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個人資料檔案清冊      2014/7/30 更新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保有保有保有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簡簡簡簡

章章章章、、、、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幼兒園普通班教師

市內外介聘員額及

任免審查等人事業

務 

特幼科 

6322231#6125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  人事管理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八 職業 

Ｃ○三九 執照或其他許可 

Ｃ○五一 學校記錄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Ｃ○六一 現行之受僱情形 

Ｃ○六二 僱用經過 

Ｃ○六三 離職經過 

Ｃ○六四 工作經驗 

Ｃ○六五 工作紀錄 

Ｃ○六六 健康與安全紀錄 

Ｃ○六八 薪資與預扣款 

Ｃ○七○ 工作管理之細節 

幼兒教保券申請 特幼教育科 

2982584#16 

臺南市政府補助幼兒教

保券實施方案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公立幼兒園辦理課

後留園服務 

特幼教育科 

2982584#1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

課後留園服務作業要點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保有保有保有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簡簡簡簡

章章章章、、、、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私立幼兒園導師費

差額及教保費 

特幼科 

6322231#663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公私立幼兒園導

師費差額及教保費要點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二  辨識財務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幼兒補助 

(五歲幼兒免學費

教育計畫、中低收

入戶幼兒補助) 

 

特幼科 

2982584#17 

 

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辦

法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五八  學生（員）（含畢、

結業生）資料管理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Ｃ○三二  財產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一三一  書面文件之檢索 

 

幼兒園兼辦國民小

學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辦法 

特幼科 

6322231#6610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

園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辦法、臺南市

私立幼兒園申請兼辦國

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應

行注意事項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二一  家庭情形 

Ｃ○三一  住家及設施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社區互助式及部落

互助式教保服務 

特幼科 

6322231#6610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社區互助式及部落互助

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二一  家庭情形 

Ｃ○三一  住家及設施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保有保有保有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簡簡簡簡

章章章章、、、、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特教模範兒童選拔 特幼科 

6322231#6610 

臺南市 103 年度兒童節

模範兒童表揚大會實施

計畫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二四  其他社會關係 

Ｃ○三五  休閒活動及興趣 

Ｃ○六六  健康與安全紀錄 

Ｃ一一一  健康紀錄 

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特幼科 

6322231#6610 

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

育人員實施要點、103 年

度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

員實施計畫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五六  著作 

原住民及少數民族

各項補助名冊、申

請表件 

特幼科： 

6322231*6610 

教育部補助原住民在校

住宿生之膳宿費與辦理

英語及族語教學作業實

施要點、臺南市教育局加

強原住民國民教育實施

要點、臺南市立完全中學

原住民學生助學金補助

要點。 

○八三 原住民行政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五八 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料管理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二  辨識財務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一三一  書面文件之檢索 

中低收市款補助名

冊 

特幼科： 

6322231*6610 

臺南市政府辦理兒童托

育津貼實施要點、弱勢兒

童及少年扶助與托育及

醫療費用補助辦法、臺南

市政府補助幼兒教保券

實施方案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五八 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料管理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二  辨識財務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一三一  書面文件之檢索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保有保有保有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簡簡簡簡

章章章章、、、、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中石化補助名冊 特幼科： 

6322231*6610 

配合經濟部中石化安順

廠汙染案(居民及員工補

償)辦理 

一○二 國家賠償行政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五八 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料管理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二  辨識財務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一三一  書面文件之檢索 

在家巡迴輔導班 特幼科： 

6322231*6610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國立特殊教育學

校辦理在家教育巡迴輔

導實施計畫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五八 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料管理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二  辨識財務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一一一  健康紀錄 

Ｃ一三一  書面文件之檢索 

教育代金 特幼科： 

6322231*6610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

教育階段重度身心障礙

學生教育代金申請實施

要點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五八 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料管理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二  辨識財務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一一一  健康紀錄 

Ｃ一三一  書面文件之檢索 

台南市特殊教育輔

導團清冊  

特幼科 

6337942 

特殊教育法、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辦法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八  職業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Ｃ○五六  著作 

Ｃ五○七  學生、應考人紀錄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保有保有保有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簡簡簡簡

章章章章、、、、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台南市特殊教育鑑

定安置會委員清冊 

特幼科 

6337942 

特殊教育法、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辦法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八  職業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Ｃ○五六  著作 

Ｃ五○七  學生、應考人紀錄  

特教班（身障類、

資優類）增減班調

整名冊  

 

特幼科 

6322231#6151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

增減及調整原則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五一  學校記錄  

 

特教教師市內外介

聘員額及任免審查

等人事業務  

 

特幼科 

6322231#6151 

特殊教育法及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  

○○二 人事管理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八  職業  

Ｃ○三九  執照或其他許可 

Ｃ○五一  學校記錄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Ｃ○六一  現行之受僱情形 

Ｃ○六二  僱用經過 

Ｃ○六三  離職經過 

Ｃ○六四  工作經驗 

Ｃ○六五  工作紀錄  

Ｃ○六六  健康與安全紀錄 

Ｃ○七○  工作管理之細節  

薦送資優學分班意

願名單  

 

特幼科 

6322231#6151 

特殊教育法及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  

○○二 人事管理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五一  學校記錄  

Ｃ○三八  職業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保有保有保有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簡簡簡簡

章章章章、、、、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各類資優鑑定資料

(提早入學、國中小

各類資優) 

特幼科 

6337942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辦法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五七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身障學生才藝比

賽、特殊教育志工

表揚活動、特殊教

育學生親子暨手足

成長營、特教志工

研習、各類藝裁班

聯展活動、本市藝

術教育貢獻獎、本

市藝術教育推動計

畫 

特幼科 

6337942#26 

 

特殊教育法、 

本市特殊教育學生才藝

比賽計畫、 

特殊教育學生親子暨手

足成長營計畫、 

志工表揚年度計畫、 

本市藝術教育貢獻獎簡

章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特殊教育學生夏令

營及展演活動 

特幼教育科 

6337942 

特殊教育法、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ＣＣＣ○○○○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個人描述。 

Ｃ○一二  身體描述。 

幼兒發展檢核表 特幼教育科 

06-6337942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三十一條、 

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

則第九條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五七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一五八 學生資料管理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一二  身體描述 

Ｃ○二一  家庭情形 

Ｃ○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Ｃ一一一  健康紀錄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保有保有保有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簡簡簡簡

章章章章、、、、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安置（通報清冊、

安置清冊） 

特幼教育科 

06-6337942 

06-6337942 

特殊教育法、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辦法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五八 學生資料管理 

一三六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

理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八  職業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Ｃ○五六  著作 

Ｃ五○七  學生、應考人紀錄  

分區特教資源中心

管理業務 

特幼教育科 

06-6337942 

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

聯繫及運作辦法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五八 學生資料管理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五一  學校記錄 

Ｃ○五七  學生記錄 

Ｃ○九三  財務交易 

巡迴輔導班（學

前、不分類、聽語

障、視障、自閉症、

情障、在 

家教育）督導業務 

特幼教育科 

06-6337942 

特殊教育法 ○○二 人事管理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五八 學生資料管理  

一三六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

理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一四  個性 

Ｃ○五一  學校記錄 

Ｃ○五七  學生記錄 

Ｃ一一一  健康記錄 

視障用書暨學障有

聲書申請補助事宜 

特幼教育科 

06-6337942 

特殊教育法 一五八 學生資料管理 

一七九 其他財政服務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五一  學校記錄 

Ｃ○五七  學生記錄 

Ｃ一三一  書面文件之檢索 

Ｃ一三二  未分類之資料 

教育部對地方特教

行政評鑑業務 

特幼教育科 

06-6337942 

特殊教育法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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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五一  學校記錄  

Ｃ○五七  學生記錄 

Ｃ一三一  書面文件之檢索 

Ｃ一三二  未分類之資料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保有保有保有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名稱及

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保有依據((((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如法規、、、、簡簡簡簡

章章章章、、、、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書面同意等等))))    
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    

獎補助身心障礙幼

兒「招收單位」(園

所)及「教育補助」

(家長) 

特幼教育科 

06-6358472 

就讀私立幼兒園所社會

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幼

兒及招收單位獎補助辦

法、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

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

礙教育人事及業務經費

辦法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補助立案私立幼兒

園「教師在職進修

身心障礙專業知

能」(教師)及「進

用專任合格學前特

教教師」(園所) 

特幼教育科 

06-6358472 

就讀私立幼兒園所社會

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幼

兒及招收單位獎補助辦

法、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

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

礙教育人事及業務經費

辦法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就

讀私立國中小減免

（補助）學雜費 

特幼教育科 

06-6337942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身心

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就讀私立國中小

減免（補助）學雜費要點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國民教育階段身心

障礙學生獎助學金

補助 

特幼教育科 

06-6337942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

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

獎助學金申請要點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識別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