業團體合辦單位組團來臺參加研討，協助邀

請香港大學相關院系所為學術合辦單位，邀請香港學者專家來台參加研討。 
 

四、邀請參加人員 
本研討會期能透過邀請兩岸及香港地區的專業團體及學術單位加入為共同

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匯聚形成區域性的整合力量，以共同促成本研討會在臺北

舉辦，而目的則在廣泛邀請產業關係、人力資源、就業促進與服務、職業教育與

訓練、組織行為、企業管理、公共管理、職業安全與衛生、社會保障、勞動經濟、

勞動法規等之勞動與就業關係相關領域的兩岸三地勞資政學各界專業人士參加

研討交流。 

本次研討會邀請及接受自由報名的出席人數，預定為 150~200人。 
 

五、徵稿與論文發表  
本研討會舉辦目的之一為提供「學術論文」及「實務報告」的公開發表園地，

故採公開徵稿方式邀請學者專家自由投稿與發表論文。本研討會徵稿與邀稿作

業，由主辦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協會統籌辦理，在大陸部分一併委請中國人民大

學勞動人事學院易定紅教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動關係研究所王長

城教授協同辦理。研討會邀請及徵稿等會議有關資訊，公開發佈於主辦及合辦單

位網站。 

 

六、參加研討會有關事項  
一、本研討會即日起接受勞資政學各界人士自由報名參加。報名時請提供姓名、

現職單位及職稱，以電子郵件發送到主辦單位： chlera3@163.com或

Taiwan2Labor@gmail.com。 

二、需主辦單位發函邀請者，請利用前項電子郵件帳號連絡主辦單位。  

三、本研討會為非政府性質的社會公益性活動，報名參加研討會、投稿及發表論

文皆不收費。外地來台參加人員請自行負擔機票及在台期間個人支出。 
 

七、經費規劃 
本研討會之會議費預算為新臺幣肆拾壹萬元，實際收支決算由主辦單位於研

討會後一個月內公佈於本會網站。本研討會經費籌措原則如下： 

一、本研討會主辦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協會負責籌措經費，主要方式為徵求研討

會論文集的小額贊助廣告，含中興保全 10 萬元、台灣菸酒 3 萬元；請大葉

大學職涯發展中心提供在該校舉辦第二天議程的部分會議費，含場地、茶點、

便當；連同本研討會會議費及其他活動支出的不足部分，由主辦單位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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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捐款方式補平。 

二、中國大陸以及香港地區的合辦單位無須分擔本研討會會議費，但自行負擔赴

臺及在臺期間之交通、食宿和研討會後行程等支出。 

本年度研討會之會議費部分預算編列新臺幣 410,000元。本研討會實際收支

情形將於研討會後一個月內公佈於本協會網站。 
 

八、研討會前後交流訪問活動行程規劃 
本研討會的主辦目的係在搭建兩岸及港澳地區學術機構、專業社團以及學者

專家之間學術與實務的交流合作平台，因此本協會在研討會議程之外規劃安排有

參觀、訪問、座談等交流活動。 

本協會邀請來台之大陸勞動有關大學院系所、專業社團代表以及學者專家，

在台行程統一規劃為自 2017 年 11 月 01 日至 07 日共七天；但合辦單位中率有

少數行程規劃略有差異，含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二位教授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04日，中國就業促進會 5位專家 11月 01日至 05日，中國勞動關係學院 2位教

授 11 月 02 日至 03 日。另依本地有關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短期專業交流

之規定，主辦單位於 9月開始為來台大陸學者專家申辦入台許可證。另依規定，

在台行程如涉及旅遊則應委託綜合或甲種旅行業接待，故主辦單位將大陸學者專

家在台期間的食宿及交通等安排委由甲種旅行社承攬；並依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

變更既定行程之規定，本研討會活動悉按既定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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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辦理情形及成果報告 

 

研討會議程 
 

2017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合辦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系及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財團法人中華跨域管理教育基金會；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動關係研究所、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共同主辦單位： 

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國就業促進會 

主辦單位：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2017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第一天議程 (台北市) 2017年11月02日(星期四) 

中國文化大學曉峰紀念館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08:40 與會人員開始報到 

09:00-

09:30 

開幕式 
主辦單位代表致詞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詹火生顧問 

  中華職業教育社總社楊農副總幹事 

  中國就業促進會李春暉副會長兼秘書長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李志明會長 

貴賓致詞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趙建民院長 

介紹出席貴賓 

09:30-09:50  茶敘聯誼  

09:50-

11:00 

主題演講 
主持人：江豐富/中研院經研所研究員、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 

(一)一例一休制度的施行窒礙與改善 
    戴肇洋/台灣綜合研究院前研究員、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 

(二)新劳动合同法对工人失业及福利的意外影响 

    趙忠/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副院長 
(主持人10分鐘、演講人各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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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12:00 

焦點座談：如何增進政勞資三方諮詢與合作機制的效能 

主持人：陳正良/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理事長 

引言人：王長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資關係研究所所長 

現場自由發言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

14:50 

論文發表與研討(一)：勞動經濟與產業關係  
主持人：彭百崇/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主任 

評論人：張其恆/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所長 

        吳清軍/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係系主任 

論文發表 (主持人5分鐘、論文發表人各15分鐘) 

論文(01)：2016年中國勞動經濟學研究特點分析 
           張志奇/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經濟管理系副教授 

論文(02)：臺灣薪資停滯的原因及對策 
           張家春/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 

論文(03)：人力資本投資對農村家庭收入流動性的影響—— 

          基於 CFPS 資料的分析  

           黃宏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講師 

論文(04)：共用經濟下的新型勞動關係與勞動保護  
           楊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關係專業碩士生 

論文(05)：就業歧視的形成機理及治理對策探討 
           楊曉天/湖北經濟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論文評論 (評論人各10分鐘) 

現場研討 (自由發言及討論10分鐘) 

14:50-15:10  中場休息  

15:10-

17:00 

論文發表與研討(二)：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主持人：王長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資關係研究所所長 

評論人：趙琛徽/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主任 

        張家春/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 

論文發表 (主持人5分鐘、論文發表人各15分鐘) 

論文(06)：海峽兩岸產假規定比較及其省思 

           徐廣正/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副教授 

論文(16)：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與安全性：決定因素、 

          市場績效與政策選擇 
           張艷華/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副教授 [和論文(7)對調發表時間] 

論文(08)：公共就業服務的法律構建與運行機制擴展 
          薛長禮/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法律系主任 

論文(09)：勞動人權保障與實踐：以上下班交通事故通勤 

          職災認定為例 
          馬翠華/中山大學亞太所法律組博士候選人 

論文(10)：我國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權益保障制度研究 
           李政儒/台灣師範大工業教育系博士生 

論文評論 (評論人各10分鐘) 

現場研討 (自由發言及討論10分鐘) 

 

2017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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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議程 (彰化縣) 2017年11月03日(星期五) 

大葉大學國際會議廳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168號 

08:20- 與會人員開始報到 

08:30-

09:00 

主辦單位致歡迎詞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陳正良理事長 

  中華職業教育社總社楊農副總幹事 

  中國就業促進會李春暉副會長兼秘書長 

貴賓致詞 
  大葉大學梁卓中校長 
介紹出席貴賓 

09:00-09:20  茶敘聯誼  

09:20-

10:30 

主題演講  
主持人：趙忠/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副院長 

(一)從零工經濟到職業經濟——分享經濟平臺的工作管理與研究 

     吳清軍/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係系主任 

(二)台灣地區工會組織與運作現況與發展趨勢 
     洪清海/台中直轄市總工會顧問、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 
(主持人10分鐘、演講人各30分鐘) 

10:30-

12:20 

論文發表與研討(三)：人力發展與就業促進 
主持人：張秋蘭/大葉大學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評論人：熊  衛/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主任 

        馬財專/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教授 

論文發表 (主持人5分鐘、論文16及17發表人各20分鐘、18及19各15分鐘) 

論文(11)：大陸就業工作進展及展望 
           李春暉/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論文(12)：職業教育服務和促進就業的思考與行動 
           譚紹華/重慶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中專研究員 

論文(13)：實現就業是人力資源發展之本 
           于家慶/天津市就業促進會會長 

論文(14)：就業扶貧車間——一種農村弱勢人力資源開發 

          模式的探索 
           戚燕群/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 

論文評論 (評論人各10分鐘) 

現場研討 (自由發言及討論10分鐘) 

12:20-13:00  中午休息  

13:00-

15:10 

論文發表與研討(四)：勞動標準與勞工福祉 
主持人：曾耀煌/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主任  

評論人：薛長禮/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法律系教授、系主任 

        童惠玲/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系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 (主持人5分鐘、論文發表人各15分鐘) 

論文(15)：勞動關係中的雙重契約及其管理 
          趙琛徽/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人力資源管理系主任 

論文(07)：非繳費養老金制度的發展趨勢及中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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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愛霞/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助理教授[和論文(16)對調發表時間] 

論文(17)：論銷售人員的薪酬與激勵——基於 X 企業的分析  
           王長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動關係研究所教授 

           史俊萍/湖北龍穀巨海薯業科技有限公司銷售部經理 

論文(18)：幸福企業的員工幸福管理：以蘇州德勝洋樓公司為例  
           鄭耀洲/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副教授 

論文(19)：企業社會責任在反歧視立法之實踐：澳洲和中國大陸 

          比較研究 
           古楨彥/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 

論文(20)：臺灣與美國勞工退休金之比較研究 
           張淵傑/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論文(21)：中國大陸企業員工勞動報酬的產業差異及影響因素—基

於滬深 A 股 4 類行業的企業 2012-2016 年面板資料分析 
           熊衛、馬璿/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研究生 

論文評論 (評論人各12分鐘) 

現場研討 (自由發言及討論10分鐘) 

15:10-

15:15 

閉幕式 
主辦單位致閉幕詞 

 

研討會議資料 

本研討會各議程含11月2日及3日兩天議程，計有4次主題演講、1篇論壇引言

報告，以及發表、評論及討論21篇論文。前述會議資料由主辦單位於會前彙編成

論文集(如附件)，提供參加研討會之學者專家參閱。 
 

受邀來台大陸學者專家名單 
姓名   單位與職稱 

楊  農 中華職業教育社總社副總幹事(共同合辦單位) 

馬來成 中華職業教育社總社幹事 

譚紹華 重慶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中專研究員 

李春暉 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共同合辦單位) 

顓孫靜 中國就業促進會主任 

于家慶 天津市就業促進會會長 

戚燕群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 

鹿  斌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 

趙  忠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合辦單位)  

吳清軍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係系主任  

張石磊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辦公室主任 (因臨時事故，無法來台) 

王長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教授(合辦單位) 

熊  衛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主任、副教授 

黃宏偉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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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琛徽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主任、教授 

鄭耀洲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副教授 

楊  曉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關係專業碩士生 

楊曉天 湖北經濟學院公管系副主任、副教授 

聶愛霞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助理教授 

史俊萍 湖北龍穀巨海薯業科技有限公司銷售部經理 

張志奇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經濟管理系副教授(合辦單位) 

張豔華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副教授 

薛長禮 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法律系教授、系主任 

附註：臨時取消來台行程人員：張石磊(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主任)、劉品生(信陽航空服

務學校校長)、黃春燕(武漢市就業促進會副會長)、湯宏(湖北省就業促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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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11月2日第一天台北場研討之上午議程 

 

開幕式 

 

  本研討會第一天台北場議程之研討會現場情況。 
 

 

  主辦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陳正良理事長致歡迎詞。  



 10 

 

 
 共同主辦單位中華職業教育社總社楊農副總幹事致歡迎詞。 
 

 

 
 共同主辦單位中國就業促進會李春暉副會長致歡迎詞。 

 



 11 

 

合辦單位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李志明會長致歡迎詞。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趙建民院長貴賓歡迎詞。 

 
  



 12 

主題演講-一例一休制度的施行窒礙與改善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戴肇洋顧問進行主題演講。 
 

主題演講-新勞動合同法對工人失業及福利的意外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趙忠教授進行主題演講。 
  



 13 

 

焦點座談--如何增進政勞資三方諮詢與合作機制的效能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陳正良理事長主持焦點座談。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資關係研究所王長城所長發表引言 
 

  



 14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李志明會長在焦點座談之現場發言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陳立儀教授在焦點座談之現場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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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11月2日第一天台北場研討之下午議程 

 

論文發表與研討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

14:50 

論文發表與研討(一)：勞動經濟與產業關係  
主持人：彭百崇/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主任 

評論人：張其恆/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所長 

        吳清軍/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係系主任 

論文發表 (主持人5分鐘、論文發表人各15分鐘) 

論文(01)：2016年中國勞動經濟學研究特點分析 
           張志奇/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經濟管理系副教授 

論文(02)：臺灣薪資停滯的原因及對策 
           張家春/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 

論文(03)：人力資本投資對農村家庭收入流動性的影響—— 

          基於 CFPS 資料的分析  

           黃宏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講師 

論文(04)：共用經濟下的新型勞動關係與勞動保護  
           楊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關係專業碩士生 

論文(05)：就業歧視的形成機理及治理對策探討 
           楊曉天/湖北經濟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論文評論 (評論人各10分鐘) 

現場研討 (自由發言及討論10分鐘) 

14:50-15:10  中場休息  

15:10-

17:00 

論文發表與研討(二)：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主持人：王長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資關係研究所所長 

評論人：趙琛徽/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主任 

        張家春/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教授 

論文發表 (主持人5分鐘、論文發表人各15分鐘) 

論文(06)：海峽兩岸產假規定比較及其省思 

           徐廣正/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副教授 

論文(16)：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與安全性：決定因素、 

          市場績效與政策選擇 
           張艷華/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副教授 [和論文(7)對調發表時間] 

論文(08)：公共就業服務的法律構建與運行機制擴展 
          薛長禮/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法律系主任 

論文(09)：勞動人權保障與實踐：以上下班交通事故通勤 

          職災認定為例 
          馬翠華/中山大學亞太所法律組博士候選人 

論文(10)：我國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權益保障制度研究 
           李政儒/台灣師範大工業教育系博士生 

論文評論 (評論人各10分鐘) 

現場研討 (自由發言及討論10分鐘) 

 

 



 16 

 

論文發表與研討(一)：勞動經濟與產業關係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主任彭百崇教授主持論文發表與研討(一)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張其恆所長、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

關係系吳清軍主任擔任評論人。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經濟管理系張志奇副教授發表論文。 



 17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黃宏偉講師發表論文。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關係專業碩士生楊曉發表論文。 

  



 18 

 

 

湖北經濟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楊曉天副教授發表論文。 
 

 

 

論文發表與研討(一)之主持人、評論人、發表人於單元結束後合照。 
  



 19 

 

論文發表與研討(二)：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論文發表與研討(二)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資關係研究

所王長城所長主持，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趙琛徽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張家春副教授擔任評論人。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徐廣正副教授發表論文。 
 

  



 20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張艷華副教授發表論文。 
 

 

北京化工大學法律系薛長禮主任發表論文。 
 

 

中山大學亞太所法律組馬翠華博士候選人發表論文。 
  



 21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趙琛徽主任發表評論。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張家春副教授發表評論。 

 

 

論文發表與研討(二)之主持人、評論人、發表人於單元結束後合照。 

  



 22 

 

 
 

 

 

第一天研討會議程結束後部分與會人員在會場外合照。 

  



 23 

 

 

2017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11月03日第二天彰化場研討之上午議程 

 

 

 

本研討會第二天議程假彰化縣大葉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上午議程

即將開始前，大葉大學播放學校簡介歡迎與會學者專家。 

 

 主辦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陳正良理事長致歡迎詞。 

  



 24 

 
 

 共同合辦單位中華職業教育社總社楊農副總幹事致歡迎詞。 

 

 

 共同合辦單位中國就業促進會李春暉副會長致歡迎詞。 

 

  



 25 

 

大葉大學梁卓中校長進行貴賓致詞。 

 

 

彰化場研討會開幕式之會場情形。 
  



 26 

 

主題演講—從零工經濟到職業經濟——分享經濟平臺的工

作管理與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係系吳清軍主任進行主題演講。 
 

 

主題演講--台灣地區工會組織與運作現況與發展趨勢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趙忠教授主持，中華勞動與就業關

係協會洪清海顧問進行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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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11月03日第二天彰化會場 

研討議程 
 

10:30-

12:20 

論文發表與研討(三)：人力發展與就業促進 
主持人：張秋蘭/大葉大學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評論人：熊  衛/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主任 

        馬財專/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教授 

論文發表 (主持人5分鐘、論文16及17發表人各20分鐘、18及19各15分鐘) 

論文(11)：大陸就業工作進展及展望 
           李春暉/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論文(12)：職業教育服務和促進就業的思考與行動 
           譚紹華/重慶市教育科學研究院中專研究員 

論文(13)：實現就業是人力資源發展之本 
           于家慶/天津市就業促進會會長 

論文(14)：就業扶貧車間——一種農村弱勢人力資源開發 

          模式的探索 
           戚燕群/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 

論文評論 (評論人各10分鐘) 

現場研討 (自由發言及討論10分鐘) 

13:00-

15:00 

論文發表與研討(四)：勞動標準與勞工福祉 
主持人：曾耀煌/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主任  

評論人：薛長禮/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法律系教授、系主任 

        童惠玲/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系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 (主持人5分鐘、論文發表人各15分鐘) 

論文(15)：勞動關係中的雙重契約及其管理 
          趙琛徽/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人力資源管理系主任 

論文(16)：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與安全性：決定因素、 

          市場績效與政策選擇 
           張艷華/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副教授 

論文(17)：論銷售人員的薪酬與激勵——基於 X 企業的分析  
           王長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動關係研究所教授 

           史俊萍/湖北龍穀巨海薯業科技有限公司銷售部經理 

論文(18)：幸福企業的員工幸福管理：以蘇州德勝洋樓公司為例  
           鄭耀洲/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副教授 

論文(19)：企業社會責任在反歧視立法之實踐：澳洲和中國大陸 

          比較研究 
           古楨彥/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 

論文(20)：臺灣與美國勞工退休金之比較研究 
           張淵傑/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論文評論 (評論人各12分鐘) 

現場研討 (自由發言及討論10分鐘) 

  



 28 

論文發表與研討(三)：人力發展與就業促進 

 

論文發表與研討(三)由大葉大學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張秋蘭主任主

持，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熊衛主任、中正大學勞工

關係系所馬財專教授擔任評論人。 
 

 

 

中國就業促進會李春暉副會長發表論文。  



 29 

 

 

重慶市教育科學研究院譚紹華中專研究員發表論文。 
 

 

 

天津市就業促進會于家慶會長發表論文。 
 



 30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戚燕群常務理事發表論文。 
 

 

 

 

本研討會彰化場上午議程結束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王長城等教授和

大葉大學曾耀煌主任、張秋蘭主任致意並合影。 

 

  



 31 

 

 
 

 

彰化場議程之中午休息時間，大葉大學安排研討會議主持人、評論

人及論文發表人一起至簡報室享用便當，同時職涯中心張秋蘭主任

簡介大葉大學校務現況並介紹台灣旅遊景點。 
 

 

 

 

  



 32 

 
論文發表與研討(四)：勞動標準與勞工福祉 

 

論文發表與研討(四)由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系主任曾耀煌

教授主持，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法律系主任薛長禮教授、大葉大學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童惠玲教授擔任評論人。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主任趙琛徽教授發表論文。 
  



 33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與勞動關係研究所王長城教授阿表論文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系鄭耀洲副教授發表論文。 
  



 34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聶愛霞助理教授發表論文。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和社會保障系熊衛主任發表論文。 
 

 

 



 35 

 

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童惠玲教授進行評論情形。 
 

 

閉幕式 

 

 

     主辦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陳正良理事長致謝詞  



 36 

 

 

2017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會議後實務訪問及交流活動 
 

行程安排 

2017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後參訪活動行程  

2017年 11 月 4日 (星期六) 專業參訪 

訪問行程： 

訪問台中直轄市總工會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442號) 

09:30~11:00 座談主題:台灣工會組織與運作實務 

2016年 11 月 5日 (星期日) 企業參訪 

參訪行程：  

參訪北成生物科技公司（南投縣竹山鎮東鄉路 3之 7號） 

09:30~11:30 參訪北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1 月 6日 (星期一) 實務交流 

訪問行程：  

上午訪問名喬人才服務公司（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6號 6樓） 

下午訪問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七號十樓） 

09:30~11:30 訪問名喬人才服務公司 

座談主題:（一）人力仲介業的法規及實務 

         （二）人力銀行的業務創新發展 

13:30~16:30 訪問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座談主題:（三）人才服務行業經營及評鑑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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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台中直轄市總工會 

 

11月 04日由主辦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陳正良理事長與張耕

維執行秘書陪同本研討會與會大陸學者專家至台中直轄市總工會訪

問，總工會花錦忠理事長率理監事代表接訪，並於施永晉處長簡報會

務後，學者專家和工會幹部舉行座談。 
 

 

座談會議的自由發言與詢答十分熱烈，花錦忠理事長在訪問活動結束

前邀請來訪學者專家和總工會代表一起合影。 
  



 38 

參訪北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月 05日由主辦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陳正良理事長與張耕

維執行秘書陪同本研討會與會大陸學者專家至北成生物公司參訪，劉

崇良董事長簡報該公司自行開發的薑黃摘種及品管技術，並參觀其牛

樟芝培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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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名喬人才服務公司 

--座談人力仲介及人力銀行業經營實務 
 

 
 

 

 

因名喬公司會議室施工，故 11 月 06 日上午名喬將接待會場挪至中華

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之會議室舉行。上午研討與座談，邀請大智人才

企管公司吳俊明副總經理報告人力仲介業法規及概況、104 人力銀行

鍾文雄執行長報告該公司人才業務創新發展。二個專題報告後，皆由

陳正良理事長主持座談，由大陸學者專家和報告人進行提問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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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座談人資服務業經營實務 
 

 
 

 

11 月 06 日下午訪問本研討會主辦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會

中先由名喬人才服務公司劉秀珍總經理報告人力服務業的經營實務，

再由本研討會參會大陸學者專家進行自由提問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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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6 日上午及下午之訪問行程之座談發言情形及下午結束前合照。

本研討會參會大陸學者專家於 11 月 07 日離台返回大陸。<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