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8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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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喜訊 

     恭喜本校文理學院生物科技系彭及忠老師，自 108年 2月 1日升等教授。 

    恭喜本校文理學院生物科技系林家驊老師，自 107年 8月 1日升等副教授。 

貳、 每月新知 

一、107 學年度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尚未完成消費及核銷

者，請於本(108)年 7 月 31 日使用完畢；請領期限至遲於本(108)年 8 月 31

日(含)將申請補助費送達人事室，逾期不受理。 

二、有關雲林縣政府舉辦 108年「緣來崙到我」兩性溝通研習營乙案，詳如說明，

請查照。(本校 108年 5月 23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0005808號書函) 

三、有關彰化縣政府 108年「緣來就是妳/你」未婚聯誼活動乙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本校 108年 6月 4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0006196號書函) 

四、有關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辦理 108 年度婚姻教育-愛情協奏曲-婚前教育研習

暨共學活動乙案，詳如說明，請查照。(本校 108 年 6 月 19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80006810號) 

參、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函轉總統 108年 5月 15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49101號令公布修正勞工退休

金條例部分條文一案，請查照。(本校108年05月27日虎科大人字第108000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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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等 生物科技系 教授 彭及忠 108.02.01  

升等 生物科技系 副教授 林家驊 107.08.01  

平調 
秘書室綜合

業務組 
助理員 黃雅鈴 108.06.03 

原為研究發展處

學術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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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職 主計室 組員 林易豆 108.06.03  

到職 
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中

心 

助理員 鄭美君 108.05.29  

到職 
教學發展中

心策略企劃

組 

專案助理 張文馨 108.06.13  

到職 

智能機械與

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莊宗哲 108.05.23  

到職 

智能機械與

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陳采彤 108.05.24  

到職 

智能機械與

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謝定國 108.05.24  

到職 

智能機械與

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張永宏 108.05.24  

到職 

智能機械與

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紀宗仁 108.05.24  

到職 

智能機械與

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黃昶佑 108.05.24  

到職 

智能機械與

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廖宥豪 108.05.24  

到職 
動力機械工

程系 

研究副工程

師 

PARAYANTAYYATHU 

SOMARAJAN SUVIN 
108.05.24  

到職 

智能機械與

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武氏姮 108.06.03  

到職 

智能機械與

智慧製造研

究中心 

專任研究員 劉詠勝 108.06.10  

到職 
電子計算機

中心 
專任研究員 郭軒彣 108.06.10  

退休 工業管理系 副教授 游文龍 108.06.30  



離職 
通識教育中

心 
研究組員 陳湘萍 108.06.01  

離職 
職涯發展中

心 

研究副管理

師 
陳柏言 108.06.01  

離職 

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中

心 

研究組員 謝家慶 108.06.01  

離職 
多媒體設計

系 
研究組員 鄭郁哲 108.06.01  

伍、 宣導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 Q&A 

Q1. 製作並販賣電影熱門腳色的造型蛋糕，會有著作權問題嗎？ 

A1: 電影中熱門的角色造型，只要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且尚在著作權保護

期間者（著作人生存其間及其死後 50年），就屬於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而

將這些角色造型製作成蛋糕，已涉及「重製」他人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作，縱製作

時可能會另外加入自己的創意，但這也涉及「改作」的行為，而販售這些造型蛋糕又

會涉及「散布」之行為，由於這些權利都是著作財產權人專有的權利，建議應徵得該

美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合法利用哦。 

以上資料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 6 月刊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s://goo.gl/kkJPZV) 

Q2. 如果以自己購買的公仔玩具（知名的卡通）作為照片拍攝的主角，是否可以自己

將拍攝的照片分享在個人社群媒體上？ 

A2: 一般來說，公仔玩具只要具有原創性（未抄襲他人）及創作性（具有最低程度之

創作高度）則就屬於著作權法的保護範圍。依照著作權法第５條第 1 項第 4款的規定，

此部分應屬於「美術著作」。 

因此，若您欲將著作權屬於他人享有的公仔玩具，以拍攝照片的方式放在個人社群媒

體上，雖然沒有販售公仔玩具等相關商業行為，但仍涉及「重製」以及「公開傳輸」。

因此，除非能夠符合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5條所規定「合理使用」之情況，否則仍

建議應取得原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以避免未來遭控侵權。  

威律法律事務所所長/主持律師 周逸濱 解答】 

https://goo.gl/kkJPZV


以上資料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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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資及資安宣導 

去年 10 月國泰航空發出聲明指出，約有 940萬名旅客的個資遭到外洩，涵蓋國籍、

生日、香港居民身分證、信用卡號碼，以及部份台胞證資料。事後許多旅客投訴指稱

購買過機票的信用卡被盜刷。外界也批評國泰航空 3月就得知此事，卻拖到 10月才

公布。 

香港政府歸納這起事件原因，涵括漏洞管理、安全技術疏失、資料治理不當等原因。

首先，國泰航空一年才做一次漏洞掃瞄以致於未能及時發現漏洞；將網頁伺服器管

理員管理介面曝露在網際網路，讓駭客得以有機可趁；對有 IT 系統權限的遠端用戶

未實施多因素驗證導致憑證被竊。 

以上資料摘自 iThome 2019-06-10新聞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1161 

卡內基大學的 CERT 協同中心本周警告新版本 Windows 10的遠端桌面協定（Remote 

Desktop Protocol, RDP）出現漏洞，可能使遠端桌面連線遭攻擊者劫持。 

編號 CVE-2019-9510 的漏洞，出現在 Windows 10 RDP 用戶端使用網路層級驗證

（Network Level Authentication，NLA）。NLA 原是為了減少 RDP 連線系統曝險而

設計。當啟動 Windows RDP 連線，連線會被鎖定並在用戶端會出現驗證視窗，直到使

用者通過驗證才能連線。不過研究人員仍然建議，為杜絕任何風險，使用者應鎖定

本機系統（而非遠端系統），同時非必要時應切斷 RDP連線，而不只是鎖定而已。 

以上資料摘自 iThome 2019-06-06新聞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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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