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5年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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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商店 

 (一)多那之蛋糕 (地址:虎尾鎮林森路 2 段 123 號自製品、蛋糕及麵包

飲品 95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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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 4 點附表 7「各機關學校

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並自 104 年 12 月 27 日生效一案，請查照。(105

年 8月 16日虎科大人字第 10500082820號書函) 

 (二) 行政院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 4 點附表 8「公教人員婚

喪生育補助表」，自 105年 8月 5日生效一案。(105年 8月 18日虎科大人

字第 10500082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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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郭文凱 105.8.1 
 

兼任 總務處 副總務長 丁英智 105.8.1 
 

兼任 
秘書室公共事務

組 
組長 呂文祺 105.8.1  

兼任 
教務處教學業務

組 
組長 蔣俊岳 105.8.2  

兼任 
教務處出版及教

務發展組 
組長 黃自貴 105.8.2  

兼任 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 丁英智 105.8.1  

兼任 
研究發展處學術

服務組 
組長 連紹宇 1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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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產學合作及服務

處職業訓練組 
組長 林家驊 105.8.10  

兼任 
產學合作及服務

處技術服務組 
組長 王文騰 105.8.10  

兼任 
圖書館資訊系統

組 
組長 劉育松 105.8.1  

兼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

網路組 
組長 林武杰 105.8.2  

兼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

系統設計組 
組長 宋啟嘉 105.8.2  

卸任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胡智熊 105.8.1  

卸任 
秘書室公共事務

組 
組長 連紹宇 105.8.1  

卸任 
教務處教學業務

組 
組長 顏永智 105.8.1  

卸任 
教務處出版及教

務發展組 
組長 朱文浩 105.8.1  

卸任 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 劉煥彩 105.8.1  

卸任 
產學合作及服務

處職業訓練組 
組長 毛彥傑 105.8.1  

卸任 
產學合作及服務

處技術服務組 
組長 江卓培 105.8.1   

卸任 
圖書館資訊系統

組 
組長 嚴家成 105.8.1  

卸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

網路組 
組長 張乃立 105.8.1  

卸任 
電子計算機中心

系統設計組 
組長 蘇暉凱 105.8.1  

職務變更 電機工程系 
產學訓專班

約用人員 
吳俋萱 105.08.01 原電機系助理員 

復職 應用外語系 副教授 黃佩雯 105.08.01 留職停薪復職 

到職 教務處 辦事員 林攸靜 105.07.21  

到職 秘書室 助理員 詹芝萱 105.07.25  

到職 
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系 

產學攜手專

班約用人員 
張家華 105.08.03  



到職 
主計室 

第一組 
專案助理 鍾昆育 105.08.03 教卓計畫人員 

到職 車輛系 
產學訓專班

約用人員 
陳巧樺 105.08.18   

到職 休閒遊憩系 
研究副管理

師 
許亦萱 

 

105.08.03  

到職 休閒遊憩系 研究組員 洪珮暄 
 

105.08.03  

離職 文理學院 
研究副管理

師 
王永勝 105.08.01  

離職 文理學院 研究組員 黃偉君 105.08.01  

離職 生物科技系 研究組員 李依純 105.08.01  

 

肆、宣導資料： 

一、個資 Q&A 

國立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得否因學術研究需要，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查閱日據時期戶

籍資料？ 

A： 

(一)按個資法所稱個人，係指現生存之自然人，唯有生存之自然人方有隱私權受

侵害之恐懼情緒及個人對其個人資料之自主決定權，至於已死亡之人，其個人資

料已成為歷史，故非在個資法保護之列，故若僅查詢已死亡之人之資料則無個資

法之適用(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條規定參照）。 

(二)戶籍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規定，屬個資法之特別規定，應優

先適用。按戶籍法第 65 條第 1 項規定：「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

閱覽戶籍資料或交付戶籍謄本；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即優先於個資法而適用，倘申請人不符合上開「本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要件，而

仍有個資法之適用，就現生存之自然人之戶籍資料部分，依個資法第 16條但書第

5 款規定，為促進資料合理利用，以統計或學術研究為目的時，應得准許特定目

的外利用個人資料，惟為避免寬濫，爰限制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

益且有必要，始得為之。是以，「研究生個人」因非屬「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自未能該當前揭規定。 

(三)又個資法所定之公務機關，係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

人，而公立學校如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而具有機關之地位，

應屬個資法之公務機關。大學既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則國立大學倘立於資料蒐集主體之地位，以「學校」名義



向戶政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料，依戶籍法第 67條第 2項授權訂定之「各機關申請

提供戶籍資料及親等關聯資料辦法」第 5條第 3項規定，戶政事務所應依個資法

規定審核其申請事由，如確實符合個資法第 16條按依但書第 5款所定要件，則戶

政事務所得就其保有之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依規定之方式將該個人資

料提供予國立大學從事學術研究。另國立大學應指定專人辦理研究生利用上開涉

及現生存自然人之戶籍資料安全維護事項(個資法第 18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第 24條及第 25條規定參照），如違反相關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

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個資法第 28條規定參

照）。 

(摘自「法務部 103年 4月 9日法律字第 10303503970號書函」-本函全文可於本

部全球資訊網點選「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 

來 源 出 處 ： 法 務 部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專 區

http://pipa.moj.gov.tw/lp.asp?CtNode=408&CtUnit=115&BaseDSD=7&mp=1&now

Page=2&pagesize=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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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智慧財產權 Q&A 

1. 學校各單位製作海報時，可否直接使用網路上提供的免費圖片？ 

A：學校單位或社團在舉辦活動時，皆有製作海報或網頁的需求，網路上免費的圖

片、照片很多，甚至是標榜歡迎多多下載使用，這一類的免費供人下載的圖片，

是否可以用來製作海報或網頁呢？ 網路上有許多免費的資源可以供使用者瀏

覽、使用，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利用行為，都是合法的行為，海報或網頁的製作，

會涉及「重製」、「改作」或「公開傳輸」等屬於著作權人專屬的權利範圍，因此，

必須是屬於著作權人授權或是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的範圍，才能合法利用。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goo.gl/iRT96S) 

2. 在粉絲團張貼他人已公開發表逾 50年之攝影著作，是否會侵害著作權？ 

A：依現行著作權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攝影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為著 

作公開發表後 50 年，若所使用之攝影著作，其發行時間至今已超過 50 年， 則

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已屆滿而成為公共財產，除不得侵害其著作 人格權

外，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並不涉及侵害著作財產權之問題。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s://goo.gl/4vub1B) 

3.「服裝設計」是否也受著作權法的保護? 

A：美術著作包括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卡通）、素描、法書（書法）、字型

繪畫、雕塑、美術工藝品及其他的美術著作；圖形著作則包括地圖、圖表、科技

或工程設計圖及其他的圖形著作（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二

項第四款及第六款）。所稱的「服裝設計」的表現方式如果是利用色彩、明暗、線



條、平面的或立體的美術技巧，以美感為特徵而表現思想或感情的創作，可認係

美術著作；如果是利用圖之形狀、線條等製圖技巧，以學術或技術的表現為特徵

而表現思想或感情的創作，則可認是圖形著作，均可受著作權法保護。但所謂「服

裝設計」究竟是否屬於美術著作或圖形著作，還是根本不是著作，必須就具體個

案參照著作權法的規定來認定。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s://goo.gl/sg2w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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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pyright.geo.com.tw/News) 

 

三、會不會罹腸癌？專家：關鍵在於腸道菌相 

發布日期：2016/07/28 

【早安健康企劃】台灣大腸直腸癌連續八年蟬聯癌症第一名的新聞相信不少人都

已從各媒體報導中看到，但罹癌速度及人數攀升之快，令人難以置信！最新紀錄

不到 35分鐘就有一人確診大腸直腸癌！且罹癌時鐘將越來越快！ 

化療、腸造口......罹癌後嚴重影響生活，不可忽視！ 

一旦確認癌診斷，各種麻煩事可就接踵而來，嚴重影響心情及生活。除了須接受

一連串確診前的檢查，須配合節食、清腸、照大腸鏡等，造成身心及家人極大負

擔。 

根據和信醫院大腸直腸癌治療團隊所著專書，手術以盡可能完全摘除癌病變處為

原則，因此有些生理功能可能不得不犧牲，如切除肛門、裝置腸造口（人工肛門）。

而因化療造成的嚴重副作用如掉髮、口腔潰瘍而造成進食困難等。生活上會導致

非常多不便窘迫的狀況，更是腸癌病人難以啟齒的痛苦。 

便秘使大腸癌發生率提高 1.78倍 

癌症來得這麼快，有沒有症狀可供參考？儘管絕大多數早期大腸直腸癌沒有任何

身體不適，但卻也不是完全無跡可循。排便不正常情形如腹瀉、便秘、排便作息

不規律，甚至腹痛、糞便出血等都是常見的症狀。若相關症狀持續出現，萬萬不

可輕忽。 

上述症狀中，又以便祕最易被輕忽。而根據美國胃腸病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 ACG)發表《慢性便秘與大腸癌的關係》研究，慢性便秘將使

大腸直腸癌發生率提高 1.78倍，前期良性腫瘤更提高 2.7倍，可以說慢性便秘正

是大腸癌的元凶！ 

作息不正常衍生慢性文明病  讓痛苦指數爆表 

http://copyright.geo.com.tw/News


現代人因為工作壓力及飲食不定時，影響了腸道的運作，排便作息也跟著大亂，

有時想上卻沒時間上，本來沒有便秘問題的人，也經常因為作息問題而產生反覆

不斷的短期便秘，讓體內累積超多宿便及毒素，如此惡性循環下去，毒素累積並

破壞腸道生態，想不生病也難！ 

你知道嗎？三餐不定時、想上廁所不上、該睡的時候不睡…這些作息不正常問題

都會影響體內的菌相跟著改變失衡！腸道內的菌也有生理時鐘，一旦讓腸胃生理

時鐘失序，腸道內的壞菌多、好菌少，除了影響消化道產生很多腸胃不適問題，

也讓人體最大免疫器官- 腸道，因菌相改變免疫力降低而產生更多嚴重疾病。 

全美知名腸胃科醫師 Robynne Chutkan 以自身患病經驗作分享，當她腸胃中的益

菌、壞菌失衡，身體各種症狀全跑出來了，她開始嚴重便秘、脹氣、體重直線上

升，甚至出現了鼻竇炎、掉髮、體臭、紅斑痤瘡...... 這段痛苦經歷直到她開始

用益生菌幫助自己以後，讓腸道的好菌增加，才重新恢復了健康！ 

作息不易改變  天天補充益菌養好腸 

我們都知道益菌對腸胃好，但你可能不知道它這麼重要！ 當腸道每天好菌增生，

消化正常、能定期排便，腸道變乾淨，也就不會累積毒素，避免免疫力降低而健

康亮紅燈。更重要的是，每天持續補充好菌，長期下來能讓腸道菌相平衡健康，

遠離大腸癌風險。 

健康腸道、補益菌的飲食三原則 

1.多吃含益菌的食品 

優酪乳是最方便取得的益菌健康飲品，專家建議最好每天都能補充。此外，各類

富含乳酸菌、益生菌的發酵食物如泡菜、味增、納豆..等也是補充腸道內好菌的

食物。 

2.多吃高纖蔬果及含木寡醣食物 

纖維及人體無法吸收的木寡醣是都是腸道益菌最喜歡的食物，要滋養腸內好菌就

要多吃高纖蔬果，而富含寡醣的食物有大蒜、洋蔥、牛蒡、蘆筍、大豆、麥類…

等。 

3.改善飲食作息 

要盡量養成三餐定時的飲食習慣，讓體內腸胃時鐘能規律作息，腸胃消化道運作

規律，能幫助腸道內的菌相更平衡，營造更健康的腸道環境。 

若想「腸」保健康，預防病變，遠離大腸癌，你該做的不只是多運動、規律生活

作息培養排便好習慣、多吃蔬食等，也不妨每天想到就喝杯優酪乳養好菌，只要

腸道菌平衡了，大病小病都不會找上你！ 

資料來源： 

路徑位置：【早安健康】 https://www.everydayhealth.com.tw/article/12816 

https://www.everydayhealth.com.tw/article/12816


置：【早安健康】 https://www.everydayhealth.com.tw/article/12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