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11年 1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編製 

「人事服務電子報」（簡稱人事 e報），內容涵蓋、教職員喜訊、每

月新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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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新知 

一、本校為加強對教職員工協助，111 年續聘僱 1名心理諮商師到校駐

點為教職員工服務，請查照。（110年 12月 24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02300714號書函） 

二、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110 年度辦理相關課程、研討會已上傳

「TaiwanLIFE 臺灣全民學習平臺」中經院 WTO 及 RTA 中心課程專

區，提供免費註冊觀看一案，請查照。（110年 12月 28日本校虎科

大人字第 1100013257號書函） 

三、本校訂於 111年 1月 26日（星期三）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舉行 111

年度文康活動委員會職員代表投票，請查照轉知所屬踴躍前往投

票。（111年 1月 4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12300009號書函） 

四、有關國家文官學院111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各項推廣活動辦理方

式一案，請查照（111 年 1 月 12 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0430

號書函）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2、3月開辦數位知能類(遠

距)班期計 3 班別，請查照並鼓勵同仁踴躍報名參加。（111 年 1 月

18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0588號書函） 

貳、 人事動態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回職復薪 
國際事務處境外學

生事務組 
助理員 謝宛庭 110.12.24  

留職停薪 學務處 專案助理 陳依佳 110.12.27 

留職停薪

110.12.27-1

11.06.24 

  

 

http://zh.wikipedia.org/wiki/Image:NFU_Logo.svg


職務變更 通識教育中心 專案助理 石美珠 111.01.01 

原通識教育

中心助理員

職代 

新進 
電資學院光電工程

系 

產學訓專班約

用人員 
王育蓁 111.01.07  

離職 
教學發展中心策略

企劃組 
專案助理 楊惟傑 111.01.01  

離職 藝術中心 專案助理 李葶俞 111.01.01 聘期屆滿 

離職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

育中心 
助理員 杜惠文 111.01.03  

離職 動力機械工程系 研究工程師 陳暘元 111.01.01  

離職 動力機械工程系 研究副工程師 謝棋凱 111.01.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原 蔡伶瑜 111.01.01  

離職 農業科技系 研究組員 王立俞 111.01.12  

參、宣導事項： 

一、資安相關新聞： 

（一）Apache Log4j 爆十年來最嚴重的漏洞，而且人人都有危險，Google、

Apple、Amazon、 Netflix 等等也都無法倖免 

(資料來源：

https://blog.trendmicro.com.tw/?p=70811&mkt_tok=OTQ1LUNYRC0wNjIAAAGCGY4v-CnjK9

1VuSfIr371Xg55j2Z7fVlM8AT-1LaD_7xcgD2gXV8Z77N1X5Hd-xc_x-eYxLtjYzUCSfBZrun-x-qc

KmfnVZOhA4E5MWcBnMUAJ02l7Lf2) 

「Log4Shell」是最近在一個名為「Log4j」的 JavaScript 工具中被發現的

漏洞，此漏洞被很多人視為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漏洞。由於幾乎所有企業都在

使用 JavaScript，所以人人都有危險。 

建議措施: 

1.將應用程式更新至最新版本。 

2.安裝防毒軟體 

 

（二）Apple 修復可能造成 iPhone、iPad 無法使用的 doorLock DoS 漏洞 

(資料來源：



https://www.informationsecurity.com.tw/article/article_detail.aspx?aid=

9678&mod=1) 

Apple 近日推出針對所謂「doorLock」DoS (Denial of Service，即服務阻

斷攻擊）漏洞的資安更新；該漏洞可能導致用戶的 iPhone 與 iPad 無法使

用，用戶應立即更新。 

遭此攻擊的 iPhone 和 iPad ，即使重新開機，只要一登入用戶的 iCloud 

帳號，就會再次載入惡意 HomeKit 裝置的資訊，再次造成當機。用戶設備

必須完全重置為出廠狀態，並刪除機內所有資料與設定，才能恢復正常；如

果用戶沒有備份資料，就會遭到資料滅失的損害。 

建議措施： 

Apple 於新推出的 iOS 15.2.1 與 iPadOS 15.2.1 中修復這個漏洞，用戶

應立即更新，以避免裝置遭駭侵者利用此漏洞發動攻擊而無法使用。 

 

（三）資通安全自主產品採購原則  

(資料來源：資通安全處  

https://nicst.ey.gov.tw/Page/C155BA782875FD82/0398cafa-470b-4325-a8da-d

8209a51573c ) 

1.「資通安全自主產品採購原則」自 108年 11月 28日生效，各政府機關應依

本原則辦理資通安全產品採購作業。 

2.各機關採購資通安全產品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者，以採取下列優先

採購資通安全自主產品之措施為原則：於招標文件明定只允許我國廠商投

標，且涉及財物項目者，其原產地須為我國。 

3.各機關於辦理採購案時，得要求廠商參考「資通安全自主產品採購原則」附

表公式計算產品之在臺附加價值率，並據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以利採購機

關參考。 

二、校內資安暨個資相關業務推動： 

(一)111年1月19日召開110學年度第2次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暨

管理審查會議。 

1.110年個人資料風險評估報告審議通過。110年個人資料風險評結果。本校無

等級3以上之高風險項目： 

 

2.資通資產清冊、及風險評鑑工作表繳回比率如下表 

資通資產清冊繳交率 風險評鑑工作表繳交率 

https://nicst.ey.gov.tw/Page/C155BA782875FD82/0398cafa-470b-4325-a8da-d8209a51573c
https://nicst.ey.gov.tw/Page/C155BA782875FD82/0398cafa-470b-4325-a8da-d8209a51573c


98.97% 98.97% 

3.資通系統安全等級評估表、資通系統防護基準控制措施查核表、及資通系統

清冊繳回比率如下表： 

 已繳交 

且完整 
需修改 未繳交 

應繳文件部門

數總計 

資通系統安全等

級評估表 
83 3 5 

91 

百分比 91.21% 3.30% 5.49% 

防護基準表 82 4 5 
91 

百分比 90.11% 4.40% 5.49% 

資通系統清冊 85 1 5 
91 

百分比 93.41% 1.10% 5.49% 

 

4.110年個資內稽矯正預防處理單回覆情形： 

內部稽核共同缺失繳回統計比例表 

 須繳回數量 目前已結案 比例 

共同事項一 95 69 73% 

共同事項二 95 69 73% 

共同事項三 95 71 75% 

共同事項四 95 71 75% 

共同事項五 95 71 75% 

內部稽核個別缺失繳回統計比例表 

 須繳回數量 目前已結案 比例 

缺失 16 9 56% 

觀察 4 4 100% 

建議 12 10 83% 

 

5.110年個資外稽矯正預防處理單回覆情形： 

外部稽核缺失繳回統計比例表 

 須繳回數量 目前已結案 比例 

缺失 3 2 67% 

觀察 16 12 75% 

 

6.電算中心將持續整備教育部資安暨個資稽核，請各單位儘速辦理以上各表單

之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