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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內部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保有單位名稱：綜合規劃處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專家學者資料檔 行政院主計總處處務規程第

7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2 人事管理資料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9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7

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5 工作紀錄。 

C072 受訓紀錄。 

 

 

 

 

 

 

 

 

 

 

公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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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公務預算處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工讀生履歷資料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 

運用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51 學校紀錄。 

2 人事管理資料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9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7

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5 工作紀錄。 

C072 受訓紀錄。 

3 陳情案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4 各項活動報名表 各單位年度活動執行計畫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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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基金預算處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人事管理資料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9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7

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5 工作紀錄。 

C072 受訓紀錄。 

2 各項活動報名表 各單位年度活動執行計畫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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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會計決算處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各項活動報名表 各單位年度活動執行計畫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2 人事管理資料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9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7

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5 工作紀錄。 

C072 受訓紀錄。 

3 專家學者資料檔 行政院主計總處處務規程第

10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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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綜合統計處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教育訓練學習時數登錄檔 公務人員訓練辦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72 受訓紀錄。 

2 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資料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

統計評審會設置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3 教育消費支出調查表(學生

問卷)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51 學校紀錄。 

C082 負債與支出。 

4 教育消費支出調查抽獎名冊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51 學校紀錄。 

C082 負債與支出。 

5 教育消費支出調查表(3-5歲

幼兒)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82 負債與支出。 

6 教育消費支出樣本(3-5歲幼

兒)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7 受款人相關資料 所得稅法第 1章第 2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8 物價調查受訪廠商名冊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第 6 頁，共 18 頁 

保有單位名稱：國勢普查處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人事資料(含普查人員) 公務人員任用法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 

理條例 

C001 辨識個人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2 普查母體名冊資料(含公務

資料)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3 普查資料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4 專案調查資料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5 普查評審會委員基本資料檔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 4條 

行政院主計總處普查評審會

設置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6 薪資調查名冊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7 動向調查名冊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8 事業人力調查名冊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9 薪資調查資料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10 動向調查資料(含公務資料)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11 事業人力調查資料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12 臨時/派遣人員相關資料 行政院主計總處組織法第 2

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13 人力資源調查公務資料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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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14 人力資源調查名冊檔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15 人力資源調查資料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8 職業。 

C051 學校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3 離職經過。 

16 人力資源附帶專案調查資料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21 家庭情形。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3 離職經過。 

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17 基層統計調查網名冊 行政院主計總處組織法第 2

條 

基層統計調查網管理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18 人口普查母體名冊資料(含

公務資料) 

統計法及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21家庭情形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19 薪資資料表 1.行政院主計總處組織法 

2.基層統計調查網管理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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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主計資訊處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教育訓練學習時數登錄檔 公務人員訓練辦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72 受訓紀錄。 

2 母體資料 統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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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1 學校紀錄。 

3 調查清冊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4 動向調查資料(含公務資料) 統計法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5 事業人力調查資料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6 主計人事系統資料庫 公務人員任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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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3 離職經過。 

C064 工作經驗。 

C065 工作紀錄。 

C072 受訓紀錄。 

7 委外專案管理資料 採購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88 保險細節。 

C011 個人描述。 

8 人口普查母體名冊資料(含

公務資料)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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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9 普查資料 統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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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10 受款人相關資料 會計法、集中支付作業要

點、出納事務管理手冊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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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主計人員訓練中心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學員資料名冊 公務人員訓練辦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2 講師相關資料 公務人員訓練辦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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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地方統計推展中心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戶籍資料檔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2 樣本名冊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3 訪問調查結果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4 記帳調查資料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5 實物給付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6 建物所有權資料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7 民間自建營繕工程調查結果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8 受款人相關資料 審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9 研討會或講師研習班與系統

班領款清冊 

審計法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10 訪問調查印領清冊 審計法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11 記帳調查印領清冊 審計法 

統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12 研討會報名表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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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祕書室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教育訓練學習時數登錄檔 公務人員訓練辦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72 受訓紀錄。 

2 人事管理資料 人事管理條例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1 住家及設施。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3 離職經過。 

C064 工作經驗。 

C065 工作紀錄。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72 受訓紀錄。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3 受款人相關資料 所得稅法第 1章第 2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09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4 綜合所得稅申報檔案 所得稅法第 4章第 92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5 扣繳憑單 所得稅法第 4章第 92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6 健保資料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 

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88 保險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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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7 公證請求書 公證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8 承攬廠商勞健保投保資料/

薪資入帳資料 

採購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88 保險細節。 

9 委外專案管理資料 審計法 

採購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88 保險細節。 

10 環境教育時數申報資料 環境教育法第 19條規定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1 公文檔案 1.檔案法 

2.文書及檔案管理電 

腦化作業規範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12 身體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4 工作經驗。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72 受訓紀錄。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C088 保險細節。 

C111 健康紀錄。 

12 緊急公務通報及危機處理應

變作業小組名冊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C001 辨識個人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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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3 重大緊急事件通報及處理流

程-聯絡資訊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C001 辨識個人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14 受款人相關資料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9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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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人事處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人事管理資料 人事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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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4 職業專長。 

C057 學生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3 離職經過。 

C064 工作經驗。 

C065 工作紀錄。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71 工作之評估細節。 

C072 受訓紀錄。 

C111 健康紀錄。 

2 健保資料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 

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3 各項活動報名表 各單位年度活動執行計畫 

畫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4 工讀生履歷資料 各單位年度活動執行計畫 

畫 
C001 辨識個人者。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4 職業專長。 

C057 學生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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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政風室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32 財產。 

2 政風查處資料 政風法規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32 財產。 

3 委外專案管理資料 行政院主計總處處務規程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40020003100-101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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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單位名稱：主計室  

  項目 

編 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1 工讀生薪資資料 會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54 職業專長。 

C057 學生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2 人事管理資料 會計法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51 學校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3 受款人相關資料 會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4 承攬廠商勞健保投保資料/

薪資入帳資料 

會計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88 保險細節。 

5 採購業務相關資料 會計法 

採購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88 保險細節。 

 

 

 

 

行政院主計總處保有個人資料檔案之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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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事管理 

○一四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及利益衝突迴避業務 

○三一 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農民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 

○三六 存款與匯款 

○三九 行政裁罰、行政調查 

○六五 保險經紀、代理、公證業務 

○六九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七三 政府資訊公開、檔案管理及應用 

一〇七 採購與供應管理 

一〇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一〇 產學合作 

一二八 廉政行政  

一二九 會計與相關服務 

一一三 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一二九 會計與相關服務 

一三七 資通安全與管理 

一五〇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一五七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一七一 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內部單位管理、公共事務監督、行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聯絡方式 

行政院區 

地址：100-58台北市忠孝東路 1段 1號   

電話：02-3356-6500（國際電話請撥 886-2-3356-6500） 

單位：主計長室、副主計長室、主任秘書室、公務預算處、基金預算處、秘書室 

廣博大樓 

地址：100-65台北市廣州街 2號  

電話：02-2380-3400（國際電話請撥 886-2-2380-3400） 

單位：綜合規劃處 、會計決算處、綜合統計處、國勢普查處 、主計資訊處、人事處、主計室、

政風室 

中部辦公園區 

地址：540-71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路 25號 

電話：049-239-4069（國際電話請撥 886-49-239-4069） 

單位：公務預算處、主計資訊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 

主計人員訓練中心 

地址：231-60新北市新店區新烏路 2段 126號  

電話：02-2666-5520 (國際電話請撥 886-2-2666-5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