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9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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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僱 1名心理諮商師到校駐點為教職

員工服務，請查照。(本校 109年 8月 17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2300493

號書函) 

二、為配合全國軍公教人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資料

報送時程，本校預支子女教育補助線上申請系統即日起至 8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5時止開放同仁使用，請查照。(本校 109年 8

月 10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2300484號書函) 

三、本校為擴大托育對象除原有簽訂幼兒園特約服務外，今年新増 0-2

歲托嬰服務特約育嬰中心及 6-12歲安親班特約服務，詳人事室特

約網頁，請本校同仁多加利用。 

 

貳、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教育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提撥費率，業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公告，由

現行 12%，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每年調升 1%，至 112 年為 15%，請

查照。(109年 9月 4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8053號書函)。 

二、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提撥費率自民國 110年 1月 1日起，每

年調升 1%，由現行 12%分 3 年調整至 15%一案，業經考試院會同行

政院於 109 年 8 月 28 日釐定公告，請查照。(109 年 9 月 9 日虎科

大人字第 1090008214號書函)。 

三、本（109）年中秋期間，請加強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並落

實登錄作業，請查照。(109年 9月 17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8596

號書函)。 

四、有關公務員及公立學校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加入各類合作

社成為社員並經選任為理（監）事，及其持股比例相關規範，請查

照。(109年 9月 17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8586號書函)。 

參、人事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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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待遇福利、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有關 110年 1月 1日起「基本工資」調整為每月新臺幣（以下同）

24,0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0 元，業經勞動部 109 年 9

月 7 日以勞動條 2 字第 1090077231 號公告發布。(109 年 9 月 18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8287號書函) 

肆、 人事動態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留職停薪 
國際事務處          

境外學生事務組 
助理員 謝宛庭 109.09.26 

  延長停薪期間

109.9.26~109.12.25 

到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 

製造研究中心       

博士後 研

究員 
黃學良 109.08.31  

到職 
國際產學服務處          

技術與職能輔導組 
專案助理 林啓仁 109.09.09  

到職 農業科技系 
研究副管理

師 
潘冠穎 109.08.26  

到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張凱瑋 109.09.08  

到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佐理員 李詩涵 109.09.11  

離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網路組 
工程師 范雅婷 109.09.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黃學良 109.08.3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產業聯絡專

家 
詹炳熾 109.09.01  

伍、宣導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 Q&A 

(一) 如果用他人拍攝的明星照片，販售照片裡的商品可以嗎?如果照片為外國人

拍的就不會侵害著作權嗎?如果取得對方同意，要保留甚麼作為證據呢? 

A1:  

一、使用他人攝影著作，原則上應取得權利人同意為宜。 

  照片在符合一定創作程度之要求下，為可受著作權法保護之「攝影著

作」，任何利用他人攝影著作的行為（包含改作、重製等行為），宜獲得權

利人同意授權，使用上才比較不具風險。 

二、在台灣使用韓國人所拍攝之攝影著作，仍應取得權利人同意為宜。 

1.依據「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相關規定，如為 WTO會員國



國民之著作（韓國屬之），因互相平等承認，於我國仍可受我國著作權法

保護。 

2.而我國對於著作權保護採「屬地主義」，如果著作利用行為發生地在我國，

便可適用我國法律。（可參考：智慧財產局函釋電子郵件1080815） 

3.所詢問題為在台灣使用韓國人所拍攝之攝影著作，依上述說明，因韓國為

WTO會員國，韓國國民之著作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又因使用著作之行為

地在我國，自然可適用我國著作權法。 

三、應確認權利人同意之內容，再依授權內容使用著作為宜，並留存相關往來紀

錄作為證據。 

1.所詢問題提及「對方同意」使用照片，惟此時應該要確認同意的內容為何，

包含可以使用此照片之地域（是否限於台灣）、期間長短或利用方法（是

否包含改作、重製、公開傳輸等）甚至用途（商業或非商業），再依對方

之內容使用著作（保守而言，也可將我方的網站或賣場連結提供給對方

確認），較不具法律風險。 

2.建議您可保留與對方關於「同意使用照片」或「對方稱自己為照片拍攝者

／權利人」之往來紀錄（信件、對話等），作為日後發生爭議時，我方信

賴及主張已取得照片授權之證據。 

四、使用明星照片除著作權外，應一併留意肖像權議題。 

  肖像權和著作權為不同法律概念，肖像權屬於民法人格權所保護的權

利之一；著作權的依據則為著作權法，兩者保護目的不同。因此縱使對方

同意您使用照片，所同意（授權）的內容極有可能僅止於著作權，而不及

於肖像權。後續使用明星照片之行為，則仍有可能遭該明星及其經紀公司

以肖像權為理由向您主張。 

【眾勤法律事務所副所長 陳全正律師  解答】以上資料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FB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FB(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二)如果自行下載 youtube 的新聞影片，不同影片各取 3-5秒，再加到自己拍攝

剪輯的影片內，如果是商業用途可以嗎? 

A2 :  

一、應先說明的是，下載他人影片並進行剪輯至自製影片內，最後在上傳網路之

行為，至少涉及「重製」、「公開傳輸」他人著作，原則上建議應事前取得

權利人的同意或授權，以避免產生侵權爭議。 

二、所詢問題成立「合理使用」的空間較小，仍建議取得權利人授權為宜，以避

免因違反著作權法而承擔民、刑事責任。 

（一）主張成立「合理使用」作為免責理由有其不確定性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55389-a9f53-301.html


1.如有侵害著作權情形時，主張成立「合理使用」為常見之免責理由。 

2.不過判斷是否成立「合理使用」，需考量各種因素，常見例如：利用他人

著作質量、比例之多寡、被利用著作之性質，以及您利用著作的行為、

對他人著作市場價值影響等等。同時是否成立「合理使用」，還得交由

司法機關依據個案情形進行判斷，並無法自行認定。 

（二）依智慧財產局解釋，您所詢的問題成立「合理使用」的空間相當有限 

1.利用他人著作行為涉及「公開傳輸」 

智慧局曾認為網路具有無遠弗屆的特性，縱使利用行為不具營利目的，

侵害程度仍可能相當嚴重，對著作權人的權益影響甚大，因此認定主張「合

理使用」的空間較小（可參考：智慧財產局函釋電子郵件 1090408c）。 

2.利用他人著作之行為具有「商業上目的」 

智慧局曾認為縱使是利用「部分」著作，但利用他人著作的行為具有「商

業目的」時，利用「合理使用」主張免責的空間有限（可參考：智慧財產局

函釋電子郵件 1070921c） 

【眾勤法律事務所副所長 陳全正律師  解答】 

以上資料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FB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FB(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二、個資暨資安宣導 

1.政策宣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通安全管理政策』 

https://nfucc.nfu.edu.tw/zh/nfu-pims/isms-0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 

https://www.nfu.edu.tw/images/IMS-M-003.pdf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https://nfucc.nfu.edu.tw/zh/nfu-pims/2020-01-17-08-40-12 

 

2. 新聞快遞 

(1)資通設備禁令紛爭下，你該具備的資安意識 

108年 1月 1日資通安全管理法正式施行，主要是指防止資通系統或資

訊遭受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控制、洩漏、破壞、竄改、銷毀或其他侵害，

以確保其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的管理法規。大多數人可能的想法對於正

式施行此法規尚未有深切的感受或影響。但是此後陸續出現許多資安事件或

議題，例如：華為電信主要因資料洩漏原因導致受到美國等國家明定禁止。 

今年 5月，總統就職演說指出臺灣未來經濟六大核心重點之一──發展

結合 5G時代、數位轉型等資安產業。說明台灣政府對於「資安」的重視。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75600-ac70e-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55200-397e1-301.html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55200-397e1-301.html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https://nfucc.nfu.edu.tw/zh/nfu-pims/isms-01
https://www.nfu.edu.tw/images/IMS-M-003.pdf
https://nfucc.nfu.edu.tw/zh/nfu-pims/2020-01-17-08-40-12


然而，現今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台手機或電腦等相關輔助產品，這些資通設備

都有可能因為導致資通系統或資訊遭受未經授權之存取、使用、控制、洩漏、

破壞、竄改、銷毀或其他侵害，成為下一個華為。因此，此次分享一篇「資

通設備禁令紛爭下，你該具備的資安意識」，分享關於資安的危機意識的三

大主題： 

A.手機惡意後門的管道來自 App 軟體，不是硬體？ 

B.你的手機真的是你的手機嗎？ 

C.網通設備與政府單位的資安議題呢？ 

提供一個簡單的故事讓大家了解以及購買時或使用時可以如何確保不

受到資通設背禁令的影響，同時，了解資通安全管理法與我們生活息息相

關，未來更是逐步影響我們的生活。 

資料來源：technews 

https://technews.tw/2019/02/01/important-of-security-awareness/ 

 

(2)你已被 AI 監控？唐鳳：請求刪除個資是你的基本人權 

人類創造的 AI 會失控嗎？面對個人的大數據行為被網路巨頭掌控，行

政院數位政委唐鳳建議，我們要把個人的數據權，當成自己的基本人權看待。 

針對數位霸權，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的解讀是「監控式資本主義」。 

這個名詞源於哈佛大學教授祖波夫（Shoshana Zuboff）的書《監控資

本主義：在新的權力前沿為人類未來而戰》，書中描述 Google 從 20 多年

前開始，收集使用者資料，然後賣給廣告商的決策過程。 

未來很有可能的狀況是，一小群精英由於擁有大數據和演算法，使財富

和權力集中於他們之手。糟糕的是，社會階級再也無法產生流動，貧富差距

更明顯。面對這種不公平，人們應該現在就開始著手預防。 

 

維護隱私！自己的個資自己管 

因應「監控式資本主義」，唐鳳指出，首先公民要知道，每個人其實都

有請求刪除、副本及請求修改的權利，且這不可以「以合約同意」為由拋棄，

「這是任何人都有的類似基本人權」。 

如同知道網購有 7 天的鑑賞猶豫期，接到詐騙電話可打 165，唐鳳認

為，對個資大家也要懂得請求副本、刪除、更新、解釋、給交代的權利，「如

果自己都沒有這些基本公民素養，當然就會有人趁虛而入」。 

舉例說明：疫情蔓延全球，政府號召國人響應國際人道救援，捐贈剩餘

口罩給需要的國家與第一線醫護人員，只要在「taiwancanhelp.com.tw」網

站登記即可。 

這個應用程式的設計獨特之處在於，捐贈口罩的人可選擇「公開姓名」

或「默默行善」，完全遵從個人意願。選擇前者的話，雖然最終公開展示個

人姓名，但這些個資是在當事人很明確告知之下才公開。且資料集只有三個

https://technews.tw/2019/02/01/important-of-security-awareness/
https://technews.tw/2019/02/01/important-of-security-awareness/
https://technews.tw/2019/02/01/important-of-security-awareness/


欄位，很清楚告知每位使用者到底會公開哪些資訊。 

 

對抗數據霸權，選擇性購買或抵制 

「在充分告知、公共利益目的及自願提供的前提下，讓整個世界看到台

灣人民的善心。」唐鳳說，這個過程令選擇權變成顯名權，人們到底付出什

麼、換得什麼，所有人都明確了解，自然沒有人是被動蒐集數據的問題，也

不會對隱私造成非常大的侵犯。 

面對數據霸權，唐鳳也認為，人們可以選擇性購買對環境跟社會有幫助

的服務和產品，以及選擇性去抵制對社會、環境不利的服務產品，「這個力

量才大，監管只是最後面的後盾」。 

唐鳳的認知中，一貫將 AI 視為「輔助式智慧」，AI 是把人類工作宛如

機器人的「異化部分」慢慢取代，但無法取代人類的好奇心、創意與互動價

值。 

「如果你有個助理，幫你決定行程，且透露你的隱私給別人，你問他為

何這樣安排時，他都不交代，那麼，你馬上就會把助理 fire 掉，」唐鳳說：

「你怎樣期待助理，就會同樣期待輔助式智慧。」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3306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3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