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洪清海 現職：台灣總工會秘書長

經歷：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0936338860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 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

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洪清海 現職：台灣總工會秘書長

經歷：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0936338860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

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如何建立工會

內部民主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陳金鐘 經歷：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副所長、弘光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兼任講師、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甲、乙種電匠證照、各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教育訓練課程講授
0934-137090

a1126c@yahoo.com.

tw

＊工會運作與勞

工參與

（二）工會實務 ＊工會如何開會

（一）工會組織

發展

＊工會組織發展

趨勢

＊工會組織與運

作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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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工會行政運作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工會經營與管

理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陳馨馨 現職：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專業領域:志工管理、志願服務、非營利組織管理、青少年培育、研究

方法、訓練與發展

04-

23323000*4430
schen@cyut.edu.tw

謝儒賢 現職：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所)專任副教授

專業領域:非營利組織管理、志願服務管理、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企

業社會責任

04-

23323000#4717

0922-239027
rshsieh@cyut.edu.tw

＊如何進行工會

選舉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李春安 現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特聘教授

專業領域:財務、會計、管理

經歷：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財金學院院長、李春安會計師事務所執

業會計師、大崗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專業證照:會計師

05-5342604-

5411

0919-704711

liica@yuntech.edu.t

w

宋名晰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台中市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秘書、廣東省總工會亞洲大學研習

營勞動法講師、採購專業人員初級證照

專業領域：勞動法令、勞資爭議處理、性別平等/性騷擾

04-23323456-

48053

0963-252621

minghsi_sung@hotm

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陳月娥 現職：大葉大學推廣教育處行銷顧問

經歷：性別工作平等與職場性騷擾、溝通與協調技巧、 勞資關係與爭

議、就業安全制度、工會運作實務

04-8511062

0937-785662

cye45702@yahoo.co

m.tw

（二）工會實務 ＊工會如何開會

＊非營利組織的

運作與領導

＊工會財務管理 具會計師資格或稅務會計師執業人員

＊工會法

（三）團體協商 ＊勞資溝通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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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gmail.c

om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三）團體協商 ＊勞資溝通與協

商

＊如何進行有效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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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陳月娥 現職：大葉大學推廣教育處行銷顧問

經歷：性別工作平等與職場性騷擾、溝通與協調技巧、 勞資關係與爭

議、就業安全制度、工會運作實務

04-8511062

0937-785662

cye45702@yahoo.co

m.tw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陳月娥 現職：大葉大學推廣教育處行銷顧問

經歷：性別工作平等與職場性騷擾、溝通與協調技巧、 勞資關係與爭

議、就業安全制度、工會運作實務

04-8511062

0937-785662

cye45702@yahoo.co

m.tw

（三）團體協商

＊團體協商案例

介紹

＊談判策略

＊雙贏協商的要

領

＊協商僵局之解

決 第 4 頁

mailto:lawccc@ccu.edu.tw
mailto:lawccc@ccu.edu.tw
mailto:cschuang@yuntech.edu.tw
mailto:cschuang@yuntech.edu.tw
mailto:cye45702@yahoo.com.tw
mailto:cye45702@yahoo.com.tw
mailto:lawccc@ccu.edu.tw
mailto:lawccc@ccu.edu.tw
mailto:kenny0900@pchome.com.tw,kenny7675@gmail.com
mailto:kenny0900@pchome.com.tw,kenny7675@gmail.com
mailto:kenny0900@pchome.com.tw,kenny7675@gmail.com
mailto:kenny0900@pchome.com.tw,kenny7675@gmail.com
mailto:kenny0900@pchome.com.tw,kenny7675@gmail.com
mailto:kenny0900@pchome.com.tw,kenny7675@gmail.com
mailto:kenny0900@pchome.com.tw,kenny7675@gmail.com
mailto:kenny0900@pchome.com.tw,kenny7675@gmail.com
mailto:cye45702@yahoo.com.tw
mailto:cye45702@yahoo.com.tw


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李瑞敏 現職：明理法律事務所律師

經歷：台北律師公會勞動法委員會委員、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與新北市

政府勞工局調解委員、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認證講座、調解人複訓

講師、勞動法令、團體協商、職業災害等相關課程講座、律師證照

02-23686599
juiminli@kcchen.co

m.tw

謝創智 現職：全國產業總工會顧問、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講師、僑光

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經歷：勞動法規(僑光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職場與法律」講師)、工會

組織與勞工運動(中正大學勞工系「勞工運動理論」講師)、勞資關係

(二十餘年基層工會及全國產業總工會幹部資歷)、勞資爭議處理(台中

市、台北市獨任調解人及調解委員)、勞動政策(十餘年參與勞動部勞

動政策研擬經驗)、溝通談判(僑光科技大學企管系「商業談判」講師)

專業證照:教育部大學講師證、勞動部調解人證書

02-23630980

0932-641394
t476592@gmail.com

李瑞敏 現職：明理法律事務所律師

經歷：台北律師公會勞動法委員會委、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與新北市政

府勞工局調解委員、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認證講座、調解人複訓講

師、勞動法令、團體協商、職業災害等相關課程講座、律師證照

02-23686599
juiminli@kcchen.co

m.tw

謝創智 現職：全國產業總工會顧問、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講師、僑光

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經歷：勞動法規(僑光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職場與法律」講師)、工會

組織與勞工運動(中正大學勞工系「勞工運動理論」講師)、勞資關係

(二十餘年基層工會及全國產業總工會幹部資歷)、勞資爭議處理(台中

市、台北市獨任調解人及調解委員)、勞動政策(十餘年參與勞動部勞

動政策研擬經驗)、溝通談判(僑光科技大學企管系「商業談判」講師)

專業證照:教育部大學講師證、勞動部調解人證書

02-23630980

0932-641394
t476592@gmail.com

宋名晰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台中市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秘書、廣東省總工會亞洲大學研習

營勞動法講師、採購專業人員初級證照

專業領域：勞動法令、勞資爭議處理、性別平等/性騷擾

04-23323456-

48053

0963-252621

minghsi_sung@hotm

ail.com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 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

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三）團體協商

＊協商僵局之解

決

＊簽訂團體協約

實務

＊團體協約法

＊勞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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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齊燕魯 現職：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科技部中科

管理理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勞動部--勞工教育專業師

資、臺中市勞工大學--勞工教育課程專業師資、國家高普考—勞工行

政類科專業師資

經歷：勞工法(勞基法、性平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工權

益實務、工會運作發展、團體協商及團體協約、勞資爭議處理實務、

勞工退休金、性別平等與就業平權、職業災害權益實務、僱用、資

遣、解雇實務、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勞資會議實務、勞資協商談判

技巧

專業證照:  100年勞委會勞資爭議專業調解人認證

0952-916-181
chiyenlu@gmail.co

m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 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

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齊燕魯 現職：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科技部中科

管理理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勞動部--勞工教育專業師

資、臺中市勞工大學--勞工教育課程專業師資、國家高普考—勞工行

政類科專業師資

經歷：勞工法(勞基法、性平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工權

益實務、工會運作發展、團體協商及團體協約、勞資爭議處理實務、

勞工退休金、性別平等與就業平權、職業災害權益實務、僱用、資

遣、解雇實務、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勞資會議實務、勞資協商談判

技巧

專業證照:  100年勞委會勞資爭議專業調解人認證

0952-916-181
chiyenlu@gmail.co

m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陳月娥 現職：大葉大學推廣教育處行銷顧問

經歷：性別工作平等與職場性騷擾、溝通與協調技巧、 勞資關係與爭

議、就業安全制度、工會運作實務

04-8511062

0937-785662

cye45702@yahoo.co

m.tw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重大勞資爭議

處理案例介紹

＊勞資爭議處理

技巧與談判策略

運用

（四）勞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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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王明智 現職：朝陽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助理教授

經歷：財政部保險司(金管會保險局)、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金管會銀行

局)、台灣人壽保險辦事員、京華證券營業員、台灣符氏推廣協會中區

副主任、台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103-104年)、金管會所屬財團

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制度發展規劃委員(97迄今)

專業領域、勞工保險、退休金規劃、職災補償與補助、勞工權益保

障、長照風險與保險、政策性保險、勞資爭議及處理技巧與談判策略

應用、金融科技、大數據、雲端平台行動學習、中華民國仲裁人、公

務人員高考及格-金融保險職系、觀光休閒經營管理師TLMM甲級證照、

老人商品設計師EPD甲級證照、文化創意產品鑑價師CCPA甲級證照、時

尚精品業行銷管理FBIMKTM甲級證照、服務品質管理師SQMM甲級證照、

創業管理師EMM甲級證照、文創產業行銷策略管理師CCIMKTM甲級證

照、綠色管理師GMM甲級證照、IMM-網路行銷管理師、中小企業財務主

管及財務人員種子師資、人身保險業務員、人壽保險管理人員

 


04-

23323000ext73

02

mjwang@gm.cyut.ed

u.tw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

com

宋名晰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台中市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秘書、廣東省總工會亞洲大學研習

營勞動法講師、採購專業人員初級證照

專業領域：勞動法令、勞資爭議處理、性別平等/性騷擾

04-23323456-

48053

0963-252621

minghsi_sung@hotm

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 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

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顏慶堂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業病的危害預防、有害物測定與評估、

危害預防與健康促進、職災賠償與補償

證照:工礦衛生技師、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Safety

Program Auditing for ILCI、危害通識教育訓練講師資格、作業環境

測定甲級技能檢定訓練課程講師資格

04-24730022-

12112

0937739756

yct@csmu.edu.tw

nc330208@ms18.h

inet.net

陳金鐘 經歷：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副所長、弘光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兼任講師、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甲、乙種電匠證照、各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教育訓練課程講授
0934-137090

a1126c@yahoo.com.

tw

＊勞資爭議處理

技巧與談判策略

運用

＊勞資爭議處理

法

（四）勞資爭議

◎以上課程除上述師資外另請參考勞動部勞工教育師資名錄，電子檔案請逕至「全民勞教e網」-「勞動資源補給站」點選

「專家資料庫」(http://labor-elearning.mol.gov.tw）

（五）安全衛生

與職災保護

＊職業安全衛生

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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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李聰成 經歷：空中大學/國立金門大學/文化大學/逢甲大學/亞洲大學/大葉大

學/台中市勞工大學/台灣首府大學/育達科大/明新科大/僑光科大/中

臺科大/朝陽科大/嶺東科大/永達/崇右/仁德醫專/臺中護專…講師、

勞動部共通核心職能講師、勞工教育專業講師、勞工安全衛生專業講

師、勞動部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監評委員、台灣重大工業意外防治協

會研究員、台灣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

經濟部GSP優良服務認證評核員、訪查員、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員、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中華民國人力安

全衛生協會、中華民國勞動災害防止協會、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促進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輔導計畫』委員、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顧問、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高齡化趨勢下勞動市場調查計畫』專家委員、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計畫』諮詢輔導委員、甲級勞工安全

管理技術士及格  甲級勞工衛生管理技術士及格、乙級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技術士及格、乙級就業服務技術士及格、乙級門市服務技術士及

格、乙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及格、單一級堆高機操作技術士及格

0919-718589
w1001824@gmail.c

om

柯昭德 現職：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組長

專業領域：職業安全衛生與職災保護

經歷：弘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中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逢甲大學兼

任講師、勞動部技能檢定監評人員、各訓練機構職業安全衛生講師

0916-983479
f6003214@yahoo.co

m.tw

宋名晰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台中市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秘書、廣東省總工會亞洲大學研習

營勞動法講師、採購專業人員初級證照

專業領域：勞動法令、勞資爭議處理、性別平等/性騷擾

04-23323456-

48053

0963-252621

minghsi_sung@hotm

ail.com

王國華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

(02)28610511

# 29521

0935-385349

kuohuawang@yahoo

. com. tw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 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

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顏慶堂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業病的危害預防、有害物測定與評估、

危害預防與健康促進、職災賠償與補償

證照:工礦衛生技師、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Safety

Program Auditing for ILCI、危害通識教育訓練講師資格、作業環境

測定甲級技能檢定訓練課程講師資格

04-24730022-

12112

0937739756

yct@csmu.edu.tw

nc330208@ms18.h

inet.net

陳金鐘 經歷：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副所長、弘光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兼任講師、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甲、乙種電匠證照、各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教育訓練課程講授
0934-137090

a1126c@yahoo.com.

tw

李聰成 經歷：空中大學/國立金門大學/文化大學/逢甲大學/亞洲大學/大葉大

學/台中市勞工大學/台灣首府大學/育達科大/明新科大/僑光科大/中

臺科大/朝陽科大/嶺東科大/永達/崇右/仁德醫專/臺中護專…講師、

勞動部共通核心職能講師、勞工教育專業講師、勞工安全衛生專業講

師、勞動部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監評委員、台灣重大工業意外防治協

會研究員、台灣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

經濟部GSP優良服務認證評核員、訪查員、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員、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中華民國人力安

全衛生協會、中華民國勞動災害防止協會、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促進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輔導計畫』委員、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顧問、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高齡化趨勢下勞動市場調查計畫』專家委員、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計畫』諮詢輔導委員、甲級勞工安全

管理技術士及格  甲級勞工衛生管理技術士及格、乙級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技術士及格、乙級就業服務技術士及格、乙級門市服務技術士及

格、乙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及格、單一級堆高機操作技術士及格

0919-718589
w1001824@gmail.c

om

柯昭德 現職：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組長

專業領域：職業安全衛生與職災保護

經歷：弘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中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逢甲大學兼

任講師、勞動部技能檢定監評人員、各訓練機構職業安全衛生講師

0916-983479
f6003214@yahoo.co

m.tw

（五）安全衛生

與職災保護

＊職業安全衛生

相關法規

＊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法暨相關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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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王國華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

(02)28610511

# 29521

0935-385349

kuohuawang@yahoo

. com. tw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 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

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顏慶堂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業病的危害預防、有害物測定與評估、

危害預防與健康促進、職災賠償與補償

證照:工礦衛生技師、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Safety

Program Auditing for ILCI、危害通識教育訓練講師資格、作業環境

測定甲級技能檢定訓練課程講師資格

04-24730022-

12112

0937739756

yct@csmu.edu.tw

nc330208@ms18.h

inet.net

陳金鐘 經歷：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副所長、弘光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兼任講師、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甲、乙種電匠證照、各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教育訓練課程講授
0934-137090

a1126c@yahoo.com.

tw

李聰成 經歷：空中大學/國立金門大學/文化大學/逢甲大學/亞洲大學/大葉大

學/台中市勞工大學/台灣首府大學/育達科大/明新科大/僑光科大/中

臺科大/朝陽科大/嶺東科大/永達/崇右/仁德醫專/臺中護專…講師、

勞動部共通核心職能講師、勞工教育專業講師、勞工安全衛生專業講

師、勞動部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監評委員、台灣重大工業意外防治協

會研究員、台灣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

經濟部GSP優良服務認證評核員、訪查員、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員、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中華民國人力安

全衛生協會、中華民國勞動災害防止協會、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促進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輔導計畫』委員、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顧問、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高齡化趨勢下勞動市場調查計畫』專家委員、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計畫』諮詢輔導委員、甲級勞工安全

管理技術士及格  甲級勞工衛生管理技術士及格、乙級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技術士及格、乙級就業服務技術士及格、乙級門市服務技術士及

格、乙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及格、單一級堆高機操作技術士及格

0919-718589
w1001824@gmail.c

om

柯昭德 現職：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組長

專業領域：職業安全衛生與職災保護

經歷：弘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中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逢甲大學兼

任講師、勞動部技能檢定監評人員、各訓練機構職業安全衛生講師

0916-983479
f6003214@yahoo.co

m.tw

王國華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

(02)28610511

# 29521

0935-385349

kuohuawang@yahoo

. com. tw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 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

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顏慶堂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業病的危害預防、有害物測定與評估、

危害預防與健康促進、職災賠償與補償

證照:工礦衛生技師、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Safety

Program Auditing for ILCI、危害通識教育訓練講師資格、作業環境

測定甲級技能檢定訓練課程講師資格

04-24730022-

12112

0937739756

yct@csmu.edu.tw

nc330208@ms18.h

inet.net

（五）安全衛生

與職災保護

＊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法暨相關法

規

＊認識職業災害

與危害預防

＊職災補償與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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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陳金鐘 經歷：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副所長、弘光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兼任講師、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甲、乙種電匠證照、各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教育訓練課程講授
0934-137090

a1126c@yahoo.com.

tw

李聰成 經歷：空中大學/國立金門大學/文化大學/逢甲大學/亞洲大學/大葉大

學/台中市勞工大學/台灣首府大學/育達科大/明新科大/僑光科大/中

臺科大/朝陽科大/嶺東科大/永達/崇右/仁德醫專/臺中護專…講師、

勞動部共通核心職能講師、勞工教育專業講師、勞工安全衛生專業講

師、勞動部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監評委員、台灣重大工業意外防治協

會研究員、台灣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

經濟部GSP優良服務認證評核員、訪查員、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員、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中華民國人力安

全衛生協會、中華民國勞動災害防止協會、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促進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輔導計畫』委員、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顧問、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高齡化趨勢下勞動市場調查計畫』專家委員、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計畫』諮詢輔導委員、甲級勞工安全

管理技術士及格  甲級勞工衛生管理技術士及格、乙級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技術士及格、乙級就業服務技術士及格、乙級門市服務技術士及

格、乙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及格、單一級堆高機操作技術士及格

0919-718589
w1001824@gmail.c

om

柯昭德 現職：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組長

專業領域：職業安全衛生與職災保護

經歷：弘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中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逢甲大學兼

任講師、勞動部技能檢定監評人員、各訓練機構職業安全衛生講師

0916-983479
f6003214@yahoo.co

m.tw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

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務糾紛

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王國華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

(02)28610511

# 29521

0935-385349

kuohuawang@yahoo

. com. tw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書

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溝

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北

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經

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訓

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顏慶堂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業病的危害預防、有害物測定與評估、

危害預防與健康促進、職災賠償與補償

證照:工礦衛生技師、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Safety

Program Auditing for ILCI、危害通識教育訓練講師資格、作業環境

測定甲級技能檢定訓練課程講師資格

04-24730022-

12112

0937739756

yct@csmu.edu.tw

nc330208@ms18.h

inet.net

陳金鐘 經歷：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副所長、弘光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兼任講師、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甲、乙種電匠證照、各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教育訓練課程講授
0934-137090

a1126c@yahoo.com.

tw

（五）安全衛生

與職災保護

＊職災補償與補

助

＊工會在職災預

防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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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李聰成 經歷：空中大學/國立金門大學/文化大學/逢甲大學/亞洲大學/大葉大

學/台中市勞工大學/台灣首府大學/育達科大/明新科大/僑光科大/中

臺科大/朝陽科大/嶺東科大/永達/崇右/仁德醫專/臺中護專…講師、

勞動部共通核心職能講師、勞工教育專業講師、勞工安全衛生專業講

師、勞動部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監評委員、台灣重大工業意外防治協

會研究員、台灣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

經濟部GSP優良服務認證評核員、訪查員、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員、中國生產力中心、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中華民國人力安

全衛生協會、中華民國勞動災害防止協會、財團法人勞動基金會、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促進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輔導計畫』委員、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顧問、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高齡化趨勢下勞動市場調查計畫』專家委員、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計畫』諮詢輔導委員、甲級勞工安全

管理技術士及格  甲級勞工衛生管理技術士及格、乙級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技術士及格、乙級就業服務技術士及格、乙級門市服務技術士及

格、乙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及格、單一級堆高機操作技術士及格

0919-718589
w1001824@gmail.c

om

柯昭德 現職：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組長

專業領域：職業安全衛生與職災保護

經歷：弘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中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逢甲大學兼

任講師、勞動部技能檢定監評人員、各訓練機構職業安全衛生講師

0916-983479
f6003214@yahoo.co

m.tw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 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

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韋珊 現職：新事社會服務中心移工組督導

專業領域：職業災害勞工權益及移工權益
0223971933#11

2

sunny0209tw@gmail

.com
柯昭德 現職：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組長

專業領域：職業安全衛生與職災保護

經歷：弘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中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逢甲大學兼

任講師、勞動部技能檢定監評人員、各訓練機構職業安全衛生講師

0916-983479
f6003214@yahoo.co

m.tw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 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

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顏慶堂 現職：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職業病的危害預防、有害物測定與評估、

危害預防與健康促進、職災賠償與補償

證照:工礦衛生技師、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Safety

Program Auditing for ILCI、危害通識教育訓練講師資格、作業環境

測定甲級技能檢定訓練課程講師資格

04-24730022-

12112

0937739756

yct@csmu.edu.tw

nc330208@ms18.h

inet.net

陳金鐘 經歷：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副所長、弘光科技大學-

兼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兼任講師、中台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甲、乙種電匠證照、各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教育訓練課程講授
0934-137090

a1126c@yahoo.com.

tw

陳俊傑 專業領域

經歷 04-24739595
sp954455@yahoo.co

m.tw

柯昭德 現職：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組長

專業領域：職業安全衛生與職災保護

經歷：弘光科技大學兼任講師、中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逢甲大學兼

任講師、勞動部技能檢定監評人員、各訓練機構職業安全衛生講師

0916-983479
f6003214@yahoo.co

m.tw

（五）安全衛生

與職災保護

＊工會在職災預

防扮演的角色

＊職災勞工促進

就業與其他保障

措施

＊職業病防治及

職場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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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吳蘊澄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碩士/台中市星相卜卦與堪輿職業工會第七屆第

九屆理事及第十屆副理事長、修平科技大學傑出校友協會第二屆第三

屆秘書長第四屆理事、易經運用在心理諮商、金錢卜龜卦趨吉避凶、

經絡穴道之自我療癒、紫微併八字綜合論斷、陰宅與陽宅堪輿學術、

安魂定魄收驚法、道家養生術(伸展功與靜坐)、台灣中醫師國家檢定

考試資格、中國國家三級執照心理諮詢師、太平洋房屋台中地區加盟

總部堪輿顧問、占易研究館 執行長

04-22991845

04-25255936

0919-710103

divine_wyc@yahoo.

com.tw

王國華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

(02)28610511

# 29521

0935-385349

kuohuawang@yahoo

. com. tw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 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

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職業安全衛生

相關法令及職災

案例宣導預防

王國華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經歷：職業安全衛生

(02)28610511

# 29521

0935-385349

kuohuawang@yahoo

. com. tw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黃秀蘭 現職：昭明法律事務所台中所主持律師

經歷：民法、刑法、商事法、行政法、土地法、智慧財產權法、婦幼

相關法律、律師高考考試及格

04-22242288

0935-347128

judy6782@yahoo.co

m.tw

焦興鎧 現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經歷：勞動法 / 比較勞動法 / 就業歧視法 / 國際勞動基準 02-37897237 chiao@sinica.edu.tw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馬財專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

經歷：勞動社會學，勞動政策分析

05-2720411-

32305

0958-854411
labtma@ccu.edu.tw

蘇真以 現職：中臺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經歷:台中市張老師、婦女福利中心 特約諮商心理師、台中市政府性

騷擾防治委員、台中市教育局性平課程人才庫講師、教育部性別平等

人才庫講師、中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台中市諮商師公會第二屆理

事、第三屆理事、台中市社福機構志工團體領導員、中區大專院校專

題講座講師、台中市大坑、大墩社區大學講師、台中中科管理局特約

諮商心理師、台中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第四屆專業倫理委員會委員、全

職實習生專業督導(將公告於師資名錄)

專業領域:

生命教育、性別平等、生涯規劃、情緒管理、身心壓力調適、憂鬱與

自殺（傷）防治、危機處遇、助人技巧、親職溝通、婚姻與家庭、人

際關係、青少年問題與輔導、表達性藝術治療

專業證照:護理師證照、諮商心理師證照、教育部部定講師

04-

22391647*6000

cutecowcow@gmai

l.com

蘇滿麗 現職：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

經歷：刑事法、性別三法、性別法律 04-23323456-

1755

0917-257939

pedanaaa@asia.e

du.tw

pedanaaa@yahoo.

com.tw
宋名晰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台中市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秘書、廣東省總工會亞洲大學研習

營勞動法講師、採購專業人員初級證照

專業領域：勞動法令、勞資爭議處理、性別平等/性騷擾

04-23323456-

48053

0963-252621

minghsi_sung@hotm

ail.com

（五）安全衛生

與職災保護

＊職業病防治及

職場健康促進

（六）性別主流

與工作平權

＊性別工作平等

法等(含性騷擾防

治、性別就業歧

視與性騷擾之預

防及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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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李志鴻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副教授

經歷：職場健康心理學(職場壓力管理、職業安全與健康、職場暴力與

意外事故的預防)、員工協助方案、中小企業領導與管理、組織文化與

變革、教育部副教授證書、講師證書、台灣省教育廳中等學校合格教

師證書、國際員工協助專業協會(EAPA)員工協助專業文憑(DEAP)

04-

23323456*6382

0916-020533

someday@asia.edu.t

w

陳斐娟 現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兼諮

商輔導中心主任

經歷：諮商輔導實務、生涯教育、性別教育、情感教育

專業證照:諮商心理師

05-5342601-

2670

0933-601248

chenfj@yuntech.edu.

tw

＊職場托育政策

與照護制度介紹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廖三致 現職：台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

經歷：國小代課教師、苗栗地檢署檢察事務官

專業顉域：性別平等主流化系列、教師輔導管教法律問題系列、正向

管教系列、人權法治系列、品德教育系列、毒品防制系列、校園法律

問題系列、網路犯罪系列、菸害及檳榔危害及相關法令宣導、個人資

料保護法專題、家庭暴力專題、兒少保護專題

22232311＃

5597

陳月娥 現職：大葉大學推廣教育處行銷顧問

經歷：性別工作平等與職場性騷擾、溝通與協調技巧、 勞資關係與爭

議、就業安全制度、工會運作實務

04-8511062

0937-785662

cye45702@yahoo.co

m.tw

郭振昌 現職：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經歷：人力資源管理發展、勞動市場政策與分析、職業分析與職務再

設、就業安全制度、中高齡者人力運用、高齡化議題、階段性退休、

社會工作與福利、社會保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副局長、

社會工作師

02-

28052088#5160

0963-038574

ccguo.tw@gmail.co

m

許惠雯 現職：台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

經歷：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台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靜

宜大學推廣部講師、教育部反毒宣導團講師

22232311#5658

0987-254772

sandy0418@mail.mo

j.gov.tw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鄭津津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曾講授的課程】

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動

契約、勞動派遣、就業歧視防治、性別主流化、團體協商、產業民主

05-

2720411#35109
lawccc@ccu.edu.tw

焦興鎧 現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經歷：勞動法 / 比較勞動法 / 就業歧視法 / 國際勞動基準 02-37897237 chiao@sinica.edu.tw

馬財專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

經歷：勞動社會學，勞動政策分析

05-2720411-

32305

0958-854411
labtma@ccu.edu.tw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六）性別主流

與工作平權

＊性別工作平等

法等(含性騷擾防

治、性別就業歧

視與性騷擾之預

防及申訴）

（七）就業服務 ＊求職安全

＊職場就業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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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沈以軒 現職：宇恒法律事務所-所長

經歷：: 勞動法、民事訴訟、智慧財產權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消費

者保護法、民法親屬繼承、其他法令實務應用/中華民國律師高考及格

/103年度第一屆勞工訴訟專案優良扶助律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

購專業人員基礎資格認證/交通事故暨鑑定實務認證班訓練合格/行政

院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員認證暨口試委員/行政院勞動部不當勞動行

為裁決案件行政訴訟委任律師/新北市勞工局諮詢律師 、勞資爭議仲

裁委員、調解委員/新北市勞工局「勞資爭議個案邏輯」固定專欄/臺

北律師公會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勞工委員會、裁判實務委員會等委員/

中華民國律師高考及格/人身保險業務員金融證照/勞健保暨勞動法規

管理師認證/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班認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採購專業人員

02-27005488
liman@yu-

heng.com.tw

李志鴻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副教授

經歷：職場健康心理學(職場壓力管理、職業安全與健康、職場暴力與

意外事故的預防)、員工協助方案、中小企業領導與管理、組織文化與

變革、教育部副教授證書、講師證書、台灣省教育廳中等學校合格教

師證書、國際員工協助專業協會(EAPA)員工協助專業文憑(DEAP)

04-

23323456*6382

0916-020533

someday@asia.edu.t

w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莊貴枝 現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電機系兼任教授

社團法人雲林自然農業發展協會創辦人、榮譽理事長

經歷：科技教育、技職教育理論與實務、技職教育與訓練、電機資訊

整合應用、電路學、電子學、數位學習與應用、科技專案管理、科技

與社會-STS跨領域教學、科技與研究方法論、知識與方法論、有機農

業教育培訓。

教育部：

1.通過教育部103年度第二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比較技職教育研

究」

2.通過教育部102年度第二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多媒體教學設計

研究」

3.通過教育部101年度第一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數位科技教學研

究」

4.通過教育部99年度第二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量化研究與設計」

教育部：資訊科、電子科教師證

美國俄亥俄州教育廳：美國俄亥俄州中等電機電子教師證

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甲級配電電匠證照；台北市政府建設局：甲級配

電電匠證照；台灣省政府建設廳：乙級配電電匠證照；台灣省政府建

設廳：配管技工證照

0921-119909

05-5342601-

4202

chuangkc9991@gma

il.com

李正芳 現職:友立達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顧問事業部總監、蒙太奇影業

商品事業開發部企劃總監

一勢企業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資深講師

經歷：(業界人資管理+資管師+企管顧問師)

皇家飛利浦 臺灣高雄半導體建元廠 知識管理中心負責人、1111人力

銀行特約講師暨九大職能星職涯顧問、勞動部鳳凰創業顧問暨多元就

業計畫輔導委員、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企業e化資深顧問師、日盛集團財

富管理中心專案經理、行政院青輔會青年創業輔導顧問

☆基，中階主管培訓課程：企業內部講師培訓、團隊共識技巧建立、

人際溝通研習、時間管理提升、有效率開會技巧

☆潛能開發系列課程：情緒管理、壓力管理、DISC、心智地圖、九格

生涯運數、生命靈數、直覺塔羅牌課程

☆服務產業培訓課程：會覽規劃、顧客滿意服務、商業禮儀、電話禮

儀、客戶關係

☆行銷高手培訓課程：品牌故事、說故事行銷、廣告文案、專業簡

報、企劃書撰寫

專業證照:PMP（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06-2803749

0982-579577

artemis671208@gma

il.com

杜旋如 現職：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永康就業中心

經歷：就業諮詢服務(包含弱勢對象就業服務)、職業性向測驗、職涯

諮詢服務、就業服務乙級證照、職涯發展師國際認證(CDF)、政府採購

法基礎專業人員證照

hsuan125@yahoo.co

m.tw

（七）就業服務

＊職場就業歧視

＊就業服務的角

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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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李志鴻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副教授

經歷：職場健康心理學(職場壓力管理、職業安全與健康、職場暴力與

意外事故的預防)、員工協助方案、中小企業領導與管理、組織文化與

變革、教育部副教授證書、講師證書、台灣省教育廳中等學校合格教

師證書、國際員工協助專業協會(EAPA)員工協助專業文憑(DEAP)

04-

23323456*6382

0916-020533

someday@asia.edu.t

w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勞資關係法、薪酬、企業年金、勞基法、勞保性別平等法等、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委員、

勞動部就業服務人員乙級技術士監評委員、仲介公司評鑑委員等、台

中、南投、彰化、中科勞資調解人、調解委員、仲裁人、就業歧視委

員、性別平等委員、研發評審、社區治安諮詢等、中華民國勞資文教

協會理事長、彰化地檢署犯罪保護協會、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十數民間團體等顧問。

04-851-1888轉

2011

0919-008549

chiu.dyu88＠

gmail.com

江來盛 現職：常勝國際法律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律師

經歷：臺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台中市政府法律顧

問、臺中市房仲公會法律顧問
04-22203993

chiang36ms29@gma

il.com

蔡宜宏 現職：德理聯合法律事務所

經歷：行政法、國家賠償法、強制執行法、智慧財產法、 勞工法令、

曾任台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委員、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兼任講

座、內政部消防署台中港務消防隊國家賠償審議委員、法務部矯正人

員訓練所兼任講座、現任台中地方法院調解委員、南投地方法院調解

委員、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獨任調解人、南投地方法院檢

察署修復式司法促進者、台中市太平區國家賠償審議委員、台中律師

公會文書主任、彰化律師公會常務理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審

查委員暨扶助律師、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強制社區

治療審查會審查委員、東海大學法律學院兼任講師、逢甲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兼任講師、律師高考及格、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修復式

司法修復促進者培訓證書、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推動運用

「修復式正義」處理校園霸凌及衝突事件「校園種子人員」培訓結訓

證書

04-23755335

0926-130390

andelia.tsai@msa.hi

net.net

齊燕魯 現職：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科技部中科

管理理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勞動部--勞工教育專業師

資、臺中市勞工大學--勞工教育課程專業師資、國家高普考—勞工行

政類科專業師資    經歷：勞工法(勞基法、性平法、工會法、勞資爭

議處理法)、勞工權益實務、工會運作發展、團體協商及團體協約、勞

資爭議處理實務、勞工退休金、性別平等與就業平權、職業災害權益

實務、僱用、資遣、解雇實務、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勞資會議實

務、勞資協商談判技巧

專業證照:  100年勞委會勞資爭議專業調解人認證

0952-916-181
chiyenlu@gmail.co

m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宋名晰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台中市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秘書、廣東省總工會亞洲大學研習

營勞動法講師、採購專業人員初級證照

專業領域：勞動法令、勞資爭議處理、性別平等/性騷擾

04-23323456-

48053

0963-252621

minghsi_sung@hotm

ail.com

江來盛 現職：常勝國際法律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律師

經歷：臺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台中市政府法律顧

問、臺中市房仲公會法律顧問
04-22203993

chiang36ms29@gma

il.com

（七）就業服務

＊就業服務的角

色與功能

（八）勞動條件 ＊勞動基準法介

紹及案例解析

＊認識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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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蔡宜宏 現職：德理聯合法律事務所

經歷：行政法、國家賠償法、強制執行法、智慧財產法、 勞工法令、

曾任台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委員、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兼任講

座、內政部消防署台中港務消防隊國家賠償審議委員、法務部矯正人

員訓練所兼任講座、現任台中地方法院調解委員、南投地方法院調解

委員、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獨任調解人、南投地方法院檢

察署修復式司法促進者、台中市太平區國家賠償審議委員、台中律師

公會文書主任、彰化律師公會常務理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審

查委員暨扶助律師、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強制社區

治療審查會審查委員、東海大學法律學院兼任講師、逢甲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兼任講師、律師高考及格、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修復式

司法修復促進者培訓證書、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推動運用

「修復式正義」處理校園霸凌及衝突事件「校園種子人員」培訓結訓

證書

04-23755335

0926-130390

andelia.tsai@msa.hi

net.net

齊燕魯 現職：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科技部中科

管理理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勞動部--勞工教育專業師

資、臺中市勞工大學--勞工教育課程專業師資、國家高普考—勞工行

政類科專業師資

經歷：勞工法(勞基法、性平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工權

益實務、工會運作發展、團體協商及團體協約、勞資爭議處理實務、

勞工退休金、性別平等與就業平權、職業災害權益實務、僱用、資

遣、解雇實務、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勞資會議實務、勞資協商談判

技巧

專業證照:  100年勞委會勞資爭議專業調解人認證

0952-916-181
chiyenlu@gmail.co

m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江來盛 現職：常勝國際法律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律師

經歷：臺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台中市政府法律顧

問、臺中市房仲公會法律顧問
04-22203993

chiang36ms29@gma

il.com

蔡宜宏 現職：德理聯合法律事務所

經歷：行政法、國家賠償法、強制執行法、智慧財產法、 勞工法令、

曾任台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委員、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兼任講

座、內政部消防署台中港務消防隊國家賠償審議委員、法務部矯正人

員訓練所兼任講座、現任台中地方法院調解委員、南投地方法院調解

委員、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獨任調解人、南投地方法院檢

察署修復式司法促進者、台中市太平區國家賠償審議委員、台中律師

公會文書主任、彰化律師公會常務理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審

查委員暨扶助律師、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強制社區

治療審查會審查委員、東海大學法律學院兼任講師、逢甲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兼任講師、律師高考及格、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修復式

司法修復促進者培訓證書、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推動運用

「修復式正義」處理校園霸凌及衝突事件「校園種子人員」培訓結訓

證書

04-23755335

0926-130390

andelia.tsai@msa.hi

net.net

齊燕魯 現職：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科技部中科

管理理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勞動部--勞工教育專業師

資、臺中市勞工大學--勞工教育課程專業師資、國家高普考—勞工行

政類科專業師資

經歷：勞工法(勞基法、性平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工權

益實務、工會運作發展、團體協商及團體協約、勞資爭議處理實務、

勞工退休金、性別平等與就業平權、職業災害權益實務、僱用、資

遣、解雇實務、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勞資會議實務、勞資協商談判

技巧

專業證照:100年勞委會勞資爭議專業調解人認證

0952-916-181
chiyenlu@gmail.co

m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八）勞動條件

＊認識勞動契約

＊勞工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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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工作規則常見

問題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工資問題與積

欠工資墊償制度

江來盛 現職：常勝國際法律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律師

經歷：臺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台中市政府法律顧

問、臺中市房仲公會法律顧問
04-22203993

chiang36ms29@gma

il.com

蔡宜宏 現職：德理聯合法律事務所

經歷：行政法、 國家賠償法、強制執行法、智慧財產法、勞工法令、

曾任台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委員、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兼任講

座、內政部消防署台中港務消防隊國家賠償審議委員、法務部矯正人

員訓練所兼任講座、現任台中地方法院調解委員、南投地方法院調解

委員、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獨任調解人、南投地方法院檢

察署修復式司法促進者、台中市太平區國家賠償審議委員、台中律師

公會文書主任、彰化律師公會常務理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審

查委員暨扶助律師、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強制鑑定強制社區

治療審查會審查委員、東海大學法律學院兼任講師、逢甲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兼任講師、律師高考及格、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修復式

司法修復促進者培訓證書、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推動運用

「修復式正義」處理校園霸凌及衝突事件「校園種子人員」培訓結訓

證書

04-23755335

0926-130390

andelia.tsai@msa.hi

net.net

齊燕魯 現職：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科技部中科

管理理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勞動部--勞工教育專業師

資、臺中市勞工大學--勞工教育課程專業師資、國家高普考—勞工行

政類科專業師資    經歷：勞工法(勞基法、性平法、工會法、勞資爭

議處理法)、勞工權益實務、工會運作發展、團體協商及團體協約、勞

資爭議處理實務、勞工退休金、性別平等與就業平權、職業災害權益

實務、僱用、資遣、解雇實務、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勞資會議實

務、勞資協商談判技巧

專業證照:  100年勞委會勞資爭議專業調解人認證

0952-916-181
chiyenlu@gmail.co

m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就業市場與勞

動基準發展趨勢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另請參考勞動部勞工教育師資名錄，電子檔案請逕至「全民勞教e網」-「勞動資源補給站」點選「專家資料庫」

(http://labor-elearning.mol.gov.tw）

＊退休與資遣

另請參考勞動部勞工教育師資名錄，電子檔案請逕至「全民勞教e網」-「勞動資源補給站」點選「專家資料庫」

(http://labor-elearning.mol.gov.tw）

（八）勞動條件

（九）勞工福利 ＊勞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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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莊秋雄 現職：秀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雲林、勤益、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企管(勞資關係)、國企、工管系兼任講師

經歷：勞資關係、勞動基準法、工會組織、工會運作、 工會法、勞資

會議、會議規範、人力資源、 人事管理、 工廠管理、文書管理、文

書寫作、工程圖學、機械製圖 、機構學、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溝通與協調、領導與統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台塑企業台

北公司人事經理退休、省立彰化高工機械科兼任教師、 順噠公司副總

經理、銓泰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彰師大雲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經理、職

訓局十大技術楷模評審委員、 勞動部技能檢定機械職類評審及命題委

員、勞動部智榮獎106年度決審委員、工業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0922-751489
cschuang@yuntech.e

du.tw

譚慧蘭 現職：蛹之生心理諮商所 所長/諮商心理師

經歷：台中市政府勞工局員工無憂專線方案執行人(106年)、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老人心理諮商計畫執行人(103、104年度)、自由時報專欄作

家(102年迄今)、和鼎律師事務所 心理諮詢顧問(101年迄今)、鉅微管

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心理諮詢顧問(102年迄今)、臺中市職涯發展中

心 諮商心理師/心理測驗顧問(105年迄今)

迪卡爾綜合設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心理諮詢顧問(100年迄今)、張老

師基金會彰化張老師中心 義務張老師培訓職涯輔導講師(101年迄

今)、彰化師範大學全國高中生輔導營 專業督導(104年迄今)、臺中市

政府家暴防治中心 約聘心理師商師(101年迄今)、臺中市身心障礙者

社區資源中心專業團隊評估特約心理師(101年迄今)、臺中市單親家庭

福利服務中心約聘諮商心理師(103年迄今)、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諮商心理師(102年迄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約聘諮商心

理師(102年迄今)、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約聘諮商心理師

(102年迄今)、台中市北區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約聘諮商心理

師(102年迄今)、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 約聘諮商心理師(103年迄

今)、救國團全國大專優秀青年(99年度)

專長領域：企業員工諮商、企業心理健康活動、兒童遊戲治療、藝術

治療、沙遊、親職調適與親子溝通、一般壓力調適、情緒管理議題、

焦慮性疾患(含恐慌症)、情感性疾患(憂鬱、躁鬱)、學生學習壓力調

適及學習策略、親密伴侶關係、家庭關係、一般人際關係議題、自我

探索、生涯規劃、諮商專業督導

0988-288262
hermia3456@gmail.

com

李志鴻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副教授

經歷：職場健康心理學(職場壓力管理、職業安全與健康、職場暴力與

意外事故的預防)、員工協助方案、中小企業領導與管理、組織文化與

變革、教育部副教授證書、講師證書、台灣省教育廳中等學校合格教

師證書、國際員工協助專業協會(EAPA)員工協助專業文憑(DEAP)

04-

23323456*6382

0916-020533

someday@asia.edu.t

w

喬虹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諮商心理學博士，諮商心理師執

照(第002468號)

0978-380208

chiao@asia.edu.tw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陳斐娟 現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兼諮

商輔導中心主任

經歷：諮商輔導實務、生涯教育、性別教育、情感教育

專業證照:  諮商心理師

05-5342601-

2670

0933-601248

chenfj@yuntech.edu.

tw

吳蘊澄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碩士/台中市星相卜卦與堪輿職業工會第七屆第

九屆理事及第十屆副理事長、修平科技大學傑出校友協會第二屆第三

屆秘書長第四屆理事、易經運用在心理諮商、金錢卜龜卦趨吉避凶、

經絡穴道之自我療癒、紫微併八字綜合論斷、陰宅與陽宅堪輿學術、

安魂定魄收驚法、道家養生術(伸展功與靜坐)、台灣中醫師國家檢定

考試資格、中國國家三級執照心理諮詢師、太平洋房屋台中地區加盟

總部堪輿顧問、占易研究館 執行長

04-22991845

04-25255936

0919-710103

divine_wyc@yahoo.

com.tw

李志鴻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副教授

經歷：職場健康心理學(職場壓力管理、職業安全與健康、職場暴力與

意外事故的預防)、員工協助方案、中小企業領導與管理、組織文化與

變革、教育部副教授證書、講師證書、台灣省教育廳中等學校合格教

師證書、國際員工協助專業協會(EAPA)員工協助專業文憑(DEAP)

04-

23323456*6382

0916-020533

someday@asia.edu.t

w

喬虹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諮商心理學博士，諮商心理師執

照(第002468號)

0978-380208
chiao@asia.edu.tw

（十）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促進

＊心理諮詢

（九）勞工福利 ＊勞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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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陳斐娟 現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兼諮

商輔導中心主任

經歷：諮商輔導實務、生涯教育、性別教育、情感教育

專業證照:  諮商心理師

05-5342601-

2670

0933-601248

chenfj@yuntech.edu.

tw

蘇真以 現職：中臺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經歷:台中市張老師、婦女福利中心 特約諮商心理師、台中市政府性

騷擾防治委員、台中市教育局性平課程人才庫講師、教育部性別平等

人才庫講師、中臺科技大學兼任講師、台中市諮商師公會第二屆理

事、第三屆理事、台中市社福機構志工團體領導員、中區大專院校專

題講座講師、台中市大坑、大墩社區大學講師、台中中科管理局特約

諮商心理師、台中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第四屆專業倫理委員會委員、全

職實習生專業督導(將公告於師資名錄)

專業領域:

生命教育、性別平等、生涯規劃、情緒管理、身心壓力調適、憂鬱與

自殺（傷）防治、危機處遇、助人技巧、親職溝通、婚姻與家庭、人

際關係、青少年問題與輔導、表達性藝術治療

專業證照:護理師證照、諮商心理師證照、教育部部定講師

04-

22391647*6000

cutecowcow@gmai

l.com

李志鴻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副教授

經歷：職場健康心理學(職場壓力管理、職業安全與健康、職場暴力與

意外事故的預防)、員工協助方案、中小企業領導與管理、組織文化與

變革、教育部副教授證書、講師證書、台灣省教育廳中等學校合格教

師證書、國際員工協助專業協會(EAPA)員工協助專業文憑(DEAP)

04-

23323456*6382

0916-020533

someday@asia.edu.t

w

喬虹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諮商心理學博士，諮商心理師執

照(第002468號)

0978-380208
chiao@asia.edu.tw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陳斐娟 現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兼諮

商輔導中心主任

經歷：諮商輔導實務、生涯教育、性別教育、情感教育

專業證照:  諮商心理師

05-5342601-

2670

0933-601248

chenfj@yuntech.edu.

tw

李志鴻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副教授

經歷：職場健康心理學(職場壓力管理、職業安全與健康、職場暴力與

意外事故的預防)、員工協助方案、中小企業領導與管理、組織文化與

變革、教育部副教授證書、講師證書、台灣省教育廳中等學校合格教

師證書、國際員工協助專業協會(EAPA)員工協助專業文憑(DEAP)

04-

23323456*6382

0916-020533

someday@asia.edu.t

w

喬虹 現職：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諮商心理學博士，諮商心理師執

照(第002468號)

0978-380208
chiao@asia.edu.tw

王方 現職：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暨研究所

【曾講授的課程】

職業生涯發展理論與實務 面試技巧 求職與就業 履歷與自傳撰寫、員

工協助方案(EAPs) 員工輔導 員工學習地圖 數位學習、勞資會議 勞

資協商談判 員工關係 人際關係 溝通技巧 、就業歧視 弱勢勞工就業

女性勞工與兩性問題 職涯規劃、工會問題 勞工運動 工業社會工作

團體與組織領導、勞動政策 企業研究 員工意見調查分析 問卷設計、

電子通勤 電傳勞動 遠距工作 在家上班之理論與實務、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技巧 職業社會學 職場心理學 工業社會學、新人類之管理 全球

化與兩岸變化之影響 社會分析 大陸社會

(曾獲教學特優教師獎 多次受邀演講)

2861-0511

#29505

kenny0900@pchome

.com.tw,kenny7675

@gmail.com

（十）心理健康

＊心理諮詢

＊職場情緒管理

與紓壓

＊壓力管理與調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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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課程規劃內容 建議師資

姓名

經歷
電話 E-mail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補助各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專業課程(重點課程)暨師資名錄一覽表(107)

陳斐娟 現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兼諮

商輔導中心主任

經歷：諮商輔導實務、生涯教育、性別教育、情感教育

專業證照:  諮商心理師

05-5342601-

2670

0933-601248

chenfj@yuntech.edu.

tw

＊當前勞工政策

與問題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當前勞工政策

制度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非典型工作概

況

齊燕魯 現職：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科技部中科

管理理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及調解人、勞動部--勞工教育專業師

資、臺中市勞工大學--勞工教育課程專業師資、國家高普考—勞工行

政類科專業師資

經歷：勞工法(勞基法、性平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勞工權

益實務、工會運作發展、團體協商及團體協約、勞資爭議處理實務、

勞工退休金、性別平等與就業平權、職業災害權益實務、僱用、資

遣、解雇實務、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勞資會議實務、勞資協商談判

技巧

專業證照:  100年勞委會勞資爭議專業調解人認證

0952-916-181
chiyenlu@gmail.co

m

＊新南向政策

22289111轉

23700

蔡佩芬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台中

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人、台中市政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台中市政府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經歷：仲裁、調解、和解、車禍案件處理、職災、勞資爭議處理、債

務糾紛處理、刑事法、涉外法、國際私法、海商法

0979-217899

04-

23323456*5545
fen2006@gmail.com

宋名晰 現職：亞洲大學財經法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台中市南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秘書、廣東省總工會亞洲大學研習

營勞動法講師、採購專業人員初級證照

專業領域：勞動法令、勞資爭議處理、性別平等/性騷擾

04-23323456-

48053

0963-252621

minghsi_sung@hotm

ail.com

楊智傑 現職：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副教授

經歷：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專業領域：行政法、公法、智慧財產權、民事及勞工法

05-5342601轉

3610；

0911250160

yangchih@yuntech.e

du.tw

 

（十）心理健康

＊壓力管理與調

適

2、另如有與勞工教育相關研習課程之科目及講師，請工會先初審該人員學歷、經歷是否足堪勝任該授課課程，並請檢附課程表及該講師基本資料表送本府勞

工局審核。

請逕洽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護官室

（十一） 勞工

政策與行政制度

另請參考勞動部勞工教育師資名錄，電子檔案請逕至「全民勞教e網」-「勞動資源補給站」點選「專家資料庫」

(http://labor-elearning.mol.gov.tw）

（十二） 消費

者保護法

＊消費者保護法

簡介及案例分析

備註：

1、以上課程除上述師資外另請參考勞動部勞工教育師資名錄，電子檔案請逕至 「全民勞教e 網」-「勞動資源補給站」點選「專家資料庫」

(http://labor-elearning.mo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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