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9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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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加強對教職員工協助，聘僱 1名心理諮商師到校駐點為教職

員工服務，請查照。(本校 109年 8月 17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2300493

號書函) 

二、為配合全國軍公教人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資料

報送時程，本校預支子女教育補助線上申請系統即日起至 8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5時止開放同仁使用，請查照。(本校 109年 8

月 10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2300484號書函) 

三、本校為擴大托育對象除原有簽訂幼兒園特約服務外，今年新増 0-2

歲托嬰服務特約育嬰中心及 6-12歲安親班特約服務，詳人事室特

約網頁，請本校同仁多加利用。 

 

貳、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修訂案經 109 年 7 月 8 日 108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經雲林縣政府 109 年 7 月 27 日府勞動二

字第 1093415132 號同意核備。(109 年 8 月 3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6840號書函)。 

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给假辦法」第 2條、第 3

條及第 6 條條文，業經行政院修正發布施行，請查照。(109 年 7

月 24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6593號書函)。 

三、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

件處理要點」第四點、第七點、第十一點，並自 109 年 7 月 17 日

生效一案，請查照。(109年 8月 3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6677號

書函)。 

四、考試院 109年 7月 31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之 1條文，請查照。(109年 8月 18日虎科大人字第 1090007395

號書函)。 

參、 人事動態 

  

 

http://zh.wikipedia.org/wiki/Image:NFU_Logo.svg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到職 工業管理系 副教授 李英聯 109.08.01  

到職 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蔡豐澤 109.08.01  

到職 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 解燕豪 109.08.01  

到職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謝宗融 109.08.01  

到職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陳怡君 109.08.01  

到職 生物科技系 助理教授 呂曉鈴 109.08.01  

到職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詹彩芸 109.08.01  

到職 農業科技系 助理教授 王進學 109.08.01  

到職 電子工程系 助理教授 郭永明 109.08.01  

到職 飛機工程系 助理教授 王正賢 109.08.01  

到職 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 莊錦俊 109.08.01  

到職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莊怡文 109.08.01  

到職 飛機工程系 

助理教授級

約聘專業技

術人員 

郭兆書 109.08.03  

到職 校務發展中心 專案助理 吳旻穗 109.08.03  

到職 
國際事務處          

境外學生事務組 
助理員 黃雅祺 109.08.04 職務代理人 

到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 鄧宇涵 109.08.17  

到職 
研發處 

研究副管理

師 
張育慧 109.08.05  

到職 農業科技系 研究組員 黃泳潔 109.07.22  

陞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       

系統設計組 
技術專員 王姵婷 109.08.01 原技術員 

陞任 電子工程系 行政專員 吳念勳 109.08.01 原助理員 

陞任 語言教學中心 行政專員 林佩姿 109.08.01 原助理員 



陞任 電資學院 行政專員 夏儷文 109.08.01 原助理員 

陞任 機械設計工程系 行政專員 陳晏虹 109.08.01 原助理員 

陞任 
進修推廣部            

學生事務組 
行政專員 陳漢麟 109.08.01 原助理員 

陞任 
圖書館         

資訊服務組 
行政專員 曾儀婷 109.08.01 原助理員 

陞任 
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系 
行政專員 廖妙齡 109.08.01 原助理員 

陞任 通識教育中心 行政專員 劉佩怡 109.08.01 原助理員 

陞任 資訊工程系 行政專員 蔡明靜 109.08.01 原助理員 

陞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        

系統設計組 
技術專員 鄭岱弘 109.08.01 原技術員 

陞任 教務處 行政專員 魏鈺錚 109.08.01 原助理員 

調任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助理員 萬熙鶴 109.08.01 原軍訓室 

調任 
學生事務處 

軍訓組 
助理員 張雅鈞 109.08.01 原生活輔導組 

調任 
進修推廣部      

總務組 
約僱幹事 蔡季娟 109.08.01 原進修學院約僱幹事 

職務變更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員 石美珠 109.07.22 原人事室助理員職代 

職務變更 
環保及安全衛生心

中 
技術員 林宛珊 109.08.01 原衛保組助理員職代 

屆齡退休 
教務處         

招生業務組 
助理員 沈清華 109.08.19  

資遣 
車輛工程系 

產學訓專班

約用人員 
陳巧樺 

109.08.01 
 

離職 飛機工程系 
訓練中心教

師 
郭兆書 109.08.03  

離職 
電子計算機中心 

網路組 
技術員 王詣鈞 109.08.17  

肆、宣導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 Q&A 

1. 光碟有分家用跟公播版，線上數位正版影片也一樣有區分嗎? 

A1:  



一、公播版相關解釋 

（一）公播版之定義 

  應先說明的是，「家用版」、「公播版」之區別為廠商或權利人依據市

場需求，設置不同授權條件及訂價策略，以因應各類型放映場合。而所

謂「公播版」光碟一般是指該光碟所乘載之視聽著作（例如影視作品等）

版本，是具有著作權法所稱之「公開上映權」（可參考：智慧財產局函釋

電子郵件 1041028，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07-854457-c1d36-301

.html）。 

（二）公播版常見通俗用語 

  「公播版」時常隨著不同業者，而有不同稱呼，例如公開播映、公開

播放、公開放映、公播用等（可參考：智慧財產局網站資訊：公播版影片

著作權，

https://topic.tipo.gov.tw/copyright-tw/cp-417-855946-3e725-301.

html）。惟通俗用語畢竟非著作權法所使用之詞彙，涵義難免有不精確之

處，因此實際使用上，仍需確認相關授權範圍是否涵蓋「公開上映權」，

而不應只拘泥於特定詞彙。 

二、線上數位正版影片亦有「家用版」、「公播版」之區別 

（一）依現行實務，線上數位正版影片多由數位串流平台業者（例如 Netflix、

巴哈姆特動畫瘋等）所提供，而此類正版影片多數均不具有「公開上

映權」。而判斷正版影片是否具有「公開上映權」，則可從數位串流平

台業者所出具之「服務條款」進行判斷。 

（二）以 Netflix、巴哈姆特動畫瘋為例，兩業者的服務條款均表示所提供之

影音內容，均無「公開上映權」之授權： 

1. Netflix：您同意不存檔、重製…「公開播放」…製作衍生作品、

出售或使用（除非本《使用條款》明確授權）Netflix 服務所含的內

容和資訊。 

2. 巴哈姆特動畫瘋：您不得將本服務內容進行重製、改作…與「公開

上映」… 

三、仍建議應取得權利人授權「公開上映權」為宜 

  綜合上述內容，如您有意將線上數位正版影片同時向現場或現場以外

一定場所之公眾進行傳達（例如以蚊子電影院形式，於公園放映數位串流

平台之影片），建議仍應事先取得著作權利人同意授權「公開上映權」，以

避免因違反著作權法而承擔民、刑事責任。 

【眾勤法律事務所副所長 陳全正律師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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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問使用無版權素材製作了明星的 TSHIRT自己使用(使用明星名字

並無販售)會有觸法疑慮嗎? 

A2 :  

一、使用「無版權素材」並不代表無違反著作權之疑慮，使用上應特別謹慎 

（一）應先說明的是，所謂「無版權」常見情形可能為： 

1. 該素材已逾著作權保護期間，而成為「公共財」，任何人均得利用之。 

2. 該素材仍受著作權保護，只是使用時須符合一定授權條件（如限定用

途、範圍等），才可免於責任追究。 

3. 該素材無法確定其著作權人為何，而遭第三人隨意稱呼、利用。 

（二）除素材已成為「公共財」的情形外，其他使用所謂「無版權素材」皆具有

一定風險性，且部分素材是否成為「公共財」亦有一定查核難度，因此

建議使用「無版權素材」時，請特別確認來源出處及相關權利條件，如

有疑慮時則不應使用，或取得權利人同意為宜。 

二、「無販賣營利」並不代表可作為侵害著作權之免責理由 

（一）如有侵害著作權情形時，主張成立「合理使用」為常見之免責理由。 

（二）然而判斷是否成立「合理使用」，需綜合考量各類因素後判斷，其中包括

需考量「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您

所詢問題雖提及「無販賣營利」，但這並不代表您即可以主張「合理使用」

而能夠免除相關責任。因為判斷「合理使用」成立與否，還須參酌其他

因素，例如：利用他人著作質量、比例之多寡、被利用著作之性質，以

及您利用著作的行為，對他人著作市場價值影響等，並且最後仍須依個

案進行判斷，再由司法機關進行最後裁決，而無法自行認定。換言之，

自行認定使用他人著作的行為符合「合理使用」，具有一定程度之法律風

險。 

三、使用明星名字須留意商標法規範 

  另外應特別注意的是，名字除了民法姓名權保護外，許多明星亦常將姓名、

藝名註冊成「商標」，因此使用明星名字時，須特別留意商標法規範，建議仍應

確認權利狀態，包括取得商標權利人授權同意為宜，以避免因違反商標法而承擔

民、刑事責任。 

【眾勤法律事務所副所長 陳全正律師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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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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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學校單位寄送釣魚郵件攻擊事件資訊 

TWCERT/CC接獲通報，近日有發現駭客偽冒學術單位的網域名稱發送

mail，博取收信企業之信任，發送要求報價為題的惡意郵件，引誘使用者點

擊信件。並於信件中夾帶 2個含有惡意巨集(Marco)的 PowerPoint檔案，當

使用者開啟該惡意 PowerPoint檔案，會執行巨集指令下載惡意腳本。該惡

意腳本透過 Mshta 執行 schtasks.exe微軟工作排程，每次開機時會執行惡

意腳本建立並維持後門連線。經檢測人員，發現這兩個惡意檔案雖檔名不

同，但 Hash相同。並使用合法網頁如:pastebin剪貼簿與 j.mp縮網址躲避

防毒軟體偵測。 

相關攻擊手法如圖(請參考資料來源)，若需進一步 IOC資訊請用企業信

箱寄信至 twcert@cert.org.tw 索取，謝謝。 

資料來源：twcert 

https://www.twcert.org.tw/tw/cp-104-3832-4d486-1.html 

 

(2)好記又難猜的密碼設定技巧 

在電腦與網路世界裡，我們透過不同的帳號，以代表或區別各自的身

分，而密碼就是用來驗證身分的正確性，簡單來說，帳號就像我們住的房子，

而密碼就是大門的門鎖，如果帳號沒有設定密碼，就像未上鎖的大門，陌生

人都可以輕易的進出，對安全造成極大隱憂！  

以下整理了絕對不要採用的密碼類型，並提供幾個既不容易被猜到，自

己又記得住的密碼設定技巧以及密碼安全使用原則。 

  

絕對不要採用的密碼類型  

下列為不安全的密碼設定，請千萬要避免： 

•不設定密碼（空白密碼） 

•使用簡單字元組合（如 1234、abcd、111111 等） 

•密碼與帳號相同 

•使用生日、身分證字號、英文名字等個人資料 

https://nfucc.nfu.edu.tw/zh/nfu-pims/isms-01
https://www.nfu.edu.tw/images/IMS-M-003.pdf
https://nfucc.nfu.edu.tw/zh/nfu-pims/2020-01-17-08-40-12
https://www.twcert.org.tw/tw/cp-104-3832-4d486-1.html


•使用公司、部門、單位名稱 

•使用與系統管理相關專有名詞（如 admin、password 等）  

•鍵盤順序組合（如 asdfgh、1qaz 等） 

•全部都是數字 

  

記得住的長密碼 

資安專家建議，可以使用多個英文單字連結起來的長密碼，例如選擇幾

個彼此沒有關聯，但對自己來說有意義且容易記住的英文單字，加以組合，

例如 dog（狗）、Dance（跳舞）、tree（樹）、run（跑），把這 4個英文單字

連起來成為一個長密碼“dogDancetreerun”，據說駭客得花上百年才能夠

破解這種組合。 

  

其他安全提醒 

不要為了方便，把自己的所有網路服務都設定成同樣的帳號與密碼！這

樣一來，反而提供了有心人士一個最方便的機會盜用與假冒你所有的網路身

分。而當懷疑有人盜用你的帳號時，最好立刻更換密碼。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1944?user_type=4&topic=9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1944?user_type=4&topic=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