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11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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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喜訊 

恭賀本校工程學院飛機工程系鄭仁杰老師；文理學院生物科技系林家

驊老師、多媒體設計系朱文浩老師，自 111年 02月 01日起升等為教

授。 

恭賀本校工程學院自動工程系陳俊仁老師自 111年 02月 01日起升等

為副教授。 

貳、 每月新知 

一、有關教育部函轉「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第 1

條至第 7條逐條釋義(上)(下)」數位課程宣導案，請本校同仁點選

「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相關課學習。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與大學院校簽訂英語學習

合作備忘錄，提供公務人員進修語言進修優惠方案，請查照轉知同

仁參考運用。（111年 2月 15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1353號書

函） 

三、國家文官學院辦理 111年第 1梯次全球化英語班，自即日起至 3月

4 日止受理報名，請查照並鼓勵同仁踴躍參加。（111 年 2 月 15 日

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1358號書函） 

四、為配合「全國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暨稽核系統」110 年度

第 2學期申請資料報送時程，請本校同仁自 111年 2月 21日(星期

一)上午 9：00 起至 111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17：00 於本校

子女教育補助系統線上申請，並將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表依限送至

人事室辦理，請查照。（111 年 2 月 14 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12300093號書函）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111年至 114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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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保險方案」（以下簡稱本保險），經公開徵選由國泰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賡續承作，請查照轉知同仁參考運用。（111年

2月 10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1236號書函） 

參、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9 條業經勞動部於 111 年 1

月 18日以勞動條 4字第 1110140031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

本（含修正條文）1 份，請查照轉知。(111 年 1 月 25 日虎科大人

字第 1110000761號書函)。 

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部分條文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

例部分條文，業經總統於民國 111 年 1 月 19 日修正公布，並刊載

於總統府公報第 7584 期，請查照(111 年 2 月 18 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1566號書函)。 

三、修正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並自 111年 2月 15

日起生效，該要點並業置於本校人事室網頁-「人事規章」-「教師

聘任升等」項下，請自行下載運用(111年 2月 15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2300088號書函)。 

四、修正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 29條條文，並自 111年 2月 15日

起生效，該辦法並業置於本校人事室網頁-「人事規章」-「教師聘

任升等」項下，請自行下載運用(111年 2月 15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23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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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 副校長室 副校長 張禎元 111.02.01  

兼任 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許永和 111.02.01  

兼任 管理學院 院長 吳純慧 111.02.01  

兼任 車輛工程系 主任 田自力 111.02.01  

兼任 資訊管理系 主任 藍友烽 111.02.01  

代理 
學生事務處服務學

習組 
組長 李彥希 111.02.01  

卸任 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莊為群 111.02.01  

卸任 管理學院 院長 張洝源 111.02.01  



卸任 
學生事務處服務學

習組 
組長 陳怡君 111.02.01  

卸任 資訊管理系 主任 吳純慧 111.02.01  

卸任 車輛工程系 主任 邱明志 111.02.01  

回職復薪 
電子計算機中心資

訊服務組 
技術員 許栢誠 111.01.28  

調任 學生事務處 專案助理 張文馨 111.01.01 

原任教學發

展中心策略

企劃組專案

助理 

平調 
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中心 
助理員 黃季萱 111.02.08 

原任學生事

務處生活輔

導組 

留職停薪 教務處 專案助理 藍勻楨 111.02.14 

留職停薪

1110214-11

10813 

到職 
智慧產業科技研發

博士學位學程 
教授 張禎元 111.02.01  

到職 資訊管理系 助理教授 林彥昆 111.02.01  

到職 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 詹竣傑 111.02.01  

到職 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 莊文河 111.02.01  

到職 光電工程系 助理教授 黃鴻基 111.02.01  

到職 自動化工程系 助理教授 謝東賢 111.02.01  

到職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專案助理 董子嘉 111.02.07 

航空維修訓

練中心人員 

到職 
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中心 
助理員 張秀容 111.02.21 職務代理人 

到職 國際產學服務處 研究副工程師 鐘才淵 111.01.27  

到職 國際產學服務處 研究工程員 金純之 111.01.27  

到職 國際產學服務處 研究技術員 鄭川佑 111.01.27  

到職 國際產學服務處 研究工程員 劉嘉旻 111.01.27  

到職 國際產學服務處 研究工程員 鄭欣怡 111.01.27  

到職 國際產學服務處 研究組員 廖柏州 111.01.27  



到職 國際產學服務處 研究副工程師 劉玉萱 111.01.27  

到職 國際產學服務處 研究工程員 許雅婷 111.01.27  

離職 自動化工程系 副教授 陳建璋 111.02.01  

離職 自動化工程系 研究副工程師 劉展良 111.02.01  

離職 電機工程系 研究副工程師 郭建廷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工程師 謝東賢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組員 張綉卿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陳嘉宏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謝東興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許家銘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張祐維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黃永全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洪祖得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謝明松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曾政中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陳柏宇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陸品威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廖上愷 111.0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張凱瑋 111.02.01  



離職 生物科技系 研究副管理師 宋文凱 111.02.01  

離職 休閒遊憩系 研究組員 林晉緯 111.02.01  

離職 
農業與生物科技產

品檢驗服務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蔡涵丞 111.02.16  

伍、宣導事項： 

一、資安相關新聞： 
 

（一）2021年常見的五種 NFT騙局以及安全建議 

(資料來源：

https://www.informationsecurity.com.tw/article/article_detail.aspx?aid=9649) 

非同質化代幣（NFT）是具備代表所有權數位簽章的藝術品（實體或數位）。

它們可以被視為數位資產，也可以像加密貨幣（比特幣、以太坊等）一樣作

為貨幣使用。不同的是，每個 NFT都是獨一無二的，無法被取代或複製，這

就是為什麼它們現在很受藝術愛好者、遊戲玩家和虛擬地產人士的歡迎。 

五種常見 NFT騙局 

#1 – 假 NFT 網站 

#2 – 假優惠 

#3 – 假技術支援 

#4 – 假贈品 

#5 – 假 NFT 專案（抽地毯詐騙） 

 

保護自己不要落入 NFT騙局的方法: 

1.檢查價格。如果一個網站上的 NFT報價遠低於 OpenSea等合法網站上的

報價，則可能是一場騙局。 

2.檢查驗證標記。大多數合法 NFT賣家的使用者名稱旁邊會出現藍色勾勾

標記，並且會清楚列出收藏屬性。 

3.檢查聯絡地址。它應該說明 NFT是在哪裡鑄造。你可以查看創作者網站

來確認資訊的真實性。 

4.需要幫助時請聯絡 NFT交易網站的官方客服，而不是在社群媒體上出現

的人。 

5.小心使用你的錢包憑證資訊，切勿分享你的助記詞（回復碼）。 

6.使用合法錢包應用程式和瀏覽器擴充程式以避免網路釣魚。有很多惡意

應用程式會冒充成官方應用程式。 

7.使用強密碼並啟用雙因子身份認證（2FA）來保護你的帳號。可以試試趨



勢科技《個資保鑣》，輕鬆主動監測你的個資是否暴露在個資外洩事件

中，避免你的 email、密碼、銀行帳號、社群帳號在暗網遭洩漏，防範

資料外洩，避免財損擴大。 

8.切勿點開來路不明的連結或附件。 

 

（二）Linux PolicyKit 嚴重安全漏洞：Pwnkit被揭露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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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6) 

資安公司 Qualys 在 Linux Polkit Pkexec 發現了一個嚴重漏洞 Pwnkit，

編號為 CVE-2021-4034。Polkit，以前稱為 PolicyKit，是一個 systemd 

SUID-root 程序。它預設安裝於每個 Linux版本中。 

這個漏洞很容易被利用。任何普通用戶都可以透由預設配置，利用此漏洞來

取得完全 root 權限。如 Qualys對其漏洞描述：「這個漏洞是駭客夢想成

真的地方。」 

 

建議措施： 

從 pkexec 中刪除  SUID-bit作為臨時緩解措施。例如，這個 root 驅動

的 shell 命令可停止攻擊： 

       # chmod 0755 /usr/bin/pkexec 

 

二、校內資安暨個資相關業務推動： 

(一)電算中心於2月17日發出表單彙整通知，請收到通知的單位，於2月25日前

繳回相關表單。此次催收表單如下所列： 

1.資通資產清冊 

2.風險評鑑工作表 

3.資通系統安全等級評估表 

4.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十資通系統防護基準查核表 

5.資通系統清冊 

6.110年個資內部稽核矯正預防措施單 

7.110年個資外部稽核矯正預防措施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