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年齡 性別 學歷 經歷 現任職務 專長 勞資關係之處理經驗 遴聘日期

1 黃馨慧 49 女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大

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

科

律師、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

業基金諮詢管理會第九屆委

員

律師 勞動法令、日文

勞資爭議案件訴訟代理

人、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法律諮詢義務律師

100年5月1日

2 陳文靜 56 女 輔仁大學法律系 律師 律師 勞資爭議協調、訴訟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法律

諮詢律師、勞資爭議案

件訴訟代理人

100年9月13日

3 葉建廷 50 男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

究所
律師 律師 勞動法令、民刑法、商事法

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委員、勞資爭議案件訴

訟代理人、臺北市政府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100年11月25日

4 林俊宏 43 男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

研究所
勞資爭議處理、法律訴訴等 律師 法律訴訟、勞資爭議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會委員、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法律諮詢義

務律師

100年5月1日

5 沈以軒 42 男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研

究所
律師 律師 勞動法令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法律

諮詢律師、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

100年5月1日

6 林美倫 63 女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系
律師、臺北市議會第7屆議

員
律師 民事訴訟、政府採購法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勞資爭議案件

訴訟代理人

100年5月1日

7 林至偉 49 男
輔仁大學法律系財經

法學組

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助理、監

察院約聘專員、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專員

律師
民、刑事法、勞動法令、傳

播法、電信法、行政法

勞資爭議案件訴訟代理

人
100年5月1日

8 李旦 65 男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

律研究所

世界法律專利商標事務所律

師、中華郵政工會法律顧

問、臺灣自來水產業工會法

律顧問、全國總工會法律顧

問

律師
民、刑事法、勞動法、智慧

財產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

調解委員、勞資爭議案

件訴訟代理人

100年5月1日

9 郭怡青 49 女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

所翻譯班中日文組
德臻法律事務所 律師 勞動法令

律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

師、財團法人民間司法

改革基金會辦公室主

任、財團法人法律扶助

基金會法務處主任

103年5月1日

10 陳豪杉 46 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振道法律事務所 律師 民、刑事訴訟
時代法律事務所律師律

師
103年5月1日

11 劉師婷 57 女
輔仁大學法律系財金

法學組暨法律研究所
旭婷聯合法律事務所 律師

民、刑事訴訟、行政爭訟、

政府採購、國家賠償、營

建、工程案件、仲裁及非訟

事件

勞動部不當勞動裁決委

員、臺北市勞工權益基

金審核委員、臺北市及

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仲

裁委員、仲裁人、調解

委員、調解人

103年12月17日

12 朱瑞陽 48 男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博

士

國巨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

國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普華商務法律事

務所資深律師、資誠會計師

事務所稅務法務服務部協

理、臺北律師公會勞動法委

員會委員、勞資關係協進會

調解人、新北市政府第二屆

勞資爭議主任仲裁委員暨獨

任仲裁人、勞資爭議調解人

/委員

律師

個人資料保護法、勞工法、

電子商務法、智慧財產權

法、稅法

太子汽車退休員工計百

餘人強制執行/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精英電腦集團

/慶豐商業銀行/瑞典商

索尼行動通訊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臺灣樂金化學

股份有限公司等勞資爭

議案訴訟代理人

105年3月28日

13 李瑞敏 45 女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

明理法律事務所、臺北律師

公會勞動訴訟專題演講講

師、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

認證講座、調解人複訓講

師、勞動部、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新竹縣勞工處、勞資關係協

進會、苗栗縣勞資關係協會

等勞動法令講座、新北市政

府勞工局調解人/委員、臺

北律師公會勞動法委員會委

員、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義務

諮詢律師

律師 勞動法暨訴訟

任職明理法律事務所十

餘載辦理勞動訴訟方面

數量於專業網站評律網

友統計資料可供查詢，

集體勞資爭議部分協助

重大勞資爭議案例如渣

打銀行併入竹商銀後首

次團協簽署之協助、中

華航空與工會事務之協

助等。

105年3月28日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人名冊

1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oasislaw.com.tw/Professional_detail.aspx%3FID%3Ddd18e3a6-d281-4fff-b5d6-1bd502d42b3e&sa=U&ei=VKddU66_B8KpkAX-yIDQAw&ved=0CCEQFjAA&usg=AFQjCNEEQi-pRr0zjv6et5T8kNUlsaVqIQ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oasislaw.com.tw/Professional_detail.aspx%3FID%3Ddd18e3a6-d281-4fff-b5d6-1bd502d42b3e&sa=U&ei=VKddU66_B8KpkAX-yIDQAw&ved=0CCEQFjAA&usg=AFQjCNEEQi-pRr0zjv6et5T8kNUlsaVqIQ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oasislaw.com.tw/Professional_detail.aspx%3FID%3Ddd18e3a6-d281-4fff-b5d6-1bd502d42b3e&sa=U&ei=VKddU66_B8KpkAX-yIDQAw&ved=0CCEQFjAA&usg=AFQjCNEEQi-pRr0zjv6et5T8kNUlsaVqIQ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oasislaw.com.tw/Professional_detail.aspx%3FID%3Ddd18e3a6-d281-4fff-b5d6-1bd502d42b3e&sa=U&ei=VKddU66_B8KpkAX-yIDQAw&ved=0CCEQFjAA&usg=AFQjCNEEQi-pRr0zjv6et5T8kNUlsaVqIQ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oasislaw.com.tw/Professional_detail.aspx%3FID%3Ddd18e3a6-d281-4fff-b5d6-1bd502d42b3e&sa=U&ei=VKddU66_B8KpkAX-yIDQAw&ved=0CCEQFjAA&usg=AFQjCNEEQi-pRr0zjv6et5T8kNUlsaVqIQ


編號 姓名 年齡 性別 學歷 經歷 現任職務 專長 勞資關係之處理經驗 遴聘日期

14 張哲熙 54 男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科

(中國大陸法律碩士班)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協理、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聘用組員
商 勞動法、民法

瑞聯航空歇業認定/自來

水處與產業工會績效獎

金調解案/中影公司解僱

案/亞歷山大公司歇業工

資墊償案/百音電子公司

大量解僱案、臺灣三永

公司資遣案/正義公司大

量解僱案等承辦人

105年3月28日

15 黃小瑩 64 女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

臺灣高等法院書記官、臺灣

高等法院、臺北、士林、新

竹、桃園、金門等地方法院

法官、庭長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法律事務

臺灣高等法院勞工法庭

法官、士林地方法院勞

工法庭法官兼庭長

100年5月1日

16 鄭津津 57 女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法

學院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勞動法令、勞動政策、勞資

爭議處理、性別平等、就業

歧視防治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100年5月1日

17 李洙德 53 男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

術研究所博士班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會計資料

系主任、興國管理學院助理

教授

副教授 民法、勞動法令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
100年5月1日

18 紀振清 64 男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

系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勞動法、行政法、商事法、

智慧財產權法、傳播法

中國時報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室主任、勞資會議

及協商代表、仲裁協會

仲裁人、高雄市政府採

購爭議審議申訴委員會

103年5月1日

19 彭雪玉 73 女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助理教

授
助理教授

勞資關係、人力資源管

理、社會保障制度、勞

動法制實務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
101年3月30日

20 謝榮堂 58 男
德國曼海姆大學法學

院
文化大學法學院教授 教授 社會法、勞動法、行政法

德國D&J法律事務所自

由合夥人暨資深顧問、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兼任

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

家發展所兼任教授、教

育部法規會委員

103年5月1日

21 黃鼎佑 52 男
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

學法律學院
開南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勞動法、社會保險法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
103年5月1日

22 韓仕賢 52 男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

究所

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秘書

長、中華電信工會副總幹

事、彰化銀行工會總幹事、

臺灣立報記者

全國金融業工會

聯合總會秘書長
勞動法令、勞資關係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委員、桃園縣政

府勞資爭議仲裁委員

100年5月1日

23 王耀梓 75 男
基隆私立光隆商業職

業學校商科

臺北市輔佐人協會理事長、

基隆客運產業工會常務理

事、桃園縣群眾協會理事長

桃園縣群眾協會

理事長
勞資爭議處理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桃園縣政府勞

資爭議調解委員、新北

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員

100年5月1日

24 楊國楨 62 男 瑞芳國中
東元電機技術士、工作傷害

受害人協會

工作傷害受害人

協會專員
勞資爭議處理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委員、臺北市就

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

100年5月1日

25 賴吳明 69 男
私立德明行政管理專

科學校普通行政

臺灣省造紙產業工會聯合會

常務理事、全國總工會理

事、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

士林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產業

工會常務理事、臺北市勞資

爭議輔佐人協會理事長

臺北市產業總工

會法規組組長、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資爭議處理

士林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工會常務理事、臺

灣省造紙產業工會聯合

會常務理事、全國總工

會理事、全國產業總工

會理事、勞資關係協會

協調員

100年5月1日

26 徐卿廉 66 男
國立政治大學法制研

究碩士班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科員、編

審、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科

長、勞動檢查處主任秘書、

職業訓練中心主任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資爭議處理、勞動法、民

刑法及行政法規

勞資爭議處理案件承辦

人、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勞動基準科科長

100年5月1日

27 王惠群 69 男
中原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檢查員、

技正、科長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動法令、勞動檢查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會委員
100年5月1日

28 劉政雄 82 男
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

校電機工程科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動檢查

處檢查員、技正、科長、臺

灣重大意外防治協會研究員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動檢查、勞資爭議調解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會委員
100年5月1日

29 劉英瑞 80 男
國立海洋大學航運管

理系

臺北市中正（古亭）區公所

課員、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股

長、專員、視察、科長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工行政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會委員、臺北市

營造職業工會總幹事

100年5月1日

30 呂基榮 64 男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輔導員、

股長、專員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資爭議處理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輔導

員、股長、專員
10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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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李丕吉 73 男
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

學史陶分校安全系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檢察員、

技正、科長、秘書、臺灣重

大工業意外防治協會計量總

監、臺灣安全研究處教育學

會處長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職業安全/衛生

臺北市政府勞工職業疾

病認定小組委員、臺北

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員會委員

100年5月1日

32 沈美娜 68 女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

究所

基隆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

員、臺北市政府勞工局科

員、輔導員、股長、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就業服務中心站

長、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動法令、勞資爭議處理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會委員、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科員、輔導

員、股長、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調解委員

100年5月1日

33 黃治國 66 男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行

政碩士班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外勞事務

暨勞資爭議股長、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食品醫政藥政菸害

防治以及疾病管制股長、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餐理髮美

髮美容技能檢定衛生監評委

員、社團法人臺北市樂活健

康促進協會理事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民、刑法及行政法規、就業

服務法、外勞事務、公共衛

生、食品衛生管理、營業衛

生管理規則、勞資爭議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會委員、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中餐理髮美

髮美容職類技能檢定衛

生評鑑委員、臺北市樂

活健康促進協會理事

101年8月17日

34 康長健 65 男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

究所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系學系

兼任講師

勞資關係協進會

秘書長

國際勞動法、集體協

商、勞資爭議
勞資關係協進會秘書長 100年5月1日

35 黃文鐘 66 男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

院公共行政所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動基準

科股長、科長、臺北市勞動

檢查處主任秘書、副處長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動法令、勞動檢查

臺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委員
102年3月4日

36 吳海燕 62 女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

究所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專門委

員、臺北市政府勞工教育中

心主任、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科員、股長、科長、府會聯

絡人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動法令、勞資爭議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調解

人/委員、中華民國勞

資關係服務協會副理事

長

102年3月8日

37 張宏彬 54 男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勞

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東森電視新聞部副理、基因

改造整合傳播總經理、臺中

廣播公司處長、勞資關係協

進會調解人、新北市政府勞

工局講師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資爭議處理、勞資關係促

進

威爾斯美語連鎖補習班/

學承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勞方代理人、臺北市南

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企業工會調解委員

105年3月28日

38 古松茂 77 男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公

務人員教育訓練中心

公共行政碩士研究班

勞動部工會輔導科薦任科

員、勞資爭議科專員、勞資

爭議科科長、勞資處專門委

員

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調解人/委員
勞動法令及勞資關係處理

勞動部工會輔導科薦任

科員、勞資爭議科專

員、勞資爭議科科長、

勞資處專門委員

104年4月2日

39 林垕君 49 女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

際整合研究所
嘉德法律事務所 律師

民事訴訟、行政爭訟、勞動

法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議調

解委員、臺灣鐵路工會

研究組專員、臺北縣產

業總工會秘書/秘書長

105年8月18日

40 古宏彬 47 男 臺北大學法律系 古宏彬律師事務所 律師 勞動法、不動產交易糾紛

臺北地方法院調解委

員、臺北地方法院簡易

庭調解委員、新北市政

府勞工局仲裁人/仲裁委

員/調解人/調解委員、

基隆市政府勞工處調解

委員

105年8月18日

41 葛百鈴 46 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

究所
明理法律事務所 律師 勞動法

長榮航空公司資遣案、

中華印管公司資遣案及

中國廣播公司資遣案訴

訟代理人

105年8月18日

42 程立全 39 男 輔仁大學法律系
大恆國際法律事務所、惟理

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集體勞資關

係、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

約關係、民刑事

漢邦法律事務所法務、

恆煜國際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專員、新竹縣總工

會講師

105年8月18日

43 許雅婷 41 女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

企業管理研究所
國巨律師事務所 律師

人資及勞動法令、公司經營

爭議

大同工會代扣會費及家

扶工會會員解僱案件訴

訟代理人

105年8月18日

44 吳俊達 43 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

究所
聯誠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集體勞資關

係、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

防治、職場霸凌、特殊勞動

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運輸

業及醫療服務業勞動條件、

民刑事

國鼎法律事務所律師、

聯誠國際法律事務所律

師

105年8月18日

45 楊景勛 46 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聯誠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集體勞資關係、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事

謝政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105年8月18日

46 黃紘勝 42 男 輔仁大學法律系 經兆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金融保險業

勞動條件、民刑事、強制執

行法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法務室專員
10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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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程居威 39 男 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

宇恆法律事務所、寰瀛法律

事務所、臺北市重建運用處

諮詢律師、勞動法推廣協會

調解人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集體勞資關係、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特定性勞動條件、特殊

勞動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

民刑事

宇恆法律事務所、寰瀛

法律事務所、臺北市重

建運用處諮詢律師、勞

動法推廣協會調解人

107年1月10日

48 初泓陞 38 男 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 恆旭森隆商務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集體勞資關係、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特定性勞

動條件（醫療服務業、大眾

傳播業）、特殊勞動契約約

定或契約關係、民刑事

寰瀛法律事務所律師 107年1月10日

49 葉玟妤 57 女 臺灣大學法律系

中時集團研究員、資策會研

究員、臺灣大哥大集團法律

法規經理、大成臺灣律師事

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特定性勞動條件、特殊

勞動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

民刑事、智慧財產權關係

勞動法權益促進會調解

人、勞動法推廣協會調

解人

107年1月10日

50 詹素芬 46 女
W&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法律研究所
詹素芬律師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集體勞資關係、民刑事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

委員
107年1月10日

51 陳淑綸 44 女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臺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總

幹事、臺北市政府環保局工

會秘書/總幹事

臺北市產業總工

會秘書/總幹事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集體勞資關係、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特定性勞動條件（大傳

業）、公部門勞動關係

臺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

總幹事、臺北市政府環

保局工會秘書/總幹事

107年1月10日

52 王嘉琪 39 女
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

律學研究所

嘉衡法律事務所、寰瀛法律

事務所、萬國法律事務所、

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

生研究所研究助理、有澤法

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約關

係、民刑事

寰瀛法律事務所、萬國

法律事務所、臺灣大學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

究所研究助理、有澤法

律事務所

107年1月10日

53 白丞堯 34 男 東吳大學法律系

恆旭森隆商務法律事務所、

松濤法律事務所、桃園地方

法院訴訟輔導及公設辯護

人、立勤國際法律事務所合

署律師、丞堯法律事務所主

持律師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集體勞資關

係、職業災害、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事

松濤法律事務所、桃園

地方法院訴訟輔導及公

設辯護人、立勤國際法

律事務所合署律師、丞

堯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107年5月22日

54 蔡菘萍 36 男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

研究所

勝綸法律事務所、陳俊隆律

師事務所、路易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性別工作平等、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事

陳俊隆律師事務所、路

易法律事務所
107年5月22日

55 邱靖棠 39 男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

民法組

勝綸法律事務所、中西國際

法律事務所、植根法律事務

所、宇恒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約關

係、對運輸業較熟悉、民刑

事

中西國際法律事務所、

植根法律事務所、宇恒

法律事務所

107年5月22日

56 陳明政 36 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

究所

惇安法律事務所、勝綸法律

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

惇安法律事務所、勝綸

法律事務所
107年5月22日

57 王燕杰 51 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

劇系
公共電視工會

公共電視工會理

事

個別勞動條件、集體勞資關

係、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公部門勞動關係、特殊

勞動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

對大傳業較熟悉、民刑事

公共電視工會 107年5月22日

58 黃玟錡 41 女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法

律系

衡律法律事務所、瀛睿法律

事務所

衡律法律事務所

律師
性別工作平等、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事

衡律法律事務所、瀛睿

法律事務所
107年10月5日

59 蔡岳洲 45 男 高雄大學法律系

永昌法律事務所、六合法律

事務所、仲理國際法律事務

所、品律法律事務所

品律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特殊勞動

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

事

合法律事務所、仲理國

際法律事務所、品律法

律事務所

107年10月5日

60 蔡家瑋 51 男
輔仁大學法律系研究

所

約瑟爵濱國際法律事務所、

建智法律事務所
律師事務所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事

約瑟爵濱國際法律事務

所、建智法律事務所
107年10月5日

61 李佑均 35 男
臺灣大學科技整合法

律學研究所

勝綸法律事務所、寰瀛法律

事務所、有澤法律事務所

有澤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事

寰瀛法律事務所、有澤

法律事務所
107年10月5日

62 林富豪 35 男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

系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

人員、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

審查員、勞動部法務司研究

員、福匯律師事務所

德霖謙煦法律事

務所

個別勞動條件、集體勞資關

係、職業災害、職業安全衛

生、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

約關係、公部門勞動關係、

民刑事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行政人員、勞工保險監

理委員會審查員、勞動

部法務司研究員、福匯

律師事務所

107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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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詹傑翔 35 男
政治大學法律科技整

合研究所

拳能法律事務所、理律法律

事務所
拳能法律事務所

個別勞動條件、集體勞資關

係、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

約關係、對運輸業、醫療服

務業、大傳業及運動健身競

技業較熟悉、民刑事

理律法律事務所 107年10月5日

64 蔡瑞宗 63 男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

係研究所碩士

中興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亞力山大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亞大世貿有限公司

大千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顧問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集體勞資關係、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

約關係

嘉義縣社會局、勞動

部、新北地方法院、桃

園地方法院

109年6月1日

65 劉昌坪 45 男
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
理律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
理律法律事務所 109年6月1日

66 何美滿 55 女 國立臺北商專

中華勞動法權益維護促進會

秘書⻑、中華勞動法推廣協

會、人力資源管理顧問獵才

高階顧問、東森購物百貨行

動商務部主管、百貨量販零

售服務通路商品部主管、日

本象印營業部協理

中華民國勞資關

係服務協會調解

人、臺北市政府

調解人/調解委

員

個別勞動條件、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職業災

害、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性

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

治、職場霸凌

司法院勞動事件法調解

委員、臺北市政府勞資

爭議調解人/調解委員、

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人/調解委員、新北市

勞資調解協會調解人、

勞資關係服務協會調解

人、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勞資關係服務諮詢

109年6月1日

67 黃愛真 57 女
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碩士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專門委員

及科長、臺北市政府勞動檢

查處副處長

臺北市政府調解

人/調解委員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專門

委員、臺北市勞動檢查

處副處長、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勞動基準科科長/

就業安全科科長/外勞科

科長/勞動局法制秘書、

勞檢處法制秘書

109年12月28日

68 張志銘 59 男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

學院公共政策碩士

臺北地方法院、南投縣農業

勞工職業工會、高雄都總工

會

臺北地方法院調

解委員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性別工作平等、公部門勞動

關係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調解

委員、南投縣政府社勞

處調解委員、臺北地方

法院調解委員

109年6月1日

69 詹昭全 61 男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

區域研究所法律組博

士

立法委員辦公室、社團法人

臺灣勞工發展協會、社團法

人臺灣和諧社會福利事業協

會

社團法人臺灣和

諧社會福利事業

協會理事長

集體勞資關係、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

約關係、公部門勞動關係、

民刑事

立法委員辦公室主任及

顧問、社團法人臺灣勞

工發展協會秘書長及產

頭課程授課講師

109年6月1日

70 楊軒廷 41 男

私立東吳大學法學院

中國大陸法研究所碩

士

宸軒兩岸法律事務所、楊軒

廷兩岸律師事務所、瀛睿律

師事務所、大壯法律地政聯

合事務所

宸軒兩岸法律事

務所所長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約關

係、民刑事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

會審查委員
109年6月1日

71 林淑華 68 女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

學士

臺北市政府法規會、臺北市

政府法務局副局長
退休公務員 性騷擾防治、民事 略 109年6月1日

72 周逸濱 40 男

臺北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中央大學營建

管理研究所碩士

仲裁協會、新北市政府城鄉

發展局、證券暨期貨發展基

金會、衛生福利部

威律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及所長

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防

治、職場霸凌、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公部門

勞動關係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

會議種子人員、双榜法

律事務所律師、威律法

律事務所、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榮譽律師

109年6月1日

73 蕭明文 60 男
中國海事專科學校航

運管理科

宏高船舶貨運承攬股份有限

公司、美商大都會國際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新金

控臺新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

公司

欣臺保險經紀人

股份有限公司業

務總監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集體勞資關

係、性別工作平等、特殊勞

動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協調

人及調解委員、新北市

政府勞工局調解人、勞

資關係協進會協調人及

調解人、勞資關係服務

協會調解人

109年6月1日

74 樊君泰 51 男 銘傳大學法律系學士
德恭法律事務所、祜法法律

事務所

祜法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民刑事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法律

服務諮詢律師、德恭法

律事務所律師、祜法法

律事務所律師

109年9月1日

75 黃淑惠 62 女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

係學系研究所碩士

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員、新竹地方法院勞動事件

法勞動調解委員、桃園市政

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全國駕駛員職業

總工會秘書長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集體勞資關

係、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

防治、職場霸凌、特殊勞動

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公部

門勞動關係、民事、對特定

行業勞動條件較熟悉

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人、新竹地方法院勞

動事件法勞動調解人、

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人

109年9月1日

76 李協旻 39 男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

士

立尹法律事務所、敬業國際

法律事務所、永曜法律事務

所

恩鼎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民刑事

立尹法律事務所律師、

敬業國際法律事務所律

師、永曜法律事務所律

師

109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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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楊文芷 50 女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

究所碩士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動檢查

處、明新科技大學人事室、

國立空中大學

明新科技大學人

事室組員

個別勞動條件、集體勞資關

係、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

防治、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

契約關係、民刑事、對特定

行業勞動條件較熟悉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動

檢查處約聘檢查員
109年9月1日

78 匡伯騰 40 男 世新大學法律系學士
臺北地方法院法警、昪正國

際法律事務所

昪正國際法律事

務所合署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民刑事

昪正國際法律事務所律

師
109年9月1日

79 楊智全 40 男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

楊智全律師事務所、莊正法

律事務所、經緯法律事務

所、立詳法律事務所

立詳法律事務所

律師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集體勞資關

係、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

防治、職場霸凌、特殊勞動

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公部

門勞動關係、民刑事、對運

輸業、餐飲業、人力派遣業

較熟悉

新北市勞資調解協會調

解人
109年9月1日

80 陳麗文 40 女
University of Liiinois

Master of Laws

宏道法律事務所、金典法律

事務所、最高法院

宏道法律事務所

合署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民刑事

宏道法律事務所合署律

師
109年9月1日

81 鍾昀樺 52 女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

係學系碩士班碩士

司法院勞動調解委員、中壢

社區大學、新北勞工大學

新北市陶瓷工會

業務主辦
個別勞動條件

新北市勞資調解協會調

解人
109年9月1日

82 洪偉修 36 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碩士

勝綸法律事務所、英智國際

法律事務所、永然聯合法律

事務所

勝綸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集體勞資關

係、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

防治、職場霸凌、特殊勞動

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公部

門勞動關係、民刑事

法律扶助基金會勞動專

科律師
109年9月1日

83 廖家宏 46 男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

理與保險學研究所（

法律組）碩士

宏誠法律事務所、廖家宏律

師事務所

宏誠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集體勞資關

係、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

防治、職場霸凌、特殊勞動

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公部

門勞動關係、民刑事、對保

險業較熟悉

新北市政府第4屆勞資

爭議調解委員
109年9月1日

84 余岳勳 41 男
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

碩士

世邦國際企業集團、香港商

賽維特保險公證人有限公

司、永振國際法律事務所

永振國際法律事

務所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集體勞資關

係、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

防治、職場霸凌、特殊勞動

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

事

世邦國際企業集團人

資、永振國際法律事務

所律師

109年9月1日

85 魏敬峯 41 男
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

林金發律師事務所、英商麥

理倫國際公證有限公司、永

振國際法律事務所

永振國際法律事

務所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集體勞資關

係、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

防治、職場霸凌、特殊勞動

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

事

永振國際法律事務所律

師
109年9月1日

86 周嘉鈴 46 女
國立臺灣大學科技整

合法律研究所碩士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銓律國際法律

事務所、中華開發資本股份

有限公司

嘉理國際法律事

務所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性別工作平

等、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

約關係、民刑事

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

師
109年9月1日

87 林俊佑 49 男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所

民商法學組碩士

臺灣花蓮地方檢查署、大壯

法律事務所

萬幣熙國際法律

事務所主持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事

大壯法律事務所律師、

萬幣熙國際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109年9月1日

88 林建銘 48 男
國立中央大學人力資

源研究所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

商學系、新北市勞資權益維

護促進會

新北市勞資權益

維護促進會調解

人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集體勞資關係、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

約關係、公部門勞動關係、

民刑事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

與諮商學系兼任講師、

新北市勞資權益維護促

進會調解人、傑報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

部經理

109年9月1日

89 張雯婷 39 女
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系

學士
章沛法律事務所

章沛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防

治、職場霸凌、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公部門

勞動關係、民刑事

章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

師、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調解人

109年9月1日

90 楊皓宇 38 男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

係學系學士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安益國

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

勞資關係服務協

會監事

個別勞動條件、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公部門

勞動關係、對金融保險業較

熟悉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業務

促進員、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聘用組員

109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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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翁瑋 35 女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

律研究所碩士

瑋燁法律事務所、智理國際

專利商標事務所

瑋燁法律事務所

所長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集體勞資關係、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特殊勞動

契約約定或契約關係、公部

門勞動關係、民刑事、對金

融業、運輸業、醫療服務

業、社會福利業較熟悉

法律扶助基金會勞工專

科律師、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法律諮詢律師、桃

園新竹地方法院勞動調

解委員

109年9月1日

92 施怡君 52 女
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

總統府、志揚法律事務所、

智惟法律事務所

智惟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防

治、職場霸凌、特殊勞動契

約約定或契約關係、民刑事

智惟法律事務所律師 109年9月1日

93 陳瑞敏 51 女
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

勞工立法行政組碩士

理律法律事務所、臺北地方

法院勞動調解委員、新北地

方法院勞動調解委員

理律法律事務所

資深法務專員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集體勞資關係、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

約關係、對非典型勞動、外

人聘僱及管理較熟悉、民刑

事

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法

務專員、臺北地方法院

勞動調解委員、新北地

方法院勞動調解委員

109年9月1日

94 張衞航 44 男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

先進法律事務、時代法律事

務所、鼎承法律事務所

鼎承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特

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約關

係、民刑事

先進法律事務律師、時

代法律事務所律師、鼎

承法律事務所律師

109年9月1日

95 吳柏儀 36 女 東吳大學法律系學士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華得聯

合法律事務所、祥智法律事

務所

祥智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約關

係、公部門勞動關係、民刑

事、家事訴訟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欠稅

大戶清理專案臨時人

員、華得聯合法律事務

所受雇律師、祥智法律

事務所律師

109年9月1日

96 錢佳宜 38 女
景文科技大學資訊管

理

肉多多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新北市勞資權益維

護促進會、新北市刻印職業

工會

略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防

治、職場霸凌

肉多多全球股份有限公

司人資專員、社團法人

新北市勞資權益維護促

進幹事

109年9月1日

97 鄧力瑋 41 男
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學

士

臺北縣政府勞工局、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新北市政府
略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集體勞資關係、性別工作平

等、性騷擾防治、職場霸

凌、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

約關係、公部門勞動關係、

民刑事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聘用

組員、新北市政府勞資

爭議調解人

109年9月1日

98 張雲翔 36 男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

系學士

宇恒法律事務所、新北市勞

工大學、大尹法律事務所
律師

個別勞動條件、職業災害、

性別工作平等、性騷擾防

治、特殊勞動契約約定或契

約關係、民刑事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諮詢

律師、宇恒法律事務所

律師、大尹法律事務所

律師

109年9月1日

99 王曼萍 72 女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臺北市

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訴願委員

個別勞動條件、其他（行政

法）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臺

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

會

11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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