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7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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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喜訊 

恭喜本校主計室廖淑娟組員於 107 年 2 月 8 日調陞主計室專員。 

貳、 每月新知 

一、 有關兒少性剝削防制部分，查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2 條係規定：「（第 1 項）

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

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

觀覽。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

影帶 、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四、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

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第 2 項）本條例所稱被害人，係指

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衛生福利部已製作兒少性剝

削宣導資料，包括兒少性剝削防制--有校園網路安全等影片、兒少性剝削防

制 輔 助 教 材 30 問 （ 登 載 於 該 部 網 站 / 影 音 專 區

https://www.mohw.gov.tw/lp-44-1-xCat-14.html）及解謎性剝削動畫影片（網

址：mcse.tw），請教職員於寒假參考運用。 

二、 檢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製作之「手刀衝綠點 綠色消費動起

來」宣導資料乙份，請查照並轉知。(107 年 1 月 30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00894

號書函辦理) 

三、 有關苗栗縣教師會館暨勞工育樂中心提供優惠住宿方案乙案，請同仁多加利

用，請查照。(107 年 2 月 12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01234 號書函辦理) 

四、 檢送「內政部 107 年『緣來愛是你』單身聯誼活動」，第 1、2 梯次訂於 107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7 日受理報名，敬請各單位單身男女踴躍參加，請查照。(本

校 107 年 2 月 14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01539 號書函) 

五、 檢送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辦理「新北市政府補助原住民職業訓練及就

業考試補習課程費用作業要點」及申請資料乙份。(相關訊息請參閱人事室網

頁公告) 

六、為配合「全國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暨稽核系統」 106 年度第 2 學期

申請資料報送時程，請本校同仁自 107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9：00 起至

107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7：00 於本校子女教育補助系統線上申請並

將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表依限送至人事室辦理。(本校 107 年 2 月 26 日虎科

大人字第 1072300120 號書函) 

參、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行政院 107年 02月 02日院授人組字第 10700319271號修正「行政院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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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七點及其附件一、附件二，並

自一百零七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二、行政院修正「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名稱修正為「各機

關公務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並自 107年 1月 1日生效。(本校 107年

2月 26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01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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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陞 主計室 專員 廖淑娟 107.02.08 原組員 

卸任 
國際事務處境外

學生事務組 
組長 江佩倫 107.02.01  

回職復薪 應用外語系 副教授 王生美 107.02.01  

回職復薪 休閒遊憩系 助理教授 陳湘琴 107.02.01  

調任 進修推廣部 組員 洪崇閔 107.02.21 原主計室組員 

平調 
工程學院 

機械設計工程系 
助理員 廖婉妤 107.02.01 原校務發展中心助理員 

到職 文理學院 助理員 黃婷鈺 107.02.01  

到職 
文理學院 

應用外語系 
助理員 李毓禎 107.02.01  

到職 
文理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助理員 廬愉蒨 107.02.05  

到職 教學發展中心 助理員 陳佩虹 107.02.06  

到職 人事室 助理員 黃秀儀 107.02.12  

到職 
教務處 

招生業務組 
助理員 李冠樺 107.02.12  

到職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助理員 張雅宣 107.02.12  

到職 
文理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助理員 吳怡佩 107.02.21  

到職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訓練中心

講師 
李琨鵠 107.02.07 

推動技職教育輸出-建

構具備國際認證之民航

維修訓練重點機構計畫

人員 

到職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訓練中心

講師 
徐建安 107.02.12 

推動技職教育輸出-建

構具備國際認證之民航



維修訓練重點機構計畫

人員 

到職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訓練中心

講師 
蔡冠明 107.02.12 

推動技職教育輸出-建

構具備國際認證之民航

維修訓練重點機構計畫

人員 

到職 
精密機械技術 

研發中心 

產業聯絡

專家 

TSUTSUMI 

MASAOMI 

(堤正臣) 

107.01.21  

到職 
精密機械技術 

研發中心 

法人人員/    
助理研究

員 
連啓宏 107.02.06  

到職 財務金融系 研究組員 秦秋玲 107.02.09  

留職停薪 
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系 
教授 謝秋帆 107.02.14 

進修研究

107.02.14-107.07.13 

離職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李知灝 107.02.01  

離職 人事室 組員 周慧穎 107.02.01 調它機關 

離職 主計室 專員 張麗佩 107.02.08 調它機關 

離職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湯憲忠 107.02.09 調它機關 

離職 職涯發展中心 
專業輔導

人員 
江國楨 107.01.27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

任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

計畫人員 

離職 
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籌備辦公室 
專案助理 陳雅君 107.01.27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離職 
工程學院 

飛機工程系 

訓練中心

技師 
李琨鵠 107.02.07 

建構航空維修訓練中心

計畫人員 

離職 
文理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助理員 黃耀斐 107.02.18  

離職 
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助理 王儀婷 107.03.01 高教深耕計畫人員 

離職 職涯發展中心 助理員 黃譯德 107.03.01  

離職 電機工程系 研究組員 張育壬 107.01.31  

離職 企業管理系 研究組員 洪婉萍 107.02.01  

離職 
進修推廣部 

推廣教育中心 
研究組員 潘琬瑄 107.02.01  



離職 電算中心 研究組員 林廷容 107.02.01  

伍、宣導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 Q&A 

1. 製作影片評論電影時，以自己的方式講述或評論電影的情節、以及在影  片

中使用電影海報或劇照，會不會涉及侵害著作權？  

A：首先，著作權之保護僅及於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觀念、思想本身。因此觀賞完影片後，

以自己理解之方式，另行以不一樣之文字將劇情表達出來，縱然係採用他人著作所傳達

之觀念，但因觀念並不屬於著作，不受著作權保護，自無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再者，在影片中插入相關電影劇照或海報，並上傳至網路上，將涉及「重製」及「公開

傳輸」等著作財產權利用行為，原則上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或同意，除非有符合

合理使用規定之情形，例如依著作權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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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若引用之電影劇照或

海報係附屬於自己創作之著作內供参證或註釋之用（亦即必須先有自己的創作），且得

與自己創作部分加以區辨，並在合理範圍內，且依第 64 條規定註明出處及來源，才有

主張合理使用的空間。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 2月刊 

2. 註冊商標遭他人仿冒，要如何救濟？  

A：依商標法規定可尋求民事及刑事的救濟： 

民事救濟：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除去，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並得請求侵權損害賠償。為避免商標權人難以證明

其損害，商標法第 71 條並特別規定計算損害的方式，由商標權人擇ㄧ計算其損害賠償

金額。 

刑責救濟：產銷仿冒品的行為可能涉有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20 萬

元以下罰金；若涉及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陳列、輸出或輸入他人所為的仿冒品者，

則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5 萬元以下罰金。 

商標侵權的民、刑事責任皆須經司法訴訟程序加以確定，商標權人除得依法提起告訴

外，亦可檢具相關具體使用事證向保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原保智大隊）檢舉，檢舉仿

冒專線為 0800-016597，電子信箱則為 0800016597@iprp.spsh.gov.tw。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 2月刊 

3. 專屬被授權人得否行使商標權侵害的救濟程序及提起刑事告訴？  



A：專屬被授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取得商標專屬使用權，故商標權受侵害時，專屬被授

權人自得以自己名義行使排他權利，提起民刑事訴訟。但契約另有約定，應從其約定（商

39 Ⅵ）。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財產權 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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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注重資安教育 對抗新型態駭客攻 

這幾年除了勒索軟體攻擊、關鍵基礎設施遭入侵等事件經常出現外，對於 2018 年預測將持

續擴及不同產業之外，駭客組織運用連網裝置發動大規模 DDoS攻擊，亦可能會愈來愈頻繁。  

 

伴隨著駭客組織日益多元的攻擊手法，近幾年企業持續擴大投資在資安防護架構的費用，只

是仍然難以有效阻擋惡意程式入侵，特別是這幾年比特幣的盛行現象，更讓犯罪組織無所忌

憚。以 2017年 5月 13日爆發的 WannaCry為例，便是針對 Windows作業系統漏洞設計的勒

索軟體，主要是運用 AES-128 和 RSA演算法惡意加密用戶檔案，藉此達到勒索比特幣為目的，

預估有上百個國家的數萬名用戶受害。即便時至今日，在 WannaCry變種軟體不斷增加的狀

況下，全球各地亦持續傳出各種零星受害事件，也凸顯出企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資安風險。  

 

另一個值得關注趨勢，則是愈來愈多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遭到入侵，如烏克蘭便連續多次發

生發電廠及供電設備被攻擊事件。而美國、土耳其、瑞士等國家的能源設施，亦傳出遭到惡

意程式入侵，儘管目前尚且未傳出重大災情，但難保日後不會影響到民眾日常生活，甚至引

爆成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資策會資安科技研究所所長林宗男說，駭客組織為獲得龐大經濟利益不斷精進攻擊手法，近

來更大量運用勒索軟體直接從企業、個人取得贖金，因為相較於過去將個資賣給犯罪組織的

模式，其獲利更為豐厚且直接。而難以追蹤資金走向的比特幣，亦助長駭客運用勒索軟體攻

擊的風潮。此外，關鍵基礎設施遭到惡意程式入侵已非新聞，重點在於該類設施多屬於實體

網路隔離，勢必肇因於網路隔離不確實，才會給予駭客有可趁之機會，因此政府組織需要再

多花些時間重新檢視網路架構的安全防護。  

 

連網設備成攻擊目標 企業應強化員工資安意識  

據 Gartner研究報告顯示，在行動裝置出貨量大幅增趨勢，全球連網裝置將在 2020年達到

500億個，且帶動各類智慧生活應用服務不斷地湧現，為消費者創造更美好的生活。林宗男

表示長期觀察全球資安趨勢的資策會資安科技研究所認為，在連網裝置受限於運算能力不

足，難以對抗惡意程式入侵的狀況下，早已成為駭客組織鎖定的攻擊目標。林宗男進一步指

出，以往台灣民眾總覺得資安威脅跟自己的日常生活無關，但是自從 2016年第一銀行爆發

ATM 遭到入侵、2017年遠東銀行發生巨額款項被盜轉後，多數人開始警覺駭客攻擊事件的嚴

重性，特別是當周邊連網設備遭入侵，成為駭客發動攻擊的殭屍設備後，可以觀察到民眾已

逐漸體認到資安防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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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林宗男建議，若要防範前述事件發生，除強化基礎防護能力之外，推動資訊安全教育

訓練亦非常重要，如一般民眾在家中使用網路攝影機、NAS等設備時，應該要避免使用預設

密碼、改用複雜度更高的高強度密碼。至於企業用戶部分，則在定期為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之

外，亦須透過資安防護演練的方式，提高全體同仁的資安意識，才有效降低惡意程式的入侵

機會。  

以上資料來源資安人( https://goo.gl/nonLaK ) 

 

三、投稿 

個資外洩嚴重連派出所也淪陷！警員竟被詐個資外洩嚴重，連派出所也淪陷！ 

基隆市南榮路派出所簡姓女警，今年 6月間接到自稱一分局延平派出所警員陳某某，對方謊

稱正在辦案，因電腦無法連線至警政知識網戶役政系統，請簡女代為查詢。 

簡女（22歲）因剛分發尚無權限及密碼，見到電話號碼顯示是一分局延平派出所的電話，

即委由石姓男警員代為查詢，才剛來 2個月的石員（23歲）也未追問、確認對方身分，就

將對方欲查詢的鐘姓 2 名女子戶籍資料給對方。 

 

檢方審酌簡、石 2人察覺被騙後主動告訴長官，勇於認錯，負責，考量 2人平常品德操守均

優，被騙走的 2名女子也未接獲詐騙集團來電，並無損失，遂處分 2人不起訴。 

資深巡佐指出，不只挨詐的南榮派出所被騙，詐騙集團以此種亂槍打鳥方式，已成功從多間

派出所騙得被害人個資。 

他表示，詐騙集團利用網路電話，靠著「多重轉接」的方式撥打電話給挨詐得派出所，讓被

騙警員看到電話號碼顯示是鄰近派出所電話，誤以為是同分局其他派出所來電，不疑有他。 

☆防詐騙專線︰165、報案專線︰110☆ 

來源出處：自由時報 Liberty Times Net.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275196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