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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活動報告 
 

填報單位：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填報時間：2016年 12月 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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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討會係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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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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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目的係在搭建平台以促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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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此，本研討會邀請兩岸三地學術機構與專業團體為合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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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能藉由學用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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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2016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於 2016年 12月 02日(星

期五)租借「政治大學研究暨創新總中心國際會議廳」（台北市文山區指南

路二段 64 號）舉行。此次為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連續第五年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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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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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研討會邀請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國就業促進會為共同主辦單位，

襄助主辦單位於會前邀請大陸學者專家及專業團體參會，以及組團來臺參

加研討、發表專題演講及提出實務報告。其中，中國就業促進會因故無法

組團來台參會。 

(三)合辦單位 



 2 

(1)台灣地區 

本年度研討會邀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中

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為學術合辦單位，協助主辦單位處理邀稿、審稿，

擔任會議主持、論文評述，以及協辦研討會之勞動學術交流訪問系列活動。

並且，邀請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為專業團體合辦單位，協助主辦單

位邀請貴賓蒞會及處理法律有關事宜；邀請中華勞促會為專業團體合辦單

位，協助主辦單位邀請大陸專業團體機構、代辦大陸學者專家在台期間食

宿交通，以及協助研討會當天會場服務，並作為會後參訪活動之接訪單

位。 

(2)大陸地區 

本年度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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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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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專題演講及提出實務報告，並協助主辦單位邀請香港

大學相關院系所及學者專家來台參加研討。 
 

四、邀請參加人員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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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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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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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研討會出

席總人數約為 150人。 
 

伍、辦理情形及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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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議程 
 

 

2016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合辦單位：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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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臺灣海峽兩岸法律交流協會、中華勞促會 
共同主辦單位： 

中華職業教育社 
主辦單位：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會議時間及場地： 

2016年12月02日星期五8至17時 

政治大學研創中心國際會議廳、互動式講堂 
 

08:10-08:40 與會人員報到、領取會議資料  

上午議程 [會場 A] 

08:40-09:10 

開幕式 

◇主辦合辦單位代表致歡迎詞 
詹火生/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中華勞資關係研究所董事長 
馮大軍/中華職業教育社研究部副部長 
關健薇/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執行總監 
周文霞/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 

◇貴賓致詞 
林三貴/世界技能組織副總會長 

◇介紹出席貴賓  

09:10-09:30  中場休息 

09:30-10:40 

主題演講：新科技與工作 

主持人：成之約/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演講者：王健全/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演講者：孫波/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 

10:40-12:00 

焦點座談：新的經營模式與工作組織及就業型態 

主持人：康長健/國際勞動暨社會保障法學會副會長 
◇與談人：戴國榮/全國產業總工會秘書長 
          關健薇/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執行總監 
          孫波/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 
◇現場自由發言與回應  

12:00-13:00  中午休息  

12:20-12:50 
[會場A] 

正午講座： 
◇演講者：聞效儀/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教授兼副主任 
◇講  題：從規制到規則-中國集體協商的類型化 

下午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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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4:50 
[會場 A] 

論文研討(1)：人力發展與就業促進 

主持人：周文霞/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 
專題報告： 
  題  目：大陸職業教育與培訓對促進就業的作用 
  報告人：邢暉/中華職業教育社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大陸)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論文研討： 
評述人：成之約/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王安祥/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徐廣正/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發表論文及作者： 

1.靈活就業人員就業保障的困境與勞動法重構(薛長禮/北京化工大學

文法學院) 
2.中國勞動力市場變化對勞動關係的影響與調整對策(王長城/中南財

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  
3.在臺越南「逃跑外勞」的生活困境--以《四方報》的《逃》為例(梅

氏賢/台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研究所) 
4.政府購買養老服務：不完全合約與機制設計(劉俊霞/中南財經政法大

學公共管理學院) 
5.信任結構、信任邏輯與農戶“城鄉居保”參保行為策略--基於三省 18

縣鄉村體制內“精英階層”抽樣樣本的分析(張廣科、袁莉/中南財經政

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13:00-14:50 
[會場 B] 

論文研討(2)：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主持人：陳澤義/台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教授 
評述人：齊德彰/中國文化大學會計系教授 

  孫波/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人力資源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林燦螢/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論文及作者： 
1.「勞工」與「獨董」之分合(鄧學良/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2.連鎖便利商店店長之就業力探討 (陳柏綸/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

系暨研究所) 
3.勞資關係理論與實務與招募任用與安置課程培養就業力之研究(莊

立勤、林燦螢/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4.網路成癮對在職勞工的工作投入影響之初探(蕭妙如/中國文化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5.臺灣警察人員晚婚因素之探討--以臺中市為例(陳泓予、鄒杰紘、林

瑞豐/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6.藝術文化類型工作職位之職能基準態度層面分析研究(石子義、康雅

菁/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14:50-15:10  中場休息 

15:10-17:00 
[會場 A] 

論文研討(3)：勞動經濟與產業關係 

  主持人：江豐富/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 
評述人：易定紅/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經濟學系教授 
        彭百崇/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張其恆/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發表論文及作者： 

1.從「股東權益」與「勞工權益」談勞工政策與立法的思維翻轉(李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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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會計暨稅務學系) 
2.加拿大反歧視立法和實務之研究(古楨彥/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3.臺灣罷工事件初探--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為例 (張哲豪/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謝棋楠/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

究所) 
4.勞資爭議獨任調解人職能內涵之探討(張宏彬、徐廣正/中國文化大

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5.導遊的勞動權益問題(吳庭茹/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所) 
6.臺灣物業管理服務業勞資關係之研究(王宏糧/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

係學系暨研究所)  

15:10-17:00 
[會場 B] 

論文研討(4)：勞動標準與勞工福祉 

主持人：潘世偉/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評述人：劉梅君/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王長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王國華/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發表論文及作者： 
1.低水準工資下的長時間勞動：自願還是被迫？--基於富士康的考察

(張智勇/武漢科技大學) 
2.延長工時之權責探討(李俊彥/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碩士班) 
3.初探「我國」大專院校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問題(林國棟/中國文

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4.「我國」工時縮減暨相關配套措施(李政儒/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 
5.現代職業災害法制台灣實踐 (馬翠華/中山大學亞太區域研究所法

律組) 
6.論過勞的法律救濟(宋敏/青島科技大學法學院)  

 [註]會場 A：政治大學研創中心國際會議廳；會場 B：互動式講堂。 
 

 

研討會議資料 

本研討會各議程含上午開幕式、主題演講、焦點座談、正午講座，以及下午

四場次研討所發表之1篇專題報告、23篇論文，會議資料為主辦單位於會前彙編

成之研討會論文集(如附件)，免費提供參加研討會之學者專家。 
 

受邀來台大陸專業人士名單 
 

姓名   單位與職稱 

馮大軍 中華職業教育社研究部副部長 

莫曉璐 中華職業教育社主任科員 

邢  暉 
中華職業教育社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周文霞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副院長 

易定紅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經濟系教授 

王長城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教授、所長 

劉俊霞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張廣科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張智勇 武漢科技大學教授、人文社會科學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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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波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人力資源研究所副教授、所長 

聞效儀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教授、副主任 

葉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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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非 廣州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石鳳波 廣州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程  彬 北京市商業學校副校長 

陳  濟 北京市商業學校研究所所長 

王海林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副秘書長、山東省菏澤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 

趙炳炎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副秘書長、山東省濱州市就業辦公室主任 

王君川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臨沂市人力資源開發服務管理辦公室主任 

李志傑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威海市人力資源公共服務中心主任 

田文太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山東技師學院副院長 

王安忠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山東省社會組織發展服務中心主任、 

山東省人才線上有限公司董事長 

趙建濤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萊蕪市人力資源管理服務中心辦公室主任 

劉永鴻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棗莊市人力資源服務中心副主任 

王  亮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淄博市勞動就業辦公室副主任 

張瓔海 北京市商業學校招生就業處主任 

李元富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山東省醫藥技師學院黨委副書記 

劉景利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山東省工程技師學院組織人事處處長 

陳宗曉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山東省金馬蘭創業國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丁振軍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山東化工技師學院高級講師 

臨時取消來台行程人員： 

楊  農 中華職業教育社副總幹事 

吳清軍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係系副教授、系主任 

黄春燕 武漢人力資源服務行業協會副會長 

董杨 福州洪鵬盛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王梅 福州洪鵬盛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陳育拱 福州洪鵬盛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照片紀錄 
 

開幕式 

 



 7 

 
共同主辦單位代表中華職業教育社馮大軍副部長致歡迎詞。 
 

 

 
合辦單位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周文霞副院長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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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技能組織林三貴副總會長貴賓致詞。 
 

 

 

在開幕式結束後，多位兩岸與會貴賓利用茶敘時間所做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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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新科技與工作 

 

 
特別邀請台灣經濟智庫「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王健全副院長，針對新

科技與工作，為大會提出第一個主題演講。 
 

 
特別邀請熟悉實務界脈動的大陸學者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人力資源研

究所孫波所長，針對新科技與工作，為大會提出第二個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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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座談-新的經營模式與工作組織及就業型態 
 

 
特別邀請目前擔任「國際勞動暨社會保障法學會」副會長的康長健先

生主持焦點座談。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執行總監關健薇女士，在焦點座談上做與

談人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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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產業總工會」秘書長戴國榮先生在焦點座談做與談人發言。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人力資源研究所孫波所長做與談人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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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及合辦單位互贈紀念牌 
 

 
 

 

 

 

 
 

 

 
 

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主辦單位致贈紀念牌給共同主辦及合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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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與研討之議程表 
 

13:00-14:50 

[會場 A] 

論文研討(1)：人力發展與就業促進 

主持人：周文霞/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 
專題報告： 
  題  目：大陸職業教育與培訓對促進就業的作用 
  報告人：邢暉/中華職業教育社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大陸)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論文研討： 
評述人：成之約/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王安祥/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徐廣正/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發表論文及作者： 

1.靈活就業人員就業保障的困境與勞動法重構(薛長禮/北京化工大學

文法學院) 
2.中國勞動力市場變化對勞動關係的影響與調整對策(王長城/中南財

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  
3.在臺越南「逃跑外勞」的生活困境--以《四方報》的《逃》為例(梅

氏賢/台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研究所) 
4.政府購買養老服務：不完全合約與機制設計(劉俊霞/中南財經政法大

學公共管理學院) 
5.信任結構、信任邏輯與農戶“城鄉居保”參保行為策略--基於三省 18

縣鄉村體制內“精英階層”抽樣樣本的分析(張廣科、袁莉/中南財經

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13:00-14:50 

[會場 B] 

論文研討(2)：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主持人：陳澤義/台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教授 
評述人：齊德彰/中國文化大學會計系教授 

  孫波/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人力資源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林燦螢/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論文及作者： 
1.「勞工」與「獨董」之分合(鄧學良/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2.連鎖便利商店店長之就業力探討 (陳柏綸/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

系暨研究所) 
3.勞資關係理論與實務與招募任用與安置課程培養就業力之研究(莊

立勤、林燦螢/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4.網路成癮對在職勞工的工作投入影響之初探(蕭妙如/中國文化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5.臺灣警察人員晚婚因素之探討--以臺中市為例(陳泓予、鄒杰紘、林

瑞豐/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6.藝術文化類型工作職位之職能基準態度層面分析研究(石子義、康雅

菁/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14:50-15:10  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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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7:00 

[會場 A] 

論文研討(3)：勞動經濟與產業關係 

  主持人：江豐富/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 
評述人：易定紅/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經濟學系教授 
        彭百崇/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張其恆/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發表論文及作者： 

1.從「股東權益」與「勞工權益」談勞工政策與立法的思維翻轉(李洙

德/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會計暨稅務學系) 
2.加拿大反歧視立法和實務之研究(古楨彥/萬能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3.臺灣罷工事件初探--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罷工為例 (張哲豪/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謝棋楠/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

究所) 
4.勞資爭議獨任調解人職能內涵之探討(張宏彬、徐廣正/中國文化大

學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5.導遊的勞動權益問題(吳庭茹/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所) 
6.臺灣物業管理服務業勞資關係之研究(王宏糧/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

係學系暨研究所)  

15:10-17:00 

[會場 B] 

論文研討(4)：勞動標準與勞工福祉 

主持人：潘世偉/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評述人：劉梅君/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王長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王國華/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發表論文及作者： 
1.低水準工資下的長時間勞動：自願還是被迫？--基於富士康的考察

(張智勇/武漢科技大學) 
2.延長工時之權責探討(李俊彥/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碩士班) 
3.初探「我國」大專院校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問題(林國棟/中國文

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4.「我國」工時縮減暨相關配套措施(李政儒/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 
5.現代職業災害法制台灣實踐 (馬翠華/中山大學亞太區域研究所法

律組) 
6.論過勞的法律救濟(宋敏/青島科技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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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與研討之現場情況 
 

 

 

中華職業教育社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大陸)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職業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暉女士，在論文研討第一場次，以「大陸職業教育

與培訓對促進就業的作用」為題，提出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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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主任王安祥教授對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法

律系主任薛長禮教授的論文「靈活就業人員就業保障的困境與勞動法

重構」進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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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科技大學張智勇教授發表其論文-低水準工資下的長時間勞動：

自願還是被迫？--基於富士康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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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之研究生莊立勤發表其和林燦螢合寫的

論文-勞資關係理論與實務與招募任用與安置課程培養就業力之研

究。 

 

 
現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研究所的越南籍研究生梅氏賢

發表其論文-在臺越南「逃跑外勞」的生活困境--以《四方報》的《逃》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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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會議前後學術實務交流活動 
 

行程安排 
 

2016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勞動學術研究-交流訪問活動行程  
 

2016年 11月 30日 (星期三) 學術交流 

交流行程一： 

訪問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所(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號) 

10:30~11:30 參訪單位簡報及教師交流 

11:30~12:00 與文大勞工系(所)學生交流座談 

交流行程二：  

訪問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台北市木柵區指南路二段 64號） 

14:00~15:00 參訪單位簡報及教師交流 

15:00~13:30 與政大勞工系(所)學生交流座談 

2016年 12月 01日 (星期四) 學術交流 

交流行程三：  

訪問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所（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7鄰大學路一段 168號） 

10:30~11:30 參訪單位簡報及教師交流 

11:30~12:00 與中正勞工系所學生交流座談 

2016年 12月 03日 (星期六) 實務交流 
 

2016年勞動與就業關係學術研討會 

就業促進實務-交流訪問活動行程  
 

交流行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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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09:00 飯店-協會 

09:00~10:30 參訪單位簡報及交流 

2016年 12 月 04日 (星期日) 實務交流 

交流行程五(中華職教社、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及北京市商業學校代表)：  

訪問中華勞促會（台灣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 89號） 

08:30~09:00 飯店-協會 

09:00~10:30 參訪單位簡報及交流 

[註]大陸相關院系所教授於12月4日結束在台行程而未參加當日之實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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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本研討會交流訪問系列活動之大陸學者專家名單 
 

姓  名 性 別 現  職 （含本職及兼職） 

(一)大陸地區共同主辦單位出席人員 

馮大軍 男 中華職業教育社研究部副部長 

莫曉璐 女 中華職業教育社主任科員 

邢  暉 女 
中華職業教育社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職業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 

(二)大陸地區合辦單位出席人員 

周文霞 女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副院長 

易定紅 男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經濟系教授 

王長城 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教授、所長 

劉俊霞 女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張廣科 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張智勇 男 武漢科技大學教授、人文社會科學處長 

孫  波 男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人力資源研究所教授、所長 

聞效儀 男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副教授、副主任 

葉  迎 女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副教授 

(三)大陸地區其他受邀團體及學者專家 

薛長禮 男 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法律系教授、系主任 

李  非 男 廣州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石鳳波 女 廣州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程  彬 男 北京市商業學校副校長 

陳  濟 男 北京市商業學校研究所所長 

王海林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副秘書長、菏澤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 

趙炳炎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副秘書長、濱州市就業辦公室主任 

王君川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臨沂市人力資源開發服務管理辦公室主任 

李志傑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威海市人力資源公共服務中心主任 

田文太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山東技師學院副院長 

王安忠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山東省社會組織發展服務中心主任、山東省人

才線上有限公司董事長 

趙建濤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萊蕪市人力資源管理服務中心辦公室主任 

劉永鴻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棗莊市人力資源服務中心副主任 

王  亮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淄博市勞動就業辦公室副主任 

李元富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山東省醫藥技師學院黨委副書記 

劉景利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山東省工程技師學院組織人事處處長 

陳宗曉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山東省金馬蘭創業國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丁振軍 男 山東省就業促進會理事、山東化工技師學院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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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所交流訪問 
 

 
 

 

由本協會執行秘書張耕維陪同大陸學者專家至中國文化大學勞動關

係系所訪問，文化勞工系所彭百崇主任因另有畢業系友會要公而委由

同為該系助理教授之本協會陳正良理事長主持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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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勞工系所潘世偉教授(前勞動部長)和來訪大陸學者專家一同交

流討論台灣勞動制度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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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交流訪問 
 

 
 

 

由本協會陳正良理事長、執行秘書張耕維陪同大陸學者專家至政治大

學訪問，並由政大勞工所張其恆所長主持、劉梅君教授偕同下與大陸

學者專家一同交流討論台灣勞動及就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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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所交流訪問 
 

 
 

 

由本協會執行秘書張耕維、合辦單位中華勞促會朱俊源會長陪同大陸

學者專家至中正大學訪問，並在中正勞工系所主任王安祥教授之主持

下和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所師生一同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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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參訪 
 

 

 
由本會陳正良理事長主持，並特別邀請康林國際集團附設職訓中心執

行長曹行健先生和來訪的大陸學者專家交流討論台灣職業訓練體系

及施行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