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公路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項次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保有單位

1 契約書 依該採購案規定辦理

171機關構內部單位管

理、監督、行政協助及相

關業務

172其他公共部門(包括行

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及其他公法人)執行相

關業務

C001辨識個人者

C011個人描述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綜合組

2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採購評選委員組織準則、採購評

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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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組

3

無障礙設施勘檢、改

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名

單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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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8職業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綜合組

4

勞動部職業災害檢查

報告書及本局職業災

害調查表

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11070職業災

害處理
045災害防救行政

C001辨識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11個人描述

C038職業

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

C040意外或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

C052資格或技術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C062僱用經過

C066健康與安全紀錄

C068薪資與預扣款

C070工作管理之細節

C072受訓紀錄

C088保險細節

C089社會保險給付

就養給付及其他退休給付

C094賠償

C111健康紀錄(1091215)

綜合組

5 體格(健康)檢查紀錄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及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第17條

002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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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3習慣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C066健康與安全紀錄

C111健康紀錄

綜合組

6
工程督導及代部查核

委員名單

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10010工程督

導第3.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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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組

7 人民陳情案件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

情案件要點第2、3、4點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

件處理；

C001辨識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綜合組

8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05070委託技

術服務第5.4項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

設；107採購與供應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
交通管理

組

9 保密同意書及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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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管理

組

10 即時路況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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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管理

組

11
專用電信設置調查資

料表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21條及物

力調查實施辦法第7條第1項第6款
135資(通)訊服務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11個人描述

交通管理

組

12 申請施工車輛證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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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管理

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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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管理

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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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

交通管理

組

15 人民陳情案件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處

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第3點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

件處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交通管理

組

16 設施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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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管理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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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項次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保有單位

填報日期：109年12月

17

高速公路ETC資料在

交通管理之應用創意

競賽隊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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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交通管理

組

18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等

相關資料

採購評選委員組織準則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本局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

08011-公開招標、局05070-委託

技術服務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107採購與供應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53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C054職業專長

C055委員會之會員資格

C056著作

C058委員工作紀錄

規劃組

19

契約書等相關書件 採購法第63條

本局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

08011-公開招標、局05070-委託

技術服務、局05090-技術服務契

約變更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

他法律關係事務

171機關構內部單位管

理、監督、行政協助及相

關業務

172其他公共部門(包括行

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及其他公法人)執行相

關業務

C001辨識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53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C054職業專長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規劃組

20

審議(審查)委員、工

作小組等相關資枓

高速公路增設及改善交流道設置

原則

高速公路增設及改善交流道申請

審核作業要點第3～6條

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

業要點

水土保持審核監督辦法第5條

行政院農委會水保局農授水保字

第0941842126號函公告函授權交

通部審查

本局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05100-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171機關構內部單位管

理、監督、行政協助及相

關業務

172其他公共部門(包括行

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及其他公法人)執行相

關業務

C001辨識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53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C054職業專長

C055委員會之會員資格

C056著作

C058委員工作紀錄

規劃組

21

人民陳情書件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

情案件要點第2、3、4點

004土地行政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

件處理

C001辨識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規劃組

22

公聽會相關書件 土地徵收條例第11條

本局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

05000-國道建設流程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004土地行政

C001辨識個人者

規劃組

23

環評書件內相關資格

證明文件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6條第2項第3款

及第11條第2項第3款

本局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

05000-國道建設流程、局05100-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165環境保護

171機關構內部單位管

理、監督、行政協助及相

關業務

172其他公共部門(包括行

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及其他公法人)執行相

關業務

C001辨識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53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C054職業專長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規劃組

24
水土保持計畫書件內

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水土保持審核監督辦法第10條

本局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

05000-國道建設流程、局05100-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171機關構內部單位管

理、監督、行政協助及相

關業務

172其他公共部門(包括行

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及其他公法人)執行相

關業務

C001辨識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53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C054職業專長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規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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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項次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保有單位

填報日期：109年12月

25
出流管制計畫書件內

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水利法第83-12條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

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171機關構內部單位管

理、監督、行政協助及相

關業務

172其他公共部門(包括行

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及其他公法人)執行相

關業務

C001辨識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53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C054職業專長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規劃組

26

訓練、研習、研討會

等講員、參加人員或

工作小組等清冊相關

資料

本局推廣教育訓練注意事項

本局參加訓練進修作業注意事項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109教育或訓練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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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

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C053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C054職業專長

C055委員會之會員資格

C056著作

C057委員工作紀錄

規劃組

27

審查費、講座鐘點費

及出席費支付清冊等

書件

本局主計室標準作業流程-主2-07

出席費及講座鐘點費經費動支之

審核作業流程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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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規劃組

28 契約書 採購法第63條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

他法律關係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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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業務組

29 保密同意書及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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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組

30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05070委託技

術服務第5.4項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

設；107採購與供應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 業務組

31 促參甄審委員名單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

織及評審辦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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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組

32 服務區督導委員名冊
 高速公路局服務區經營廠商營運

績效評估作業須知第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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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組

33 人民陳情案件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處

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第3點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

件處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業務組

34
國道電子收費業務相

關訴訟案件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處務規程第8條

第7款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處務規

程第8條第7款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業務組

35
ETC營運績效評估委

員會名冊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營運績效

評估辦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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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組

36 ETC協調會委員名冊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協調委員

會組織章程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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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組

37
調閱國道ETC收費系

統資料

受理公務機關調閱國道ETC收費系

統資料作業程序第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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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組

38
強制執行作業系統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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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11個人描述、C032財產、C081收入、所得、

資產與投資

業務組

39 罰單撤銷案件資料 行政罰法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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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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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項次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保有單位

填報日期：109年12月

40
高速公路計程收費帳

務管理系統資料

公路法第24條、公路通行費徵收

管理辦法、高速公路局通行費逾

期欠款債權催收款及呆帳處理要

點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行

政、104帳務管理及債權

交易業務、172其他公共

部門(包括行政法人、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其他公

法人)執行相關業務、173

其他公務機關對目的事業

之監督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02 辨識財務者、C003 政

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業務組

41
電子收費本業帳務結

算作業資料

公路法第24條、公路通行費徵收

管理辦法、高速公路局通行費逾

期欠款債權催收款及呆帳處理要

點等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行

政、104帳務管理及債權

交易業務、172其他公共

部門(包括行政法人、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其他公

法人)執行相關業務、173

其他公務機關對目的事業

之監督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02 辨識財務者、C003 政

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業務組

42 車籍查詢系統資料
高速公路局使用公路監理資料暨

戶役政資料作業管理要點第2點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行

政、113陳情、請願、檢

舉案件處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C003政府資

料中之辨識者
業務組

43

ETC退費案件資料(含

ETC卡片及預儲帳戶

等)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公路法

第24條、公路通行費徵收管理辦

法、電子收費-帳務結算原則及轉

付作業程序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C001辨識個人者、C002辨識財務者、C003政府

資料中之辨識者
業務組

44

公路監理資料暨戶役

政資料運用之內部稽

核資料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使用公路監理

資料暨戶役政資料作業管理要點

第6點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行政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

件處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業務組

45
國道收費員精簡案資

料

國道實施計程電子收費依法解僱

之收費員就業安定補貼實施要點

第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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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現行之受僱情形
業務組

46
全民監督國道通行費

專區資料

高速公路局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

業要點第3點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

件處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 業務組

47

民間參與高速公路電

子收費系統建置及營

運案資料

「民間參與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

統建置及營運」案議約確定條款

第44條規定、法務部102年03月12

日法律字第10203501550號函、法

務部97年10月29日法律字第

0970033803號書函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設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11個人描述
業務組

48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05070委託技

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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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組

49 契約書 採購法第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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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工務組

50 保密切結書(同意書) 個資法第15條及契約主文規定

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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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62現行之受僱情形
工務組

51 地籍資料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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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1個人描述
路產組

52 徵收計畫書 土地徵收條例13條 004土地行政 C001辨識個人者 路產組

53 協議價購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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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產組

54 補償費清冊 土地徵收條例30條 004土地行政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

者
路產組

55 土地買賣契約書 土地徵收條例11條 007不動產服務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

者、C102約定或契約
路產組

56
土地變更編定申請

書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8條
004土地行政 C001辨識個人者、C102約定或契約 路產組

57 土地登記申請書 土地登記規則第14條 004土地行政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

者、C102約定或契約
路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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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項次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保有單位

填報日期：109年12月

58

外單位管線管理圖

台-管線緊急聯絡

通訊錄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045災害防救行政 C001辨識個人者 路產組

59 契約書 採購法第63條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

其他法律關係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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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

者、C011個人描述、C038職業、C051學校

紀錄、C052資格或技術、C061現行之受僱

情形

路產組

60
保密同意書及切結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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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產組

61
財產系統不動產租

用作業
取得個人資料當事人同意 004土地行政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

者
路產組

62 人民陳情案件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處理人民

陳情案件作業要點第3點

113陳情、請願、檢舉

案件處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

者
路產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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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64 收費員轉置名冊

高速公路局94年10月5日業字第

940025289號函辦理、本局處務規

程第13條

002人事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C031住家及

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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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8薪資與預扣款、C072

受訓紀錄

人事室

65 考績(成)資料
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例、公務人

員考績法及施行細則
002人事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 人事室

66
差勤電子表單系統資

料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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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1健康紀錄
人事室

67
公務(聘僱)人員平時

成績考核紀錄表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

時考核要點第4點、交通部高速公

路局聘僱人員考核要點第3點

002人事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人事室

68 一般獎懲案件

交通事業公路人員獎懲標準表、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及所屬機關職

員獎懲標準表

002人事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 人事室

69 模範公務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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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70 陞遷資料 公務人員陞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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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71

機關員工聯絡資訊

(職員名錄、職員通

訊錄)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事資料統

一管理要點第2點

C001辨識個人者、

C011個人描述、C061現行

之受僱情形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11個人描述、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現行之受

僱情形
人事室

72

任免案件(指名商

調、派免、動態、銓

審、留職停薪)

公務人員任用法、現職公務人員

調任辦法、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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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73 退休撫卹資料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行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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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74 工作獎金核發名冊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員

工工作獎金支給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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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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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人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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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9社會保險給付

人事室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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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8職業、C068薪資與預扣

款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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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項次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保有單位

填報日期：109年12月

77
因公傷病醫療補助資

料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79年3月28日局

肆字第12710號
002人事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111健康紀錄
人事室

78 考試錄取人員資料
公務人員考試法、公務人員考試

錄取訓練辦法
002人事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C052資格或

技術、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C072受訓紀錄
人事室

79 約聘僱人員資料

聘用人員聘用條例及施行細則、

行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

僱人員僱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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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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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80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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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室

81
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P2K)-人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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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室

82
機關安全維護作業聯

繫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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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廉政行政 C001辨識個人者 政風室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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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室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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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室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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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室

86 人民陳情檢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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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室

87 契約書(副本) 採購法第63條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

他法律關係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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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11個人描述、C038職業、C052資格或技術、

054職業專長、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政風室

88
交通部政風機構電話

號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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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室

89 主計人員聯絡資訊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事資料統

一管理要點第2點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

C001辨識個人者、C011、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現行之受僱情形
主計室

90 傳票原始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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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室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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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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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項次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保有單位

填報日期：109年12月

92 主計人事資料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例第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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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室

93 契約書 採購法第63條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

他法律關係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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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主計室

94 保密同意書及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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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室

95

交通部暨部屬機關國

會、新聞聯繫人員通

訊錄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處務規程 013公共關係 C001辨識個人者 秘書室

96
公文檔案(包含機密

檔案)
檔案法第10條 136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 秘書室

97

公文處理作業(收

文、繕打校對、監

印、發文、郵務、承

辦人)

行政院秘書處文書處理手冊 136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 秘書室

98 宿舍借用資料
宿舍管理手冊及交通部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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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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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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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100
進用人員勞保、健保

資料
勞工保險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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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101
退休人員退撫發放名

冊(技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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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102
辦理輔助購置住宅貸

款異動通知單
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要點 106授信業務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秘書室

103

勞務委外案廠商派駐

人員名單（公文繕

打、清潔）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處務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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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104 訪客登記簿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處務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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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105 契約書 採購法第63條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

他法律關係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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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秘書室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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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107 薪資處理系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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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108 員工存款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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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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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110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車

輛通行證申請表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泰管中心停車

場管理要點

116場所進出安全管理、

119發照與登記
C001辨識個人者 秘書室

111 1968客服中心資料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

情案件要點第3點
136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 秘書室

112 局長信箱資料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

情案件要點第3點
136資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 秘書室

113 保密同意書及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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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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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項次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保有單位

填報日期：109年12月

114 採購評選委員名單
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局05070委託技

術服務第5.4項

029公民營(辦)交通運

輸、公共運輸及公共建

設；107採購與供應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 秘書室

115 契約書 採購法第63條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

他法律關係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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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C052學歷資

格

資訊室

116 保密同意書及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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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室

117
專案聯絡人員名冊

(ISMS-4405)

本局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

2103(紀錄管制作業程序書)
137資通安全與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38職業、C054職業專長、

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資訊室

118
資安通報應變聯絡人

員名冊
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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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資訊室

119
本局全球資訊網電子

報訂閱會員資料庫

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網站服務管

理規範

135資(通)訊服務、136資

(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C001辨識個人者、C011個人描述 資訊室

120 電子郵件帳號管理 本局ISMS規定 135資（通）訊服務 C00一辨識個人者 資訊室
聯絡方式：(02)2909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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