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7年 9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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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新知 

一、 台灣癲癇醫學會辦理第 16屆「人間有情─關懷癲癇徵文比賽」活動，請師生

踴躍參加，請查照。(教育部 107年 9月 7日臺教綜(五)字第 1070150912A號

書函) 

二、 銓敘部書函以，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各地方選舉委員會已公告 107年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事項，為貫徹各機關人員嚴守行政中立一案。(本校 107年 8月 28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09554號書函) 

三、 中秋節將至，請加強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暨「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

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並落實登錄作業，請查照。(本校 107年

9月 17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0468號書函) 

 

貳、 人事動態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到職 
主計室 

組員 林怡菁 107.09.03  

到職 
環保及安全衛生

中心 
護理師 許淑純 107.09.03  

到職 應用外語系 助理員 吳雪鳳 107.08.27   

到職 校務發展中心 研究工程師 蔡青姿 107.09.10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到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張郡庭 107.09.18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

推動創新創業計畫人

員  

到職 人事室 助理員 林韋君 107.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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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職 文理學院 
研究副管理

師 
沈柏妤 107.08.23  

到職 研究發展處 
研究副工程

師 
謝明松 107.08.28 

精密機械技術研發中

心 

到職 動力機械工程系 
研究副工程

師 
林孟秋 107.08.30  

到職 研究發展處 
研究副工程

師 
侯信宏 107.09.03 

精密機械技術研發中

心 

到職 休閒遊憩系 研究組員 林彥秀 107.09.03  

到職 飛機工程系 研究組員 謝榕桓 107.09.03  

到職 研究發展處 
研究副工程

師 
曾政中 107.09.05 

精密機械技術研發中

心 

到職 
材料科學與工程

系 
研究組員 陳馥妤 107.09.10  

到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研究組員 楊安安 107.09.14 DOC 

到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研究組員 詹喻翎 107.09.14 DOC 

到職 研究發展處 
研究副工程

師 
廖上愷 107.09.17 

精密機械技術研發中

心 

調任 學生事務處     

軍訓室 
助理員 廖玉峯 107.08.01 

原任職學生事務處 生

活輔導組 

調任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助理員 張雅鈞 107.08.01 

原任職學生事務處 軍

訓室 

職務變更 
電子計算機中心       

資訊服務組 
技術員 傅建誠 107.08.01 

原任職電子計算機中

心資訊服務組助理員 

職務變更 
電子計算機中心       

系統設計組 
技術員 王姵婷 

107.08.01 原任職電子計算機中

心系統設計組助理員 

離職 
機械與電腦     

輔助工程系 
技術員 丁于淵 

107.08.15 
 

   離職 
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 

專業輔導人

員 
鍾天鳴 107.09.01  



離職 電機工程系 
產學訓專班

約用人員 
吳俋萱 107.08.29  

離職 

教學發展中心 

教學品質及系所 

評鑑組 

專案助理 林蘇珊 107.09.01  

離職 應用外語系 助理員 吳雪鳳 107.09.07  

離職 研究發展處 研究工程員 郭芳慈 107.09.01 
農業與生物科技產品

檢驗服務中心 

離職 進修推廣部 研究組員 簡若婷 107.09.01 推廣教育中心 

離職 研究發展處 

專任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級) 

廖建豐 107.09.01 
精密機械技術研發中

心 

離職 生物科技系 
研究副工程

師 
陳怡君 107.09.10  

離職 研究發展處 研究工程員 廖耕瑲 107.09.15 
精密機械技術研發中

心 

 

參、宣導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 Q&A 

1. 如果要舉辦網路抽獎活動，在製作宣傳海報時，如果直接使用獎品官網上

的官方照片，是會違反著作權法的嗎？  

A： 

1. 在網路上將文章、圖畫、音樂或影片等他人之著作上載、下載、轉貼、傳送、儲存等

等，都是屬於重製的行為，如未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則將會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

重製權。 

2. 著作人在網路上之權利，除重製權外，尚享有公開傳輸權，因此，重製他人之著作並

放在網站上提供公眾瀏覽，除了要取得重製之授權外，還必須取得公開傳輸之授權。 

3. 若未經著作權人同經，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得依著作權法第

91條第 1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又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展示等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得依同法第 92條，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

罰金。 

以上資料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FB 

2. 重製律師考試及多益測驗試題，是否會侵害著作權？  

A：將律師考試或多益測驗的試題交由補習班重製後販售給學生，是否會侵害著作權呢？依

據著作權法規定，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故

依我國法令舉行的高普考、特考或專門職業考試的試題可以重製，不會違反著作權法，

但須注意的是，多益測驗並不是依我國法令舉行的考試，其試題仍可能屬於受著作權保

護的著作，因此重製多益測驗試題，仍可能會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 9月刊 

3. 如果從國外購入桌遊產品並自行翻譯與拍攝商品後，於臉書粉絲團進行販

售，請問這樣有違法嗎？  

A：依據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項第 11款定義，是指「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

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承前所述，本案當事人所購買之桌遊，雖有該桌遊的所有

權，但並無翻譯之權利，因此當事人將翻譯後之桌遊並拍攝該商品販售，因其並未具有

著作權法第 28條之改作權，即：「著作人專有將其著作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

著作之權利。但表演不適用之。」，故當事人之改作行為沒有得到原著作權人之同意，

亦有侵害原著作人著作權之虞。 

以上資料來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FB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s://goo.gl/kkJPZV)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FB(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二、資安 

https://goo.gl/kkJPZV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iOS 瀏覽器最新漏洞，程式碼會讓 iPhone、iPad 重新開機 

最近有資訊安全人員表示，只需要 15 行程式碼，即可讓使用 iOS 系統的裝置馬上重新啟

動，而 macOS 的 Safari 瀏覽器也會受到有關攻擊影響，導致程式當機，沒有回應。 

資訊安全研究人員 Sabri Haddouche 於 9 月 15 日透過 Twitter 公布一個針對 iOS 裝

置的攻擊程式。據 Haddouche 張貼在 GitHub 的程式看來，攻擊手法是利用 WebKit 漏洞，

在 CSS 背景加入大量 <div> 指令。當受害者使用 iOS 進入包含有關程式碼的網頁時，就

會消耗裝置所有資源來處理有關指令，造成裝置核心錯誤（Kernel Panic），導致系統自動

重新啟動。 

由於 Safari 瀏覽器同樣使用 WebKit 引擎，所以有關漏洞也適用於 macOS 的 Safari 瀏

覽器。Haddouche 向外國科技網站 Techurch 披露，攻擊程式碼可隱藏於 HTML 檔案中。意

味著如用戶在社交網站或電郵意外進入含此程式碼的網頁時，都會導致裝置自動重新開機。

以上資料來源 TechNews(https://goo.gl/irqoJx) 

 

三、投稿 

中華郵政商城遭駭資料外洩 民眾被詐騙 2 萬多元 

中華郵政商城驚傳個資外洩，遭詐騙集團盯上，外洩的訂單資料約有 1 萬 7000

多筆。中華郵政表示，日前接獲 1 位民眾報案，被詐騙了 2 萬 3400 元，對於個案

損失會在協調並適當補償，另外也系統安全維護方面也全面升級，提醒民眾要提

高警覺，以防受騙上當。 

 

近日有民眾報案因在郵政商城上購物，但卻接到商城人員打來說訂單資料錯誤，

去 ATM 改訂單後，才發現是詐騙集團，原先 495 元的商品，變成損失 2 萬 3400

元。中華郵政副總經理王淑敏說，經過調查發現商城後台被有心人士蓄意侵入並

植入木馬程式，從去年 10 月至今，約有 8 個月的消費者訂單資料都遭竊，約有 1

萬 7000 多筆，這也是中華郵政商城首度發生遭駭事件。 

王淑敏說，雖然 8 個月的訂單資料遭竊，但接到詐騙電話的民眾，大多都是購買

商城近日推出的小農玉荷包產品，因為訂購日期較近，提醒民眾多留意。她也說，

針對遭詐騙民眾的損失，中華郵政會與他協商，會做適當的補償，對於接到詐騙

電話的民眾，也深感抱歉。 

遭竊取的訂單資料，包含消費者的姓名、聯絡電話、地址、e-mail 以及訂購單的

日期、品項、數量資訊，但資料並不包含銀行帳號、信用卡卡號、身分證號碼或

生日等。 

目前中華郵政商城已經進行系統安全維護，除了改良原系統漏洞，刪除可疑檔

案，也全面升級防火牆，以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中華郵政也緊急於郵政商城



網站首頁、臉書粉絲頁公告並發送電子郵件、簡訊、LINE 訊息提醒會員防範。 

 

來源出處：東森新聞雲 ETtoday.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524/704061.htm 

 

四、生活常識 

中秋佳節將至，俗話說「月圓人團圓」，國人喜歡在中秋節夕親朋好友相聚一起烤肉，一邊

吃喝一邊欣賞月圓美景，但烤肉可要小心，謹記烤肉守則，確保吃的安心，祝您佳節愉快。 

  烤肉架注意事項： 

烤肉架應選擇外觀完好，如產品表面電鍍已剝落或有髒污，則不要使用。 

  備料時注意事項： 

1、生食或海鮮不建議放在室溫下太久，可準備外用小冰箱，需要燒烤時再拿出來烹調。 

2、夾生食和熟食的筷子，要分開使用，避免汙染。 

3、肉類可以先在家醃過，不用全都刷上烤肉醬，減少熱量也減少鈉的攝取。 

4、較難烤熟之食材，建議可預先以蒸、煮或微波等方式烹煮，減少燒烤時間。 

5、烤肉同時也記得多攝取蔬菜、水果類，均衡飲食才健康。 

6、飲料可以用茶水替代可樂等碳酸類飲料。 

 烤肉時注意事項： 

1、烤肉時，建議食材以鋁箔包起來，或在烤肉架上墊一層鋁箔紙後再進行燒烤，避免生鮮

食物與火直接接觸，並可減少不良物質產生。 

2、使用鋁箔烤肉時，酸性調味醬料請勿塗抹在食材上直接燒烤，請在食材燒烤後再添加。 

3、含脂肪較多的食物，盡量減少食物與火直接接觸或油脂滴入炭火中。 

4、燒焦的食物宜丟棄不食用。 

5、盡量自備可重複使用之環保餐具。 

原文網址: 

 https://www.gov.tw/safe/cp.aspx?n=9942B8B87D246D56&s=90F64A99047355A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