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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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最新消息 

一、公告本校校長候選人名單為：1號李偉裕教授、2號張信良教授、3

號林宗賢教授，前開名單及候選人資料表亦公開於本校校長遴選專

區。 

二、本校校長候選人辦學理念說明會訂於 110 年 3 月 10 日(三)下午 1

時 30 分起於文理暨管理大樓圓形會議室辦理，是日亦辦理網路線

上直播，歡迎同仁線上觀賞，惟線上直播不提供線上詢答，如欲意

見交換者，請至現場參加辦學理念說明會，另配合防疫措施，現場

參加辦學理念者須一律戴口罩，量測體溫並靠卡入場。 

三、本校校長候選人同意權投票訂於 110年 3月 17日(三)上午 9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止於第三教學大樓一樓 ATC0107 教室辦理，若

當日通過之候選人未達三人時，於 110 年 3 月 24 日(星期三)辦理

第二次投票，時間地點與第一次相同。 

貳、每月新知 

一、109年度第 2學期申請資料報送時程，請本校同仁自 110年 2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9：00起至 110年 3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17：00

於本校子女教育補助系統線上申請。（110 年 2 月 17 日本校虎科大

人字第 1102300094號函） 

二、國家文官學院與國立政治大學等六校合作辦理「公務學程」學分

班，提供各項晉升官等(資位)訓練之未來參訓人員預先研習相關課

程，請查照。（110年 2月 18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00001313號書

函） 

三、為加強辦理專案法紀宣導，避免本校同仁觸法，請轉知所屬，請查

照。（110年 2月 18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02300088號書函） 

四、關於 110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及閱讀推廣競賽活動一

案，請鼓勵所屬踴躍參加，請查照。（110 年 1 月 27 日本校虎科大

人字第 1100000843號書函） 

五、教育部為提供各界查詢全國大專校院學系、師資及校務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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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建置「大專校院一覽表」線上查詢系統（網址：

https://ulist.moe.gov.tw），各單位於辦理相關審議事項時，可

善加利用。(110年 1月 28日虎科大人字第 1100000685號書函) 

六、檢送 110年度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警正警察人員晉升

警監官等訓練及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課程配當表各 1份

供參，請查照。虎科大人字第 1100001120號） 

參、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業經行政院 110年 2月 1日

院授人組字第 11000119211號函知自即日停止適用。（110年 1月 4

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00000031號書函） 

二、修正本校約聘教學人員實施要點，並自 110年 2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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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月 27日虎科大人字第 1102300054

號書函)。 

三、修正本校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並自 110年 1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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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月 26日虎科大人字第 1102300057

號書函)。 

四、轉知銓敘部民國 109年 12月編印之「常用銓敘法規彙編(第 18版)」

業登載於該部全球資訊網(https://www.mocs.gov.tw/)「服務園

地」內「文件典藏」項下，有需要之同仁請自行下載參用，請查照。

（虎科大人字第 1102300079號） 

肆、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行政院修正「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

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第 1點、第 6點，並自 110

年 1 月 22 日生效，請查照。（110 年 1 月 26 日本校虎科大人字第

1100000790號書函） 

 

伍、 人事動態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兼任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主任 方昭訓 110.02.01 
 

兼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資

訊服務組 
組長 黃俊銘 110.02.01  

https://www.mocs.gov.tw/)


兼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網

路組 
組長 黃世昌 110.02.01  

卸任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主任 蔡定侃 110.02.01  

卸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資

訊服務組 
組長 林武杰 110.02.01  

卸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網

路組 
組長 林武杰 110.02.01  

職務變更 人事室 專案助理 蔡薰瑢 110.02.01 
原任職材料系     

助理員(職代) 

到職 機械設計工程系 助理教授 尤尚邦 110.02.01  

到職 農業科技系 助理教授 莊智勝 110.02.01  

到職 機械設計工程系 
講師級約聘教

學人員 
林啟仁 110.02.01  

離職 自動化工程系 助理教授 周阜毅 110.02.01  

離職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顏志達 110.02.01  

離職 車輛工程系 副教授 吳建勳 110.02.01  

離職 資訊管理系 教授 蔡鴻旭 110.02.01  

離職 
國際事務處      

境外學生事務組 
助理員 陳孟熙 110.01.25  

離職 人事室   專案助理 謝雅璇 110.02.01  

離職 飛機工程系 訓練中心教師 李奇峯 110.02.01  

離職 
國際產學服務處          
技術與職能輔導組 

專案助理 林啓仁 110.02.01  

離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助理員 陳䎟雅 110.02.17  

離職 多媒體設計系 助理員 黃憶茹 110.02.20  



離職 應用外語系 研究副管理師 傅若珊 110.01.29  

離職 動力機械系 研究副工程師 張秦味 110.02.01  

陸、宣導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 Q&A 

Q1. 可以將漫畫角色名稱(如「小叮噹」)或是武功的招式(如「蛟

龍入海」、「亢龍有悔」等)作為商品名稱嗎？ 

A1:  

如屬於文句過短之短句(欠缺「原創性」及「創作性」) 

或屬於標語、通用名詞，則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標的， 

任何人均可自由利用喔! 

但是要提醒大家有些名詞已經取得商標註冊保護， 

利用前建議先確認喔! 

👉商標檢索系統看這裡: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OS0/OS0101.jsp 

👉著作權法第9條規定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及相關解釋看這裡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9-855474-a087

8-301.html?fbclid=IwAR2J3QgSWuMVkHuI2FkVdz9XULF9nbLB7Xczi

Y6mgLuFct8Lo_WOvsSNc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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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可以繪製知名動漫的 Q版圖樣並製作 line貼圖銷售嗎？ 

A2:  

動畫的人物造型如果符合原創性(為獨立創作且非抄襲而來)及創

作性(需具有最低的創作高度)，即屬受著作權法保護美術著作，所

以利用動漫卡通的某個腳色另行繪製 Q版圖樣，將涉及「重製」或

「改作」(有新的創意表現)著作的利用行為；若將這些圖樣另行製

成 line貼圖供消費者付費下載利用，則又涉及「公開傳輸」的利

用行為。「重製權」、「改作權」及「公開傳輸權」均為著作財產權

人所專有的權利，由於網路無遠弗屆，且 line貼圖銷售涉及營利



行為，能依著作權法第44條至65條規定得主張合理使用的空間實屬

有限，建議應先取得該等圖案之著作權人同意或授權方可利用，否

則就可能侵害他人的著作財產權，而需負擔法律責任。 

以上資料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月刊266期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月刊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Bookcases/BookcasesList.

aspx?c=11) 

 

二、資安漏洞預警 

轉發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資安訊息警訊 

NISAC-ANA-202102-0515 

研究人員發現 Google Chrome與 Microsoft Edge(基於 Chromium)瀏覽

器所採用之 Java Script V8引擎存在堆疊緩衝區溢位漏洞

(CVE-2021-21148)，攻擊者可藉由誘騙受害者點擊連結，利用此漏洞進

而遠端執行任意程式碼。 

1.      Google Chrome 更新操作： 

(1)       開啟 Google Chrome 應用程式。 

(2)       點選 Chrome 右上角圖示  

(3)       再點選下拉選單之說明  關於 Google Chrome 

 

(4)       Chrome 將自動更新成最新版本，如已是最新版本，

將顯示現在之版本，如下所示。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Bookcases/BookcasesList.aspx?c=11
https://pcm.tipo.gov.tw/PCM2010/PCM/Bookcases/BookcasesList.aspx?c=11


 

 2.      Microsoft Edge 更新操作： 

(1)       開啟 Microsoft Edge 應用程式。 

(2)       點選 Edge 右上角圖示  

(3)       點選下拉選單之說明與意見反應  關於 Micorsoft Edge 

 

(4)       Microsoft Edge 將自動更新成最新版本，如已是最

新版本，將顯示現在之版本，如下所示。 



 

三、資安相關新聞： 

（一）史丹佛研究人員證實 Clubhouse聊天室元資料經過中國伺服器 

史丹佛大學的網路觀測計畫研究指出，近日爆紅的語音社交平臺

Clubhouse後端語音架構，採用來自中國的語音平臺 Agora，而且在

Clubhouse建立的聊天室元資料（Metadata）的傳送，會經過位於中國

的伺服器，加上資料傳送並未加密，代表可存取該流量的第三方都能存

取元資料。 

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2745) 

（二）台灣大哥大 Amazing A32手機遭植惡意程式，使簡訊 OTP可被攔

截，疑上百用戶淪為詐騙人頭帳戶 

電信業者引進大陸白牌手機存資安漏洞，除了刑事警察局揭露事件調查

經過，現在台灣大哥大也公告召回 Amazing A32協助安全性軟體升級，

而 NCC更將對白牌手機採行更嚴格的管理措施。此外，簡訊 OTP被攔截

導致網路身分驗證不夠安全的狀況，可能也是這次事件下需要關注的焦

點。 

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2100) 

（三）駭客鎖定臺灣公部門、研究機構、大學發動網釣攻擊，並在網頁郵件系

統注入惡意 JavaScript 竊密 

趨勢科技近日揭露一起自去年 2019年 5月開始，新的駭客組織 Earth Wendigo

發動的網路釣魚攻擊，這起攻擊行動鎖定臺灣的政府組織、研究機構，以及大學

下手。而為了能讓攻擊範圍更廣，駭客進一步在郵件網頁系統上注入惡意

JavaScript 

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2156) 

（四）行政院：數位身分證暫停換發，將立專法、取得社會共識後再推行 

行政院在今天(2021-01-21)院會中決議，將暫停數位身分證換發，未來將研擬專

法，完備對數位身分證的法源依據，個資及隱私保護後，取得社會共識再推動換

發。 

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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