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促進法宣導會 

※ 宣導會日期  

序

號 
場次別 日期 地點 

1.  基隆市 109/08/20(四) 上午 基隆市議會多媒體簡報室 

2.  臺北市 109/08/20(四) 下午 臺大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3.  嘉義縣 109/08/25(二) 上午 嘉義縣人力發展所 101教室 

4.  嘉義市 109/08/25(二) 下午 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1樓會議室 

5.  新北市 109/08/28(五) 上午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第二大樓 13樓 第 5 演講廳 

6.  桃園市 109/08/28(五) 下午 桃園工業會 11樓 101教室 

7.  屏東縣 109/08/31(一) 上午 屏東大學民生校區國際會議廳 

8.  高雄市 109/08/31(一) 下午 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9.  臺南市 109/09/07(一) 上午 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第一會議室 

10.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臺南基地 
109/09/07(一) 下午 南科管理局一樓演藝廳 

11.  苗栗縣 109/09/09(三) 下午 苗栗縣工業會訓練教室一 

12.  新竹市 109/09/14(一) 上午 新竹市勞工育樂中心 2樓禮堂 

13.  新竹縣 109/09/14(一) 下午 新竹縣工商大樓 3樓禮堂 

14.  臺中市 109/09/15(二) 上午 臺中巿東區勞工服務中心 3樓綜合教室 

15.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109/09/15(二) 下午 逢甲大學育成中心 A401講堂 

16.  金門縣 109/09/21(一) 下午 金門縣文化局 3樓會議室 

17.  澎湖縣 109/09/23(三) 下午 澎湖青年活動中心大禮堂 

18.  連江縣 109/09/25(五) 下午 馬祖民俗文物館 1樓演藝廳 

19.  花蓮縣 109/09/29(二) 下午 花蓮縣勞工育樂中心 1樓禮堂 

20.  臺東縣 109/09/30(三) 上午 臺東社福館 1樓禮堂 

21.  彰化縣 109/10/06(二) 下午 彰化縣立圖書館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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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場次別 日期 地點 

22.  雲林縣 109/10/07(三) 上午 雲林科技大學產學研大樓雲集廳 

23.  南投縣 109/10/07(三) 下午 南投縣立婦幼館-A棟二樓階梯教室 

24.  宜蘭縣 109/10/12(一) 下午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2樓演講室 

25.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高雄基地 
109/11/05(四) 下午 南科高雄園區行政服務大樓演藝廳 

26.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109/11/11(三) 下午 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101會議室 

27.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109/11/17(二) 上午 會議中心 A棟 2樓 

28.  新北產業園區 109/11/17(二) 下午 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禮堂 

29.  中壢工業區 109/11/19(四) 上午 中壢工業園區服務中心會議室 

30.  內湖科學工業園區 109/11/19(四) 下午 內湖科技園區服務大樓 2樓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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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會各場次議程規劃 

1. 基隆市 

時間：109/08/20(四) 上午  

地點：基隆市議會多媒體簡報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中高齡勞工權益與年齡歧視之案例分享 
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吳慎宜 

11:40-12:00 Q&A  

 
 

2. 臺北市 

時間：109/08/20(四) 下午  

地點：臺大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輝瑞大藥廠 

專案顧問薛光揚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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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嘉義縣 

時間：109/08/25(二) 上午  

地點：嘉義縣人力發展所 101教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兼副校長郝鳳鳴 

11:40-12:00 Q&A  

 
 
4. 嘉義市 

時間：109/08/25(二) 下午  

地點：嘉義市勞工育樂中心 1樓會議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兼副校長郝鳳鳴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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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北市 

時間：109/08/28(五) 上午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第二大樓 13樓 第 5 演講廳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教授成之約 

11:40-12:00 Q&A  

 
 

6. 桃園市 

時間：109/08/28(五) 下午  

地點：桃園工業會 11樓 101教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促進世代合作與職場續航之案例分享 
臺北市中小企業協會諮詢 

顧問郭振昌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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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屏東縣 

時間：109/08/31(一) 上午  

地點：屏東大學民生校區國際會議廳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大葉大學推廣教育處 

處長陳月娥 

11:40-12:00 Q&A  

 
 

8. 高雄市 

時間：109/08/31(一) 下午  

地點：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視聽教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勞工權益與年齡歧視之案例分享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法官楊富強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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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臺南市 

時間：109/09/07(一) 上午  

地點：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第一會議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大葉大學推廣教育處 

處長陳月娥 

11:40-12:00 Q&A  

 
 
 
10.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基地 

時間：109/09/07(一) 下午  

地點：南科管理局一樓演藝廳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兼副校長郝鳳鳴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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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苗栗縣 

時間：109/09/09(三) 下午  

地點：苗栗縣工業會訓練教室一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勞工權益與年齡歧視之案例分享 
宏恩法律事務所 

律師聶瑞瑩 

16:40-17:00 Q&A  

 
 
 

12. 新竹市 

時間：109/09/14(一) 上午  

地點：新竹市勞工育樂中心 2樓禮堂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中高齡勞工權益與年齡歧視之案例分享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林良榮 

11:40-12: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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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竹縣 

時間：109/09/14(一) 下午  

地點：新竹縣工商大樓 3樓禮堂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勞工權益與年齡歧視之案例分享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林良榮 

16:40-17:00 Q&A  

 
 
 

14. 臺中市 

時間：109/09/15(二) 上午  

地點：臺中巿東區勞工服務中心 3樓綜合教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中高齡勞工權益與年齡歧視之案例分享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祕書長韓仕賢 

11:40-12: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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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時間：109/09/15(二) 下午  

地點：逢甲大學育成中心 A401講堂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勞工權益與年齡歧視之案例分享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祕書長韓仕賢 

16:40-17:00 Q&A  

 
 
 

16. 金門縣 

時間：109/09/21(一) 下午  

地點：金門縣文化局 3樓會議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促進世代合作與職場續航之案例分享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副教授林淑慧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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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澎湖縣 

時間：109/09/23(三) 下午  

地點：澎湖青年活動中心大禮堂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教授成之約 

16:40-17:00 Q&A  

 
 
 

18. 連江縣 

時間：109/09/25(五) 下午  

地點：馬祖民俗文物館 1樓演藝廳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勞工權益與年齡歧視之案例分享 
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吳慎宜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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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花蓮縣 

時間：109/09/29(二) 下午  

地點：花蓮縣勞工育樂中心 1樓禮堂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促進世代合作與職場續航之案例分享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副教授林淑慧 

16:40-17:00 Q&A  

 
 
 

20. 臺東縣 

時間：109/09/30(三) 上午  

地點：臺東社福館 1樓禮堂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中華民國全國駕駛員職業總工會 

秘書長黃淑惠 

11:40-12: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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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彰化縣 

時間：109/10/06(二) 下午  

地點：彰化縣立圖書館演講廳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大葉大學推廣教育處 

處長陳月娥 

16:40-17:00 Q&A  

 
 
 

22. 雲林縣 

時間：109/10/07(三) 上午  

地點：雲林科技大學產學研大樓雲集廳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中華民國全國駕駛員職業總工會

秘書長黃淑惠 

11:40-12: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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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南投縣 

時間：109/10/07(三) 下午  

地點：南投縣立婦幼館-A棟二樓階梯教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中華民國全國駕駛員職業總工會

秘書長黃淑惠 

16:40-17:00 Q&A  

 
 
 

24. 宜蘭縣 

時間：109/10/12(一) 下午  

地點：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2樓演講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促進世代合作與職場續航之案例分享 
104人力銀行 

副理李明倫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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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高雄基地 

時間：109/11/05(四) 下午  

地點：南科高雄園區行政服務大樓演藝廳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勞工權益與年齡歧視之案例分享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法官楊富強 

16:40-17:00 Q&A  

 
 

 
26. 新竹科學園區 

時間：109/11/11(三) 下午  

地點：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101會議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 

教授成之約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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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時間：109/11/17(二) 上午  

地點：會議中心 A棟 2樓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促進世代合作與職場續航之案例分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副教授廖文志 

11:40-12:00 Q&A  

 
 
 

28. 新北產業園區 

時間：109/11/17(二) 下午  

地點：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禮堂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促進世代合作與職場續航之案例分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副教授廖文志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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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壢工業園區 

時間：109/11/19(四) 上午  

地點：中壢工業園區服務中心會議室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09:40-10: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0:10-11:40 促進世代合作與職場續航之案例分享 
臺北市中小企業協會諮詢 

顧問郭振昌 

11:40-12:00 Q&A  

 
 
 

30. 內湖科學園區 

時間：109/11/19(四) 下午  

地點：內湖科技園區服務大樓 2樓會議廳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主講者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高齡社會及人口趨勢發展說明 
古稀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總監呂協翰 

14:40-15:10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宣導 勞動力發展署代表 

15:10-16:40 中高齡人力運用與雇主責任之案例分享 
輝瑞大藥廠 

專案顧問薛光揚 

16:4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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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名 

 電話報名：直接來電至(02)8914-7779 ，辦理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促

進法宣導會活動小組報名，由專人協助報名。 

 網路報名：網址：https://reurl.cc/3DgQ8R 進行線上報名，填妥參與

人員基本資料及相關防疫調查等內容即線上完成報名。 

 線上表單二維條碼： 

 
 

 
 

https://reurl.cc/3DgQ8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