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11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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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關注性別與多重不利處境下的交織性議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舉

辦「讓交織的性別故事現身─性別平等作品徵件」活動，請協助登

載於資訊平台或社群網站，並鼓勵踴躍參與，請查照。(111年 3月

15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2564號書函)。 

二、檢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相關函釋彙整資料，請查照。

(111年 2月 23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1691號書函)。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檢送「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

華國際文教會館─111 年度場地使用管理及收費標準（住宿、會議、

餐飲等優惠方案）」，請查照轉知同仁參考運用。(111 年 3 月 14 日

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2503號書函)。 

貳、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5條及第 51條修正條文，業經總統於民國 111

年 1月 19日修正公布，並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令定自同年 2月 10

日施行，請查照。 (111年 3月 9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2302號書

函)。 

二、本校「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研究計畫專任人員工作酬金標準表」修訂

案經 111年 3月 1日 11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追溯

自 111年 1月 1日起生效，請查照。 (111年 3月 16日虎科大人字

第 1112300156號書函) 

二、本校「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約用人員陞任準則」修訂案經 111年 3月

1日 11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請查照。 (111年 3月

18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2300165號書函) 

三、本校「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計畫」修訂案

經 111年 3月 1日 11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請查照。 

(111年 3月 18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2300166號書函) 

 

參、 人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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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新進 體育室 
田徑 

運動教練 
吳浩瑀 111.03.07 

111年度大專

校院卓越運

動代表隊增

聘運動教練

實施計畫人

員. 

新進 
研究發展處 

綜合企劃組 
專案助理 高玉芸 111.03.14 

技專校院高

等教育深耕

計畫人員. 

平調 
電算中心 

系統設計組 
技術專員 王姵婷 111.02.17 

原任職電子

計算機中心

系統設計組

大學職務設

置技術專

員，現為該組

碩士職務設

置技術專員. 

調任 

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發展及學習促

進組 

專案助理 楊緒瀠 111.03.01 

1.原任職學

生事務處

服務學習

組專案助

理. 

2.技專校院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人員. 

留職停薪 電子計算機中心 助理員 謝蕙如 111.03.05 

留職停薪期

間

111.03.05-1

11.08.05. 

留職停薪 人事室 事務員 林春君 111.03.07 

留職停薪期

間

111.03.07-1

11.08.30. 

留職停薪 教學發展中心 助理員 王麗婷 111.06.01 留職停薪期



間

111.06.01-1

13.01.24. 

到職 自動化工程系 研究組員 柯雅欣 111.02.21  

到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研究組員 楊沛真 111.03.01  

辭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助理員 楊沛真 111.03.01 職務代理人. 

辭職 
國際事務處 

國際文教行政組 
助理員 陳盈縝 111.03.01   

辭職 

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發展及學習促

進組 

專案助理 蘇昱菱 111.03.01 

技專校院高

等教育深耕

計畫人員. 

辭職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助理 趙盈如 111.03.01 

技專校院高

等教育深耕

計畫人員. 

辭職 
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中心 
助理員 張秀容 111.03.05 職務代理人. 

辭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技術員 陳志名 111.03.09   

資遣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

程系 
技術員 林純慧 111.03.10 職務代理人. 

離職 多媒體設計系 研究組員 廖燭瑄 111.03.01  

肆、宣導事項： 

一、校內資安暨個資保護相關訊息： 
電算中心於 3月 14 日以書函方式(虎科大電算字第 1112200040號)發文至全校一、

二級單位，通知新設置資安暨個資下載區，公文內容如下： 

主旨：為落實本校資通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規範之文件管理，新設置資安暨個

資文件下載區，請查照。 

說明： 

一、為落實本校資通安全，方便本校教職員工生查詢及下載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相

關管理制度規範，新設置資安暨個資下載區。 

二、資安暨個資下載區內容包括：「一階文件」、「二階文件」、「三階文件」、及「參

考資料」。 



三、資安暨個資下載區網址：https://ims.nfu.edu.tw/(限校內 IP) 

四、若有相關疑問，請洽詢電子計算機中心資訊服務組，分機：5057或 5058。 

二、資安相關新聞： 

(一)1.養成看到 QR Code 就掃習慣？小心暗藏四種詐騙危機(資料來源：

https://technews.tw/2022/02/24/qr-code-2/) 

對於台灣人來說，進出公共場所掃實聯制 QR Code 已成為日常。但無論

是基於防疫目的、商品廣告或者促進交易，QR Code 都能增添不少便利和

商機，然而這樣的便利性卻也為駭客開啟了另類詐騙門路。資安廠商趨勢

科技就觀察到，QR Code 其實也潛藏著眾多資安風險，一旦 QR Code 被

有心人士調包，或民眾掃描到暗藏釣魚連結的 QR Code，個資與荷包將可

能遭竊。 

調包 QR Code 詐騙 

QR Code 調包為最普遍的詐騙手法，不肖份子透過偷換公共區域或商家門

口的實聯制 QR Code，不知情的民眾一旦掃描，將可能被引導至釣魚網

站、植入惡意程式或傳送高額付費簡訊等，造成個資外洩、手機遭駭情況

發生。 

釣魚郵件夾帶 QR Code 誘騙帳密 

為了避開防毒軟體的網址過濾功能，駭客會將 QR Code 夾帶在電子郵件

中，透過網路釣魚的方式誘騙民眾掃描 QR Code。例如假冒成銀行發送隱

私權政策修改通知信件，要求收件人掃描 QR Code 來檢視及同意銀行新

修改的隱私權政策，掃描之後實際上卻是連上偽冒的網路銀行登入畫面，

以誘騙民眾輸入的銀行登入憑證，竊取銀行帳號密碼。 

零接觸支付 QR Code 付款詐騙 

看準在疫情影響下零接觸付款的浪潮，誘騙民眾掃描 QR Code 付款成為

另一種新興詐騙手法，例如國外就曾發生詐騙份子假冒成停車場工作人

員，接近正在自動繳費機準備支付停車費的民眾，聲稱自動繳費機故障，

誘騙民眾掃描 QR Code 付款，以騙取錢財。 

加密貨幣 QR Code 詐騙 

在近期虛擬貨幣的蓬勃發展下，詐騙集團可能利用 QR Code 來誘騙民眾

下載假冒的虛擬加密貨幣錢包，宣稱透過 QR Code 下載可以獲得獎勵或

是降低挖礦費用，而實際上卻收到偽幣或是下載到假的虛擬加密貨幣錢

包。另一種詐騙手法則是使用 QR Code 來誘騙使用者同意將虛擬加密貨

幣從某個錢包轉到另一個錢包，藉此盜取虛擬貨幣。 

除了上述常見的詐騙手法，QR Code 還可以演變為其他的詐騙模式，包含

運用木馬程式偽裝成 QR Code 產生器要求用戶註冊，或是將假冒的惡意 

QR Code 掃描應用程式上傳到 Google Play 誘騙用戶下載安裝，甚至是

透過 QR Code 誘騙不知情的使用者訂閱一些付費服務，讓用戶每個月都

按時繳款給犯罪集團等，提醒民眾務必小心。 



(二)Android 用戶又要注意了，這款「防毒」App 暗藏木馬病毒(資料來源：

https://technews.tw/2022/03/08/android-antivirus-super-cleaner/

) 

Google Play 商店上又有應用程式需要注意了！一款名為「Antivirus, 

Super Cleaner」的防毒應用程式會透過「SharkBot」新一代 Android 銀

行木馬病毒來竊取用戶手機資訊。 

根據英國網路安全公司 NCC Group 的一份報告指出，SharkBot 病毒是一

款可以遠程控制的銀行木馬病毒，這款木馬病毒是於 2021 年 10 月首次

被發現；SharkBot 與另一款 Android 病毒 Teabot 的運作原理並不相

同，Teabot 是一種會暗藏在 QR Code 應用程式中的病毒。而 SharkBot 

的運作原理是在入侵用戶手機後，入侵其銀行帳戶中並偷偷把你的錢轉

走。 

 

    NCC Group 分析師認為，SharkBot 所使用的自動轉帳系統（Automatic 

Transfer Systen，ATS）一種高端的攻擊技術，當病毒感染用戶手機後，

會入侵受害者的銀行 App，並自動將受害者帳戶裡的錢轉走，當中完全沒

有任何人工作業。 

最心機的是，SharkBot 病毒被包裝成防毒應用程式，這不但有助於這款

病毒得以繞過 Google Play 商店的審查機制，且還會讓下載的受害者失

去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