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8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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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全國軍公教人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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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下午

5 時止開放同仁使用，請查照轉知。(本校 108 年 8 月 12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2300433 號書函) 

貳、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 14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所

稱「依法令規定」之定義乙案，請查照。(本校 108 年 7 月 30 日虎科大人字

第 1080008317號書函) 

參、 人事法令宣導 

一、待遇福利、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教育部為瞭解現職教職員對於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制度及未來相關政策規劃

之建議，請惠予協助填寫問卷，本校編制內之教職同仁若對退撫制度有建言

者 ， 可 至 本 校 人 事 室 網 頁 查 詢 下 載

(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4-1008-53665,r407-1.php)，並於

本年度 8/28前將問卷擲送人事室辦理。 

(二)為增進本校現職教職員對退休制度及實務之認識與瞭解，協助同仁未來職涯

規畫，爰依據「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學校教職員退撫制度及實務溝通座談

實施計畫」，爰於每季辦理一次『退撫座談室』，本校同仁若有退休試算需求、

退休相關法令諮詢，可於以下系統報名，以利活動當天提供相關服務。(網址：

https://forms.gle/88LsX2k1QQMhmKRX7) 

肆、 人事動態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新任 副校長室 副校長 劉正達 108.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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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 校務發展中心 代理中心主任 楊達立 108.08.01  

新任 體育室 代理主任 廖尹華 108.08.01  

新任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組長 蘇暉凱 108.08.01  

新任 
國際事務處國際文

教行政組 
組長 鄭文華 108.08.01  

新任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

育中心 
主任 陳志維 108.08.01  

新任 圖書館資訊服務組 組長 王文騰 108.08.01  

新任 體育室體育活動組 組長 蔡協哲 108.08.01  

新任 體育室場地器材組 組長 游立椿 108.08.01  

卸任 副校長室 副校長 林博正 108.08.01  

卸任 校務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劉正達 108.08.01  

卸任 體育室 主任 陳裕芬 108.08.01  

卸任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 組長 蔡建峰 108.08.01  

卸任 圖書館資訊服務組 組長 毛彥傑 108.08.01  

卸任 體育室體育活動組 組長 游立椿 108.08.01  

卸任 體育室場地器材組 組長 蔡協哲 108.08.01  

陞任 
進修推廣部        

教學業務組 
行政專員 王淑禎 108.08.01  

陞任 管理學院 行政專員 余燕惠 108.08.01  

陞任 企業管理系 行政專員 李麗紅 108.08.01  



陞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  

系統設計組 
技術專員 林均香 108.08.01  

陞任 
圖書館           

資訊服務組 
行政專員 張涵雅 108.08.01  

陞任 資訊管理系 行政專員 郭小瑋 108.08.01  

陞任 教學發展中心 行政專員 陳哲彰 108.08.01  

陞任 光電工程系 行政專員 曾惠群 108.08.01  

陞任 
進修推廣部        

教學業務組 
行政專員 王淑禎 108.08.01  

到職 多媒體設計系 研究組員 張家偉 108.07.16  

到職 研究發展處 研究工程員 侯秀季 108.08.01 

農業與生物科技

產品檢驗服務中

心 

到職 進修推廣部 研究副管理師 葉宸軒 108.08.01 推廣教育中心 

離職 休閒遊憩系 研究副管理師 沈柏妤 108.07.15  

離職 自動化工程系 研究組員 王琴琪 108.08.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張凱瑋 108.08.10  

離職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助理員 郭閔傑 108.08.01  

離職 
學生事務處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助理員 張瑟芬 108.08.01  



伍、 宣導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 Q&A  

Q1.婚禮上播放音樂是否須要取得授權? 

A1: 在婚禮上播放音樂是否侵害著作權，須視準備及播放音樂之行為人為何，如果準備及播

放音樂之人均為婚禮主人，由於大多數情形中，賓客對於主人來說屬於「家庭及其正常設計

之多數人」，故婚禮主人播放音樂並不構成公開演出的利用行為；若準備及播放音樂之人為

餐廳、婚禮企劃公司等業者，對此類業者而言，婚禮主人之賓客並非其「家庭及其正常社交

之多數人」故其播放音樂等利用行為會構成公開演出，須向著作財產權人或其所加入之集管

團體取得授權，惟若前述之業者，僅提供播放人力與器材，未提供音樂內容（即僅提供播放

設備），由於所提供的服務範圍並未及於音樂服務，並非播放音樂（公開演出）之行為人，

因此不須再另行取得公開演出之授權。 

以上資料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 8 月刊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s://goo.gl/kkJPZV) 

Q2. 改寫新詩段落並註明出處發布於網路上，會有侵權問題嗎? 

A2: 他人創作之新詩如具有「原創性」(非抄襲他人之獨立創作)及「創作性」(具最低創意

高度)，即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文著作。將新詩擷取片段或改寫後，上傳於社群網路供公

眾觀看，可能涉及「重製」、「編輯」、「改作」及「公開傳輸」之著作利用行為，原則上

應取得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先予敘明。 

著作權法第 52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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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智慧財產局函釋(104年 12月 23日電子郵件 1041223)，

利用者本身須有創作且以自己之創作為主，引用部分並得與自己創作部分加以區辨，方得主

張上開條文，若逕將他人著作作為自己之著作利用，或自己的著作與所引用之著作比例不相

當，即不符合「引用」之要件而無主張合理使用之空間。故臉書貼文並非只要註明新詩出處

即不須取得授權，是否構成合理使用仍須衡量整體貼文內容、新詩所佔之比例等因素個案判

斷之，無法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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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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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oo.gl/kkJPZV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二、資安宣導 

(一)政策宣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訊安全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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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個資暨資安目標 
1. 個人資料事件發生次數≦1次/年。 

2. 接獲個資當事人抱怨及申訴次數≦1次/年。 

3. 處理當事人權利行使作業時超過法定准駁期限的次數≦1次/年。 

4. 「校務行政(帳號 AD)系統服務」可用率達 99%以上。(中斷時數/總運作時數≤1%) 

5. 「教師學術歷程系統服務」可用率達 99%以上。(中斷時數/總運作時數≤1%) 

6. 「學籍成績系統服務」可用率達 99%以上。(中斷時數/總運作時數≤1%) 

7. 「校務系統資料庫服務」可用率達 99%以上。(中斷時數/總運作時數≤1%) 

8. 「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服務」可用率達 99%以上。(中斷時數/總運作時數≤1%) 

9. 「校務 eCare服務的可用率」可用率達 99%以上。(中斷時數/總運作時數≤1%) 

10.「數位學習平台服務」可用率達 95%以上。(中斷時數/總運作時數≤5%) 

11.「網路(含虛擬主機)服務」可用率達 95%以上。(中斷時數/總運作時數≤1%) 

12.設備資料遺失事件≦3 次/年。 

13.網路入侵成功事件≦5 次/年。 

 

(三)資安宣導-請勿開啟來路不明的郵件、附件檔案或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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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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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學校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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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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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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