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特定目的 保有單位

1 數學教材原型委員會名錄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6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2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釋出資料使用申請

書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6著作)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118智慧財產權、光碟管

理及其他相關行政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3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試題研發委員保密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134試務、銓敘、保訓行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4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命題人員保密合約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134試務、銓敘、保訓行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5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試務承作保密合約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134試務、銓敘、保訓行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6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閱卷人員保密合約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134試務、銓敘、保訓行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7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業務保密合約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134試務、銓敘、保訓行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8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國語文試題研發團

隊名單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

(C038職業)

134試務、銓敘、保訓行政、159學

術研究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9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數學科試題研發團

隊名單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

(C038職業)

134試務、銓敘、保訓行政、159學

術研究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10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英語科試題研發團

隊名單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

(C038職業)

134試務、銓敘、保訓行政、159學

術研究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11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社會領域試題研發

團隊名單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

(C038職業)

134試務、銓敘、保訓行政、159學

術研究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12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自然科試題研發團

隊名單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

(C038職業)

134試務、銓敘、保訓行政、159學

術研究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13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業務保密

師資培育法第12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134試務、銓敘、保訓行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14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試題研發

委員保密合約

師資培育法第12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134試務、銓敘、保訓行

政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15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命題委員

保密合約

師資培育法第12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134試務、銓敘、保訓行

政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16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試題研發

委員名單

師資培育法第12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

(C038職業)

134試務、銓敘、保訓行政、159學

術研究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17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命題委員

師資培育法第12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

(C038職業)

134試務、銓敘、保訓行政、159學

術研究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18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入闈組題

委員、教育專家及測驗專家

師資培育法第12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

(C038職業)

134試務、銓敘、保訓行政、159學

術研究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19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閱卷委員

師資培育法第12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

(C038職業)

134試務、銓敘、保訓行政、159學

術研究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20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試考人員

師資培育法第12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

(C038職業)

134試務、銓敘、保訓行政、159學

術研究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21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

量計畫」試題審修委員名單

教育基本法第9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7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134試務、銓敘、保訓行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22 學術名詞審譯會委員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8

條、學術名詞審譯會組織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

職業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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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23 編譯論叢編輯會委員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8

條、編譯論叢編輯會組織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

職業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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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24 教科書研究編輯會委員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9

條、教科書研究編輯會設置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職業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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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書研究中心

25
高級中學各科教科用書審定

委員會委員名單

教育部高級中學各科教科用書審定委員會設置

要點、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

第9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職業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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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書研究中心

26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各領域

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委員名

單

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委員

會組織運作要點、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9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職業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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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書研究中心

27 志工基本資料表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條

及 12條、志願服務實施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社會

狀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8職業)、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002人事管理、043志工管理 運用志工單位

28 志工報名表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條

及 12條、志願服務實施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社會

狀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8職業)、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

002人事管理、043志工管理 運用志工單位

29 愛學網執行小組委員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C038職業)、教育、

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職業專長)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30 《教育脈動》編輯委員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

條、《教育脈動》編輯會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 002人事管理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31
《教育脈動》投稿者基本資

料表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

條、《教育脈動》編輯會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社會狀況(C038職業)、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職業

專長)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32 出版品指導委員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

條、出版品指導會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 002人事管理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33
國家教育研究院期刊雜誌著

作利用授權書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34

國家教育研究院專書著作利

用同意書

（論文集型式）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35

國家教育研究院專書著作財

產權歸屬同意書（專書及共

同研究）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36
國家教育研究院講座資料利

用授權書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37
國家教育研究院英文譯著利

用授權書-1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38
國家教育研究院英文譯著利

用授權書-2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39
國家教育研究院中文著作英

文版翻譯及重製發行授權意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40
國家教育研究院中文著作英

文版翻譯及重製發行授權書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41
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名詞釋

義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42
國家教育研究院徵詢外部作

者授權本院利用之授權書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43
國家教育研究院著作財產權

讓與同意書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業務承辦單位

44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投

稿及審查系統資料庫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社會狀況(C038職業)、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職業

專長)
159學術研究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45 愛學網活動著作權授權書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秘書室檔案管理、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46 讀者遠端認證申請表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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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圖書館

47 媒體製作委員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 002人事管理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48 出版品統一編號申請表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

條、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49
品德教育資源網線上投稿註

冊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錄)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50
品德教育資源網諮詢委員名

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0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狀況(C038職業)、教育、

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職業專長)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51 研習系統-學員研習資料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5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 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教育人力發展中心

52 研習系統-講座資料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5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036存款與匯款、109教育或訓練行

政、120稅務行政
教育人力發展中心

53
《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雙

月刊編輯委員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5

條、《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雙月刊編輯會運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036存款與匯款、120稅務行政、

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教育人力發展中心

                                                                                                 107 年 9 月 4 日

國家教育研究院
內部保有及管理個人資料項目彙整表



編號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特定目的 保有單位

54
國家教育研究院院務發展諮

詢會委員名冊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1

條、院務發展諮詢會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 綜合規劃室

55 國外專家學者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1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職業專長)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9 學術研 綜合規劃室

56 全院性學術研討會、講座名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1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職業專長)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59 學術研 綜合規劃室

57 實習生個人基本資料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第2款規定，取得當事

人書面同意辦理、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11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

紀錄)
109教育或訓練行政 綜合規劃室

58 研究案專家學者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1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59學術研究 綜合規劃室

59
研發成果整合平臺研究人員

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1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136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綜合規劃室

60 公務車輛申請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公務車輛申請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社會情況(C031 住家及設施、C038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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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61 技工、工友、駕駛資料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工友管理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

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2資格或技術)、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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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62 法制小組外聘委員聯絡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法制小組作業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

職業專長)
053法制行政、 054法律服務 秘書室

63 採購投標與履約管理
政府採購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

務規程第12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或

技術)
107採購與供應管理 秘書室

64 警衛勤務
政府採購法、採購共同供應契約、國家教育研

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C012身體描述)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
秘書室

65 清潔維護服務
政府採購法、採購共同供應契約、國家教育研

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C012身體描述)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

係事務
秘書室

66 財產與物品報表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物品管理手冊、國家教

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94財產管理 秘書室

67 員工所得資料(薪資、所得稅)

公務人員俸給法、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要

點、所得稅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

處務規程第12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

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
002人事管理、 095財稅行政 秘書室

68 零用金及差旅費等付款

公務人員俸給法、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要

點、所得稅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

處務規程第12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002人事管理、 095財稅行政 秘書室

69 場地申請資料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場地管理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78其他財政收入 秘書室

70 里民停車申請資料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

條、場地管理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情況(C039執照或其他許

可)
178其他財政收入 秘書室

71 派遣人員進用
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國家教育

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2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家

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

校紀錄)、受雇情形（C064工作經驗、C068薪資與預扣款）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72

人事資訊系統(含公務人員基

本資料、現職、學歷、考

試、訓練、家屬、經歷、考

績、獎懲、銓審等人事21表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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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

第2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

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8

職業、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

技術、 C054職業專長)、

受僱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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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68薪資與預扣款、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C072受訓紀錄)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73 待遇資料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國家教育研究

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受僱情形（C068薪資與預

扣款）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74 職員陞遷資料
公務人員陞遷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2資格或技術）、受僱情形（C061現行受僱作紀錄、C063離職經過、C065工作紀

錄、C072受訓紀錄）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75 機關員工聯絡資訊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點、國

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76 差勤資料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77

福利資料 (含婚、喪、生育及

子女教育補助、急難救助、

員工文康活動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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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難貸款實施要點、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

活動實施要點、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

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別者）、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

成員之細節）、財務細節（C087津貼、福利、贈款）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78 退休撫卹資料

公務人員退休法暨其施行細則、學校教職員退

休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公務人員撫卹法暨其施

行細則、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退休人員照護事項、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

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過、C063離職經過、C064工作經驗、

C068薪資與預扣款)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79
保險資料 (含公保、勞保及健

保資料)

公務人員保險法及其實施細則、全民健康保險

法、勞工保險條例、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

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68薪資與預扣款)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80 考績暨甄審委員會名冊
公務人員陞遷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81
研究人員人事評審委員會名

冊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3

條、研究人員人事評審會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82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4條、第11條及第14條、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

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2財產、C038職

業）、財務細節（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4貸款）

002人事管理、014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利益衝突迴避及政治獻金業

務

人事室

83
研究人員遴聘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

程第13條、研究人員遴聘辦法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之辨識)、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

格或技術、C056著作)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84
研究人員年資加薪（年功加

俸）清冊及通知書

大學及專科學校教師年功加俸辦法、公立學校

教師暨助教職務等級表、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

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之辨識)、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

形、C068薪資與預扣款）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85 研究人員聘書名冊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7條、國家教育研究院組

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86 人事資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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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人事

資料統一管理要點、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

施、C038職業、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錄、

C052資格或技術、C054職業專長)、受僱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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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8薪資與預扣款、C071工作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87 考績及平時考核資料
公務人員考績法及施行細則、國家教育研究院

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13條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之辨識)、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

形、C068薪資與預扣款）
002人事管理 人事室

88 受款人基本資料檔
會計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

程第4條第10點及第14條(修正核定中)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社會情

況（C031住家及設施）
129會計及相關服務 主計室

89 受款人金融機構帳戶檔
會計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

程第4條第10點及第14條(修正核定中)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社會情

況（C031住家及設施）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 主計室

90 付款明細檔
會計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

程第4條第10點及第14條(修正核定中)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 主計室

91 支付案受款人明細檔
會計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

程第4條第10點及第14條(修正核定中)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 主計室

92
國家教育研究院補捐助執行

情形

政府資訊公開法、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

條、處務規程第4條第10點及第14條(修正核定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

073政府資訊公開、檔案管理及應

用、136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主計室

93
教育部暨所屬及私立學校會

計人員電話聯繫簿

教育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第2款規定，取

得當事人書面同意辦理，彙整印製成冊、國家

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2條、處務規程第4條第10

點及第14條(修正核定中)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受雇情形（C061 現行之受雇情形）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 主計室

94
資訊推動會及資訊推動小組

名單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國家

教育研究院資訊推動會運作要點、資訊推動小

組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 002人事管理、135資(通)訊服務 資訊推動小組

95 資訊聯絡人名單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國家

教育研究院資訊推動小組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 002人事管理、135資(通)訊服務 資訊推動小組

96 委外廠商保密切結書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政府

採購法、國家教育研究院資訊推動小組運作要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058採購與供應管理、、137資通安

全與管理
資訊推動小組

97
國家教育研究院全球資訊網

資料庫

國家教育研究院處務規程第11條、國家教育研

究院資訊推動小組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135資(通)訊服務 資訊推動小組

98 國語辭典諮詢委員資料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運作

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

(C011個人描述)、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8職業)、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

專業(C051學校紀錄、C054職業專長)

002人事管理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99 國語辭典編審會委員名單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運作

要點、國語辭典編審會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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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100 國語字辭典意見信箱來函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第2款規定，取得當事

人書面同意辦理、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

編譯研究中心運作要點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 135資(通)訊服務 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