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間表 -�⼯關��政�

��報�中的�⽔⼩���⾯�點  
                                 

2022�動學�交�研討會

08：40 - 09：15                   報到
09：15 - 09：35         開場�詞�⼤合照
09：35 - 09：50                 轉場�間 

   �間    發表⼈            發表題⽬                 主�⼈    評論⼈      

�津津 王�祥

                  我國�⽴就服��就�服�員�
                  動�益�障之研�                                                                         
                  �討我國���關正式��⼈員
 �庭�     �約��⼈員�動�益之�異-
                  �約��動檢�員為�                                    

            
                  

林良�王�祥

09:50-          
10:05                        
10:05-
10:20    

                                                                                               
10:35-
10:50                   

11:00-
11:15                                                                                

    
                                                                               
11:30-
11:45              
11:45-
12:00              

上午場�代碼A1

10:50-
11:00       

休息�間       

上午場�代碼A2

12:00-
13:00       

林宇⼒     台灣�師臨場服�法制研析

    �⼀場�評論�回應

呂欣�     ⽇本���⼯法制之研�

�⼆場�評論�回應

休息�間

�師 �師

�師�師

                                                                          
11:15-
11:30                  

                
10:20-
10:35
                                                                                                              

許書�       
林怡君                         

                 �主實���預防��訓練的義
楊�凱     ���⾏-臺�⾼�⾏政法院108
                 年度�字�383�判�評�             

��璇                                                                      

   �間    發表⼈            發表題⽬                 主�⼈    評論⼈      



議��間表 -�⼯關��政�

個⼈⼯作者的���動���之        
法政�研�-�⽇本法為借鏡                     

2022�動學�交�研討會

   �間    發表⼈            發表題⽬                 主�⼈    評論⼈      

林良�

�兆昱

劉�棟

劉梅君

13:00-          
13:15                                                                                                                                  

下午場�代碼A3

14:00-
14:25       

休息�間       

下午場�代碼A4

16:10-
16:20       

    �三場�評論�回應

�四場�評論�回應

休息�間

�師

�師

�署⻑

�師

                
13:30-
13:45                                                                                                           

14:25-
14:45       

疫�下的�盟�動市場變�-�
性別視⾓為��核⼼                    

疫�下我國照�服�⼈⼒�求�

思��動�件之�討                    

                    
13:15-
13:30                    

                    
13:45-
14:00                    

�主���動基準法�38��2
項之�定�準−�⾼⾏政法院

109年度上字�111�判�評�                 

���

�依倫

鍾欣�

陳��
洪�容

�師

、

14:45-          
15:00                                                                                                                                
15:00-          
15:15                                                                                                                                  
15:15-          
15:30                                                                                                                                  
15:30-          
15:45                                                                                                                                  

�休銀�⼈才在�社�就�活⽤

�實踐�徑可�性之初�                    

�⼼障�者就�困境之�討−�

唐⽒症者為�                   

�重兼�斜槓�年的�動�件�

就�困境��就��定性之�討                   

疫�下對我國家庭照�⼈⼒產⽣

之衝擊                   
15:45-
16:10       

、

劉���

�師

張�真

�堃寧

�君�

洪��

16:20~       頒發��論⽂�閉�             

   �間    發表⼈            發表題⽬                 主�⼈    評論⼈      



議��間表 -⼈⼒�源

2022�動學�交�研討會

08：40 - 09：15                   報到
09：15 - 09：35         開場�詞�⼤合照         (於A場��⾏)
09：35 - 09：50                 轉場�間 

   �間    發表⼈            發表題⽬                 主�⼈    評論⼈      

林淑�

��憶

林淑�

���

09:50-          
10:05                        
10:05-
10:20    

                                                                                               
10:35-
10:50                   

上午場�代碼B1

10:50-
11:00       

休息�間       

上午場�代碼B2

12:20-
13:20       

��⼈⼯智�之企�員⼯科技�

⼒�成⻑�求�⼯作�⾜之研�

    �⼀場�評論�回應

�疫��代下⼈�⼯作者在⼯

作設計所⾯臨的轉變�挑戰

�⼆場�評論�回應

休息�間

�師

�師

�師

�師

                                                                          
11:15-
11:30                  

                
10:20-
10:35
                                                                                                              

台灣��⼈⼒�源發展問題�對

�之研�                     

�討研發⼯�師之⼯作�性�組

織����對個⼈��⼒之影響-
��IC設計�司為�

、

�⽂�

�師

�⼼�

�家鴻

���

���

�顯勝

���

�線�對於員⼯�家衝���緒

��和��傾向之影響                     

�場中的抽�放��光之影響�

析                     

�ADDIE�式發展幼兒STEAM
專��師培訓計畫

11:00-
11:15       

11:30-
11:45       
11:45-
12:00       
12:00-
12:20       

陳弘軒

�翊�

許書�

劉�君

�顯勝

�⼦云

   �間    發表⼈            發表題⽬                 主�⼈    評論⼈      

、

�⽂�

�師



議��間表 -⼈⼒�源

世代性價值對中⾼��動者⾓⾊

拓展⾃我效��漸�式�休意願

關�之影響                     

2022�動學�交�研討會

   �間    發表⼈            發表題⽬                 主�⼈    評論⼈      

�瑞敏 �正玫

�瑞敏�正玫

13:20-          
13:35                                                                                                                                  

下午場�代碼B3

14:20-
14:40       

  �間     發表⼈            發表題⽬               主�⼈     評論⼈      

休息�間       

下午場�代碼B4

16:10-
16:20       

    �三場�評論�回應

�四場�評論�回應

休息�間

�師

�師�師

                
13:50-
14:05                                                                                                           

14:40-
14:50       

�討員⼯主動性⼈格對其��⼯

作���鑲嵌度之影響                    
�討�理⼈員⼈⼝變�對��訓

練的學�焦��⼯作訓練�意度

之影響                    

                    
13:35-
13:50                    

                    
14:05-
14:20                    

�討⼼理�約�⼯作�⾜���

�傾向之關�— �臨床�理⼈員
為�                

洪�勻

湯⼠毅

�⽂�

洪��

�⽂�

林�彤

�師

14:50-          
15:05                                                                                                                                  
15:05-          
15:20                                                                                                                                  
15:20-          
15:35                                                                                                                                  
15:35-          
15:50                                                                                                                                  

⼯作意義對中⾼�⼯作者�家增

益��休意願之影響                   

⼯�型��⼯作-家庭衝�關�之
�討— �我國�品製��員⼯為�                   

⼯作強度和⼯作倦怠對中⾼��

動者漸�式�休意願的影響                   

15-44歲�年⼈從事�海岸漁�⼯
作因素�討-�台灣南部��為�                   

15:50-
16:10       

�彥廷

�嘉�

陳冠豪

王��

16:20~
      

頒發��論⽂��閉�（於A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