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6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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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增進同仁福利特與私立安安幼兒園簽訂優惠契約(自 106年 8月 1日生

效)，凡本校教職員工子女送至該園就讀，可享受折扣優惠。 

二、臺北市立交響樂團訂於 106年 8月 26日舉辦音樂會《開季音樂會－瓦格與格

斯坦》，並提供公務機關同仁八折票券優惠，歡迎各單位同仁共襄盛舉，請

查照。 (106年 8月 16日發文字號：虎科大人字第 10600089390號書函) 

三、 南投縣藝享自然美學協會舉辦「 106 年度虎山盃攝影美學交流賞」活動，歡

迎教職員生踴躍報名參加。(相關訊息請參閱本校與人事室網頁公告) 

四、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舉辦「『旅程，印象臺三線』經典攝影展」，歡

迎踴躍參觀。(相關訊息請參閱本校與人事室網頁公告) 

五、為配合全國軍公教人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資料報送時

程，本校子女教育補助線上申請系統訂於 106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至 9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5時止開放同仁使用。(106年 8月 16日虎科大

人字第 10623004670號書函) 

 

貳、人事法令宣導 

一、待遇福利、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行政院修正退休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之規定，自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即

106年 8月 1日）起生效，請查照。(106年 7月 24日虎科大人字第 10600080460

號書函) 

（二）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製「退休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常見問答集」1

份，請查照。(106年 7月 24日虎科大人字第 106000808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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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  副校長 林博正 106.08.01  

新任  副校長 楊達立 106.08.01  

新任 教務處 教務長 駱正穎 106.08.01  

新任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 鄭仁杰 1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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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新任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許永和 106.08.01  

新任 
環保及安全衛生

中心 
中心主任 黃和悅 106.08.01  

新任 
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系 
主任 李炳寅 106.08.01  

新任 興中分部籌備處 主任 林瑞璋 106.08.01  

新任 
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籌備辦公室 
執行長 陳政宏 106.08.01  

新任 教務處 副教務長 宋朝宗 106.08.02  

新任 研究發展處 副研發長 張文陽 106.08.01  

新任 
教務處教學業務

組 
組長 吳純慧 106.08.02  

新任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 
組長 許高魁 106.08.03  

新任 
學生事務處服務

學習組 
組長 徐烱勛 106.08.03  

新任 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 吳森統 106.08.01  

新任 
研究發展處學術

服務組 
組長 陳國益 106.08.01  

新任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職業

訓練組 
組長 李蕙敏 106.08.02  

新任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智財

技轉組 
組長 林忠志 106.08.01  

新任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

服務組 
組長 江卓培 106.08.01  

新任 
國際事務處鏡外學生

事務組 
組長 江佩倫 106.08.01  

新任 
進修推廣部學生

事務組 
組長 賴雅雯 106.08.09  

新任 
進修推廣部總務

組 
組長 林誠孝 106.08.01  

新任 
進修學院學生事

務組 
組長 賴雅雯 106.08.09  



新任 進修學院總務組 組長 林誠孝 106.08.01  

卸任  副校長 林瑞璋 106.08.01  

卸任  副校長 李炳寅 106.08.01  

卸任 教務處 教務長 楊達立 106.08.01  

卸任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

長 
洪櫻花 106.08.01  

卸任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林博正 106.08.01  

卸任 
環保及安全衛生

中心 
中心主任 周榮源 106.08.01  

卸任 
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系 
主任 張銀祐 106.08.01  

卸任 興中分部籌備處 主任 劉正達 106.08.01  

卸任 教務處 副教務長 朱文浩 106.08.01  

卸任 研究發展處 副研發長 陳政宏 106.08.01  

卸任 總務處 副總務長 丁英智 106.08.01  

卸任 
教務處教學業務

組 
組長 蔣俊岳 106.08.01  

卸任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 
組長 李知灝 106.08.01  

卸任 
學生事務處服務

學習組 
組長 張文陽 106.08.01  

卸任 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 丁英智 106.08.01  

卸任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職業

訓練組 
組長 林忠志 106.08.01  

卸任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智財

技轉組 
組長 林家樺 106.08.01  

卸任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流

服務組 
組長 林中彥 106.08.01  

卸任 
國際事務處鏡外學生

事務組 
組長 康世昊 106.08.01  

卸任 進修推廣部學生 組長 林誠孝 106.08.09  



事務組 

卸任 
進修推廣部總務

組 
組長 鄭佳炘 106.08.01  

卸任 
進修學院學生事

務組 
組長 林誠孝 106.08.09  

卸任 進修學院總務組 組長 鄭佳炘 106.08.01  

陞任 主計室第二組 行政專員 林意甄 106.08.01  

平調 
教務處綜合教務

組 
行政專員 王美雪 106.08.01  

職務變更 研究發展處 技術員 曾盈禎 106.08.01 
原研究發展處典範計

畫專案助理  

職務變更 研究發展處 助理員 簡巧玳 106.08.01 
原研究發展處典範計

畫專案助理 

到職 主計室 組員 潘蓓貞 106.08.01  

到職 
國際事務處學術

交流服務組 
專案助理 蘇郁珊 106.07.24 教卓計畫人員 

到職 職涯發展中心 
專業輔導

人員 
江國楨 106.08.14 

大專校院聘任專兼任

專業輔導人員計畫 

到職 
學生事務處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 

專業輔導

人員 
林涵雲 106.08.14 

大專校院聘任專兼任

專業輔導人員計畫 

到職 
學生事務處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 

專業輔導

人員 
鍾天鳴 106.08.14 

大專校院聘任專兼任

專業輔導人員計畫 

到職 
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 

專業輔導

人員 
陳顗宇 106.08.14 

大專校院聘任專兼任

專業輔導人員計畫 

到職 
文理學院休閒遊

憩系 
助理員 楊惠愉 106.08.17 職務代理人 

到職 動力機械工程系 研究組員 
廖歆雅 

106.07.21  

到職 
電機工程系 研究組員 林雅萍 106.07.31  

到職 
精密機械技術 

研發中心 

借調法人

/助理   

研究員 

朱怡甄 106.08.01  

到職 
精密機械技術 

研發中心 

借調法人

/助理   

研究員 

陳正豪 106.08.01  

到職 精密機械技術 研究組員 施佩妤 106.08.07  



研發中心 

退休 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王妙純 106.08.01  

退休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莊美芳 106.08.01  

退休 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羅文苑 106.08.01  

退休 動力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張春林 106.08.01  

退休 
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 
助理員 鐘金富 106.08.09  

離職 主計室 組員 黃薰嬋 106.08.16  

離職 藝術中心 助理員 龔郁鈞 106.08.01  

離職 
文理學院生物科

技系 

產學攜手

專班約用

人員 

林季葦 106.08.01  

離職 電機工程系 研究組員 程立雯 106.07.01  

離職 休閒遊憩系 
研究副管

理師 
許亦萱 106.08.01  

離職 電子工程系 
研究工程

員 
蔡欣妤 106.08.01  

離職 自動化工程系 
客座研究

員 
賴中生 106.08.01  

伍、宣導事項： 

一、育嬰留職停薪大哉問 

Q. 男 性 公 務 人 員 / 教 師 也 可 辦 理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嗎 ?? 

 

A:當然~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受僱者任職滿 6 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 3

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 3 歲止，但不得逾 2 年。同時撫育子

女 2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 2 年為限。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

免予繳納；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 3年繳納…」。 



復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及《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

第 1項中，皆有明文規定公務人員或教育人員如因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以本人或配

偶之一方申請為限)，申請留職停薪，服務機關、學校不得拒絕。依上開規定，符合

上開條件者，不分男女均得申請留職停薪。 

依據主管機關的調查顯示，104年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人數為 2,550 人次，

其中男性為 330 人次，女性 2,200 人次為男性之 6.7 倍，男女性別所占比率分別為

12.9%及 87.1%，另 105 年教育人員初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為 1,739 人，其

中男性為 98人，女性為 1,641人，亦有實務上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多為女性之情形。

所以，鼓勵各位男性一起樂當奶爸喔!! 

相關法規傳送門： 

性別工作平等法：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6%80%a7%e5%88%a5
%e5%b7%a5%e4%bd%9c%e5%b9%b3%e7%ad%89%e6%b3%95&t=E1F1A1&TPage=1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6%95%99%e8%82%b2
%e4%ba%ba%e5%93%a1%e7%95%99%e8%81%b7%e5%81%9c%e8%96%aa&t=E1F1A1&TPage=1 

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5%85%ac%e5%8b%99
%e4%ba%ba%e5%93%a1%e7%95%99%e8%81%b7%e5%81%9c%e8%96%aa&t=E1F1A1&TPage=1 

Q.如果符合前開前條件，我又該怎麼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呢?? 

A:方法很簡單喔!請上本校人事室網頁/下載專區/其他表格，下載【本校編制內教

職員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書】，填具相關表格並檢附資料，以表代簽，就可辦理囉!! 

表單傳送門：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5-1008-39408,c1991-1.php 

Q.在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我享有什麼權利義務呢?? 

A:公保健保均可依個人意願選擇續保或退保喔!若選擇公保續保之公教人

員，加入公保年資滿一年以上，亦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最長得請領 6 個月，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計算方式為：按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往前推算 6 個月

保險俸（薪）額之平均數 60%計算。不過須注意以下情形，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

以請領一人之津貼為限。但若夫妻同為公教人員，在不同時間分別辦理同一子女之

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時，得分別請領。不過，提醒同仁，留職停薪期間仍

具公教身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公務(教育)人員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應依

相關法令處理喔! 

相關法條傳送門：【公教人員保險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70001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超級奶爸如有對育嬰留職停薪還有任何疑義，都可撥打分機，

本校人事室竭誠為大家服務喔!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6%80%a7%e5%88%a5%e5%b7%a5%e4%bd%9c%e5%b9%b3%e7%ad%89%e6%b3%95&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6%80%a7%e5%88%a5%e5%b7%a5%e4%bd%9c%e5%b9%b3%e7%ad%89%e6%b3%95&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6%95%99%e8%82%b2%e4%ba%ba%e5%93%a1%e7%95%99%e8%81%b7%e5%81%9c%e8%96%aa&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6%95%99%e8%82%b2%e4%ba%ba%e5%93%a1%e7%95%99%e8%81%b7%e5%81%9c%e8%96%aa&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7%95%99%e8%81%b7%e5%81%9c%e8%96%aa&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7%95%99%e8%81%b7%e5%81%9c%e8%96%aa&t=E1F1A1&TPage=1
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5-1008-39408,c1991-1.php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70001


    

 

二、生活小品 

解救寬屁屁！內八外八交替站 5 秒，瘦屁股還改善便秘  2017-08-21  

日文編譯／陳建甫  

 

【早安健康／陳建甫編譯】整天坐在辦公室裡面是否讓你覺得屁股越坐越大

了呢？亞洲人的高工時久坐，正是造就臀部肥胖的兇手。其實要消除臀部肥

胖，關鍵就在於提升髖關節的血液循環，如果運動時沒有運動到髖關節，可

能動得再多都難以消除大屁股。  

 

髖關節血液循環差就會陷入肥胖惡性循環  

日本整體師中川敦子表示，當髖關節周圍的血液循環不良時，脂肪與代謝廢

物都會自然囤積在此處造成水腫，而水腫會使臀肌僵硬、骨盆位移，臀部則

會變得更扁平，贅肉橫向擴張的可能性也會大增。久而久之，便祕、生理不

順等惱人問題也就會跟著纏身，下半身的水腫也會加重，陷入肥胖的惡性循

環中。  

 



腳尖體操徹底運動髖關節 代謝就跟著上升  

而著有《"30 秒で即効" 爽快美脚》（暫譯：「30 秒見效」 清爽美腿）一書

的日本肚皮舞舞者內藤未映表示，進行矯正骨盆的腳尖體操，可以讓臀部、

腿部都一口氣變得纖細。這是因為骨盆位置正確時，髖關節的血流量就會自

然增加，而血流量提高能讓臀肌變得柔軟有彈性，臀部可動範圍就能跟著增

加，也能帶動基礎代謝提升。  

 

日本運動科學家深代千之也表示，由於日常起居中幾乎沒有任何動作會扭動

到髖關節，想要運動到髖關節周圍鬆弛的深層肌肉更要確實開闔腳尖，如此

一來就可以有效提升下盤肌力，不但讓體溫跟著上升，也能降低運動傷害的

發生機率。  

 

《腳尖體操》  

  

1. 站成內八字讓雙腳腳尖盡量貼緊，此時要注意上半身不動，才能確保髖

關節徹底內轉、膝蓋也絕對不要彎曲，持續 5 秒。  

 

2. 接著緩緩打開腳尖至 180 度，讓雙腳腳跟貼緊，一樣要保持上半身不動、

膝蓋不彎，持續 5 秒後，回到 1 的姿勢，輪流開闔腳尖 3 次為一組，一天做

一組即可。 

資料來源：https://www.everydayhealth.com.tw/article/15541 

 

三、個資 

世大運 1.8 萬志工個資全都露 今早緊急關站 

https://www.everydayhealth.com.tw/article/15541


〔記者郭安家、沈佩瑤／台北報導〕世大運志工臉書粉絲團昨天發布「志工裝備

領取查詢（2017volunteer.tk）」網頁，供志工上網用查詢裝備領取地點，但

台北市議員何志偉接獲爆料，該網頁有嚴重資安漏洞，不需專業駭客，便可輕易

取得後台 1 萬 8 千名志工個資，一覽無遺。 

何志偉說明，該網站設計缺乏基本的資料安全設定，不但採用免費網域，連最基

礎的加密措施（https）都沒做，有心人可以輕易擷取資訊；而這個查詢網站還

有重大的 SQL injection（資料隱碼攻擊的駭客攻擊手法）漏洞，若有人進行滲

透測試，很有可能取得志工們所有個人資訊。 

何志偉表示，雖調查後發現是好心的志工幫忙設計，目前網頁緊急下架，但世大

運是全國性的賽事，投入了相當多的資訊安全經費，這個皮漏卻讓「讓好心的志

工個資沒保障，好心沒有好報」；呼籲市府在處理個資時，應更有資安概念，該

省的錢不能省，專業的工作還是交給專業，而且千萬不能究責這個熱心基層志工，

不然市長也換志工做。 

世大運執委會坦言，負責製作網站的是內部同仁，為了更方便作業查詢志工服勤

裝備配置及服勤地點調配而建置，今早因資安考量立即關閉，影響不大。 

來源出處：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5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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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智慧財產權 Q&A 

1.共同著作之著作人得否不經其他著作人同意，逕行授權他人利用著作？  

A：共同著作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之行使，非經共同著作權人全體同意，不得為之；

但各著作人如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同意。（參照著作權法第 19 條、第 40 條之 1）

因此，若共同著作之著作人欲授權廠商重製、改作共同著作，已涉及共同著作之行使，

應徵得其他著作人之同意，始得為之，惟其他著作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權 8 月刊  

 

2.著作權是否要申請呢?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原創我挺你 FB 

 

3.可以在營業場所撥放 YouTube 裡的 MV 嗎?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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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資安 

詐騙郵件偽裝手法高招 微軟：別亂開信 

【大紀元 2017 年 08 月 09 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懿勝報導） 

近期網路釣魚郵件再次爆發，不僅信件中暗藏釣魚連結，連從寄件人、寄件主旨、信件內

容都偽裝，對此，微軟於官網發佈最新的資訊安全公告，呼籲 Windows 用戶小心防範，

不要隨便點選電子郵件內嵌的連結。 

https://goo.gl/kkJPZV
https://www.facebook.com/copyright.com.tw/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e%ae%e8%bb%9f.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b3%87%e8%a8%8a%e5%ae%89%e5%85%a8.html


微軟表示，這一次的釣魚手法與往常不一樣，這一次從寄件人、寄件主旨、信件內容都偽

裝，比如寄件人會偽裝成 Linkedin、Amazon 亞馬遜、或 Alibaba 阿里巴巴等，寄件主旨

則如訂單問題、發票中獎等訊息，其目的就是讓用戶「不小心」點選信件中的暗藏網址。 

微軟指出，一但點擊惡意連結後，會跳出微軟官方網站頁面，隨後出現偽官方彈跳式提示

視窗「可清理和保護您的電腦」，藉此吸引用戶安裝惡意軟體，或是出現假客服電話，誘

使用戶撥打。 

微軟表示，最新的釣魚攻擊手法，並不是透過系統漏洞植入惡意程式，而是利用電子郵件

的多重「偽裝」，誘騙用戶點擊進入藏有惡意程式的網頁，只要進入網頁或安裝惡意程式，

就會遭到駭客入侵，個資就會有外洩危機。 

微軟強調，Windows 10 系統內建的防護功能技術，可以防堵惡意程式入侵感染封鎖惡意

用戶、刪除有惡意程式的文件等，呼籲使用者不要隨意點擊電子郵件內嵌的連結。 

 

寄件人會偽裝成 Linkedin。(翻攝自微軟官方部落格)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be%ae%e8%bb%9f.html


 

偽裝成官方維修服務網頁，提供詐騙電話。(翻攝自微軟官方部落格) 

 

以上資料來源大紀元 https://goo.gl/QPFyRt 

 

 

 

 

https://goo.gl/QPFy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