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學生諮商預約單及其相 學生輔導法、學生輔導法實
關紀錄表
施細則、心理師法

特定目的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個人資料類別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C012身體描
述、C013習慣、C014個性、C021家庭情
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其
他社會關係、C035休閒活動及興趣、
C051學校紀錄、C111健康紀錄

諮商關懷系統

學生輔導法、學生輔導法實
施細則、心理師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C012身體描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36資（通）
述、C013習慣、C014個性、C021家庭情
訊與資料庫管理、158學生（員）
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其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他社會關係、C035休閒活動及興趣、
C051學校紀錄、C111健康紀錄

導生輔導系統

學生輔導法、學生輔導法實
施細則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36資（通） C001.辨識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C023
訊與資料庫管理、158學生（員）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51學校紀錄、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績優導師獎勵申請(電
子公文)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績優
導師獎勵要點

002人事管理、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學生輔導法、學生輔導法實
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
施細則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7 調查、統 C001 辨識個人者、C013習慣、C014個
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 性、C035休閒活動及興趣、C051 學校紀
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錄

學輔志工名單

當事人同意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7 調查、統
計與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
C001 辨識個人者、C051 學校紀錄
畢、結業生)資料管理、043 志工管
理

學生申訴辦法

C001 辨識個人者、C051 學校紀錄、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員）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C102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約定或契約

學生申訴單

實習心理師履歷及其申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辦
請證明(如成績單、學
法
歷證明、研習證明等)

002 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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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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2資格或技術、C061現行受僱之
情況、C064工作經驗

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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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8保險細節

002人事管理、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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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契約、類
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158.學生（員）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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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錄、C057學生（
員）、應考人紀錄經過、C102 約定或契
約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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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0 意外或其他事故
及有關情形 、C051.學校紀錄

特殊教育法、身心障礙者權
身心障礙學生名冊及其
益保障法、各教育階段身心
附件(含病歷、醫療、
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法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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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0 意外或其他事故
及有關情形 、C051.學校紀錄、C111健
康紀錄

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
法、 教 育 輔 具 借 用 須 知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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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1健康紀錄

線上報名系統

當事人同意

工讀生聘用申請表及其
附件（如成績單、學生
校內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
證/身分證、存褶影本、
契約）

身心障礙輔導紀錄(含
ISP紀錄、鑑定申請書
等)

輔具申請表

特殊教育法、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各教育階段身心
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法

原住民學生基本資料調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原住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查
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設置要點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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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3種族或血統來
源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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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名冊

當事人同意

房東基本資料表及其附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賃居 116 場所進出安全管理、150 輔助性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件
生服務與輔導實施計畫
識者、C011.個人描述
與後勤支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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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116 場所進出安全管理、150 輔助性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賃居
與後勤支援管理、158 學生(員)(含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校外賃居生訪視調查表
生服務與輔導實施計畫
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校外賃居生調查表

116 場所進出安全管理、150 輔助性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賃居
與後勤支援管理、158 學生(員)(含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生服務與輔導實施計畫
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學生請假單

002人事管理、109教育與訓練行
學生請假規則.學生出缺席管
政、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理辦法
料管理

學生請假系統

002人事管理、109教育與訓練行
學生請假規則.學生出缺席管 政、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理辦法
理、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
料管理

生活輔導管理系統

002人事管理、109教育與訓練行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操行成績考查辦法.學生操行 政、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
獎懲準則
理、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料管理

就學貸款對保書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088
生就學貸款辦法
核貸與授信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23.家庭其
他成員之細節、C051.學校紀錄、C081收
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4 貸款

就學貸款申請名冊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088
生就學貸款辦法
核貸與授信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23.家庭其
他成員之細節、C051.學校紀錄、C081收
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4 貸款

就學貸款系統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136
生就學貸款辦法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088 核
貸與授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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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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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育樂中心登記表

遺失物管理冊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育樂中心使用辦法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遺失物管理辦法

150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申請資料及其證明(如
身分證影本、戶籍謄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本、死亡證明、重大證
問金實施要點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明、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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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C111 健康紀錄

緊急紓困助學金申請及
其證明(如身分證影
077 訂位、住宿登記與購票業務、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
本、戶籍謄本、死亡證
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
緊急紓困金實施辦法
明、重大傷病證明、診
理
斷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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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C111 健康紀錄

校安通報資料

171 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
構內部單位管理、公共事務監督、
業要點
行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
報名宿舍申請表及其證 宿舍申請作業規定 第三條第 077 訂位、住宿登記與購票業務、
識者、C011個人描述、C021家庭情形、
明(雙親及學生戶籍謄
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
一點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51學校紀
本)
理
錄

報名宿舍申請作業

宿舍申請作業規定 第三條第 077 訂位、住宿登記與購票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
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
一點
識者、C051學校紀錄
理

宿舍申請作業規定 第二條第
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學生宿舍幹部甄選作業
五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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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宿舍申請作業規定 第二條第
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學生宿舍幹部甄選作業
五點
理

宿舍申請作業規定 第四條第 077 訂位、住宿登記與購票業務、
150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158 學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學生宿舍業務相關表單
三點
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宿舍申請作業規定 第四條第 077 訂位、住宿登記與購票業務、
150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158 學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學生宿舍業務相關表單
五點
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生活助學金申請表及其
證明(如身分證影本、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活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戶籍謄本、雙親重大傷
助學金實施辦法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病證明、身心障礙手冊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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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C111 健康紀錄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活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助學金實施辦法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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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
錄、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
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111 健
康紀錄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請表
戶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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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
錄、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
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書
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及其證明(如撫卹令、
例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戶籍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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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助學金申請造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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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
例、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
以上學校學費減免辦法、低
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書 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
(戶籍謄本、戶口名
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簿、低收中低收證明、 雜費減免辦法、原住民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特殊境遇證明)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
免辦法、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孫子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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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8職
業、C051.學校紀錄、C061 現行之受僱
情形

學雜費減免申請書(身
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人士子女)及其證明(身
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心障礙手冊影本)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
別者、C011個人描述、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32財產
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111 健
康紀錄、C051學校紀錄

學雜費減免申請書名冊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
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障礙人士子女)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
別者、C011個人描述、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32財產
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111 健
康紀錄、C051學校紀錄

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
例、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
以上學校學費減免辦法、低
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
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名 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冊
雜費減免辦法、原住民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
免辦法、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孫子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
成員之細節、C051.學校紀錄

工讀生聘用申請表及其
附件（如學生證/身分 校內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
證、存褶影本、契約）

002人事管理、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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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契約、類
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158.學生（員）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名冊
戶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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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錄、C057學生（
員）、應考人紀錄經過、C102 約定或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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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
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本校兵役/儘召調查表、
緩徵名冊、儘召名冊、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 042 兵役、替代役行政、109教育與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
緩徵作業要點、免役禁役緩 訓練行政、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及其證明(如身分證影
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學校紀錄
徵緩召實施辦法、兵役法 生)資料管理
本、相關服役或免役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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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本校兵役/儘召調查表、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 042 兵役、替代役行政、109教育與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
緩徵名冊、儘召名冊、 緩徵作業要點、免役禁役緩 訓練行政、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學校紀錄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 徵緩召實施辦法、兵役法 生)資料管理

001人身保險、158學生(員)(含畢、
申請理賠申請書及其附
學生團體保險實施管理要點
件(診斷證明)
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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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1健康紀錄

001人身保險、158學生(員)(含畢、
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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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理賠紀錄

學生團體保險實施管理要點

班級幹部名冊

當事人同意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生輔管理系統-班級幹
部名冊

當事人同意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弱勢助學金申請資料及
其附件（含弱勢助學金 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申請表、成績單、戶籍
學計畫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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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 109教育與訓練行政、158 學生
學計畫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
員之細節、C051學校紀錄

弱勢助學金申請清冊

平安保險系統

001人身保險、109教育與訓練行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
學生團體保險實施管理要點 政、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
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學校紀錄
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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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學校衛生法、學生健康檢查
實施辦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064保健醫療服務、158.學生（員）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學校紀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錄、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111.健康
紀錄

新生體檢報告電子檔案 學校衛生法、學生健康檢查
冊
實施辦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064保健醫療服務、158.學生（員）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學校紀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錄、C111.健康紀錄

學校衛生法、學生健康檢查
實施辦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064保健醫療服務、158.學生（員）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12.身體描
述、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51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學校紀錄、C111健康紀錄

當事人同意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064保健醫療服務、158.學生（員）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 學校紀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錄、C111健康紀錄

健康管理系統

新生體檢卡

胸部X光檢查名冊

特殊疾病及慢性病個案 學校衛生法、學生健康檢查
管理名冊
實施辦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064保健醫療服務、158.學生（員）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 學校紀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錄、C111健康紀錄

特殊疾病及慢性病個案
管理名冊、學生健康資 學校衛生法、學生健康檢查
料授權及體格缺點矯治 實施辦法
追蹤同意書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064保健醫療服務、158.學生（員）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 學校紀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錄、C111健康紀錄

掛號系統

當事人同意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064保健醫療服務、158.學生（員）
辨識者、C051 學校紀錄、C061 現行之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受僱情形

學校衛生法、傳染病防治法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064保健醫療服務、158.學生（員）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 學校紀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錄、C111健康紀錄

傳染病個案病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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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傳染病個案病歷

保有依據

學校衛生法、傳染病防治法

學校衛生法學校衛生法、教
緊急傷病處理紀錄表、
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
留觀個資處理紀錄單
處理準則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064保健醫療服務、158.學生（員）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 學校紀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錄、C111健康紀錄

064保健醫療服務、158.學生（員） C001.辨識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
C051 學校紀錄、C111健康紀錄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廚工體檢報告

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
社衛生管理辦法

064保健醫療服務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12.身體描
述、C111健康紀錄

場地/物品借用表

當事人同意

150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002人事管理、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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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契約、類
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158.學生（員）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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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錄、C057學生（
員）、應考人紀錄經過、C102 約定或契
約

工讀生聘用申請表及其
附件（如學生證/身分 校內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
證、存褶影本、契約）

講師財務核銷資訊

會計法、所得稅法

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51.學校
紀錄、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線上報名系統

當事人同意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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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簽到單

當事人同意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C051 學校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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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急救證照認證名冊

保有依據

當事人同意

特定目的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個人資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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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需求問內調查表

當事人同意

117 就業安置、規劃與管理、158.學
C001.辨識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
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
C051.學校紀錄
理

線上報名系統

當事人同意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當事人同意

C001.辨識個人者、C051 學校紀錄 、
117 就業安置、規劃與管理、150 輔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
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形、C068 薪資與預扣款

當事人同意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117 就業安置、規劃與管理、150 輔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 學校紀錄
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
情形

當事人同意

C001.辨識個人者、C051 學校紀錄 、
117 就業安置、規劃與管理、150 輔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情
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形、C068 薪資與預扣款

當事人同意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
117 就業安置、規劃與管理、150 輔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
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情形、C068 薪資與預扣款

機構求才登記表

人員甄選登記表

校園徵才博覽會企業報
名表

校園求才申請表

校園求才申請附件(如
設立許可證、營利事業
登記證、開業執照、醫
師證書)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117 就業安置、規劃與管理、150 輔
試法施行細則、專門職業及
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
考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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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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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1 現行之受僱
情形

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護理師報名表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施行細則、專門職業及 150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
考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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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2 資格或技術

集體報名畢業人員名冊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施行細則、專門職業及 150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
考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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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服務平台-問卷調
查

當事人同意

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
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8 學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1 學校紀
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
錄、C038.職業、C061.現行之受僱情
理
形、C111健康紀錄

畢業生通訊資訊

當事人同意

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
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C051
學校紀錄

專業證照考照輔導獎勵 完善弱勢專業證照考照補助
金申請表
及獎勵辦法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C051.學校紀錄、C057 學生（
員）、應考人紀錄

專業證照考照輔導獎勵
完善弱勢專業證照考照補助
金申請表及其附件(學
及獎勵辦法
習時數、存褶影本等)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29 會計與相 C001.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 、
關服務、158.學生（員）（含畢、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51.學校
紀錄、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結業生）資料管理

專業證照考照輔導獎勵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
金申請表
取得國內專業證照獎勵辦法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29 會計與相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關服務、158.學生（員）（含畢、 辨識者、C051.學校紀錄、C057 學生（
結業生）資料管理
員）、應考人紀錄

工讀生聘用申請表及其
附件（如成績單、學生
校內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
證/身分證、存褶影本、
契約）

002人事管理、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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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契約、類
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158.學生（員）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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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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錄、C057學生（
員）、應考人紀錄經過、C102 約定或契
約

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班級幹部名單

當事人同意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C038職業、C051學校
紀錄

生輔管理系統-班導教
官幹部

當事人同意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C038職業、C051學校
紀錄

工讀生聘用申請表及其
附件（如成績單、學生 校內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
證、存褶影本、契約）

002人事管理、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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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契約、類
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158.學生（員）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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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錄、C057學生（
員）、應考人紀錄經過、C102 約定或契
約

學生請假系統

學生出缺席管理辦法

002人事管理、109 教育或訓練行
政、158學生（員）(含畢、結業生) C001 辨識個人者、C051 學校紀錄、
資料管理、136 資（通）訊與資料 C065 工作、差勤紀錄
庫管理

學生請假單、學生缺席
學生出缺席管理辦法
紀錄更正單

002人事管理、109 教育或訓練行
C001 辨識個人者、C051 學校紀錄、
政、158學生（員）(含畢、結業生)
C065 工作、差勤紀錄
資料管理

工讀生聘用申請表及其
附件（如存褶影本、契 校內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
約）

002人事管理、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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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契約、類
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158.學生（員）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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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錄、C057學生（
員）、應考人紀錄經過、C102 約定或契
約

理賠、就學賃款、學雜
費減免申請表及其附件
學雜費減免辦法、 就學貸款 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如身分證、身心障礙
辦法、學生團體保險實施管 係事務、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
手冊、低收入戶、診斷
理要點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證明、就賃賃款約定書
等影本)

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 、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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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C088保險細
節、C102 約定或契約 、C111健康紀錄

各類獎學金辦法-研究生獎助
各類獎學金申請表及其
學金辦法、書卷獎獎學金、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附件(如成績單、存褶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等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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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51.
學校紀錄、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
錄、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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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課外
活動護照實施辦法、國立臺
北護理健康大學學則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C038
職業、C051.學校紀錄、C057 學生（
員）、應考人紀錄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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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8.職業、C051.學校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學
生社團活動專案經費補助辦
法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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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8.職業、C051.學校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服務時數實施辦法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績優志工服務獎勵推薦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績優
表
志工服務獎勵辦法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

活動報名名冊及簽到表 當事人同意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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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報名系統-報名名
單

當事人同意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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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金申請系統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各類獎學金辦法-研究生獎助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36 資（通）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23 家庭其他
學金辦法、書卷獎獎學金、
訊與資料庫管理、158.學生（員） 成員之細節 、C051.學校紀錄、C057 學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等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生（員）、應考人紀錄、C081 收入、所
得、資產與投資

課外活動護照系統

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學
社團活動申辦相關文件 生社團活動專案經費補助辦
法

社團管理系統

服務時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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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各類獎學金申請書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各類獎學金辦法-研究生獎助
學金辦法、書卷獎獎學金、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等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個人資料類別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23 家庭其他
成員之細節 、C051.學校紀錄、C057 學
生（員）、應考人紀錄、C081 收入、所
得、資產與投資

各類獎學金辦法-研究生獎助
各類獎學金申請書及其
學金辦法、書卷獎獎學金、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附件(如存褶、戶籍滕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等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本影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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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51.
學校紀錄、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
錄、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班級郊遊申請表及其附
件(如駕駛駕照影本、
旅遊平安保險影本、家
長同意書等)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 、C039 執照或
其他許可 、C051.學校紀錄、C052 資格
或技術

002人事管理、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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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契約、類
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158.學生（員）
（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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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錄、C057學生（
員）、應考人紀錄經過、C102 約定或契
約

場地租借申請表

學生社團活動場地借用辦
法、科技大樓地下室舞武坊
會議室使用管理辦法

150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校園場地借用系統

學生社團活動場地借用辦
法、科技大樓地下室舞武坊
會議室使用管理辦法

150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

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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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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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
班級郊遊旅遊申請辦法、班
級出國旅遊注意事項、班级
旅行注意事項

工讀生聘用申請表及其
附件（如成績單、學生
校內工讀助學金實施要點
證/身分證、存褶影本、
契約）

講師領據

講師領據

當事人同意

當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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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學務處)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002人事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
辨識者、C011個人描述、C054 職業專長

002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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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2 資格或技術、C054 職業專長
、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 僱用經
過、C071 工作之評估細節

考績表及評鑑相關資料 軍訓教官人事作業規定

002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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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2 資格或技術、C054 職業專長
、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 僱用經
過、C071 工作之評估細節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
軍官士官士兵支領退伍 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
徐役給與申請書及相關 條例施行細則、志願士兵服
附件(如存褶、身分證 役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
影本、切結書等)
士兵退伍除役及退除給與審
定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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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人事管理、069 契約、類似契約 述、C051學校紀錄、C052資格或技術、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72 受訓紀錄、
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C89社會保險給付、就養給付及其他退休
給付、C102 約定或契約

軍官士官健保資料

全民健保法

002人事管理、031 全民健康保險、 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 、
勞工保險、農民保險、國民年金保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個人描
險或其他社會保險
述、C068 薪資與預扣款

軍官士官出國資料

軍訓教官出國作業規定

002人事管理

軍訓教官俸級晉支建議
軍訓教官人事作業規定
名冊、獎勵建議名冊

考績表及評鑑相關資料 軍訓教官人事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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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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