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城鄉發展分署城鄉發展分署城鄉發展分署    

各單位內部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各單位內部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各單位內部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各單位內部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項目
1
 

單位 

(組室) 

一一一一、、、、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2222    

二二二二、、、、    

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
3333    

三三三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4444    

四四四四、、、、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5555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公務人員人事管理

資訊系統資料庫 

人事管理條例、行政院暨

所屬各機關人事行政資訊

化統一發展要點、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人事資料統

一管理要點 

002 人事行

政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3 移民情形 

C039 執照或其他許可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4 職業專長 

C064 工作經驗 

C065 工作紀錄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C072 受訓紀錄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公教人員人事管理

資訊系統→待遇福

利子系統→其他給

與管理的婚、喪、生

育及子女教育補助 

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要點、全國

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貨款

實施要點、中央各機關學

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002 人事行

政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差勤管理資訊系統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002 人事行

政管理 

C002 人事行政管理 

C011 個人描述 

C064 工作經驗 

C062 僱用經過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人事薪資管理資訊

系統發放待遇、工程

獎金作業資料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 

002 人事行

政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基金繳納系統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實施

細則、公務人員撫卹法及

其實施細則 

002 人事行

政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21 家庭情形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 僱用經過 



項目
1
 

單位 

(組室) 

一一一一、、、、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2222    

二二二二、、、、    

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
3333    

三三三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4444    

四四四四、、、、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5555    

C063 離職經過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公保網路作業系統

、全民健保多憑證網

路承保作業系統、勞

工保險局 e化服務系

統 

公務人員保險法及其實施

細則、全民健康保險、勞

工保險條例暨施行細則 

002 人事行

政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21 家庭情形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人事甄審暨考績委

員會委員名單 

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

第 7條、考績委員會組織

規程第 2 條 

002 人事行

政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55 委員會之會員資格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環境教育管理資訊

系統（EEIS） 

環境教育法 087環境保

護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受款人基本資料檔 會計法 037 客戶管

理、063 會計

與相關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受款人金融機構帳

戶檔 

會計法 037 客戶管

理、063 會計

與相關服務 

C002 辨識財物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付款明細檔 會計法 020 存款與

匯款業務管

理、063 會計

與相關服務 

C002 辨識財物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收款明細匯入檔 會計法 020 存款與

匯款業務管

理、063 會計

與相關服務 

C002 辨識財物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    支付案受款人明細

檔 

會計法 020 存款與

匯款業務管

理、063 會計

與相關服務 

C002 辨識財物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政風室政風室政風室政風室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第 4條

、第 11 條、第 14 條 

010 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

業務 

C001 識別個人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項目
1
 

單位 

(組室) 

一一一一、、、、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2222    

二二二二、、、、    

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
3333    

三三三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4444    

四四四四、、、、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5555    

C038 職業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C084 貸款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公文檔案 檔案法 093 其他中

央政府 

C001-C133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薪資出納各項費用

發放作業系統、所得

稅申報系統、每月員

工各項代扣資料、發

放退休金、慰問金及

照護金等 

公務人員俸給法、全國軍

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所得稅法、聘僱人員離職

儲金給與辦法、公務人員

退休法、撫卹法及施行細

則 

063 會計與

相關服務 

C001 辨識個人 

C002 辨識財務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及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宿舍借用資料 宿舍管理手冊、本分署單

房間職務宿舍管理要點 

002 人事行

政管理 043

退撫基金或

退休金管理 

C001 辨識個人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技工工友資料 中央各機關學校事務勞力

替代措施推動方案、工友

管理要點 

002 人事行

政管理 

C001 辨識個人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 僱用經過 

C063 離職經過 

C064 工作經驗 

C065 工作紀錄 

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秘書室    城鄉發展分署委外

案廠商派駐人員名

單 

無 077僱用服

務管理 

 

C001 識別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3 離職經過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65 工作紀錄 

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    資訊安全小組名冊 城鄉發展分署組織規程第

2 條 

065 資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識別個人者 



項目
1
 

單位 

(組室) 

一一一一、、、、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2222    

二二二二、、、、    

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
3333    

三三三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4444    

四四四四、、、、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5555    

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    全球資訊網資料庫 城鄉發展分署組織規程第

2 條 

065 資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識別個人者 

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    管考系統資料庫 城鄉發展分署組織規程第

2 條 

065 資訊與

資料庫管理

、042 計畫與

管制考核 

C001 識別個人者 

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    AD 使用者資料庫 城鄉發展分署組織規程第

2 條 

065 資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識別個人者 

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    郵件伺服器資料庫 城鄉發展分署組織規程第

2 條 

065 資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識別個人者 

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    公文系統資料庫 城鄉發展分署組織規程第

2 條 

065 資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識別個人者 

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資訊管理課    數值圖資申請單 城鄉發展分署組織規程第

2 條 

065 資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識別個人者 

C038 職業 

海岸復育課海岸復育課海岸復育課海岸復育課    國家重要濕地查詢

申請書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016 生態保

育、087 環境

保護 

C001 識別個人者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海岸復育課海岸復育課海岸復育課海岸復育課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

計畫網站專家名錄 

無 016 生態保

育、081 學術

研究、087 環

境保護 

C001 識別個人者 

C038 職業 

C054 職業專長 

城鄉規劃課城鄉規劃課城鄉規劃課城鄉規劃課    都市計畫案人民陳

情意見表 

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及第

26 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 

003 土地行

政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32 財產 

區域發展課區域發展課區域發展課區域發展課    「東部國公有土地

資訊平台」使用者帳

號申請表 

城鄉發展分署組織規程第

2 條 

003 土地行

政 

C001 辨識個人者 

C038 職業 

東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    新生地管理系統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

第 1點 

003 土地行

政 

C001 識別個人者 

東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    經管國有不動產被

占用清查資料(含紙

本)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

第 1點 

003 土地行

政 

C001 識別個人者 

各區規劃隊各區規劃隊各區規劃隊各區規劃隊

((((北北北北、、、、中中中中、、、、南南南南

、、、、東東東東))))    

都市計畫案人民陳

情意見表 

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及第

26 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 

003 土地行

政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32 財產 



項目
1
 

單位 

(組室) 

一一一一、、、、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2222    

二二二二、、、、    

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
3333    

三三三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4444    

四四四四、、、、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5555    

各區規劃隊各區規劃隊各區規劃隊各區規劃隊

((((北北北北、、、、中中中中、、、、南南南南

、、、、東東東東))))    

都市計畫案規劃作

業土地相關清冊資

料 

都市計畫法 003 土地行

政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32 財產 

 

                                                 

1 參照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10 條之各款規定 

2
 例如：法律事務司掌有之「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委員聯絡名單」 

3
 蒐集、保有或管理之法律依據，例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行細則 

4
 參照個資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附件 4），例如：法律事務司掌有之「行政執行法

研究修正專案小組委員聯絡名單」，其特定目的項目為：011 立法或立法諮詢 

5
 參照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例如：法律事務司掌有之「行

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委員聯絡名單」，其個人資料類別為：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 個人描述）、社會狀況（C038 職業）、教育、技術

或其他專業（C054 職業專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