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2 年 12 月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編印
「人事服務電子報」
（簡稱人事 e 報）
，內容涵蓋、教職員喜訊、每月知新、法令宣導、
人事動態、環保節能、生活知識、各類活動訊息等。各單位如有須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
過本報轉知，本報為溝通之橋樑，每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
歡迎來信提供及指教。（來信信箱：personel@nfu.edu.tw）

壹、 教職員喜訊
一、恭賀本校工程學院機械設計工程系林明宗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2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二、恭賀本校電資學院電機工程系陳政宏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2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三、恭賀工程學院材料科學與工程系鍾淑茹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2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四、恭賀工程學院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張文陽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2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貳、每月新知
一、 本(102)年度職員國民旅遊卡使用期限至 12 月 31 日止，並請於 103 年 1 月
15 日前提出補助申請，請國民旅遊卡尚未使用完畢之同仁注意期限，以免影
響相關權益。
二、有關部分媒體錯誤報導，謂有禁止公務員飲用含糖飲料情事，衛福部特提出
澄清及說明。衛福部所建議，係避免於辦理會議或活動時，以公帑供應有礙
健康之含糖飲料，並未涉及公務員個人之自費購買或消費行為。
三、本校新春聯歡會將於 1/21 中午 12 時假學生活動中心音樂廳辦理，活動當日
已安排精彩表演節目及摸彩活動，現場並備有精緻餐點，請本校同仁踴躍報
名參加。
四、為配合全國軍公教人員子女教育補助系統 102 學年第 2 學期之申請，本校預
支子女教育補助系統線上申請訂於 1/3(五)上午 9 時至 1/29(三)下午 5 時提
供同仁申請。
(一)為減少作業流程，提高行政效率，就讀大學子女或繳學費超過 1 萬元以上同
仁才申請預支，而就讀國中、小學或申請金額少於 1 萬元者勿申請預支，等
開學後才申請。
(二)線上申請：本校網頁→使用者入口→教職員工→個人資訊→子女教育補助系
統。線上申請填寫完後，請逕送本校人事室彙辦。
(三)非預支申請將於 2/17-3/12 開放線上申請，請本校辦理非預支之同仁，於線

上申請系統開放時再行辦理。

參、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本校修訂「研究計畫專任人員管理要點」第三點及第九點第一項及第十四點，
旨揭修正後條文業置於本校人事室網頁/計畫服務專區/函釋法規項下。請遵
照辦理。下載途逕: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attach/64/pta_26516_154
9304_28542.pdf;另研究計畫專任人員，擬提出校內兼職兼課者，請至本校人
事室網頁/計畫服務專區/相關表格項下徑行下載填寫。下載途逕: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attach/70/pta_26522_764
3890_29027.pdf(本校 102 年 11 月 09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23003750 號函)
二、檢送本校新修訂「職員陞遷暨進用作業要點」（含附表一至四）暨修正對照
表，修正後條文業置於本校人事室網頁/人事規章/職員升遷任用項下。下載
途逕：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1-1008-1995.php(本校 102
年 12 月 05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23000732 號書函)。
三、本校修訂「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編制內教師、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
人員本薪（年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行政人
員工作酬勞支應原則」名稱、第二點、第四點、第六點及第八點，修正後條
文業置於本校人事室網頁/人事規章/待遇福利項下。下載途徑：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img/114/7-TB1-2.doc
（本校 102 年 12 月 16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23007560 號函）
四、本校新訂之「職名章使用管理要點」，旨揭管理要點業置於本校人事室首頁
/人事規章/其他項下，請逕行下載參閱。下載途逕：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img/745/112259843.pdf(
本校 102 年 12 月 6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23007390 號函)

肆、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政風：
（一）有關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助理教授職前曾任私立約聘助理教授年資得否採計
提敘薪級疑義，依教育部來函意旨: 公立學校專任教師採計職前曾任私立
學校專任教師年資提敘薪級，需為編制內、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審定、登
記、檢定合格或核定有案、職務等級相當及服務成績優良者始得採計提敘，
爰本案該校教師職前曾任私立大學約聘助理教授年資，因非屬編制內專任
合格教師，尚不得採計提敘薪級。(教育部 102 年 12 月 9 日臺教人(二)字
第 1020163903 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年度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已公告於行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apc.gov.tw/portal/）首頁
「最新消息」及「歲時祭儀放假日專區」，本校凡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得
檢具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等足資證明其原住民民族別之證明文件，就各該
所屬族別依公告放假日期申請放假事宜。 (本校 102 年 12 月 3 日虎科大人
字第 10200100280 號函)
（二） 本 （ 102 ） 年 11 月 20 日 起 於 公 務 人 員 傑 出 貢 獻 獎 專 屬 網 站
（http://www.topwin.com.tw/mocs2013）舉辦「插畫猜猜」抽獎活動，參
加活動將有機會抽中智慧型手機、筆記型電腦等多項3C科技獎品，加入公
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臉書活動專頁參加照片標記活動，亦有機會抽中iPod
Shuffle 。(本校102年12月13日虎科大人字第10200104480號函)
（三） 請同仁踴躍前往觀賞「看見臺灣」紀錄片，並於觀賞後於影片票根親筆簽
名並拍照，將照片電子檔 e-mail 至 jillian@nfu.edu.tw 信箱，俾利協助
登錄環境教育學習時數 1.5 小時。(本校 102 年 12 月 11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
號函)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大陸地區遺族或法定受益人請領亡故公立學校教職員一次撫卹金一次撫
慰金及公教人員保險死亡給付作業規定」，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2 年 12
月 11 日以臺教人(四)字第 1020165082B 號令修正發布。惟僅修正部分文字、
項次及配合機關組織業務調整，將原「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理局」、「中
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司」修正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臺灣銀行股
份有限公司」。（本校 102 年 12 月 11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00103870 號函）

伍、本校人事異動
異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升等

機械設計工程系

副教授

林明宗

102.08.01

升等

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陳政宏

102.08.01

升等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副教授

鍾淑茹

102.08.01

升等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
系

副教授

張文陽

102.08.01

到職

電子工程系

技佐

王瑞智

102.11.29 考試分發

到職

圖書館

辦事員

李欣應

102.11.29 考試分發

到職

總務處事務組

技士

黃穎貞

102.12.05 考試分發

到職

自動化工程系

研究副工程師

張維中

102.12.10

陸、 生活知識

認識個人資料保護法
作者：劉若芬 / 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程式設計組幹事

在現今的社會中，隨著科技的變遷發展，資訊得以快速流通，存取也更加容易。但在享受
這些便利的同時，也必須承擔個資容易外洩、甚至被不當利用的風險。近年來，詐騙集團
猖獗，民眾的個資，常被不法集團利用，詐騙案件屢屢上演，因此，個人資料保護的議題
也就越來越受到重視。經過多年來的努力、修法，終於《個人資料保護法》在今年的 10 月
1 日正式上路了，本文將帶您簡單認識何謂個資法，以及介紹簡易的電腦與網路安全，以達
到個資防護，學會保護自己與了解自身權益。
一、 認識個資法
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 84 年時，即公佈施行《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但部分內容早已
無法因應現今社會實際資料利用現況，因此在民國 99 年完成修法，並更名為《個人資料保
護法》，擴大適用範圍，但其中部分條文仍受爭議，今年行政院公布，受爭議的條文，暫
緩施行，再提修法，而其餘條文自民國 101 年 10 月 1 日起上路，關於個人資料保護法的詳
細條文，可以參考全國法規資料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I0050021)。
個人資料保護法，立法目的為規範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個資法的核心是為了避
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料合理利用。而所謂的個人資料，根據個資法第一章第二
條第一項：「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年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
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歷、醫療、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聯絡
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識別該個人之資料」其中，個資法
特別把醫療、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等資料歸納於特種資料範圍內，明令此
類資料除非特殊情形，不得蒐集、處理或利用。(見圖一)。

圖一：個資法所稱之個人資料

個資法主要從蒐集、處理和利用等三個層面，來規範個人資料的合理利用，新個資法所保
護的資料型態，也從原本的電腦處理之個人資料，延伸到無論是電腦處理的數位個人資料，
或是紙本的個人資料，皆適用於直接或間接識別之個人資料中。
根據個資法所明訂，蒐集、處理與利用之定義如下表格：
蒐集

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料。

處理

指為建立或利用個人資料檔案所為資料之記錄、輸入、儲存、 編輯、
更正、複製、檢索、刪除、輸出、連結或內部傳送。

利用

指將蒐集之個人資料為處理以外之使用。

在蒐集個人資料時，個資法規定蒐集者應盡告知義務，除了部分特殊情形外，必須盡到告
知當事人的義務，應明確告知當事人其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蒐集目的、資料類別、
資料使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當事人得行使之權利及方式、當事人選擇不提供個資
時，對其權益之影響。
處理與利用個資時，必須於個資法所明訂之特定目的之規定範疇內，並與原先蒐集目的有
關聯，不得擅自挪用，並在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要求，刪除、
停止處理或利用該個人資料。
除了蒐集個資必須符合特定目的，蒐集者必須盡到告知義務外，個資當事人也有可行使之
權利，包括了查詢、修改、補充個資，要求提供個資副本、要求停止蒐集、處理、利用個
資，或者要求直接刪除個資，而且這些權利是不得被事先要求放棄或以合約限制的(見圖
二)。

圖二：個人資料之當事人所擁有之權利

在以往，若發生個資遭到不法蒐集、處理、利用等糾紛時，受害者必須親自舉證，獨自進
行訴訟，新的個資法規定，不但舉證責任歸屬於被告機關的責任，也建立團體訴訟機制，
可由公益團體出面代表所有受害者進行訴訟，發揮民間團體之力量，保護受害者。除此之
外，更提高相關刑事與民事責任，落實保護個人資料制度。
二、 個資防護
除了透過法律之規範，保護個人資料外，民眾自我的警覺也不可或缺，尤其身處在危險的
網路世界中，不得不更加謹慎，很有可能一不小心就洩漏了自己的個資，而遭到冒用，或
是不小心就觸犯個資法。
現今科技詐騙技術層出不窮，養成好的電腦與網路使用習慣，可以防範在網路上洩漏個人
資料，以下提供幾個簡易之預防方法：
• 安裝防毒軟體、防間諜及防火牆等保護軟體，定期掃毒並時常更新病毒碼，將安全

防護設定盡可能設到最高等級。
• 使用複雜的密碼，密碼至少 6 個字元，其中包含符號、數字、大小寫字母，切記勿

與個人名字或身份資料相關，避免總是使用同一組密碼，並定期更換密碼。
• 不要將密碼、或其他能識別個人身分等機密資料儲存在電腦硬碟中。

• 不要在電子郵件內索取銀行和信用卡資訊。
• 避免透過電子郵件或即時通訊軟體等傳送個人的使用者帳號、密碼、個人資料或其
•
•

•
•
•
•

他機密資料。
進行網路線上交易時，使用可信任的電腦，避免使用公用電腦，與無線網路。
進行線上購物時，盡量避免使用信用卡交易，若必須使用信用卡交易，確認在可信
任的購物網站，並且在有安全保護機制，以 https:// 開頭之網址下進行信用卡交
易。
不要在不可信任的網站留下個人資料。
在網路上加入會員填寫個人資料時，應詳細閱讀契約內容。
不要將個人隱私資料放在網路上。
不要開啟來路不明的郵件或可疑的附件、檔案等，可能會有病毒或惡意攻擊程式在
其中。

除了防範自我個人資料洩漏外，也必須當心是否在網路上不小心觸犯個資法，例如網路群
眾活動：人肉搜索，若沒有特定目的，而不當蒐集其個人資料並公開，或者在網路上未經
當事者同意而蒐集並利用他人的個資，都有可能觸法。除了文字形式，影像紀錄也有可能
涉及他人隱私，例如面貌、車牌、門牌等，在盡情享受網路自由時，網友們也應謹慎處理
網路個人資料保護問題。
三、 總結
無論是政府單位、私人機構抑或是個人，都與個資法息息相關。因此，除了配合政府所規
定的個資法規，也要了解每個人能行使的權利。最後，再加上聰明的自我防護，落實維護
個人隱私、保護個人資料，相信在未來，個資外洩與詐騙案件必定會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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