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類別 建議師資姓名 學經歷 電話及E-Mail

吳秋蘭
現職：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勞資關係科科長

專業領域：勞資爭議、工會事務

04-7532521

0928-919181

E-mail：

a680040@email.chcg.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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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cschuang@yuntech.edu.tw

成之約

現職：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學歷：

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博士

專業領域：

勞動與就業關係、職場霸凌、人力資源、就業安全、

勞動政策與主法

02-29387411

E-mail：

cycheng@nccu.edu.tw

邱祈豪

現職：大葉大學副教授

經歷：台灣發展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專業領域：法學概論，法律與生活、勞資關係法，勞

基法，性別平等法等勞工法相關課程、勞保年金、企

業年金、國民年金等公共年金課程、商事法，民法，

消保法

04-8511888轉2011

0919-008549

E-mail：

chiu.dyu88＠gmail.com

許英義

學歷：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研究所碩士、世新大學法律

學系

經歷：勞動事件法勞動調解委員、勞動部認證勞資爭

議獨任調解人、勞動部入廠建構企業內勞資雙贏夥伴

關係機制講師暨助教、全國產職業總工會秘書長、台

北市工人總工會副秘書長、臺灣勞工大聯盟總工會執

行長、彰化縣網路平台外送員職業工會理事長、彰化

縣勞資關係服務協會秘書長

專業領域： 工會組織的未來發展及經營策略、勞資

爭議處理法概述、勞保年金改革規劃簡介、團體協約

法與協商實務、勞動事件法簡介

 0987-792103

E-mail：hsuyin0531@gmail.com

林建良

現職：修平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學歷：

美國阿肯色大學工業教育人資所博士

經歷：

院)：性別關係、求職技巧、職場倫理、人際關係

04-23692550

0927-834130

E-mail：

warmwarm123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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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約

現職：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學歷：

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博士

專業領域：

勞動與就業關係、職場霸凌、人力資源、就業安全、

勞動政策與主法

02-29387411

E-mail：

cycheng@ncc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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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cschuang@yun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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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511888轉2011

0919-008549

E-mail：

chiu.dyu88＠gmail.com

張琇妃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職災個案管理員

專業領域：職業災害相關

04-7532508

0972-883012

E-mail：

chf93@email.chcg.gov.tw

林珮如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職災個案管理員

專業領域：職業災害相關

04-7532509

0963-585708

E-mail：

d681058@email.chcg.gov.tw

王國華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副教授

專業領域：職業安全衛生、職業災害預防與補償

02-28610511 # 29521

0935-385349

E-mail：

kuohuawang@yahoo. com.tw

張婉玲

現職：朝陽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助理教授

專業領域：人力資源規劃、社會保險、我國退休金制

度、職業災害保險、員工團體保險

04-23323000轉7265

0963-216780

E-mail：

wlchang@cyut.edu.tw

黃浩君
現職：嘉義市政府勞工科

專業領域：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

05-2254185

0927-993278

E-mail：

haugeng001@ems.chiayi.gov.tw

(二)勞動基

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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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元良

現職：修平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講師

學歷：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博士班

經歷：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TTQS輔導顧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共通核心職能講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企業人力提升/小型企業人力提

升計畫

空中大學課程講師

中彰投區勞動力發展策略聯盟虛實平台為運計畫經理

就業服務、職能分析、探索教育、領袖共識營、組織

行為

04-24961100

04-24520118

0918-050204

E-mail：

rodliao@gmail.com

許英義

學歷：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研究所碩士、世新大學法律

學系

經歷：勞動事件法勞動調解委員、勞動部認證勞資爭

議獨任調解人、勞動部入廠建構企業內勞資雙贏夥伴

關係機制講師暨助教、全國產職業總工會秘書長、台

北市工人總工會副秘書長、臺灣勞工大聯盟總工會執

行長、彰化縣網路平台外送員職業工會理事長、彰化

縣勞資關係服務協會秘書長

專業領域： 工會組織的未來發展及經營策略、勞資

爭議處理法概述、勞保年金改革規劃簡介、團體協約

法與協商實務、勞動事件法簡介

 0987-792103

E-mail：hsuyin0531@gmail.com

林建良

現職：修平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學歷：

美國阿肯色大學工業教育人資所博士

經歷：

院)：性別關係、求職技巧、職場倫理、人際關係

04-23692550

0927-834130

E-mail：

warmwarm1230@yahoo.com.tw

許英義

學歷：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研究所碩士、世新大學法律

學系

經歷：勞動事件法勞動調解委員、勞動部認證勞資爭

議獨任調解人、勞動部入廠建構企業內勞資雙贏夥伴

關係機制講師暨助教、全國產職業總工會秘書長、台

北市工人總工會副秘書長、臺灣勞工大聯盟總工會執

行長、彰化縣網路平台外送員職業工會理事長、彰化

縣勞資關係服務協會秘書長

專業領域： 工會組織的未來發展及經營策略、勞資

爭議處理法概述、勞保年金改革規劃簡介、團體協約

法與協商實務、勞動事件法簡介

 0987-792103

E-mail：hsuyin0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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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chiu.dyu88＠gmail.com

(四)性別工

作平等

(三)會議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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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良

現職：修平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學歷：

美國阿肯色大學工業教育人資所博士

經歷：

院)：性別關係、求職技巧、職場倫理、人際關係

04-23692550

0927-834130

E-mail：

warmwarm1230@yahoo.com.tw

許儷絹

現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曾開過的課程：情緒與意識、心理學、病人關懷與實

踐、服務學習、助人行為、溝通理論與技巧

經歷：中國醫藥大學心理輔導組組長、中國醫藥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服務學習課程績優教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PBL小組委員、中國醫藥大學全

校PBL課程推動小組委員、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才庫、內政部性侵害或性騷擾

防治種子師資、教育部中綱計畫之醫學人文核心團隊

04-22053366 #1809

0921-612604

E-mail：

lchsu@mail.cmu.edu.tw

楊雯惠

現職：修平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主任

專業領域：人力資源管理、就業服務、教育訓練規劃

與課程實施、團隊訓練、簡報技巧、溝通技巧、生涯

規劃、情緒管理、員工福利

04-24961100#2399

0937-580459

E-mail：

micoyang@hust.edu.tw

廖元良

現職：修平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系講師

學歷：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博士班

經歷：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TTQS輔導顧問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共通核心職能講師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企業人力提升/小型企業人力提

升計畫

空中大學課程講師

中彰投區勞動力發展策略聯盟虛實平台為運計畫經理

就業服務、職能分析、探索教育、領袖共識營、組織

行為

04-24961100

04-24520118

0918-050204

E-mail：

rodliao@gmail.com

(四)性別工

作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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