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8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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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新知 

一、有關內政部 108 年「You & Me 愛就在一起」單身聯誼活動第 12 至第 15 梯次

活動訂於 108 年 5 月 20 日至 5 月 29 日受理報名，請查照。(本校 108 年 5 月

14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0005295 號書函) 

二、再次重申！本校鎖定不提供刷卡時間 ( 夜 間 1 0 時 至 晨 間 7 時 ) 。 

(相關規定置於差勤系統公布欄)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與 Google數位學程合辦「提升你的數

位行銷力」活動，請查照。(本校 108 年 4 月 29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0004709

號書函) 

四、檢送「中華民國 109年(西元 2020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1份，請查

照。(本校 108 年 5 月 14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0005361 號書函) 

貳、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5條、第 26條之 1、第 28條及第 35條業奉總統本（108）

年 4月 3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34141號令修正公布，上開內容可至銓敘部

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cs.gov.tw/法規動態項下查詢。(本校 108年 5

月 8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0004959號書函)。 

二、行政院修正「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 2點、第 4點及

第 5點，並自 108年 5月 2日生效，請查照。(本校 108年 5月 8日虎科大人

字第 1080005092號書函) 

三、「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業奉總統 108年 4月 24日華總

一義字第 10800039351號令公布，請查照。(本校 108年 5月 1日虎科大人字

第 1080004830號書函) 

四、行政院修正「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第 4點，並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本校 108年 5月 10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0005212號書函) 

五、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修訂案經 108年 4月 2日 107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108年 4月 22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2300221號書函)。 

 

參、 人事法令宣導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國民旅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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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關本校教職員假日公差(假)申請補休規定詳如說明，請查照。(本校108年

05月14日虎科大人字第1082300272號書函)  

二、有關公務人員於代理職務期間適逄職責(或授權)機關因天然災害發布停止上

班，其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2條計算工作日之方式一案，請查照。(本

校 108年 4月 26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0004607號書函) 

三、有關職務代理人於上班日經奉准給假，復為執行代理人職務上之業務於同日

加班，其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2條計算工作日之方式一案，請查照。

(本校 108年 4月 26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00046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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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職 
國際事務處境外

學生事務組 
助理員 謝宛庭 108.04.29  

到職 
教學發展中心教

師發展及學習促

進組 

專案助理 蘇昱菱 108.05.02  

到職 進修推廣部 研究組員 姚雅琦 108.05.14 推廣教育中心 

到職 進修推廣部 研究組員 劉俊毅 108.05.17 推廣教育中心 

調任 
進修推廣部總務

組 
助理員 翁郁雯 108.05.17 原學生事務組 

留職停薪 校務發展中心 助理員 廖千慧 108.05.01 
108.05.1~109.03.31

延長留職停薪 

離職 飛機工程系 
訓練中心講

師 
蔡冠明 108.05.01  

離職 
教務處教學業務

組 
助理員 黃慧玲 108.05.06  

伍、 宣導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 Q&A 

 

Q1. 想開設電影相關的線上教學課程（需付費），而課程會採用幾部知名電影預告片的畫面

作為創作的參考。請問是否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才符合著作權法第 52條：「為

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的規定呢？ 

另外，如果未獲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下，但同時也不致過度影響著作財產人之權

利，可以主張合理使用嗎？ 

A1: 電影預告片的部分，原則上應該屬於著作權法第 5條第 1項第 7款所稱的「視聽著作」，

而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倘若要加以引用或是放在線上教學的影片中，則可能涉及「重製」

以及「公開傳輸」，原則上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方能為之。 



著作權法第 52條雖然有提及合理使用的部分，然該條文所稱的「引用」，是指節錄或抄錄

他人的著作，以供自己創作之參證或註釋，且該引用的內容必須與自己的著作有一定程度之

相關，如果自己的創作僅占極小部分，多數均為他人之著作，則就不符合「引用」之要件而

仍可能涉及「重製」。 

關於合理使用的部分，依照著作權法第 65條第 2項之規定，有以下幾個衡量之基準，包含

「利用的目的及性質」、「著作的性質」、「所利用的質量及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利

用結果對於著作潛在市場於現在價值之影響等等」，究竟是否能夠主張合理使用而不致構成

侵權，此部分仍必須由司法機關依照具體個案的情況來判斷，無法於事前一概而論。  

【威律法律事務所所長/主持律師 周逸濱 解答】 

以上資料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 5 月刊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s://goo.gl/kkJPZV) 

Q2. 將動漫人物圖案彩繪在車身或將圖案輸出後黏貼於車身上的「痛車」文化，是否侵害著

作權的疑慮呢？ 

A2:著作權法所稱之美術著作，包含繪畫、版畫、漫畫、連環畫(卡通)、素描、法書(書法)、

字型繪畫、雕塑、美術工藝品等，因此，動漫人物、角色圖案，如符合著作之保護要件，包

括「原創性」(非抄襲他人之著作)及「創作性」(符合一定之創作高度)，即屬著作權法保護

之「美術著作」。 

將動漫人物圖案彩繪於車身上，可能涉及「重製」他人美術著作之利用行為，由於「重製權」

為著作財產權人所專有，建議應徵得該美術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合法利

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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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及資安 

一、轉知國家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 資安訊息警訊 NISAC-ANA-201905-0108。 

美國國土安全部與聯邦調查局近期公布北韓駭客組織 HIDDEN COBRA所利用的惡意程式：

ELECTRICFISH，該工具可用於在受害電腦與駭客電腦之間建立隱密通道(Tunnel)，規避資安

設備之偵測；該工具亦可指定外部代理伺服器(Proxy Server)作為中間跳板，以隱藏駭客真

實網路位址(IP Address)。 

若資訊設備遭受感染會有以下風險： 

1.個人或單位資料遭竊取。 

2.個人工作或單位運作被影響而中斷停擺。 

3.資訊設備資源被利用於對外攻擊。 

4.單位財務損失。 

建議除使用防毒軟體檢查資訊設備是否受惡意程式感染，也可透過惡意程式資訊確認感染與

否。 

1.檢查系統是否存在下列檔案： 

(1)檔名：a1260fd3e9221d1bc5b9ece6e7a5a98669c79e124453f2ac58625085759ed3bb 

-MD5: 8d9123cd2648020292b5c35edc9ae22e 

-SHA-1: 0939363ff55d914e92635e5f693099fb28047602 

https://goo.gl/kkJPZV


(2)檔名：hs.exe 

-MD5: df934e2d23507a7f413580eae11bb7dc 

-SHA-1: 5ce51e3882c40961caf2317a3209831ed77c9c40 

 

2.若確認資訊設備已遭入侵，建議處理措施： 

(1)針對受害電腦進行資安事件應變處理。 

(2)重新安裝作業系統，並更新作業系統及相關應用軟體。 

(3)更換系統使用者密碼。 

3.日常資訊設備資安防護建議： 

(1)持續更新作業系統及辦公室文書處理軟體等安全性修補程式。若所使用的作業系統已不

再提供更新程式，建議升級至較新版本作業系統。 

(2)系統上所有帳號需設定強健的密碼，非必要使用的帳號請將其刪除或停用。系統上非必

要的服務程式亦建議移除或關閉。 

(3)安裝及啟用防毒軟體防護，並持續更新病毒碼及掃毒引擎。 

(4)安裝及啟用防火牆防護，並設定防火牆規則僅開放所需之通訊埠。 

(5)不要開啟可疑的郵件與檔案，在開啟下載資料之前先進行資安防護掃描檢查。 

二、社交工程演練宣導郵件-請勿開啟來路不明的郵件、附件檔案或連結網址 

（一）教育部每年會進行 2次社交工程演練(今年為 5月及 9月)，由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

育司以偽冒公務、個人或公司行號等名義發送惡意郵件給演練對象，郵件主題分為政

治、公務、健康養生、旅遊等類型，郵件內容包含連結網址或 word附檔，當收件人

開啟郵件或點閱郵件所附連結或檔案時，即留下紀錄。 

（二）依教育部評量標準，本校惡意郵件開啟率應低於 10%以下；惡意連結(或檔案)點擊

率應低於 6%以下，提醒各位同仁切勿開啟來路不明郵件。 

（三）資安建議：（個人電腦安全設定請參閱網址） 

1. 每半年修改一次密碼（密碼長度建議文數字與特殊符號混合，8碼以上，切勿

設定常用密碼 abc123、123456等或與帳號相同）。 

2. 定期更新與修補系統漏洞與更新防毒軟體程式碼。 

3. 關閉郵件預覽功能。 

4. 切勿開啟來路不明的郵件、附件檔案或連結網址。 

5. 避免於網路上隨意輸入您的電子郵件信箱，以免成為垃圾郵件的寄發對象。 

6. 避免瀏覽來不明路的網站、下載檔案或執行程式，以免電腦中毒或成為駭客的

跳板。 

  (四)偽造郵件說明： 

1. 電子計算機中心不會主動詢問您的密碼，若是要求您回覆密碼的郵件，一定是

釣魚信件，請立即刪除。 

2. 因寄件者名稱可自行修改，容易偽造郵件，請提高警覺，切勿開啟來路不明的

網站或連結，以免個人帳號遭到盜用。 

3. 更多資安防護資訊、電腦安全設定、檔案設定密碼教學、防火牆設定教學等，

請參閱「電算中心網頁/資訊新知分享」 

 

https://nfucc.nfu.edu.tw/zh/news/2018-07-26-02-09-35
http://nfucc.nfu.edu.tw/index.php/zh/nfucc-info?limitstart=0


  (五)107年社交工程演練測試信件內容請參閱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