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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保有單位

1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採購法

2 採購廠商名單 採購法

3 契約書及附件 採購法

4 依業務需要

5 人民陳情檢舉案件

6

7 職業災害調查表 工務科

8 工務科

9 業務需要 工務科

10 土地租用 業務需要 工務科

11 保密同意書及切結書

12 人事室

13 人事室

14 人事室

15 業務需要 人事室

16 終身學習時數資料 人事室

17 人事室

填報日期：109年12月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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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本分局各科
室暨所屬單
位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本分局各科
室暨所屬單
位

135資(通)訊服務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38職業、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本分局各科
室暨所屬單
位

教育訓練名單（講師、
受訓人員）

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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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本分局各科
室暨所屬單
位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要點第2、3、4點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第4條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施行細則第8條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
理；128廉政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本分局各科
室暨所屬單
位

勞務委外案廠商派駐人
員名單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
局辦事細則

107採購與供應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51學校紀錄、C052資格或技術資格或技
術

本分局各科
室暨所屬單
位

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11070職
業災害管理

045災害防救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各級行政機關災害緊急
通報聯繫電話簿

依據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106年4月5日院臺忠字第
1060169531A號函辦理

045災害防救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交通設施肇事損壞賠償
管理

171機關構內部單位管理、監
督、行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

171機關構內部單位管理、監
督、行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

採購法第63條 137資通安全與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機料及保養
場

WebHR人力資源管理資訊
系統資料

人事管理管理條例、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人事資料統一
管理要點、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人事行政資訊化統一發
展要點 (第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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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
其他成員之細節、C031住家及設施、C038職
業、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C054職業專長、C061現行
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過、C063離職經過
、C064工作經驗、C065工作差勤紀錄、C072
受訓紀錄、C113種族或血統來源

考績資料（平時考核、
年度考成資料）

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
則、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
、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人員
獎懲案件處理要點

002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機關員工聯絡資訊(職員
名錄、職員通訊
錄、Email通訊錄、電話
號碼表)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事資
料統一管理要點

002人事管理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
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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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C052資格或技術、C061現
行之受僱情形現行之受僱情形、C064工作經
驗

交通部職員名錄及通訊
錄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
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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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辨識個人者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
局辦事細則(本局處務規程第
13條)

136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公教人員人事管理資訊
系統暨公務人員履歷資
料

人事管理管理條例、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人事資料統一
管理要點、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人事行政資訊化統一發
展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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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
其他成員之細節、C031住家及設施、C038職
業、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C054職業專長、C061現行
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過、C063離職經過
、C064工作經驗、C065工作差勤紀錄、C072
受訓紀錄、C113種族或血統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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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18 陞遷資料 人事室

19 退休撫卹資料 人事室

20 現職人員名冊 人事室

21 聘用名冊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人事室

22 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 人事室

23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人事室

24 工作獎金核發名冊 業務需要 人事室

25 人事室

26 人事室

27 因公傷病醫療補助案 業務需要 人事室

28 一般獎懲案件 人事室

29 模範公務人員資料 人事室

30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政風室

31 政風人事資料 政風室

32 政風室

33 政風室

34 傳票原始憑證 主計室

35 主計室

36 宿舍借用資料 秘書室

公務人員陞遷法、本局暨所
屬機構陞遷要點

002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C052資格
或技術、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
過、C065工作差勤紀錄、C071工作之評估細
節、C072受訓紀錄

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
退休法施行細則、公務人員
撫卹法、公務人員撫卹法施
行細則

002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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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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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陞遷法、本局暨所
屬機構陞遷要點、人事管理
條例、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點

002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C052資格
或技術、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
過、C065工作差勤紀錄、C071工作之評估細
節、C072受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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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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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0工作管理之細節

任免案件(指名商調、派
免、動態、留職停薪)

002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差勤資料暨人事差勤管
理系統

002人事管理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02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38職業、C065工作差勤
紀錄、C068薪資與預扣款

保險資料(公保、健保資
料)

公務人員保險法及其施行細
則、全民健康保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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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88保險細節

待遇資料(秘書室造冊)
公務人員俸給法、全國軍公
教員工待遇支出要點

002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61現行之受僱情
形、C065工作差勤紀錄、C068薪資與預扣款

002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40意外或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

交通事業公路人員獎懲標準
表

002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交通部及所屬機關（構）模
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

002人事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4、11
條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第4條

01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128
廉政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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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1家
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31住
家及設施、C032財產、C038職業、C081收入
/所得/資產與投資、C082負債與支出、C084
貸款、C088保險細節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第4、8條

002人事管理；128廉政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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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8職
業、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C054職業專長、C061現行
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過、C063離職經過
、C064工作經驗、C065工作差勤紀錄、C072
受訓紀錄、C113種族或血統來源

廉政業務管理系統使用
者帳號(權限)申請單及
帳號異動單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第4條

128廉政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
過、C063離職經過、C064工作經驗

赴大陸地區返臺意見反
映表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9條、簡任第十職等
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
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
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第4點

003入出國及移民；128廉政
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C024其他社會關係

會計法第83條；
審計法第2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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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C088保險細節

會計系統資料/受款人資
料

會計法第84條;
審計法第2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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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C088保險細節

宿舍管理手冊及交通部臺灣
區國道高速公路局職務宿舍
管理要點

007不動產服務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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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37 工友資料 秘書室

38 勞工保險條例 秘書室

39 秘書室

40 訪客登記簿 秘書室

41 秘書室

42 薪資處理系統資料 秘書室

43 員工存款帳戶 秘書室

44 秘書室

45 申請施工車輛證清冊

46

47 業務科

48 業務科

49 業務科

50 證照 勞安科

51 員工健康檢查紀錄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勞安科

5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勞安科

53 國道散落物收費繳納義務 交通管理科

54 公警全般事故資料 交通管理科

55 所屬工務段

56 職業災害調查表

57

58 地籍資料清冊 所屬工務段

59 土地租賃契約 所屬工務段

60 取得個人資料當事人同意 所屬工務段

61 所屬工務段

中央各機關學校事務勞力替
代措施推動方案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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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用人員勞保、健保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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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退休人員退撫發放名冊
(工友)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他施行
細則、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
期發放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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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
局辦事細則

116場所進出安全管理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出納帳務系統受款人資
料

國庫法施行細則第18條、公
庫法第8、17、18條、出納管
理手冊第
9.10.11.17.21.46.48.49點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 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

公務人員俸給法、全國軍公
教人員待遇支給要點

036存款與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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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1住家及設施

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
退休法第3、4、5、10條

036存款與匯款 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

員工薪資所得受領人免
稅額申報表

所得稅法、稅捐稽徵法第21
條

120稅務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辨識個人者、C023家庭其他
成員之細節、C031住家及設施住家及設施

當事人同意(民眾主動提供)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中區交通
控制中心

    交通管理科

拖救車輛及服務人員清
冊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處務規程
第七條（掌理事項）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中區交通
控制中心

    交通管理科

ETC欠費強制執行案件
(自然人、公司戶、執行
憑證)

行政執行法第11條、規費法
第20條、公路通行費徵收管
理辦法第14 條或業務需要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輸、公
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C001辨識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C032財產

通行欠費相關資料
(欠費逾期未繳舉發資料
)

1.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7條
第1項
2.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
3.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
路局電子收費申請及欠費追
繳作業注意事項

039行政裁罰、行政調查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ETC欠費義務人車、戶籍
資料

行政執行法第11條、規費法
第20條、公路通行費徵收管
理辦法第14 條或業務需要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輸、公
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039行政裁罰、行政調查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職業安全教育訓練規則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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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2資格或技術、C061現
行之受僱情形、C064工作經驗、C070工作管
理之細節

002人事管理
C066健康與安全紀錄、C001辨識個人
者、C011個人描述、C012身體描述、C013習
慣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名
冊

002人事管理 C055委員會之會員資格

1.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
管制規則第25條第3項
2.高公局「國道散落處理收
費要點」

039行政裁罰、行政調查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處務規程
第七條（掌理事項）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A1事故檢討報告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處務規程
第七條（掌理事項）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11070職
業災害管理

045災害防救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勞安科

     所屬工務段

各級行政機關災害緊急
通報聯繫電話簿

依據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106年4月5日院臺忠字第
1060169531A號函辦理

045災害防救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工務科

     所屬工務段

土地徵收條例11條 004土地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國有財產法第28條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
律關係事務

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102約定或契約

財產系統不動產租用作
業

004土地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因應陳抗活動緊急應變
中心值勤人員聯繫窗口
名冊

行政院安全管理手冊第3點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第4條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施行細則第11條

113陳情案件處理；128廉政
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聯絡方式：(04)22529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