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蘭縣政府第三屆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名冊（任期自106年8月1日起至109年7月31日止）
編號 姓名

1

2

3

4

黃懿鵬

鄭文經

呂廷章

莊美雲

性別

男

男

男

女

經歷

現任職務

專長

勞資關係之處理經驗

宜蘭縣政府民政局局長、處長、參議、前
社會科專員、勞工行政股股長、宜蘭縣政 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調
勞動法 宜蘭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府第1屆勞資爭議調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 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 令、勞資 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
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
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
爭議調解 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
代理里長、里幹事、宜蘭縣政府民政局及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
社會局課長、宜蘭縣政府第1屆勞資爭議調
勞動法
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調
務協會協調委員2年及獨任
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
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 令、勞資
調解人5年、宜蘭縣政府勞
會總幹事、監事、協調委員及獨任調解
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
爭議調解
資爭議調解委員15年
人、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認證證書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勞資關係課課長（
宜蘭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89.5.23~95.8.23）、宜蘭縣政府社會局副
員會主席15年餘，處理過台
局長、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副處長、宜蘭縣
勞動法
灣中興紙業公司、中國力霸
政府勞工處代理處長、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
令、勞資
冬山水泥廠及台旭工業公司
副處長（98.8.26~103.1.22）、
協會獨任調解人
爭議調解
關廠等勞資爭議案逾千場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秘書、
次、勞動法令講師
宜蘭縣宜蘭市戶政事務所主任

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調
行政主管機關擔任法制工作6年、宜蘭縣政
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 勞動法 宜蘭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府第1屆勞資爭議調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
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科 令、勞資 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
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勞動部
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爭議調解 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
勞資爭議調解人認證證書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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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陳傳武

陳景文

張廷銘

林智賢

男

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理事長、協調委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
員主席（第1、2、4、5屆）、宜蘭市公所
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調
勞動法
務協會協調委員5年及獨立
第32、33屆調解委員、宜蘭縣政府第1屆勞
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 令、勞資
資爭議調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
調解人、宜蘭縣政府勞資爭
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
爭議調解
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勞動部勞資爭議
議調解委員20年以上
調解人認證證書

男

宜蘭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18年以上、
宜蘭縣政府消費糾紛調解委員15年以上、
勞動部獨立調解人(100年9月14日取得)、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不動產經紀人獎懲委員
會委員、宜蘭縣政府仲介爭議調解委員11
年以上、宜蘭生命協會第19屆監事、社團
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第6、7屆理
事、宜蘭縣政府第1屆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
解人、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認證證書

男

男

宜蘭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員18年以上
、勞動部獨立調解人資格6
自由時報宜蘭區廣告服務中心
主任、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
勞動法 年、參加桃園市勞資爭議調
爭議調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 令、勞資 解委員會、基隆市勞資爭議
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 爭議調解 調解委員會委員（106
年）、參加勞動部各項訓練
人
及座談等至少200小時以上
經驗

羅東高工教師、宜蘭縣政府第1屆勞資爭議
調解委員、宜蘭縣政府職業安全衛生輔導
100至106年宜蘭縣政府勞資
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調
勞動法
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第6
爭議調解委員及社團法人宜
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 令、勞資
屆總幹事、獨立調解人、勞動部勞資爭議
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獨任
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
爭議調解
調解人認證證書
調解人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獨立調 協會第6、7屆常務理事、宜蘭
宜蘭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勞動法
解人、宜蘭縣政府職業安全衛生輔導員、 縣政府職業安全衛生輔導員、
員（88至106年）、社團法
規、勞資
宜蘭縣政府第1屆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勞動 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調
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
爭議調解
部勞資爭議調解人認證證書
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
獨任調解人（100至106年）
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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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李永鎮

王溪河

林承蔡

陳憲文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
宜蘭縣立殯葬管理所技工、宜
勞動法
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調解
務協會3年協調委員及4年獨
令、勞資
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
任調解人、宜蘭縣政府勞資
爭議調解
爭議調解委員3年
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

男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3年協調
委員及4年獨任調解人、宜蘭縣政府第1屆
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
人認證證書

男

宜蘭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
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調
勞動法
宜蘭縣政府第1屆勞資爭議調解委員、社團
員（92至106年）、社團法
解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
令、勞資
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
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
志願服務協會會計、理事及獨
爭議調解
人、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認證證書
獨任調解人
任調解人

男

外商銀行放款及催收主管、宜蘭縣宜蘭市
南門里里長（第19、20屆）、社團法人宜
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總幹事及獨任調解
人、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認證證書

男

薛長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課長、臺灣宜蘭
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協
勞動法
地方法院書記官、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
調委員（99至103年）、社
令、勞資
願服務協會總幹事、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 協會獨任調解人
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
爭議調解
人認證證書
協會獨任調解人

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協
宜蘭縣宜蘭市南門里里長、宜
勞動法
調委員（100至102年）、社
蘭縣宜蘭市公所調解委員、社
令、勞資
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
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
爭議調解
會總幹事暨獨任調解人
協會獨任調解人

13

楊建光

男

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協
宜蘭農田水利會退休、社團法人宜蘭縣勞
勞動法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
調委員（98至103年）、社
工志願服務協會監事、勞動部勞資爭議調
令、勞資
協會獨任調解人
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
解人認證證書
爭議調解
協會獨任調解人

14

李世宇

男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勞動法 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陪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刑事偵查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 令、勞資 調委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
員、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認證證書
協會獨任調解人
爭議調解 工志願服務協會獨任調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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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鄧維偉

男

宜蘭縣警察之友會宜蘭辦事處總幹事、警
察志工、宜蘭市後備憲兵聯誼會輔導總幹
事、國際佛光會宜蘭市第三分會秘書、宜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 勞資爭議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
調解
務協會陪調委員2年
蘭地方法院少年輔導志工、宜蘭市環保志 協會勞資爭議陪調委員
工中隊隊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
務協會會計及勞資爭議陪調委員

16

呂學民

男

宜蘭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台
宜蘭縣產業總工會第6屆理事長、宜蘭縣蘇
工會輔 宜蘭縣政府第1、2屆勞資爭
塑冬山廠企業工會理事、宜蘭
導、協調 議調解委員
澳鎮蘇西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17

陳為泓

男

台泥蘇澳廠企業工會理事長、勞動部第二 宜蘭縣產業總工會副理事長、 工會輔 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
專長木工講師、社區大學木工講師
台泥蘇澳廠企業工會理事長
導、協調 調解委員

18

林金得

男

宜蘭縣政府第1屆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宜蘭
宜蘭縣職業總工會理事長
縣政府第10屆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

19

游禎三

男

20

王進生

男

教師退休（具原住民身分）、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大同鄉民代表
第1、2屆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21

李永棟

男

汽車維修工作

宜蘭縣汽車修理業職業工會理
事長

協調

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
調解委員

22

陳逸德

男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主任、宜
宜蘭縣保險業職業工會理事長
蘭縣五結鄉四結村村長、弘道協會理事長

協調

宜蘭縣職業總工會推薦，協
助保險理賠相關爭議處理

宜蘭縣總工會理事長、宜蘭縣政府第1、2
屆勞資爭議調解委員
宜蘭縣各業職業工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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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運及調解維護勞工權益、
勞資爭議
宜蘭縣政府第1屆勞資爭議
調解
調解委員
勞資爭議 宜蘭縣政府第1、2屆勞資爭
調解
議調解委員
勞資爭議 宜蘭縣政府第1、2屆勞資爭
調解
議調解委員

23

24

25

26

鄭朝枝

李連福

陳成發

李志瀚

男

光穀公會理事長、觀光協會常務理事、理
聯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事長商務發展協會常務理事、宜蘭四季游
人、宜蘭縣商業會常務理事
泳會會長

協調

宜蘭縣商業會推薦，擅長勞
資爭議協處

男

福華冷凍食品有限公司負責
宜蘭縣議會議長特別助理、宜蘭縣政府顧
人、宜蘭縣商業會名譽理事
問、宜蘭縣商業會第22屆理事長、宜蘭縣
長、宜蘭縣政府第2屆勞資爭
宜蘭市公所調解委員
議調解委員

協調

宜蘭縣商業會推薦，宜蘭縣
政府第2屆勞資爭議調解委
員

男

宜蘭縣政府殯葬服務諮詢事業評鑑委員、
宜蘭縣員山鄉第14屆村長聯誼會會長、宜
蘭縣勞工團體聯盟總會會務顧問、宜蘭縣
塗料油漆商業公會會務顧問、宜蘭縣警友 宜蘭縣總工會理事長
會執行長、宜蘭縣婚喪喜慶司儀人員職業
工會理事長

協調

宜蘭縣總工會推薦， 擅長
勞資爭議協處

男

利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副理11年、
宜蘭縣玩具暨兒童用品業職業
大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管理部經理3
工會理事長
年、仲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協調

宜蘭縣總工會推薦，利來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勞資關係處
理委員會秘書長、蘇澳大飯
店餐飲部結束營業勞資糾紛
排解成功

協調

宜蘭縣總工會推薦， 擅長
勞資爭議協處

27

林榮男

男

中藥業職業工會第1～7屆常務理事、宜蘭 宜蘭縣總工會常務理事、佛具
縣總工會第23～26屆常務理事、宜蘭縣頭 業職業工會理事、中藥全國聯
城鎮新建社區總幹事
合會常務監事

28

李錫叁

男

宜蘭縣工人總工會推薦，宜
全國針織工會理事長、臺灣省針織工會聯
勞資爭議
宜蘭縣針織業職業工會理事長
蘭縣政府第1屆勞資爭議調
合會理事長、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
調解
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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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黃再興

男

宜蘭縣職業總工會常務理事兼出納組長、
宜蘭縣工人總工會副理事長、
宜蘭縣機器製修職業工會理事長、宜蘭縣
宜蘭縣電腦文書處理人員職業
機械修護職業工會理事長、宜蘭縣羅東鎮
工會理事長
樹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30

邱聰寶

男

宜蘭縣羅東鎮浮崙里里長、宜蘭縣羅東鎮
宜蘭縣勞工團體聯盟總會第6
中山社區理事長、宜蘭縣勞工團體聯盟總
屆理事長
會第1、2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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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

宜蘭縣工人總工會推薦，具
工運及調解維護勞工權益經
驗

宜蘭縣勞工團體聯盟總會推
勞資爭議
薦，宜蘭縣政府第1屆勞資
調解
爭議調解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