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入廠輔導及協助勞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實施計畫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 

二、計畫目的: 為宣導集體勞資關係正確的完整概念，藉由本計畫執 0行，針對團體

協商進行、團體協約簽訂等進行專業輔導，避免勞資雙方於協商過程中遭遇僵局，

促使雙方順利進行團體協商及簽訂團體協約，協助突破所面臨之困境，以求達到

穩定和諧的勞資關係。 

三、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10年 11月 30日止 

四、申請方式:傳真、email附件申請表至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 

五、費用: 全程免費 

六、計畫內容: 

依照申請單位之需求選擇任一項目(亦可複選)。  

七、活動洽詢: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 蔡小姐 

    電話:02-25782881分機 17  傳真:02-25709547    Email:airroc17@airroc.org.tw 

 

 

 

項

次 
項目 單位 內容 

一 
集體協商專業人員

入廠課程講授 
場次 

1、每場次 2 小時。 

2、場地以申請輔導單位場地為主。 

3、不限參與人數。 

4、上課主題以申請輔導單位需求設計規劃。 

5、講師以申請單位需求邀約。 

二 
集體協商專業人員

入廠諮詢服務 
場次 

1、每場次 2 小時。 

2、場地以申請輔導單位場地為主。 

3、不限參與人數。 

4、需先提供欲諮詢之問題大綱。 

5、專家以申請單位需求邀約。 

三 撰寫團體協約草案 家 
1、請專家學者人員協助撰擬團體協約草案。 

2、團體協約對象為近期有提出協商要求規劃為優先。 

四 
陪同參與團體協商

會議 
場次 

1、1-2名專家學者陪同參與團體協商預備或正式會議。 

2、需經他方同意本計畫專家學者陪同參與協商。 



勞資關係專業輔導團隊名單 

(一)勞資關係領域 

勞資關係 

領域 
學經歷/現職 專業項目 

康長健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秘書長 

國際勞動基準、團體協商、

協商談判、協商僵局處理 

陳正良 美國北德州農工大學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國際勞動基準、團體協商、

協商談判、協商僵局處理 

林佳和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團體協商、勞動法 

林良榮 日本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博士 

政大法律系副教授 

勞動法學、法社會學、社會

法基礎理論 

侯岳宏 日本國立一橋大學法學研究科法學博士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民法、勞動法、法學日文 

劉黃麗娟 比利時魯汶大學社會學博士 

中正大學勞工系副教授 

國際勞動基準、勞動法、社

會對話、團體協商 

成之約 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學博士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政治經濟、勞資關係、勞工

政策、人力資源、勞動政治 

彭雪玉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系兼任助理教授 
勞動法、勞資爭議處理 

張鑫隆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 

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勞動法、民法 

吳慎宜 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法學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講師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委員 

勞動法、團體協商、團體協

約 

 



 (二)勞動法令領域 

勞動法令 

領域 
學經歷/現職 專業項目 

陳金泉 
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明理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勞動法、團體協商、協商談

判、團體協約之訂定與簽訂 

邱駿彥 
日本國立神戶大學法學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教授 

勞動法、民事契約法、團體

協商 

吳姿慧 

德國圖賓根大學法律博士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委員 

勞動法、團體協商、團體協

約 

葛百鈴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 

明理法律事務所律師 
團體協約之締結、勞動法 

魏千峯 
魏千峰律師事務所 

政治大學法律系法學博士 
團體協約之締結、勞動法 

謝棋楠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 

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教授 

勞資關係、勞動法、美加勞

動法 

周兆昱 
日本大阪大學法學博士 

中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勞動法、民法  

尤中瑛 
政治大學法律系 

佳合律師聯合事務所 
勞資爭議處理、勞動法 

林垕君 旭婷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勞動法、勞資爭議處理 

蘇衍維 廣騰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勞動法、勞資爭議處理 

林俊宏 環宇法律事務所律師 勞動法、勞資爭議處理 

劉師婷 旭婷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勞動法、勞資爭議處理 

詹素芬 詹素芬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勞動法、勞資爭議處理 

蔡晴羽 圓矩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勞動法 

邱羽凡 
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勞動法、民事法、勞資關係

理論 

http://law.nctu.edu.tw/?page_id=3616


 (三)協商談判領域 

協商談判

領域 
學經歷/現職 專業項目 

韓仕賢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 

勞工運動、協商談判、集體

協商、團體協約內容 

黃鈴媚 
美國愛荷華大學傳播學博士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教授 

衝突管理溝通、協商談判策

略、僵局處理 

徐國淦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聯合報工會理事長 

勞工運動、協商談判、集體

協商、團體協約內容 

鄭津津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法學院 博士 

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 

勞資爭議處理、就業歧視、

勞動法 

高寶華 
前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局長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團體協約之締結、協商談判 

李瑞敏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 

明理法律事務所律師 
團體協約之締結、勞動法 

鍾錫洲 中鋼公司行政副總經理 集體協商、團體協約內容 

陳業鑫 
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長 

業鑫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勞資爭議處理、協商談判 

李俊良 
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台北市執業律師 
勞資爭議處理、勞動法 

陳淑綸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 勞工運動、協商談判 

林名哲  台灣電子電機資訊產業工會秘書長 勞工運動、協商談判 

 



(四)人力資源領域 

人力資源 

領域 
學經歷/現職 專業項目 

李明沅 
銘傳大學企管科畢 

長遠企業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人力資源管理、協商談判、

勞動法 

郭芊彤 

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研究所碩士 

季達職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人力資源管理、經營管理、

職涯規劃 

吳錦錫 
彰化師範大學工教所博士 

東海大學財金系兼任助理教授 

組織文化與經營理念、人力

資源管理與發展、溝通 

黃良志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博士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

知識管理 

林淑慧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博士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學習、

勞動市場、就業與訓練 

林燦螢 

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所哲學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系所兼任

助理教授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設計及

維護、經營稽核 

王冠軍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兼任講師 

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人力

資源管理 

 



 (五)財務管理領域 

  

財務會計 

領域 
學經歷/現職 專業項目 

張家春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數量方法、計量經濟、人力資

源政策、勞資爭議成本計算 

辛炳隆 
美國康乃爾大學勞動經濟學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勞動經濟學、勞工政策、人力

資源管理、經濟學、社會保險 

丁志達 

政治大學企研所企管系碩士 

共好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級資深

顧問 

人事管理制度規章設計、人力

規劃與盤點、目標管理與績效

面談、薪酬規劃與管理、勞動

法規 

朱瑞陽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國巨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 

勞工法、電子商務法、智慧財

產權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稅

法 

李洙德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法學博士 

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 

商事法、企業倫理、會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