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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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本校工程學院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林忠志老師、動力機械

工程系徐烱勛老師，自 110年 2月 1日起升等為教授。 

恭賀本校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林秀芬老師，自 110年 2月

1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恭賀本校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系黃世昌老師，黃惠俞老師，光

電工程系林蕙琪老師，電機工程系宋啟嘉老師，自 110年 8月 1

日起升等為教授。 

恭賀本校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李炤佑老師，飛機工程系呂

文祺老師，自 110年 8月 1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貳、 每月新知 

一、為配合全國軍公教人員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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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即日起至 8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止開放同仁使用，請查照。（110 年 8 月 10

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02300458號書函） 

參、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檢送考試院、行政院 110年 8月 10日考臺組貳二字第 11000053311

號、院授人組字第 11000019662號令修正發布之「公教人員保險監

理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及發布令影本各 1份，請查照。(110

年 8月 23日虎科大人字第 1100007856號書函) 

二、「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18

日以臺教人（三）字第 1100108668A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

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110年 8月 23日虎科大人字第

1100007822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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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人事動態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陞任 秘書室公共事務組 行政專員 丁宜雯 110.08.01   

陞任 主計室第三組 行政專員 吳佩靜 110.08.01   

陞任 飛機工程系 行政專員 張雅宣 110.08.01   

陞任 生物科技系 行政專員 許惠琪 110.08.01   

陞任 校務發展中心 行政專員 許稚庭 110.08.01   

陞任 電子工程系 技術專員 鄭美娟 110.08.01   

陞任 語言教學中心 行政專員 羅郁文 110.08.01   

調任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

導組 
事務員 王俊傑 110.08.09 

原任學務處

服務學習組

事務員,現任

職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

組事務員 

調任 國際產學服務處 副理 張淑芬 110.08.19 

原任國際產

學服務處創

新育成中心

副理,現任職

國際產學服

務處副理 

留職停薪 
電子計算機中心資

訊服務組 
技術員 許栢誠 110.08.01 

110.08.01至

111.01.31留

職停薪 

到職 機械設計工程系 
技優專班約用

人員 
沈清華 110.08.16 

技優專班計

畫人員 

到職 教務處招生業務組 助理員 張又升 110.08.23   

到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黃學良 1100801 

 

到職 多媒體設計系 研究組員 張家偉 1100802  

到職 自動化工程系 研究副工程師 劉展良 1100802  



到職 生物科技系 博士後研究員 陳怡君 1100805  

到職 生物科技系 博士後研究員 劉育明 1100810  

到職 多媒體設計系 研究組員 龐宜婷 1100816  

到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佐理員 李詩涵 1100816  

到職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研究工程員 陳弘麒 1100816  

離職 藝術中心 專案助理 陳滋芸 110.08.01  

離職 研究發展處 助理員 簡巧玳 110.08.01  

離職 休閒遊憩系 助理員 鍾明佑 110.08.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黃學良 110.08.01  

離職 財務金融系 助理員 李家其 110.08.06  

離職 人事室 助理員 廖辛偉 110.08.16  

離職 多媒體設計系 研究組員 范振浩 11008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佐理員 李詩涵 11008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研究組員 莊嘉雲 11008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製

造研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武氏姮 1100801  

伍、宣導事項： 

一、資安相關新聞： 

(一)為什麼垃圾郵件與勒索郵件知道我的資料？ 

(資料來源：iWare https://www.iware.com.tw/blog-724.html) 

如果你正在為電子郵件勒索信件所困擾，這一篇內容或許可以幫助到你。因為許

多馬路科技網頁設計的客戶，也深受到垃圾郵件，尤其是最近氾濫的勒索郵件信

件的問題。 

為何不能完全封鎖這類勒索郵件？ 



現在主流的電子郵件信箱服務如： GMAIL、OUTLOOK、Yahoo Mail...多有非常先

進的垃圾郵件過濾功能，能夠判斷發信者是否為可以信賴的來源，內容是否與使

用者有關，是否帶有有害連結...等功能。但是垃圾郵件，尤其是勒索郵件的發

信者，會不斷調整內容以避開檢查過濾機制。 

目前的檢查機制無法做到滴水不漏，再者，過於嚴格的檢查機制也會影響到用戶

的體驗，例如：網路購物的通知、會員註冊的通知等信件，多半是透過自動發送

的機制與用戶聯繫，這一類機器人寄發的信件，過濾系統若過於敏感，會將這類

信件判斷為廣告垃圾信件，影響用戶使用網路的體驗。 

這就是電子郵件過濾系統的現實情況。過濾系統並非萬能，因此每個使用者都該

具有良好的網路資安素養，面對詐騙與勒索信件，才能從容解決問題。 

 

資安專家也指出，除了刪除信件，我們還可以做一些什麼？ 

不要好奇 

請勿點擊垃圾郵件的任何連結，這就像是許多電話訪問機器人(一接聽就秒掛電

話)，只要你有接聽的動作，對方就知道此門號有人使用，未來就會有其他公司

打電話來推銷。電子郵件的情況也十分類似，一旦你點擊了垃圾郵件中的連結，

就可能會被標記住此帳號的用戶，曾經點擊信件的連結，日後收到新的垃圾信件

/勒索信件的機會將會大增。 

尋求協助 

如果你感到存疑，請另外開啟瀏覽器，與信件中聲稱的機構聯絡。舉例來說，若

你收到 Apple通知你的信箱空間不足即將要關閉，請勿點擊郵件中的連結，而是

直接致電給 Apple客戶服務中心詢問是否有此一事？ 

二、校內資安暨個資相關業務推動： 

（一）8/5、8/11-8/12日舉辦「資通安全管理制度維護與擴大第三方稽核驗

證」。此次稽核員提出四項次要缺失，電子計算機中心將依本校矯正預防措

施流程，針對缺失進行改正，並回覆給此次之稽核驗證中心，以取得

ISO27001：2013之驗證證書。 

（二）依教育部110年7月26日臺教資(四)字第1100094536號函辦理，有關盤點

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含軟體、硬體及服務）之評估結果，已請各單位就表

列之大陸廠牌回覆是否如期汰除以及相關資安防護措施。 



（三）八月份發生兩件資安通報事件(ASOC-INT-202108-0256 & 

ASOC-INT-202108-0256)，初步並無發現資料遭洩漏事件，已請相關單位採

取相應之矯正預防措施並持續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