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11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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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提薦教育部於 111年中秋節前對教育具有貢獻，且生活困苦或

罹患重病亟需濟助之教師（不含現職者）事宜，請查照。(111年 7

月 13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7216號書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 108年至 111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

平安卡優惠方案，其中「國內外旅遊」保險部分承保範圍，延長辦

理期間自 111年 7月 1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請查照轉知所

屬同仁參考運用。(111年 6月 29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6681號書

函)。 

貳、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檢送銓敘部 111 年 6 月 29 日部退一字第 11154674421 號令修正發

布之「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修正附表、總說明、對照表及

發布令影本各 1 份，請查照。(111 年 7 月 4 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6856號書函)。 

二、「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具公務員身分之國家代表隊運動選

手商業代言辦法」，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8 日以臺教授

體部字第 1110025494A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影本（含法規條

文）1 份，請查照。(111 年 7 月 8 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7065 號

書函)。 

三、公務員服務法業經總統本（111）年 6 月 22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50751 號令修正公布，檢附修正條文 1 份，請查照。 (111

年 7月 18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7349號書函)。 

四、檢送教育部 111 年 7 月 1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2189A 號令 1

份，請查照。(111年 7月 18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7393號書函)。 

五、「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 1條、第

3條，業經該院於 111年 7月 15日以院授人培字第 111001739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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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修正發布施行，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正

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111 年 7 月 15 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7342號書函)。 

六、「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1 日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137A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並自 111 年 8 月 1 日生效，茲

檢送發布令影本(含行政規則)1 份，請查照。(111 年 7 月 11 日虎

科大人字第 1110007098號書函)。 

七、檢送民國 111 年 6 月 27 日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第 3條、第 11條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份，

請查照。(111年 7月 1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6826號書函)。 

參、 人事動態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到職 

電子計算機中

心 

系統設計組 

技術員 張哲豪 111.06.30  

到職 
電子計算機中

心 
技術員 邱新益 111.07.01  

到職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訓練中心 

教師 
姜定安 111.07.01 

航空維修訓練中

心人員. 

到職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助理員 張雅筑 111.07.11  

到職 

學生事務處 

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 

專業輔導 

人員 
林子婷 111.07.18 

111年度教育部

補助大專校院聘

用專兼任專業輔

導人員計畫人

員. 

到職 
機械與電腦輔

助工程系 

產學攜手專班 

約用人員 
林純慧 111.07.18  

到職 
總務處 

事務組 
事務員 簡瑞權 111.07.18  

到職 休閒遊憩系 研究組員 吳映瑜 111.07.04  



平調 

電子計算機中

心 

網路組 

助理員 鄭雅純 111.07.01 
原任職教務處教

學業務組. 

調任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助理員 黃雅惠 111.08.01 

原任職學生事務

處服務學習組. 

回職復薪 學生事務處 專案助理 陳依佳 111.06.25 

技專校院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人

員. 

職務變更 

學生事務處 

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 

助理員 陳依佳 111.07.01 
原任職學生事務

處專案助理. 

職務變更 

國際事務處 

國際文教行政

組 

助理員 王琴琪 111.07.01 
原任職自動化工

程系專案助理. 

留職停薪 
圖書館 

資訊服務組 
助理員 古淳瑜 111.08.01 

留職停薪期間

111.08.01-112.

01.31. 

留職停薪 

學生事務處 

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 

資源教室 

輔導老師 
許嘉旂 111.08.01 

留職停薪期間

111.08.01-112.

07.31. 

離職 學生事務處 專案助理 陳怡慧 111.06.25 聘期屆滿 

離職 生物科技系 研究組員 王雅仙 111.07.01  

離職 多媒體設計系 研究副管理師 陳玉秋 111.07.01  

離職 
動力機械工程

系 
研究副管理師 邱新益 111.07.01  

肆、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政風： 

（一）有關銓敘部修正之公務人員履歷表〈一般〉與〈簡式〉一案，請

查照轉知。 (本校 111年 6月 29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6683號書

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國民旅遊卡： 



（一）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修正「公務人

員考績考列丙等人員輔導訓練實施計畫」第 3點一案，請查照。(本

校 111年 7月 12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7157號書函) 

(二) 檢送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圖文宣導 1份，重申原住民族歲時祭儀

放假之權利，請（轉知所屬單位）確實落實，請查照。(本校 111

年 7月 4日虎科大人字第 1110006842號書函) 

伍、宣導事項： 

一、資安相關新聞： 

(一)7 月份資安暨個資教育訓練課程： 

➢111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14:00-17:00 資訊大樓 0204【電子郵件社交工程防

治暨資通安全保護宣導】，共計 38 人參與。 

 

➢111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14:00-17:00 資訊大樓 0204【資通系統分級與防護

基準措施】。 

(二)8 月份資安暨個資教育訓練課程，請留意本校 iact 活動報名資訊： 

➢111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09:00-12:00 資訊大樓 0204【漫談物聯網之安全隱

憂與挑戰 

(包含資料洩漏案例分享)】。 

➢111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14:00-17:00 資訊大樓 0204【資通安全內部稽核實

務演練 

(含資通安全管理法釋義及解析)】。 

➢111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09:00-12:00 資訊大樓 0204【個資盤點與風險評鑑

教育訓練】。 

➢111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09:00-12:00 資訊大樓 0204【個人資料保護認知宣



導教育訓練(含個人資料事件案例解析及 GDPR 簡介與因應)】。 

(三)111 年度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管理制度維護與第三方稽核驗證時程 

➢111 年 08 月 17 日(星期三) 實施內部稽核 

➢111 年 08 月 24 日(星期三) 14:00 管理審查會議 

➢111 年 08 月 29 日(星期一) 實施外部稽核 

 

二、資安相關新聞： 

（一）Chrome 用戶快更新，Google 發現今年第四個零日漏洞 

 ( 資 料 來 源 ：

https://technews.tw/2022/07/06/chrome-zero-day-exploit-cve-2022-2294/) 

此則報導揭露，Google 在111年7月4 日釋出 Chrome 補丁，以解決最新零

日漏洞（Zero-Day Exploit）威脅（CVE-2022-2294），版本 103.0.5060.114 更

新也將在幾天至幾週內提供全球 Chrome 用戶，並且官方也建議用戶獲得

更新後應要儘速下載安裝，以防成為漏洞受害者。 

（二）網路威脅日新月異，但電子郵件仍是首要攻擊途徑 

(資料來源：https://technews.tw/2022/07/07/cyber-security/) 

此篇訊息依據網路資安廠商趨勢科技的統計數據，該公司在 2021 年共攔截

了 3,360 萬次以上的雲端電子郵件威脅，較前一年暴增 101%，顯示電子郵

件仍是網路攻擊的首要途徑，因此個人資安意識仍為加強重點之一。其他重

要資安研究也發現包括了有1,650 萬次網路釣魚攻擊成長率 138%，混合上

班的工作環境依舊是駭客攻擊瞄準的目標；630 萬次登入憑證網路釣魚攻擊

成長率15%，網路釣魚仍是駭客入侵的首要管道以及330 萬個惡意檔案已知

威脅暴增 134%、未知惡意程式暴增 221%。 

（三）Office 365用戶遭大規模網釣攻擊，駭客竊取 Cookie 與 Session 資訊可繞

過 MFA，目的是用於發動 BEC 詐騙 

(資料來源：https://www.ithome.com.tw/news/151967) 

本校 Office365使用者應注意此則訊息報導，近期針對 Office 365用戶的大規

模網路釣魚攻擊不時有事故傳出，但最近一起事故使用的手法較為不同，而

導致駭客能繞過微軟提供的雙因素驗證（MFA）機制。駭客先是以寄送釣魚

郵件，然後將收信人引導到釣魚網站，特別的是將釣魚網站以代理伺服器方

式設在用戶連線至目標網站之間，進而竊取網頁瀏覽器的 Cookie 與連線階

段（Session）資料，來挾持受害者的 Office 365帳號，駭客得手後將這些電

子郵件帳號用來發動商業電子郵件（BEC）詐騙。研究人員指出，至少有1

萬個組織受害，且駭客在得手 Cookie 和連線階段資料後，最快在5分鐘內就

發動 BEC 詐騙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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