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規劃
大學生畢業後，不論是就業的勞動者或創業的企業家，都難以避
免要接觸勞動法問題，勞動法知識形同是全體國民基本必備的實用性
學識素養。勞動法知識的普及傳播，有助於減少勞資糾紛、促進產業
和諧。惟目前國內勞動法教學多係針對法律專業領域（法官、律師的
執業需要）所安排的高度抽象化、理論化、以理論及邏輯為架構的觀
念性的智識訓練教材（intellectual exercise），其教授內容及方式，並
不適合於一般人。
有鑒於此，本課題提供具有本土法學實踐經驗、理論與案例
並重之網路教學，在教授方式上著重：
1.

提示相關勞動法議題核心且關鍵之理論要點及相關本土案例暨實
務見解（行政與司法）軌跡。

2.

讓非法律系學生從情、理、法等不同層面進行對話、思考及討
論，培養其獨立思考、應用法律、處理勞資爭議之知識素養。
亦即，針對不具備法律系專業背景之人士設計「翻轉」教

課程特色

學，在教材設計、授課內容、講解方式上，運用司法判決、新聞時
事、流行歌曲三種文本，均涉人情故事、能啟發人生感悟、延伸人生
道理探索的結構特性，由教師示範如何將法律專業知識「翻譯」、「轉
運」至生活運用。希望藉由學習者所熟知的文本（流行歌曲），以活潑
趣味的方式（唱 KTV；K 歌）引發學習者的閱聽興趣，培養出學習者
自主後續學習的動機與動力，進而普及社會大眾對勞動法知識的認識
與接觸。
歸納而言，本課程具有「微薄輕短小微巧妙」的特色：
1.

配合網路行動學習趨勢，學習單元採「輕薄短小」的教材設計。

2.

融合法律知識、流行歌曲、人生哲理、問題處理等不同層面，提供
「微巧妙」的解析內容，引發學習者的閱聽興趣、激發其思索創意。

3.

結合學習者熟悉喜愛的流行歌曲，為無法律專業的學習者營造親
和、親切及易親近的學習氛圍。

4. 媒合既有文獻資料，提供課後的延伸閱讀參考使用，另在作業設
計上亦鼓勵學習者自行蒐尋與特定學習單元相關之參考資料，進
行更深入的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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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無法律專業的學習者營造親和、親切及易親近的學習氛圍，使其
可利用行動裝置隨時隨地、隨心所欲的利用零碎時間進行勞動法知
識的學習與思考。

課程目標
2.

培養學習者透過流行歌曲的欣賞、勞資爭議司法判決或是新聞時事
的討論，找尋到問題點，習知相關規範知識，整理心得領悟、建構
意義，潛移默化其思考判斷與運用規範知識於實際生活的能力。

學習對象

1.

大學生

2.

已工作之在職人士、企業人士管理人員

3.

勞工行政業務執行人員

4.

所有對工作權益法律規範、職場生活人際互動問題感興趣者
本課程係針對無法律專業又有勞動學習需求者所設計，故修習者

先備知識

無需具備相關法律的先備知識。只需對閱聽歌曲會有感而發；以及能
上網查索資料、撰寫研讀心得與其他學習同儕對話討論者即可。

課程發展流程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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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影片使用素材智財授權說明
本課程將以簡報、實況情境影音、動畫呈現，內容與圖文均由本校課程教學團隊共同
製作完成。其課程涵蓋之相關圖文及多媒體素材將使用下列蒐集方式及授權模式：


創用 CC 授權：本課程素材除自行創作之外，主要來使用「創用 CC」之資源，所
引用素材皆會於使用畫面上或網站頁面標註來源及授權模式。



授權取得：課程內容所需之影像或內容，將於課程製作前徵求著作人或出版、代
理業者授權同意，並由本校智慧財產權所窗口-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協助進行授權合
約簽訂。



影像重製：若引用之影像素材均無授權使用或無法確定原創者來源，將由數位教
學組與資訊尖兵進行重新繪製，並交由本校智慧財產權所窗口-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進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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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用之方式，待資料蒐集完成或取得授權後，將全數提供至本校智慧財產
權所逐一審核，審核通過之教材，需由智慧財產權所窗口簽訂教材使用核准書後才
可接續製作單元課程。

應用模式
應用模式

融入學分課程應用

對象

翻轉教學

產學合作

大學生、社會人士


本教材可以大學生為對象，運用於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融入學分課程
應用，同時實施翻轉教學；

作法說明



本教材亦可以社會在職人事為對象，與企業人事管理、工會教育訓練
進行產學合作；



執行方法除了透過教材個別自主學習之外，也可以集體進行分別自主
學習後，再輔助實施實體的對話討論課程。

1.

豐富技職院校勞動法通識教育資源及管道
現行的「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1 條規定，技職校院辦理職業準備教育，其
專業課程得由學校與產業共同設計，建構合宜之課程安排，且兼顧學生職業倫
理之培養與職涯發展、勞動及技術法規之認識，並定期更新課程設計。惟目前
技職院校實際上普遍缺乏勞動法規的課程資源，本課程的網路教學教材可豐富
技職院校勞動法通識教育資源及管道。

2.

普及勞動法知識的推廣
目前的勞動法書籍文獻或大學課程，多係由法律專業工作者所建構，以法律專

預期效益

業系所學生為對象，一般人難以親近、不易學習。本課程以談歌曲、聽故事的
方式，吸引協助無法律知識背景者學習勞動法知識，將有助於勞動法知識的普
及推廣教育。

3.

具體落實磨課師課程「通識化」、「在職訓練化」的趨勢目標
勞動法的觀念視野為企業家與勞動者均需具備之知識學能，本課程的實施符合
本校磨課師課程規劃依「實務研究型大學」與「企業家的搖籃」的核心理念，
可進一步具體落實本校磨課師課程規劃所設定之「通識化」
、
「在職訓練化」的
趨勢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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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設計
一、教學理念與策略

圖 2：課程教學理念與策略（依週次執行）

(一) 理念：透過個案素材開啟情、理、法多層次交融對話，引導學習者以「悟理」、
「話（化）學」、「微積（危機）分」的方式消化吸收勞動法知識。
勞動法知識對職場生活人際互動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無人置疑；然而一般人普遍存
在著無法律專業知識背景即無法親近勞動法知識的刻板印象，卻成為勞動法學習活動的
主要障礙。所以，本課程以「翻轉」一般人對法律學習運用活動的刻板印象為教學理念，
希望引導更人多接近、接觸、接收、接納深具實用趣味的勞動法知識。
法律起於人際相處糾紛的定紛止爭需要，具有日常生活實用性，然而法律規定經過
淬鍊以抽象的條文規定體系呈現，技職校院學生乃至於一般勞資當事人往往會有接觸理
解上的障礙。所以，帶領一般人學習法律的最佳方式是，不是直接由法律層面切入，而
應該由渠等較為熟悉的人情、事理等層面入手，透過個案素材開啟情、理、法多層次交
融對話，建立基礎認知，再將社會生活情境與法律規定兩相對照，向其剖析如何以特定
法律規定為彼等在生活周遭遇到的問題提供解決之道。
5

因此，教師必需成功的擔任起法律知識翻譯者的角色。本課程之執行教師，累積從
事多年理工科系學生通識課程教學活動的經驗，針對無法律專業知識背景的學習者的需
求特質，就法學的學法「翻轉」發展出一套說法：法律學，學法律，法律學的其實是：
悟理、化（話）學、微積（危機）分！
詳言之，從表達的面向來說，法律就是「話」
（化）學。法律學的是「『話』學」
，其
學習運用，除了要會對問題深入思考之外，還要能說也能寫，說寫自如，才能巧妙掌握
別人的思考，呈現自己的思考。口語，是最為普遍常見的著作形態。法學自然是，脫不
了口語文字等著作創作、運用的「『話』學」
。學習法律可以鍛鍊說話表達與溝通討論的
能力。同時，就學習目的以及對實際生活所能發揮的功用而言，法律學的也是一種「『化』
學」--人際化學，透過對法律的深入了解與掌握，運用法律來就可能的人際衝突紛爭，
逢凶化吉，化險為夷，化解困難與問題。
若從思考面向來說，法律學的重點就是「悟」理學。法律規範人際關係，學習法律
最終還是需要學著悟出人際紛爭問題背後的道理。法律學的不外就是人際關係的「悟」
理學。悟透了這層道理，就會發現任何人際關係其實都是的化合「悟」
；如何「悟」化合，
不會「霧」化合（不知道該怎麼辦）甚至出現「誤」化合（作出錯悟的舉動）的悲慘局
面。如果能夠隨時悟清楚人際的利害變化道理（悟理）
，把它用文字話言清楚的說寫出來
（話學）
，以化解眼前危機（化學）
，那麼所謂的「危機」也就會逐漸化解、減少，所以
法律的學用價值就在於人際關係的「危機分」。
「微積分」的數學學問，所說明者乃世間上涉及時間流轉因素的任何事物，其實都
有逐漸演變累積而來的連續性因果過程。在這段出現起因與出現後果的連續性過程中，
如越能把握著每一個可資利用的重要關鍵點，來作正確的悟理與化學，則越能將問題或
事情引導處理至讓自己滿意的理想結局呈現。
所以，法律學＝《悟理》．［話（化）學］．｛危機分｝法學課上台報告的重點就是，
設法告訴台下的人，你是如何領悟道理，又悟出了哪些道理，將這些心得用話說明講清
楚，接著在這些道理的基礎之上，推論說理個案中的人際爭議，該如何處理管理。綜上，
本課程的教學理念，簡言之，就是透過個案素材開啟情、理、法多層次交融對話，引導
學習者以「悟理」．「話（化）學」．「危機分」的方式消化吸收勞動法知識

(二) 策略：針對行動學習時代的環境趨勢特性，採取「微薄輕短小微巧妙」教學策略
教學理念與策略應與學習者所處環境趨勢搭配思考，方能有所成效。現今社會為網
路行動學習時代，個人生活圍繞著智慧手機、電腦網路等移動通訊閱聽的科技工具所提
供之眾多龐雜資訊而快速運轉。個人生活週旋於各種場合切換，時間、空間流轉變換頻
繁，使得個人的時間零碎化、心間疲憊化，因而即便有知識學習需求，亦甚難集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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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進行長時的知識吸收活動。因之教學策略上必需配合、結合移動通訊閱聽的科技工具
的特質進行課程安排，設法引導學習者從現實生活中抽空離間、讓其思緒重作隔間，以
銜接無間的進入知識接收學習情境。
針對網路行動學習時代的環境趨勢特性，本課程在設計與實施上採取「微薄輕短小
微巧妙」的教學策略：一、配合網路行動學習趨勢，針對每個獨立單元的知識主題設計
「輕薄短小」的學習教材。二、融合法律知識、流行歌曲、人生哲理、問題處理等不同
層面，提供「微巧妙」的解說。三、結合學習者熟悉喜愛的流行歌曲，為無法律專業的
學習者營造親和、親切及易親近的學習氛圍，引發其閱聽興趣以及後續的思索創意。
本課程在教材結構兼顧基礎觀念與實務案例，採積木式的課程安排。在作法上，將
整體課程大體分成「基本觀念」以及「案例解析」兩大階段，一體搭配形成一個具體而
微的「勞動法」完整學習輪廓。兩階段再各細分成數個獨立學習單元，每單元以 8-12 分
鐘的長度，簡要的提供一個完整的學習概念以及自行延伸學習的參考資料。
「基本觀念」
部份劃分數個學習單元，以輕薄短小、分量適中的型態，結合流行歌曲的賞析，協助引
導學習者將其思路翻轉至法律規範學理的體會理解，提供勞動法入門學習所需之基本觀
念。
「案例講析」階段，每單元選用一則司法判決或新聞時事為說故事的素材，搭配一首
流行歌曲作為主題歌，以談歌曲、說故事的平易近人方式，解析法律問題，啟發人生哲
理的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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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計畫
本課程內容分為 15 大主題，共計有 50 個教學單元，預定實施 7 週磨課師教學。

週次
主題

1

課程階段

基本觀念

主題

順序

教學單元影片（影片長度預估）
１.看見勞動法：勞動法知識內容的鳥瞰（1）10 分鐘
https://youtu.be/kmZwFhgLQvg

勞動法學些什麼？

1

Ｋ歌教室：

 金包銀(蔡秋鳳/主唱)
 命運的吉他聲(阿吉仔/主唱)

２.看見勞動法：勞動法知識內容的鳥瞰（2）10 分鐘
https://youtu.be/x-FnSnB4-TI
３.看見勞動法：勞動法知識內容的鳥瞰（3）10 分鐘
https://youtu.be/ZSkGmASOpdM
4.勞動法知識內容的鳥瞰（4）
https://youtu.be/i03rGyJaR_U
5 勞動法知識內容的鳥瞰（5）
https://youtu.be/I0njuq7SqP0
6 勞動法知識內容的鳥瞰（6）
https://youtu.be/CzXtP-cNkD4
7 勞動法知識內容的鳥瞰（7）
https://youtu.be/GAUGc1UHnkU
勞動概念解說:高中公民 市場性勞動、家務勞動
https://youtu.be/wo0pDTiK3CE
2-1 勞動的字源與問題根源（1）
https://youtu.be/17h11yhA2zE
2-2 勞動的字源與問題根源（2）
https://youtu.be/7BsBc2QW6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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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的字源與問題根源

2-3 勞動的字源與問題根源（3）

Ｋ歌教室：

https://youtu.be/sCWmSBUmTSo

 為錢賭性命（蔡幸娟＋張秀卿／主唱）

2-4 勞動的字源與問題根源（4）

 墓仔甫也敢去（伍佰／主唱）

 流浪到淡水（金門王．李炳輝／主唱）

https://youtu.be/QqjY6kkO5Rs
2-5 勞動的字源與問題根源（5）
https://youtu.be/k7FsHk74Dr8
2-6 勞動的字源與問題根源（6）
https://youtu.be/GI_wHEMf-4M
2-7 勞動的字源與問題根源（7）
https://youtu.be/XUFcqfEOu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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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勞動的字源與問題根源（8）
https://youtu.be/C8qAhZ2iwKA

討論／測驗／作業重點
瞭解勞動法大致上是甚麼後，請想像你戴上了一副勞動法的眼鏡，觀察你周遭的人事物，想想、



談談那些勞動的現象與勞動法應該思考處理的問題？
你覺得勞動問題的根源是甚麼？上網查查歷史上曾提出過那些觀點與意見。



預習素材&延伸資源

隨堂測驗

發佈與主題相關的網路資源

連結單元內容重點

 內容為歌曲、法條、案例、新聞、歷史等

 以選擇題為主

 數量：預習素材及延伸資源各 1~3 項

 每一單元內容皆設定 2~3 題隨堂測驗

議題討論

每週主題作業

與主題相關議題（新聞、判例為主）
 數量：1-3 項議題

蒐集與主題相關資料，並作註解評析

 由課程助理、教師進行議題引導、回覆等；學
習者可相互評析、回應內容。

週次
主題

課程階段

基本觀念

主題

教學單元影片（影片長度預估）

勞動問題的規範發展與:

3-1 勞動問題的規範發展：勞動法與社會法的分工合作、分進合
擊（1）

勞動法與社會法的分工

https://youtu.be/gi1Z-hXAPBE

合作、分進合擊

3-2 勞動問題的規範發展：勞動法與社會法的分工合作、分進合
擊（2）

順序

3

2

K 歌教室：
 家後（江蕙／主唱）
 探戈探戈（江蕙／主唱）
）
 我要將你攬牢牢（江蕙／主唱）
 美麗的交換（江蕙／主唱）

https://youtu.be/Ik5Q87gZSy8
3-3 勞動問題的規範發展：勞動法與社會法的分工合作、分進合
擊（3）
https://youtu.be/hhrOR7EuMWw

9

3-4 勞動問題的規範發展：勞動法與社會法的分工合作、分進合
擊（4）
https://youtu.be/JKSWbK3B6fg
3-5 勞動問題的規範發展：勞動法與社會法的分工合作、分進合
擊（5）
https://youtu.be/43WHaZ466Uw
4-1 法源體系的整體圖像與構成原理（1）

4

勞動法法源系統的觀念

https://youtu.be/Kpnk_6ovyik
4-2 法源體系的整體圖像與構成原理（2）https://youtu.be/SsYpCj1AUE

介紹與運用解說（一）

4-3 勞動契約的競業禁止條款問題

K 歌教室：
 The power of love（Jennifer Rush
／主唱）
 Trick or treat（Halloween Song）

 約定（周蕙／主唱）

https://youtu.be/7RZB4yVq20E
競業禁止條款，合理的五要件／天下雜誌情境決策第六集
https://youtu.be/qCTR7TR9RLk
4-4 勞動契約的最低服務年限條款問題
https://youtu.be/wvBGbQi7s-Y
4-5 勞動契約的調職約定問題
https://youtu.be/GwSg08jE5QM

討論／測驗／作業重點


上網查詢無薪休假的新聞事件，運用本單元所介紹之知識內容，說明勞動法與社會法對於無薪
休假問題可以如何分工合作､分進合擊



政治民主原理有沒有辦法落實到企業之內?政治民主的進步會部會帶動勞動法的進步?反過來
思考，勞動法的進步會不會促成政治民主以及整體國家的進步?



有關競業禁止條款、勞動契約最低服務年限條款及調職爭議的時事新聞報告或司法判決案例

預習素材&延伸資源

隨堂測驗

發佈與主題相關的網路資源

連結單元內容重點

 內容為歌曲、法條、案例、新聞、歷史等

 以選擇題為主

 數量：預習素材及延伸資源各 1~3 項



議題討論

每一單元內容皆設定 2~3 題隨堂測驗

每週主題作業

與主題相關議題（新聞、判例為主）
 數量：1-3 項議題

蒐集與主題相關資料，並作註解評析

 由課程助理、教師進行議題引導、回覆等；學
習者可相互評析、回應內容。

週次

3

課程階段

基本觀念
10

主題

主題

順序

教學單元影片（影片長度預估）
5-1 工作規則與企業懲戒（1）
https://youtu.be/ktyOUbj7l24
5-2 工作規則與企業懲戒（2）
https://youtu.be/zp1NIBKECzc
5-3 工作規則與企業懲戒（3）

勞動法法源系統的觀念
介紹與運用解說（二）

5

https://youtu.be/16AhreOYCZE
5-4 工作規則與企業懲戒（4）
https://youtu.be/rcPbwj5oB4c

K 歌教室：
 暖暖（梁靜茹／主唱）

5-5 工作規則與勞動條件變更（1）

 知足（五月天／主唱）
 說好的幸福呢（周杰倫／主唱）

 你怎麼說（鄧麗君／主唱）

https://youtu.be/98HpCI17F6c
5-6 工作規則與勞動條件變更（2）
https://youtu.be/CEvjlqKfjg4
5-7 團體協約與誠信協商規範（1）
https://youtu.be/QlUSyVm2KS0
5-8 團體協約與誠信協商規範（2）
https://youtu.be/7Lb2LY4MLy0
討論／測驗／作業重點



有關企業懲戒的時事新聞報告或司法判決案例。



企業遇到經營危機時，應該如何處理？如果考慮減薪、降低勞動條件的話，雇主應該如何處理
比較妥適？



有關團體協商爭議的時事新聞報告或司法判決案例。

預習素材&延伸資源

隨堂測驗

發佈與主題相關的網路資源

連結單元內容重點

 內容為歌曲、法條、案例、新聞、歷史等

 以選擇題為主

 數量：預習素材及延伸資源各 1~3 項

 每一單元內容皆設定 2~3 題隨堂測驗

議題討論

每週主題作業

與主題相關議題（新聞、判例為主）
 數量：1-3 項議題

蒐集與主題相關資料，並作註解評析

 由課程助理、教師進行議題引導、回覆等；學
習者可相互評析、回應內容。

11

4

週次
主題

基本觀念

主題

順序

6

課程階段

教學單元影片（影片長度預估）

勞動基準法的規範內容與學習方法

6-1 勞動基準法的規範內容簡介

K 歌教室：

https://youtu.be/1qymT4g71vs

 我願意（王靖雯／主唱）

6-2 勞動基準法的學習方法 雇主觀點與勞工觀
點的交錯思考

 我是一隻小小鳥（丁噹／主唱）
 藝界人生（江蕙／主唱）

https://youtu.be/dDtkpXgq4qk

 美麗的交換（江蕙／主唱）

7-1 天上的奇異恩典與人間的正義法典

勞動法的規範創意設計：勞動的
法、法的勞動

7

https://youtu.be/9w0CNJVg_TI
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海莉 薇思特娜
https://youtu.be/TZ25P0aRikw
Amazing Grace/Ayako Ishikawa

K 歌教室：
 奇異恩典(聖歌)●日不落的愛(蔡依林/主唱)

https://youtu.be/l6q7shFb8zs

 愛的真諦(聖歌)●惜別的海岸(江蕙/主唱)
 走馬燈(陳芬蘭/主唱)●我是一隻魚(任賢齊/主唱)
 有沒有這種說法(齊豫)●解脫(張惠妹/主唱)

7-2 勞動六法的異議與正義
https://youtu.be/g2AI5yGB-t4

討論／測驗／作業重點


對勞基法規範內容的看法



哲學家們對正義如何理解？就你而言，你認為甚麼是正義？面對部正義的事物時，個人可以怎
麼做？

預習素材&延伸資源

隨堂測驗

發佈與主題相關的網路資源

連結單元內容重點

 內容為歌曲、法條、案例、新聞、歷史等

 以選擇題為主

 數量：預習素材及延伸資源各 1~3 項

 每一單元內容皆設定 2~3 題隨堂測驗

議題討論

每週主題作業

與主題相關議題（新聞、判例為主）
 數量：1-3 項議題

蒐集與主題相關資料，並作註解評析

 由課程助理、教師進行議題引導、回覆等；學
習者可相互評析、回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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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5

主題

課程階段

案例講析

主題

順序

教學單元影片（影片長度預估）
8-1 勞工定義與認定爭議解說（1）

8

https://youtu.be/DEy__xkqy9g

勞工定義與認定爭議

8-2 勞工定義與認定爭議解說（2）

Ｋ歌教室：後來(劉若英/主唱)

https://youtu.be/RuAe61aGvOk
9-1 雇主的定義與認定爭議（1）

9

https://youtu.be/gLSJjX1XhAc

雇主的定義與認定爭議

9-2 雇主的定義與認定爭議（2）

Ｋ歌教室：男性的本領(葉啟田/主唱)

https://youtu.be/nI_fq4KiEao
10-1 企業併購的勞工權益處理爭議案例（1）

10

企業併購的勞工權益處理爭議

https://youtu.be/gV5u2RoKzW4

Ｋ歌教室：

10-2 企業併購的勞工權益處理爭議案例（2）

淡水河邊的 Men's Talk (張清芳主唱)

https://youtu.be/T-LJLt4REVM
11-1 求職面試相關爭議案例解說（1）

求職面試的爭議問題

11

https://youtu.be/6IqpIom140Y

Ｋ歌教室：

11-2 求職面試相關爭議案例解說（2）

認真的眼睛(張清芳/主唱)
愛情是問也是不問(張清芳/主唱)

https://youtu.be/uw7JTjHwt0U

12-1 LINE 與賴~通訊軟體勞資爭案例解說（1）

勞資使用通訊軟體(LINE)溝通

https://youtu.be/WWgvDDOLWIg

12 互動的爭議

12-2 LINE 與賴~通訊軟體勞資爭案例解說（2）

Ｋ歌教室：熱線你和我(張惠妹/主唱)

https://youtu.be/nbiNryR8L2I

討論／測驗／作業重點


有關雇主認定爭議的時事新聞報告或司法判決案例介紹評析



有關企業併購勞資爭議的時事新聞報告或司法判決案例介紹



覺得工作使用 LINE 通訊軟體好不好？使用時有沒有哪些該注意原則？是否曾有使用爭議經驗

13

預習素材&延伸資源

隨堂測驗

發佈與主題相關的網路資源

連結單元內容重點

 內容為歌曲、法條、案例、新聞、歷史等

 以選擇題為主

 數量：預習素材及延伸資源各 1~3 項

 每一單元內容皆設定 2~3 題隨堂測驗

議題討論

每週主題作業

與主題相關議題（新聞、判例為主）
 數量：1-3 項議題

蒐集與主題相關資料，並作註解評析

 由課程助理、教師進行議題引導、回覆等；學
習者可相互評析、回應內容。

6

週次
主題

課程階段

案例講析

主題

順序

教學單元影片（影片長度預估）
13-1 工資的定義與爭議案例解說（1）

工資的定義與爭議

13

https://youtu.be/fy6_6AMrGFI

Ｋ歌教室：

風從哪裡來(萬沙浪/主唱)
驛動的心(姜育恆/主唱)
新年快樂(憂歡派對.小虎隊/主唱)

13-2 工資的定義與爭議案例解說（2）
https://youtu.be/O2Gdi9_VNqI
14-1 職業災害保護規範與爭議案例解說（1）
https://youtu.be/s4IeL25T-vc

14

工作的風險與保險：

14-2 職業災害保護規範與爭議案例解說（2）

通勤災害與職業災害保護規範

https://youtu.be/5VevJnEDo8U

Ｋ歌教室：

14-3 通勤災害保護規範與爭議案例解說（1）

人間道(黃霑/主唱)
回家(順子/主唱)；你儂我儂

https://youtu.be/8LhF9GnjURI
14-4 通勤災害保護規範與爭議案例解說（2）
https://youtu.be/bZxmOAwzp78

討論／測驗／作業重點


實務上的薪資單檢視薪資項目附理由說明你認為各該項目是否屬於勞基法上之工資



有關通勤災害與職業災害爭議的時事新聞報告或司法案例

預習素材&延伸資源

隨堂測驗

14

發佈與主題相關的網路資源

連結單元內容重點

 內容為歌曲、法條、案例、新聞、歷史等

 以選擇題為主

 數量：預習素材及延伸資源各 1~3 項

 每一單元內容皆設定 2~3 題隨堂測驗

議題討論

每週主題作業

與主題相關議題（新聞、判例為主）
 數量：1-3 項議題

蒐集與主題相關資料，並作註解評析

 由課程助理、教師進行議題引導、回覆等；學
習者可相互評析、回應內容。

週次
主題

7

課程階段

案例講析

主題

順序

教學單元影片（影片長度預估）
15-1 經濟性解雇爭議案例解析（1）
https://youtu.be/lMylKDGRnYM

15-2 經濟性解雇爭議案例解析（2）
https://youtu.be/H9wgtml4YWw
15-3 懲戒性解雇爭議案例解析（1）

勞動關係的結束
Ｋ歌教室：

15

https://youtu.be/bfEifY_SZOI

遇見(孫燕姿/主唱)
萍聚(李翊君/主唱)
分手快樂(梁靜茹/主唱)
一了百了(信樂團/主唱)
幸福的可能(丁噹/主唱)

15-4 懲戒性解雇爭議案例解析（2）
https://youtu.be/W-mIY-AzBFE
15-5 被迫辭職擬制解雇爭議案例解說（1）
https://youtu.be/1vzzxe6Pbdg
15-6 被迫辭職擬制解雇爭議案例解說（2）
https://youtu.be/A7BhImT2g_Q

15

15-7 自願離職爭議案例解說（1）
https://youtu.be/0BAJZp6dBv4
15-8 自願離職爭議案例解說（2）
https://youtu.be/0wmMkDJ9QUo
15-9 自願離職爭議案例解說（3）
https://youtu.be/pJ_stYvDcx4

討論／測驗／作業重點


有關雇主認定爭議的時事新聞報告或司法判決案例



有關企業併購勞資爭議的時事新聞報告或司法判決案例



覺得工作使用 LINE 通訊軟體好不好？使用時有沒有哪些該注意原則？是否曾有使用爭議經驗

預習素材&延伸資源

隨堂測驗

發佈與主題相關的網路資源

連結單元內容重點

 內容為歌曲、法條、案例、新聞、歷史等

 以選擇題為主

 數量：預習素材及延伸資源各 1~3 項

 每一單元內容皆設定 2~3 題隨堂測驗

議題討論

每週主題作業

與主題相關議題（新聞、判例為主）
 數量：1-3 項議題
 由課程助理、教師進行議題引導、回覆等；學習

蒐集與主題相關資料，並作註解評析

者可相互評析、回應內容。

總結性評量

專題報告：強調主題的創新、敘述的邏輯、資料的正確

【附錄１】授課教師簡歷
姓名
服務機關

陳建文

職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_通識教育中心

16

副教授

一、長期開設「勞動法」、「勞動問題與勞工爭議」等大學通識教育課程，
有十多年（2007 年-迄今）的通識教育實體課程授課經驗，並執行過
多次通識教學研究計畫
1.

陳建文（擔任計畫主持人），2008 年 3 月，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勞動法課
程之對話式教學教材創新研究計畫：工作職場情、理、法的對話，
（研究期間：
2008 年 6 月 1 日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2.

陳建文（擔任整合型計畫子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補助，98 年教育部法學教育
教學研究創新計畫--「基本人權保障之回顧與展望」整合型計劃－「勞動人權
保障之回顧與前瞻」子計畫（研究期間：2009 年 9 月 1 日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

3.

陳建文（擔任整合型計畫子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補助，99 年度新興議題與專
業教育改革中綱計畫--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子計畫，
「專業法律與專業倫理：
從勞資、企業、公民與醫學領域談起」整合型計劃－「勞資關係的法律與倫
理：事理、情理、倫理、管理、治理、法理的交融思辯」子計畫（研究期間：
2010 年 8 月 1 日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

4.

陳建文，104 學年度通識課程革新計畫—勞動法課程，教育部補助計畫(執行
期間: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

5.

擔任新北市政府高中職勞權課程教材編輯委員以及高中職勞權課程種子教師
培訓營講座(2013 年-迄今)

教學經歷
6.

參與過本校最後一哩教學計畫、雙師計畫（勞動法課程、勞工問題與勞資爭議
課程）以及翻轉教室教學計畫（智慧財產權法課程）等教學活動。

二、配合北科大教學資源中心數位教材錄製計畫，曾錄製有「勞動法」
（101
學年）
、
「勞工問題與勞資爭議」(97 學年)、
「行政法」
（98 學年）等網
路教材以及「智慧財產權法課程」教學實況的 HD 高畫質錄製經驗。
三、勞動法學術著作目錄:
（A）期刊論文：
1.陳建文，2001年1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第十八條之探討（A Study on Article 18 of the Guidelines for
Examining Injury or Sickness Incurred on Duty），政大勞動學報
第10期，頁85-127。
2.陳建文，2003年6月，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之研究（A Study on Article
20 of Labor Standards Law），發表於政大法學評論第74期，頁291366。（TSSCI期刊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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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建文，2003年12月，控股公司所引發之勞動法議題初探，發表於律師
雜誌第291期，頁61-91。
4.陳建文，2004年2月，九十二年度勞動判決見解回顧（上），發表於全國
律師雜誌2004年2月號，頁44-66。
5.陳建文，2004年4月，九十二年度勞動判決見解回顧（下），發表於全國
律師雜誌2004年4月號，頁66-84。
6.陳建文，2004年7月，勞動基準法年資爭議問題之回顧與展望--年資概
念、類型與理論之初步建構，發表於律師雜誌第298期（2004年7月號）
勞基法施行二十週年之回顧專輯，頁66-98 。
7.陳建文，2005年1月，團結權思想之發展與演變--以日本法的經驗為觀
察素材（Freedom of Association for Workers in Japan），發表於
憲政時代季刊第30卷第3期（2004年1月），頁295-351 。
8.陳建文，2007年6月，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解釋爭議之研究—以相關學
說與判決為檢討素材（A

Study

of

Controversies

over

Interpretation's of Article 20 of the Labor Standards Act-An
Examination of Related Theories and Court Decisions），發表於
台灣勞動法學會學報第6期勞動法裁判選輯（五），頁113-170 。
9.陳建文，勞工退休金提繳與平均工資之認定／台中高分院九七勞上易三
一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118期（2008年12月15日），頁183-184。
10.陳建文，勞動契約因故停止履行之年資併計問題／新竹地院九七勞訴
一六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20 期（2009 年 1 月 15 日），頁 181182。
11.陳建文，關係企業勞工退休金請求對象爭議／高院九七勞上三九裁判
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22 期（2009 年 2 月 15 日），頁 177-178。
12.陳建文，久任義務違反與紅利扣減／台中高分院九七勞上易四裁判簡
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24 期（2009 年 3 月 15 日），頁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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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陳建文，違法解雇復職權利行使爭議與正當程序保障／台灣高等法院
九六重勞上更(二)一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26 期（2009 年 4 月
15 日），頁 228-229。
14.陳建文，業績未達標準作為終止事由之合法性判斷問題／高雄地院九
七勞訴三○，台灣法學雜誌第 128 期（2009 年 5 月 15 日），頁 247250。
15.陳建文，懲戒解雇除斥期間起算時點之認定／高等九七勞上一裁判簡
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30 期（2009 年 6 月 15 日），頁 261-263。
16.陳建文，「勞資雙方議定工資原則」及其操作方式／台北地院九七勞
簡上七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31 期（2009 年 7 月 1 日），頁
184-188。
17.陳建文，記過懲戒處分之司法救濟與審查方式／台中地院九八勞訴四
五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35 期（2009 年 9 月 1 日），頁 261263。
18.陳建文，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 的「核備」要件與勞資自主規
範的審查控制問題／台北高院九八訴一五四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
第 133 期（2009 年 8 月 1 日），頁 232-237。
19.陳建文，勞動基準法工資定義爭議問題的再思考（Rethinking The
Dispute Problems Arising Form Labor Standards Law’s wage
definition）
，臺北大學法學論叢第 70 期（2009 年 9 月）（TSSCI 期刊
論文），頁 257-293。
20.陳建文，工資問題的思維方式與推理方法—兼論無薪休假及其處理規
範問題，萬國法律雜誌第167號（2009年10月號），頁2-26。
21.陳建文，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七條之規範功能與操作原則／台北地院九
七勞訴七七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138期（2009年10月15日），頁
237-241。
22.陳建文，調職問題的事理結構與法理思考／台中地院九七勞訴一○四
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41 期（2009 年 12 月 1 日），頁 23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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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陳建文，勞基法第二九條的適用爭議與規範功能／基隆地院基隆簡易
庭九八基勞簡一九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46 期（2010 年 2 月 15
日），頁 248-254。
24.陳建文，「工作規則合理性變更」見解的雙重「合理性」問題／高院
九八勞上六二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48 期（2010 年 3 月 15 日），
頁 192-198。
25.陳建文，職務調整及調適過程的必要溝通與協助／板橋地院九八勞訴
四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50 期 （2010 年 4 月 15 日），頁 227232。
26.陳建文，「違反工作歸責情節重大」認定操作問題的「二階觀察
（second-order observation）」／台中地院九八勞訴一二六裁判簡
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52 期（2010 年 5 月 15 日），頁 203-206。
27.陳建文，業務性質變更、工作安置義務與法人格形駭化/臺灣高等法
院民事判決 96 年度勞上字第 46 號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54 期
（2010 年 6 月 15 日），頁 236-239。
28.陳建文，「違反調解結論之懲戒」與「重大污辱之行為」／桃園地院
九八勞訴一一六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56 期(2010 年 7 月 15
日），頁 240-243。
29.陳建文，「勞動條件不利益變更須具備合理性、必要性」觀點的理論
發想／台北地院九八勞簡上七二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58 期
（2010 年 8 月 15 日），頁 190-196。
30.陳建文，「工資除外規定」與「年資併計規範之體系關連理解」／台
中地院九八勞訴九七，台灣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10 年 10 月 1 日），頁
173-179。
31.陳建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制度之憲法基礎與運作分工問題，人事
行政季刊第 173 期（2010 年 10 月），頁 73-86。
32.陳建文，雇主功能化趨勢與「同一雇主」概念的操作思考／台北地院
九九勞訴六七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 165 期（2010 年 12 月 1 日），
頁 19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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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陳建文，
「降級減薪之調職」與「虧損資遣之職位安置義務」/台北地院
98勞訴字181裁判簡評，台灣法學雜誌第168期（2011年1月15日）
，頁167172。
34.陳建文，工資概念的思考層次與體系整合/高院99勞上易33裁判簡評，
台灣法學雜誌第171期（2011年3月1日），頁169-174。
35.陳建文，工會行動權的事理思考與法理探討(上)、(下)，分載於台灣勞
動法學會學報第9期(2012年10月)，頁69-203；第10期（2012年12月），頁
167-245。
36.陳建文，休息日概念的關聯思議— 工作時間的「作」
、
「息」規範課題，
台灣勞工季刊第49期(2017年3月)‚頁36-43。
37.陳建文，休息日規範的體系整合思考—兼論休息日工作之工資認定與
加給問題，台灣法學雜誌第325期（2017年8月14日），頁132-162。
38.陳建文，年終獎金司法實務爭議的觀察分析，月旦會計實務研究第12
期（2018年12月），頁36-42。
39.陳建文﹐員工分紅的勞動法問題﹐月旦會計實務研究第14期(【書

號】

56HTMGB0014)﹐元照出版公司﹐2019年2月﹐頁43-55｡
40.陳建文，勞動事件法總則章及調解程序規定評析，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64期(2019年6月)，頁42-65。
41.陳建文，2020年12月，臺灣外籍家事勞動者的勞權規範發展觀察 ─評
析家事勞工保護法草案相關版本，交大法學評論, 勞動法特刊，頁93-124。
（B）專書及研究計畫論文：
1.陳建文，2005年8月，行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福利處2005年度委託撰寫
研究報告，職工福利金條例第九條之一規定研析-兼論企業分割職工福
利金處理問題。
2.陳建文（擔任計畫主持人），2008年3月，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勞動法
課程之對話式教學教材創新研究計畫：工作職場情、理、法的對話，
（研
究期間：2008年6月1日至2009年3月31日；研究經費：30萬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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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建文等人合著，2009年9月，台灣勞動法學會叢書(1)勞動基準法釋義
—施行二十年之回顧與展望，新學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版1刷（ISBN
編號：978-986-6419-36-2；負責執筆：第五章第二節企業懲戒，頁417429。）。
4.陳建文（擔任協同主持人），2009年11月，行政院勞工委員會委託，我
國實施勞動契約法制影響評估研究（計畫主持人黃程貫教授；協同主持
人：陳建文助理教授、林佳和助理教授；計畫執行期間：2009年5月7日
至2009年11月6日；研究經費：58萬元整）
5.陳建文（擔任計畫主持人），2009年11月，行政院秘書處（行政院法規
委員會）委託，私法關係行政規制之法制體例研究—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消費者保護法與勞動契約法制發展經驗之觀察比較（計畫主持人：陳建
文助理教授；協同主持人：劉素吟律師；執行期間：2009年6月1日至2009
年11月30日；研究經費：28萬5千元整）
6.陳建文（擔任協同主持人），2009年12月，行政院勞工委員會委託，建
立完善勞資爭議處理機制之研究（計畫主持人：林佳和助理教授；協同
主持人：黃程貫教授、陳建文助理教授；計畫執行期間：2009年7月6日
至2009年12月21日；研究經費：56萬元整）
7.陳建文（擔任協同主持人），2009年12月，司法院委託，司法智識庫98
年度僱傭及勞動基準法資料整編（計畫主持人：黃程貫教授；協同主持
人：陳建文助理教授、林佳和助理教授；計畫執行期間：2009年4月1日
至2009年12月31日；研究經費：96萬5千元整）
8.陳建文（擔任整合型計畫子計畫主持人），教育部補助，98年教育部法
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計畫--「基本人權保障之回顧與展望」整合型計劃
－「勞動人權保障之回顧與前瞻」子計畫（(整合型計畫主持人：徐正戎
教授；子計畫主持人：李傑清副教授、陳慧貞副教授、陳建文助理教授；
研究期間：2009年9月1日至2010年5月31日；研究經費：97萬432元整）
9.陳建文（擔任整合型計畫子計畫主持人），教育部補助，99年度新興議
題與專業教育改革中綱計畫--法學教育教學研究創新子計畫，「專業法
律與專業倫理：從勞資、企業、公民與醫學領域談起」整合型計劃－「勞
資關係的法律與倫理：事理、情理、倫理、管理、治理、法理的交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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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子計畫（(整合型計畫主持人：徐正戎教授；子計畫主持人：李傑清
副教授、陳慧貞副教授、陳建文助理教授；研究期間：2010年8月1日至
2011年7月31日；研究經費：94萬3950元整）
10.陳建文（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99年度
「集體勞動法註釋研究」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黃程貫教授；計畫共同
主持人：王能君助理教授、林佳和助理教授、陳建文助理教授、劉士豪
教授；研究期間：2010年8月1日至2011年7月31日；研究經費：94萬3950
元整）
11.陳建文（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100年
度不當勞動行為實體法與程序法整合型計畫（整合型計畫主

持人：黃

程貫教授；其他子計畫主持人：林佳和助理教授.王能君

副教授）--

不當勞動行為實體法與程序法整合型計畫—無正當理由

拒絕團體協

商子計畫（計畫編號：100-2410-H-027-009-MY2；研究經費:69萬5,000
元；研究期間：2011/08/01~2013/07/31）
12.陳建文等人合著，2011年5月，國立政治大學法叢書70社會公義：黃越
欽教授紀念論文集，元照出版公司（ISBN編號：978-986-255-109-7；負
責執筆：企業王國？企業帝國？企業民國！-一個勞動基準法規範認知
圖像的勾勒嘗試（頁283-335））
13.陳建文，2012年6月，年資規範的實務發展與理論思考，白象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ISBN編號：978-986-5979-47-8；本書為「台北科技大學講師
及人文領域教師參與研究計畫補助辦法」補助案之研究成果。）
14.陳建文，工時適用除外規定之行政核備效力問題—最高法院101年台上
字第258號判決，臺北大學法律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主編，勞動法精選
判決評釋，元照出版股份有公司，2013年9月初版1刷，頁66-76（ISBN編
號：978-986-255-328-2）。
15.104年度技專校院推動通識課程革新計畫-勞動法課程計畫(教育部核
定文號:臺教技(三)字第1040113094號)，計畫期間:2015年8月1日至
2016年7月31日，計畫經費:17萬2千5百元｡
16.105年度｢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勞動法K歌教室｣，計畫期間:2016年
5月1日至2017年4月30日，計畫經費: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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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陳建文，審查準則第18條規範目的與操作原則—最高行政法院101年判
字第537號判決評釋；勞工公差期間之過勞職災給付認定—行政法院90
年度判字第432號判決評釋，臺北大學法律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主編，
勞工保險條例精選判決評釋，元照出版股份有公司，2016年8月初版1刷，
頁133-142；頁143-152（ISBN編號：978-986-255-762-4）。
18.陳建文(擔任計畫主持人)，2016年9月，105學年度技專校院推動通識
課程革新計畫-創新思考課程計畫(教育部核定文號:臺教技(三)字第
1050126382A號)，計畫期間:2016年8月1至2017年7月31日，計畫經費:14
萬2千元｡
19.陳建文(擔任計畫主持人)，2017年8月，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委託研
究，加班認定爭議相關案例分析，研究期間：2017年8月1日至2017年11
月30日，計畫經費:2萬元。
20.陳建文，勞基法工資定義的爭議與思議，臺北大學法律學院勞動法研
究中心/主編，勞動法文獻研究－理解、分析與重構，元照出版公司，
2017年9月第1版，【ISBN/ISSN】978-986-255-934-5，第三章‚頁59-88。
21.陳建文，會務假與支配介入─臺北高等行政法院102年度訴字第1661號
判決，臺北大學法律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主編，林佳和等人/著，集體
勞動法精選判決評釋，元照出版公司，2017年9月第1版，【ISBN/ISSN】
978-986-255-946-8，頁125-136。
22.陳建文‚雇主訴訟權利與支配介入─最高行政法院104年度判字第670
號判決，臺北大學法律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主編，林佳和等人/著，集
體勞動法精選判決評釋，元照出版公司，2017年9月第1版，【ISBN/ISSN】
978-986-255-946-8，頁137-148。
23.陳建文(擔任計畫主持人)，2017年9月，問題解決導向(PBL)課程106年
度創新先導計畫─勞動法通識課程，執行期間:2017年9月1日至2018年3
月31日，教育部補助，執行經費:10萬元。
24.陳建文(擔任子計畫主持人)‚高教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USR)計畫勞動法課程微學分【勞資爭議處理與經營管理工作坊】發展計畫‚‚執行
期程:2018年4月1日至2019年1月31日，經費: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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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陳建文(擔任子計畫主持人)‚高教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USR)計畫法律與生活課程微寫作教學發展計畫‚執行期程:2018年4月1日至2019
年1月31日，經費:10萬元。
26.陳建文‚勞動的字源與法源:勞動關係事理結構與規範構造的交互思辯
‚變遷中的勞動世界:理論與實務-基礎理論篇‚台灣勞動法學會‚2018年
7月出版‚【ISBN/ISSN】978-986-86504-7-3，頁1-48。
27.陳建文‚作為勞基法適用要件之勞動契約概念的認定爭議:釋字第740
號之評釋‚臺北大學法律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主編‚個別勞動法精選判
決評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8年7月出版‚【ISBN/ISSN】978-9578607-45-3，頁1-10。
28.陳建文‚競業禁止代償措施的規範意義與認定爭議:評析最高法院民事
判決103年度台上字第793號‚臺北大學法律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主編‚
個 別 勞 動 法 精 選 判 決 評 釋 ‚ 元 照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2018 年 7 月 出 版 ‚
【ISBN/ISSN】978-957-8607-45-3，頁11-21。
29.林良榮/主持、陳建文/協同主持，文化部108年度文化部委託計畫「藝
文工作者勞務權利保障與相關法規研修規劃案—職災意識調查分析及
保險政策法規建議」，執行單位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期間2019年7月1日
至2020年2月29日，研究經費:2百萬元。
30.焦興鎧等合著，臺灣勞動法學會臺灣勞動法學會/主編，集體勞動法，
新學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年10月1版1刷【ISBN:978-986-5407-261】，負責執筆:第三章第三節誠實協商義務。
31.陳建文(擔任共同主持人)，原住民部落安居構築與綠色樂業推動計畫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主持人:黃弘志)，教育部核准計畫發文字號：臺教
技(三)字第1090029260號，計畫經費總額：8,910,000(教育部申請補捐
助金額：8,100,000+自籌款：810,000)，執行期程(3年):109年01月01日
至111年12月31日。
32.黃程貫、陳建文、邱羽凡、陳金泉、鄭傑夫、周兆昱/著，臺灣勞動法
學會臺灣勞動法學會/主編，勞動事件法解析，元照出版公司，2020年2月
初版1刷【ISBN:978-957-511-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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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陳建文(擔任教師社群成員)，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發展處)，109年度教
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區域學校計畫北區跨校教師社群計畫(社群成員:
林淑玲(北科資訊與財金管理學系)、鄭仰辰(北科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
張文馨(北科體育室)、陳建文(北科通識中心)、巫博瀚(銘傳教育研究
所))，執行期間:2020年4月15日至2020年12月15日，計畫經費4萬元。
（C）研討會論文：
1.陳建文，2002年6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評析，發表於台灣勞動法學
會舉辦，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研討會（假政治大學舉行）
2.陳建文，2003年1月18日，違反誠實協商義務之不當勞動行為類型—外
國法制介紹（以日本法為中心）與我國團體協約法修正草案相關規定之
檢討，發表於台灣勞動法學會2003年會研討會（假台北大學舉行）
3.陳建文，2003年4月26日，大量解僱勞工保護法之法理啟示—經營組織
變動之勞動保護問題初探，發表於台灣勞動法學會.台北大學司法學系.
行政院勞工委員會/主辦，大量解僱勞工保護法制研討會（假台北大學
舉行）。
4.陳建文，2003年10月14日，違反誠實協商義務之不當勞動行為類型-制
度理念、設計邏輯與問題環節，發表於行政院勞工委員會/主辦，九十二
年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理法研討會（假台北市開羅會議中
心舉行）
5.陳建文，2005年10月7日，職工福利金條例的過去、現在與未來--職工福
利金條例的興革方向探討，發表於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
中心.行政院勞工委員會/主辦，「政府勞工福利政策的內涵、衝擊與前
景」研討會（政治大學綜合院館三樓國際會議廳）
6.陳建文，2007 年 12 月 7 日，工資法理的基礎思考--以工資定義爭議、
工資債權得喪及工資工時的連動等問題為素材，發表於行政院勞工委
員會委託銘傳大學/辦理，勞動基準法實務問題研討會（銘傳大學台北
校區大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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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建文，2008 年 8 月 29 日，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管理法制之探
討—法制作業生產及知識管理觀點，發表於行政院法規委員會/主辦，
行政院 97 年度法制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國際演講廳）
8.陳建文，2008 年 9 月 26 日，掀起雇主的蓋頭來!--「受同一雇主調動
年資應予併計」規定之規範功能與操作方式探討，發表於行政院勞工
委員會、政大法學院/主辦，勞動基準法爭議問題學術研討會（台灣大
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
9.陳建文，2008 年 12 月 5 日，颱風假訴求的政策思考與法理探討-行政
機關知識管理與知識生產的觀點，發表於行政院勞工委員會、台灣勞
動法學會/主辦，勞動基準法實務爭議問題研討會（銘傳大學台北校區
大會議廳）
10.陳建文，2009 年 9 月 25 日，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之法規則與法原
則--「勞資雙方議定工資（勞動條件）原則」之探討，發表於行政院
勞工委員會/主辦，台灣勞動法學會、台北大學法律學院/協辦，勞動
基準法實務爭議學術研討會（台北大學台北市民生校區國際會議廳）
11.陳建文，2010 年 9 月 1 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認定問題實務發
展趨向的觀察與思考，發表於考試院/主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範
圍定義與考試類科之研究」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樓 202
國際會議廳）
12.陳建文，2010 年 11 月 17 日，工時制度的過去事、現代式！未來是？
--工時彈性化與人性化的匯流趨勢，發表於台北市政府勞工局/主辦，
經濟日報/協辦，99 年度辦理「如何鼓勵企業實施彈性工時」專題論壇
（國父紀念館中山講堂）
13.陳建文，2010 年 11 月 26 日，工資「預扣」問題之「遇寇」事理與
「禦寇」法理的交錯考察：禁止預扣工資規定及工資全額給付原則之
規範關連探討，發表於行政院勞工委員會/主辦，台北大學法律學院勞
動法研究中心/協辦，99 年度勞動基準法實務爭議學術研討會（台北大
學台北市民生校區國際會議廳）
14.陳建文，2011 年 6 月 24 日，工會行動權的事理思考與法理探討，政
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中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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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行動權」學術研討會（台北市延平南路二段文化大學大新館 B1
演講廳）。
15.陳建文，2011 年 11 月 24 日，工作時間認定問題的紛爭處理與規範創
造—思考理路的盤整與開拓，行政院勞工委員會、臺灣勞動法學會/
主辦，臺北大學法律學院/協辦，100 年度「勞動基準法實務爭議」學
術研討會（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67 號臺北大學民生校區國際
會議廳）。
16.陳建文，2012 年 5 月 5 日，拒絕團體協商之不當性與正當性思考—無
正當理由拒絕團體協商機制之裁決操作探討，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
與社會法中心、台北律師公會、台灣勞動法學會/主辦，101 年度我國
不當勞動行為裁決制度實施周年研討會（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西棟 1F
大禮堂；台北市金華街 187 號）。
17.陳建文，2012 年 6 月 1 日，定期勞動契約的法制發展與規範思考，政
治大學法學院/主辦，第三屆兩岸勞動法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綜合
院館北棟 13 樓法學院會議室）。
18. 陳建文，2012 年 11 月 22 日，工時除外適用規定之行政核備效力問
題/最高法院 101 年度台上字第 258 號民事判決，國立臺北大學法律
學院/主辦，勞動法重要判決評釋學術研討會（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
區法學院實習法庭）。
19.陳建文，2013 年 5 月 30 日，「就業歧視」的定義、討論意義、認定爭
議與規範正義：最高行政法院 101 年度判字第 702 號判決評析，行政
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主辦，行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102
年度勞動力發展法制業務研討會，（2013 年 5 月 30 日至 5 月 31 日；
彰化鹿港勞工教育學苑）。
20.陳建文，2013 年 6 月 22 日，勞工兼職之契約法規範，行政院勞工委
員會.台灣勞動法學會.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主辦，健全我國勞動
契約法制研討會（中國文化大學大新館 4 樓數位演講廳）。
21.陳建文，2013 年 12 月 7 日，職業災害保險中之雇主責任與雇主概念
問題—評釋勞工保險局監理委員會 102 保監審字第 1747 號、102 保監
審字第 3140 號保險爭議審定書，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中
心/主辦，台灣勞動法學會/協辦，「兩岸職災保護制度之比較:雇主責
任與社會保險」研討會（2013 年 12 月 7 日，政治大學綜合院館一樓
會議廳）。
22.陳建文，2014 年 12 月 6 日，紛紛擾擾與分分合合:一個台灣職災保險
制度發展改革觀點的提出，中興大學法政學院/主辦，臺灣社會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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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會、台灣勞動法學會/協辦，2014 年職業災害保險法立法與前
瞻學術研討會（中興大學社館大樓會議廳）。
23.陳建文，2014 年 12 月 22 日，「誠信協商義務與職權交付仲裁｣的實
務爭議與規範正義，勞動部/主辦，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
中心/協辦，103 年工會法與團體協約法制研討會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 3 樓梁國樹國際會議廳)｡（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的一部份：
陳建文（擔任計畫共同主持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100
年度不當勞動行為實體法與程序法整合型計畫（整合型計畫主持人：
黃程貫教授；其他子計畫主持人：林佳和助理教授.王能君副教授）-不當勞動行為實體法與程序法整合型計畫—無正當理由拒絕團體協
商子計畫（計畫編號：100-2410-H-027-009-MY2；研究經費:69 萬
5,000 元；研究期間：2011/08/01~2013/07/31））
24.陳建文，2015 年 10 月 3 日，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
審查準則第 18 條規範目的與操作原則—最高行政法院 101 年判字第
537 號判決評釋，國立臺北大學法學院勞動法中心所主辦，勞工保險
條例理論與實務發展論壇(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1F05 (台北市民生
東路三段 67 號) )｡
25.陳建文，2015 年 10 月 3 日，勞工公差期間之過勞職災給付認定—行
政法院九十年度判字第四三二號判決評釋，國立臺北大學法學院勞動
法中心所主辦，勞工保險條例理論與實務發展論壇(國立臺北大學民
生校區 1F05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 )｡
26.陳建文，2015 年 10 月 3 日，審查準則第 18 條規範目的與操作原則—
最高行政法院 101 年判字第 537 號判決評釋，國立臺北大學法學院勞
動法中心所主辦，勞工保險條例理論與實務發展論壇(國立臺北大學
民生校區 1F05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 )｡
27.陳建文，2015 年 12 月 12 日，勞動的字源與法源-勞動關係事理結構
與規範結構的交互思辯，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台灣勞動法學會､勞
工研究資料中心基金會､台灣勞動學會主辦，2015 勞動學術研討會變
遷中的勞動世界：理論與實際(時間：2015 年 12 月 12 日（六）-13
日（日）；地點：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201 講堂（台北市徐州路 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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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陳建文，2016 年 5 月 21 日，臺灣個體勞動法發展議題的回顧與前
瞻，台灣勞動法學會/主辦，「勞動法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暨第九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銘傳大學大會議室)
29.陳建文，2016 年 5 月 28 日，工作關係中的懲戒問題--兼論葉繼元懲
戒案與徐國堯懲戒案，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主
辦，台北律師公會勞動法委員會､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協
辦，｢警察與消防員:懲戒､解雇與法律爭議—從徐國堯與葉繼元案談
起｣法律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法律學院實習法庭(台北市羅斯福路 4
段 1 號))｡
30.陳建文，2016 年 8 月 20 日，會務假與支配介入－臺北高行 102 年度
訴字第 1661 號判決評析，台北大學法學院勞動法中心主辦，集體勞
動法理論與實務發展論壇，(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台北市民生東路
三段 67 號))｡
31.陳建文，2016 年 8 月 20 日，雇主訴訟權利與支配介入－最高行政法
院 104 年度判字第 670 號判決，台北大學法學院勞動法中心主辦，集
體勞動法理論與實務發展論壇，(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台北市民生
東路三段 67 號))｡
32.陳建文，2016 年 9 月 5 日，雇主單方終止勞動契約規範的檢視分析—
台灣法制的規定內容、規制構造及規範思想，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主
辦，中國文化大學法律學系、臺灣勞動法學會/協辦，新北市勞工局
第二屆勞動法學術研討會，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
33.陳建文，2016 年 11 月 21 日，工資的定義､爭議與思議—勞基法工資
定義爭議問題文獻研究，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主辦，臺北大學法律學
院勞動法研究中心/合辦，臺灣勞動法學會.台灣法學會社會法勞動法
委員會.元照出版公司/協辦，105 年度｢勞動法學之思潮與發展學術研
討會｣，新北市政府 507 簡報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5
樓)
34.陳建文，2017 年 4 月 7 日，休息日規範的體系整合課題—兼論休息日
工作之工資認定與加給問題，台灣勞動法學會.台灣法學雜誌/主辦，
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文化大學法律系/協辦，工作與
休息制度變革:一例一休與特別休假(台北市延平南路文化大學大新館
4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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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陳建文，2017 年 6 月 24 日，競業禁止代償措施的規範意義與認定爭
議—評析最高法院民事判決一○三年度台上字第七九三號，國立臺北
大學法律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主辦‚台灣法學會社會法勞工法委員會
/合辦‚臺灣勞動法學會、元照出版公司、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卓
越計畫:E-2-3「展望法學新視野計劃」/協辦‚個別勞動法理論與實務
發展論壇‚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1F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101 教室。
36.陳建文，2017 年 6 月 24 日，勞動關係的契約形式與從屬特質—評析
釋字第 740 號解釋，國立臺北大學法律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主辦‚台
灣法學會社會法勞工法委員會/合辦‚臺灣勞動法學會、元照出版公
司、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E-2-3「展望法學新視野計
劃」/協辦‚個別勞動法理論與實務發展論壇‚國立臺北大學民生校區
1F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101 教室。
37.陳建文，2017 年 8 月 30 日，臺灣調職規範的法制發展與理論發想，
勞動部/主辦‚「研議雇主調動勞工工作相關規範」工作坊‚中華民國
營造業總工會(臺北市北平東路 28 號 10 樓)。
38.陳建文，2017 年 10 月 28 日，創新趨勢下的勞工概念思議課題—評臺
灣討論經驗的觀察分析，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社會法教研中心/主辦‚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來法治研究院、中國人
民大學蘇州校區、江蘇米來律師事務所/協辦‚兩岸勞動法前沿問題研
討會:科技革命與勞動法的發展‚中國人民大學蘇州校區修遠樓 118 報
告廳(中國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仁愛路 158 號)。
39.陳建文，2017 年 12 月 15 日，勞工概念與雇主概念的發展觀察與整合
分析，勞動部勞動及安全衛生研究所、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
法中心、台灣勞動法學會/主辦‚科技發展與勞動法學術研討會‚政治
大學綜合院館 5 樓國際會議廳(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2 段 64 號)。
40.陳建文‚2018 年 5 月 5 日‚勞工定義的演繹與思議‚國立政治大學法學
院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中心、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主辦‚臺灣勞動法學
會/協辦‚指南勞動法論壇:理論與案例研究(第一場)(政治大學綜合院
館三樓法學院演講廳)。
41.陳建文‚2018 年 6 月 30 日，工作時間法制的體系觀察與典範轉移‚台
灣勞動法學會主辦‚台灣勞動法學會 2018 年會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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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學院霖澤館 1301 多媒體教室（台北市大安區羅斯福路 4 段 1
號）。
42.陳建文‚2018 年 10 月 6 日‚勞資爭議之定義、類型與相關規範思議‚國
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中心、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主
辦‚臺灣勞動法學會/協辦‚指南勞動法論壇:理論與案例研究(政治大
學綜合院館三樓法學院演講廳)。
43.陳建文，2018 年 12 月 1 日，勞資爭議的分法、想法與立法，政治大
學法學院主辦，第五屆兩岸勞動法學術研討會《新興挑戰下的勞動
法》，2018 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地點：政治大學綜合院館北棟
13 樓法治斌講堂)。
44.陳建文，019 年 4 月 12 日，102 年勞裁字第 61 號裁決決定書評析:
「合理適當協商事項」、「進行協商所必要之資料」之認定爭議與理
論思議，臺灣勞動法學會.台北律師公會/合辦，集體勞動法讀書會，
台北律師公會第一會議室｡
45.陳建文，2019 年 4 月 13 日，勞工概念的理論思考與實務操作，新北
市政府勞工局/主辦、臺灣勞動法學會會/協辦，「108 年勞動法論壇研
討會-場次 1」，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
46.陳建文，2019 年 5 月 25 日，勞動事件法總則章及調解程序規定評
析，台灣勞動法學會､政治大學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主辦，元照出
版公司/協辦，｢勞動事件法評析｣研討會，政治大學綜合院館北棟 3
樓法學院演講廳｡
47. 陳建文，2019 年 8 月 3 日，團結權的「意義」與「異議」--強制入
會與消極團結權爭議之探討，政治大學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主辦，
勞動部、元照出版公司/協辦，指南勞動法論壇研討會(場次五)，政
治大學綜合院館北棟 3 樓法學院演講廳｡
48. 陳建文，2019 年 11 月 17 日，家事勞動的父權批判、人權思想與勞
權規範—評析家事勞工保護法草案，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
心.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
所.亞際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台聯大系統)/主辦，2019 法律與社會
之對話—移工勞權保障與政策研討會，交通大學管理二館 3 樓人文電
影館。
49.陳建文，2020 年 09 月 19 日，解僱最後手段性－理論與關鍵案例，臺
北大學法律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主辦，台灣法學會社會法勞工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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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協辦，臺灣勞動法學會、元照出版司/合辦，「2020 當前勞動法
理、法院判準和法務人資實務之交錯論壇」，台北大學民生校區教學
大樓（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6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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