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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勞動系所學生北京研習活動 

活動簡章 

壹、辦理目的 

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辦理本研習活動，目的在協助本地大學勞動領域相

關系所學生前往北京進行跨地區多元學習，增進在學青年相互瞭解兩岸勞動制度、

環境及發展狀況，並藉以促進勞動學科專業培養新世代人才。 

 

貳、活動規劃 

(一)活動起訖時間 

◇自 2017年 6月 25日(星期日)至 7 月 02日(星期日)為期八天。 

◇全體參加人員搭乘同班機往返。 

(二)研習地點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係系 

(三)研習形式與時數 

◇專題講座：七場次，共 6.5小時； 

◇專題研討：五場次，共 7.5小時； 

◇交流座談會：二場次，共 4小時； 

◇北京市遊覽：安排北京市內文化景點遊覽，分佈在 3天約 20小時。 

(四)參加人員  

◇參加學生： 

◆邀請對象：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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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系所、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力

資源發展系所、修平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所等之系所課程規劃

含勞動有關科目之在校學生；學校系所、年級不拘。 

◆參加費用：參加同學須自付個人之機票以及當地住宿膳食等開支。 

◆報名方式：即日起請儘速以GOOGLE表單

(https://goo.gl/forms/68LndnQw2H1GgT6s2)報名。 

  並請提供(1)學生證正反面；(2)切結書(未滿20歲請由家長簽名同意)(3)

護照及台胞證之照片檔。另以提供自傳為佳。 

  本研習活動歡迎相關系所教師自費參加。 

◆錄取通知：依報名先後錄取人數以20人為上限，錄取通知於6月8日前寄發

完畢；但主辦單位直到行前保有取消錄取資格之決定權。接獲錄取通知者

請儘速自行備妥有效之護照與台胞證。 

◆行前講習：6月17、24日(六)09:00~12:00 [擇一參加]，台北市羅斯福路1

段7號10樓。 

◇工作人員： 

領隊：陳正良/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理事長； 



秘書：張耕維/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執行秘書； 

指導教授：徐廣正、夏青雲/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監事。 

參、行程規劃 

第 1天行程：6月 25日(日)下午桃園機場—北京機場 

第 2天行程：6月 26日(一)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研習 

◆08:30~09:30專題講座 1：中國大陸勞動關係專題之一，請講座自訂講題 

◆10:00~11:30專題研討一：兩岸工時、休息、休假法定基準(試擬) 

◆13:00~14:00專題講座 2：中國大陸人力資源專題之一，請講座自訂講題 

◆14:30~16:00專題研討二：兩岸人力雇用法規的僵性與彈性(試擬) 

◆18:00~20:00同學交流座談會(相見歡) 

第 3天行程：6月 27日(二)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研習 

◆08:30~09:30專題講座 3：中國大陸勞動關係專題之二，請講座自訂講題 

◆10:00~11:30專題研討三：大學生打工現象與問題探討(試擬) 

◆13:00~14:00專題講座 4：中國大陸人力資源專題之二，請講座自訂講題 

◆14:30~16:00專題研討四：大學畢業後生涯前瞻與規劃(試擬) 

第 4天行程：6月 28日(三)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係系研習 

◆10:00~11:30專題研討五：學長姐攻讀碩士與生活經驗分享 

◆13:00~13:30專題講座 5：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與畢業校友 

◆13:40~14:40專題講座 6：中國大陸勞動人事專題之一，請講座自訂講題 

◆14:50~15:50專題講座 7：中國大陸勞動人事專題之二，請講座自訂講題 

第 5天行程：6月 29日(四)參觀頤和園、天壇 

第 6天行程：6月 30日(五)參觀景山公園、恭王府 

第 7天行程：7月 01日(六)市區自由行 

◆10:00~12:00同學交流座談會之二(體驗分享) 

第 8天行程：7月 02日(日)上午北京機場—桃園機場 

 

肆、費用規劃 

◆本活動純屬公益性之兩岸青年研習交流活動；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自主

辦理本活動未向任何機關團體申請補助或收受任何經費。 

◆參加人員含同學與同行教師之簽辦護照與台胞證、機票、旅遊平安保險，在

北京個人食宿交通等費用請自行負擔。前列個人支出約新台幣 2萬元。 

◆本次活動主辦單位委託「奇異旅行社」辦理機票訂位、「台灣人壽」辦理活

動期間旅遊平安保險。主辦單位 6月8日寄發錄取通知並通知繳交前述費用，

以完成報名程序。 

◆本活動接訪單位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資關係系協力安排行程規劃所列各項

研習活動，並提供往返機場等團體行動之交通車接送；安排優惠住宿房價(全

員一律入住學院宿舍，兩人一間雙人房，一日人民幣 120 元)；活動期間用

餐自費，接訪單位可協助購買學生餐廳餐券。 

◆除上開參加人員自付個人費用與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協力事項外，本活動的行

政費用由主辦單位負擔。  

 

伍、往返班機  

日期 航空公司 出發 抵達 

6/25 

(日) 
中華航空 CI 517 

桃園國際機場 TPE 

2017/06/25 15:45 

北京首都機場 PEK 

2017/06/25 19:00 



7/02 

(日) 
中華航空 CI 518 

北京首都機場 PEK 

2017/07/02 20:00 

桃園國際機場 TPE 

2017/07/02 23:10 

[註]表列之航班為預擬；待報名完畢後，方能委託旅行社確定航班與訂票。 

 

陸、主辦單位責任範圍 

1.如因天災、地變、罷工、交通等無法抗拒之突發事件發生，主辦單位保留出

團及更動的權利。 

2.如因完成報名人數未達十人，機票訂位或航空公司航班問題等，主辦單位將

於出發之七日前通知取消出團。 

3.因參加人員個人原因或其他不明因素致未能及時完成簽證或申請遭拒者，非

屬主辦單位責任。 

4.因參加人員個人不當行為(含私自脫隊、不遵守隨行工作人員指示)所導致的

任何事故或情事，非屬主辦單位責任。 

5.活動期間主辦單位所拍攝的活動照片或影片，主辦單位擁具無償使用權。 

 

柒、主辦單位連絡資訊 

連絡處：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七號 10樓  

電子信箱：Taiwan2Labor@gmail.com 

聯絡人：張先生 0981022840 
 

附錄一、學習地點簡介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簡介(摘要)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45号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普通高等学校。 

学校前身是 1949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1954年，学校迁到北京，为我国

工会和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培养了建国后最早一批劳动经济管理专业人才。1984 年，经原国家

教委批准，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改建为中国工运学院，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独立

设置的成人高等院校，为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培养了大批中高级管理干部和工会工作专门人

才。2003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转制升格为普通高等院校，并更名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学校现有北京及河北涿州两个校区。 

    目前，学校现招收普通本科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及高等职业学生，目前共有全日制普

通本专科在校生 5900人。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学校每年还承担着全国省、地两级工会和

大型企业工会干部岗位培训任务，年均培训约 6000人次。  

    作为全国工会系统的最高学府和劳动关系理论政策研究的重要基地，学校设有：劳动关系

研究所、劳动法与工会法研究所、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所、安全科学与管理研究所、劳动力

市场研究所、社会结构与政治发展研究所、中国职工舆情研究所等 16个研究所，承担国家级

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并积极参与我国工会和劳动立法工作。  

  学校重视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国际组织保持

经常性的合作与学术交流，并与日本爱知大学、俄罗斯劳动与社会关系学院、美国西雅图城

市大学、越南工会大学、法国 IPAG高等商学院、白俄罗斯劳动与国际关系学院、台湾中国文

化大学等院校建立了友好校际关系，定期开展教师及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举办国际性和区

域性学术会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将秉承锐意进取的传统，努力建设成为在国内劳动关系和

工会领域相关学科专业完整、特色鲜明、规模适度、质量一流的高等院校。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簡介(摘要)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大街 59号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100872) 

劳动人事学院成立于 198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原国家劳动人事部联合创办；2000年隶属关

系归为中国人民大学。现任院长为杨伟国教授。 



  学院现有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职业开发与管理五个系（教

研室）；设有中国就业研究所、劳动关系研究所、组织行为研究所、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人力资源开发和评价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建有劳动科学学术

资料研究中心、劳动科学实验室和在职培训中心；拥有劳动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和劳

动关系三个本科专业；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会保障四个硕士点；劳动

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四个博士点；与其他院系共享一个应用经济学

博士后流动站。其中劳动经济学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社会保障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51人，其中教授 19人，副教授 18人，讲师 14人，院聘兼职教授 20人，

返聘教授 8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人，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 1人，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获得者 7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5人，北京市优秀人才 2 人，首批“北京

高校青年英才计划”3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19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43 人。另有来自美、

德、英、日等国和港台地区的近 20位著名学者担任学院兼职教授。 

  学院现有全日制学生 1019人，其中本科生 641人，硕士研究生 267人，博士研究生 111人, 其

中留学生 59 人；同等学历在职研究生 849 人。同时，学院现有 19 位行政管理职员，为学院

的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社会服务、智库建设、党团活动、工会活动

等提供精细化的服务支持。 

 

附錄二、參觀文化景點(摘要) 

頤和園在北京西北部海淀區境內，是我國保存最完整、最大的皇家園林，也是世界上著名的

遊覽勝地之一，屬於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頤和園原是帝王的行宮和花園。公元 1750

年，乾隆在這裏改建為清漪園。1860年，清漪園被英法聯軍焚毀。1888年，慈禧太后挪用海軍

經費 3000萬兩白銀重建，改稱今名，作消夏遊樂地。到 1900年，頤和園遭“八國聯軍”破壞，1903

年修復。頤和園的面積達 290 公頃(4350 畝)，其中水面約佔 3/4。整個園林以萬壽山上高達 41

米的佛香閣為中心，根據不同地點和地形，配置了殿、堂、樓、閣、廊、亭等精緻的建築。山腳

下建了一條長達 728米的長廊，犹如一條彩紅把多種多樣的建築物以及青山、碧波連綴在一起。

整個園林藝術構思巧妙，在中外園林藝術史上地位顯着，是舉世罕見的園林藝術傑作。 

天壇公園位於北京市崇文區天壇路，在北京正陽門外，永定門內路東。是明朝、清朝兩代帝

王冬至日祭皇天上帝和正月上辛日行祈谷禮的地方。天壇是明永樂十八年（1420 年）仿南京形

制建天地壇，合祭皇天后土，當時是在大祀殿行祭典。嘉靖九年（1530 年）嘉靖皇帝決定天地

分祭，在大祀殿南建圜丘祭天，在北城安定門外另建方澤壇祭地。嘉靖十三年（1534 年）圜丘

改名天壇，方澤改名地壇。1900年八國聯軍曾在天壇齋宮內設立司令部，在圜丘上架炮。文物、

祭器被席捲而去，建築、樹木慘遭破壞。1949 年之後，政府對天壇的文物古跡進行保護和維修

和大規模綠化。現在公園佔地 200公頃，四面各有一門。園內有二百年以上的古柏二千五百多棵。

還有百花園種植了大量的花卉。1961 年，國務院公布天壇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8 年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為“世界文化遺產”。  

恭王府前身為乾隆時期大學士、權臣和珅的邸宅。咸豐初年，府邸被改賜予恭親王，始稱恭

王府。恭王府作為清朝親王的府邸，其建築布局規整、工藝精良、樓閣交錯，充分體現了皇室輝

煌富貴的風範和民間清致素雅的風韻。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園兩部分組成，其中府邸建築分東、中、

西三路，每路由南自北都是以嚴格的中軸線貫穿着的多進四合院落組成。花園名為“朗潤園或萃

錦園”，俗稱恭王府花園，徜徉於園中犹如漫步在山水之間。恭王府位於西城區什剎海旁柳蔭街，

是北京現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王府，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景山公園位於故宮的正北側，最大景觀即在登上山頂可俯瞰紫禁城的全貌。景山公園地處北

京故城垣南北中軸線的中心點，為元、明、清 3代的御苑。金大定十九年，金章宗在該地南側建

太寧宮，鑿西華潭（今北海），在此地堆成小丘，建成皇家苑囿，稱“北苑”。其山下環繞兩重圍

牆，山上建瑤廣樓，稱為金中都十二景之一。元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四年（1267 年）營建大都，

土丘一帶正處大都城中心，皇宮的核心建築延春閣以北，故被闢為專供皇帝遊賞的“后苑”。元代

皇帝曾在此躬耕，以昭示天下。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大規模營建城池、宮殿和園林。依

據“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之說，紫禁城之北乃是玄武之位，當有山。

故將挖掘紫禁城筒子河和太液、南海的泥土堆積在“青山”，形成五座山峰，稱“萬歲山”。明初，

朝廷在景山堆煤，因此該山又稱“煤山”，又名“梓金山”。園內東北面的觀德殿原是明代帝王的射

箭之所。明崇禎十七年（1644 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軍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檢縊死於萬歲

山東麓一株老槐樹上。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將“萬歲山”改稱“景山”。乾隆十四年（1749年），

移建壽皇殿至景山正北面。1949 年之後，政府全面修建，闢為景山公園，全園坐北朝南，紅牆



黃瓦圍牆，主要建築有園門、綺望樓、峰亭、壽皇殿建築群、興慶閣、永思殿、吉祥閣、觀德殿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