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9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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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本校工程學院動力機械工程系謝宜宸老師、材料科學與工程系鍾淑茹

老師、車輛工程系王建民老師；管理學院財務金融系林秋發老師，自 109

年 02月 01日起升等為教授。 

恭賀本校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系蔡建峰老師、工程學院機械設計工程系

許清閔老師、文理學院應用外語系約翰阿姆斯壯老師，自 109年 02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貳、 每月新知 

一、虎科大優恵方案 

哇! 難得的 3好康事〜做善行、享優恵、抽大獎〜 

1.慶祝本校企管系(提供學生人力參與服務經營)與中油公司(提供設備&實習

機會)策略合作的「中油來速咖啡店」試營運，及為讓參與實習同學們能習得

「開店創業」之經營管理技能，特別在 109年 5月 1日至 7月 31日期間，辦

理優惠全校師生與教職員工活動。1.凡是在該期間蒞店消費購買任一品項咖

啡，除享一杯折價 10元之優惠外(每杯原價 35〜55元)。 

2.並再加碼優惠「買 4送 1」，且可參加該店 5、6、7月的抽獎活動；獎項包

括：小摺腳踏車(20吋)與中油公司自有洗可麗環保洗衣精(199元/2000g/

瓶)，歡迎大家攜伴共襄盛舉,並為實習同學們加油鼓勵與打氣。 

該店位置：虎尾鎮新生路 155號-中油虎尾新生路加油站 

二、教育部退休人員協會與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新專案公務人員

自費團體保險」及汽機車「強制險專案」另推薦新光人壽「五動鑫富利率變

動型終身壽險」方案和公務人員 APP「中央福利社」專屬福利網；請轉知所屬

同仁踴躍參加，請 查照。(本校 109年 4月 13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3099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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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108 年度訓練成果總報告」業已登

載於該學院全球資訊網（https://www.hrd.gov.tw/）之下載專區，請查照並

自行下載參閱。(本校 109年 4月 20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3329號函)。 

參、 人事法令宣導 

一、待遇福利、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第 12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13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曾任經政府立案或備查之海外全日制

僑（華）校專任教職員年資，其服務證明書之驗印權責機關疑義一案，復

請查照。(本校 109年 3月 31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2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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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機械工程系 教授 謝宜宸 109.02.01  
 

 

升等 
材料科學與工程

系 
教授 鍾淑茹 109.02.01  

升等 車輛工程系 教授 王建民 109.02.01  

升等 財務金融系 教授 林秋發 109.02.01  

升等 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蔡建峰 109.02.01  

升等 機械設計工程系 副教授 許清閔 109.02.01  

升等 應用外語系 副教授 約翰阿姆斯壯 109.02.01  

回職復薪 校務發展中心 助理員 廖千慧 
109.04.01 

  

到職 
國際事務處          

境外學生事務組 
助理員 蕭婉馨 109.03.26 職務代理人  

到職 人事室 助理員 石美珠 109.04.17 職務代理人  

到職 文理學院 研究副管理師 許晏溶 1090326   

到職 應用外語系 研究副管理師 傅若珊 1090331  

 

到職 休閒遊憩系 研究副管理師 張維軒 1090331  



到職 農檢中心 研究副工程師 洪家平 1090406  

到職 農業科技系 研究佐理員 張育甄 1090407  

離職 
環保及安全衛生 

中心 
技術員 周亭汝 109.04.01  

離職 飛機工程系 研究副管理師 詹小萱 1090408  

伍、宣導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 Q&A 

1. 請婚紗業者拍攝婚紗照之著作權是歸新人或業者？ 

A1: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著作權究竟歸誰享有？現行著作權法的 12條為出資聘請他人

完成著作之著作權歸屬規定，在雙方未約定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人之情況下，會以受聘人（即

婚紗攝影業者）為著作人，並享有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但出資者（新人）可以在出資之目

的規範內利用該著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經濟部商業司於 108年 7月 15日公告「婚紗攝

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推出新版的「婚紗攝影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就

選定樣片及照片之著作權歸屬明訂除另有約定外，其著作人為業者，著作財產權人為。但須

注意的是，業者為住作人，享有表示姓名等著作人格權，故利用時應避免侵害其著作人格權。 

 

以上資料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 4月刊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s://goo.gl/kkJPZV) 

 

2. 翻拍郵票上傳至社群網路是否會有侵權問題？ 

A2: 參照智慧財產局函釋(民國 106年 12月 12日電子郵件 1061212)，國內外郵票之圖片如

具「原創性」及「創作性」，且非屬著作權法第 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公文」時，即屬

著作權法所稱之美術著作或攝影著作。 

從而，您將郵票翻拍並上傳至社群網路，即可能構成「重製」、「公開傳輸」等著作利用行為，

除合理使用之情形外，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至於此等行為是否屬於

合理使用，應依著作權法第 65條綜合考量利用目的及性質、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

占之比例、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等因素，難以一概而論。 

雖依著作權法第 52條規定：「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

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針對蒐集之郵票分別介紹說明，並標註來源，有主張合

理使用之空間，然鑒於翻拍行為利用著作之比例甚高，若該篇貼文之大部分內容皆為郵票照

片，且不符合合理使用之情形時，即可能有侵權疑慮，仍以取得著作權人同意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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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相關訊息可連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二、個資暨資安宣導 

1.政策宣導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通安全管理政策』 

https://nfucc.nfu.edu.tw/zh/nfu-pims/isms-0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 

https://www.nfu.edu.tw/images/IMS-M-003.pdf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https://nfucc.nfu.edu.tw/zh/nfu-pims/2020-01-17-08-40-12 

2. 新聞快遞 

(1)Zoom 再傳53萬組個資被賤賣！每組帳密只要0.06元 

遠距視訊會議軟體 Zoom頻頻爆出資安疑慮，也讓各國不少政府、企業、學術單位

禁用，現在又有安全研究人員發現超過 53萬筆 Zoom用戶帳密遭張貼至駭客論壇上販

售，其中還有不少帳號屬於摩根大通、花旗銀行等知名公司。 

網絡安全公司 Cyble 向外媒《BleepingComputer》透露，這些超過 50 萬筆的 Zoom

帳戶在暗網及駭客論壇上以「不到 1美分」的價格低價販售，部分帳號密碼甚至直接公

開在文章上「免費贈送」。Cyble指出，從 4/1起就看到有多組免費贈送的 Zoom帳號密

碼，而這些被看光光的個資就高達 290個，其中包括科羅拉多、佛羅里達州大學等用戶

帳號。 

隨後資安公司以每個帳號 0.002美元（約合新台幣 0.06元）的價格共買到 53萬筆

用戶帳號資訊，內容包括電子郵件地址、密碼、Meeting URL以及其主持人密鑰等。裡

面也有摩根大通及花旗銀行，而且部分帳戶仍在效期內可以正常使用。 

據科技網站《Mashable》報導，儘管 Zoom此前曾有安全及隱私方面的爭議，並促

使該公司凍結新功能開發 90天，全力強化及修復，但此次的帳號資料外洩似乎不是 Zoom

遭駭客入侵所導致，而是駭客透過一種稱為「憑證填充」（Credential Stuffing）的攻

擊技術來收集的。 

建議民眾若使用 Zoom永遠不要重複用舊密碼，不過有心人士仍難防，尤其現在大

量個資帳號被賤賣，有心人士可能會潛入這些 ID竊聽會議內容，最好保護之道就是不

再使用。 

資料來源：三立新聞網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725786 

 

(2).大型 IT服務業者 Cognizant證實遭到 Maze 勒索軟體攻擊 

Maze勒索軟體大肆攻擊各種產業的公司行號，不僅是事件屢見不鮮，更因為發動

攻擊的駭客相當招搖，炫耀攻陷的政府機關和公司行號數量，以及恐嚇不付贖金就公開

遭加密的機敏資料等行徑，而引發關注，現在驚傳大型跨國 IT服務廠商也遇害。例如，

Cognizant於 4月 18 日發出新聞稿，表示他們的內部系統受到 Maze勒索軟體攻擊，導

致部分客戶的服務被迫中斷。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https://nfucc.nfu.edu.tw/zh/nfu-pims/isms-01
https://www.nfu.edu.tw/images/IMS-M-0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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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zant是一間大型的 IT管理服務公司，總部位於美國新澤西州提內克，在全

球擁有近 30萬名員工，年營收超過 150億美元。這間公司原先是鄧白氏（The Dun & 

Bradstreet）內部技術部門，後來經歷母公司的重組成為獨立公司，並於 1998年公司

進行 IPO，是那斯達克首家掛牌的軟體服務商。隨後該公司於 2000年進行轉型，成為

提供管理咨詢、系統業務流程外包服務的公司，並於 2011年擠身財富 500 大企業。 

至於這起攻擊事件的其他細節，Cognizant並未進一步透露，僅說明資安團隊正在

處理，他們也通報了相關執法單位。同時，他們也持續向客戶聯繫，並且提供入侵指標

（Indicators of Compromise，IOC），以及進一步的技術資料，讓用戶能夠加以防範，

避免遭到波及。 

除了 Cognizant公告他們面臨網路攻擊，也有資安研究者 Vitali Kremez 公開 Maze

的 YARA特徵碼，並在推特上宣稱可能就是這起事件的攻擊手法，讓其他企業也能夠識

別相關威脅。這名研究人員指出，Maze攻擊的層面，同時結合遠端桌面協定（RDP）與

其他的遠端服務，要各界更加留意防範。 

專門使用 Maze勒索軟體發動攻擊的駭客集團，先前傳出大肆向美國地方政府下

手，也攻擊許多公司行號，為了迫使受害的單位支付贖金，他們發展出先備份再加密資

料的手法，要脅受害者不付款就將機密資料公開，美國彭薩科拉市政府與纜線製造公司

Southwire都因拒絕繳付贖金，而被駭客公開資料，後者更將 Maze告上法院。 

 

資料來源：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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