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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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評人員培訓合格

名單 

永華特教中心 

2284785 

6337942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心理評

量人員管理實施要點 

○○二 人事管理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七二 受訓紀錄 

特教經費(特教中

心及鑑輔會經費、

特教中心人事經

費、提早入學鑑定

工作) 

民治特教中心 

6337740 

6337740 

特殊教育法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辦法 

○○二 人事管理 

○三六 存款與匯款 

一○七 採購與供應管理 

一二九 會計與相關服務 

一四六 圖書館、出版品等管理 

一一八 智慧財產權、光碟管理

及其他相關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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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一二 身體描述 

Ｃ○二一 家庭情形 

Ｃ○三一 住家及設施 

Ｃ○三三 移民情形 

Ｃ○三八 職業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Ｃ○五三 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Ｃ○五四 職業專長 

Ｃ○五七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Ｃ○五八 委員工作紀錄 

Ｃ○六一 現行之受僱情形 

Ｃ○六二 僱用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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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六三 離職經過 

Ｃ○六五 工作、差紀錄 

Ｃ○六八 薪資與預扣款 

台南市特殊教育中

心人員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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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專業團隊-物

理、職能治療師專

業服務 

民治特教中心 

6337740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

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 

一○九教育與訓練行政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一二  身體描述 

Ｃ○二三  家庭其它成員之細節 

Ｃ○三一  住家及設施 

Ｃ○五一  學校記錄 

Ｃ一一一  健康記錄 

特教專業治療團隊 永華特教中心 

2412734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

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 

○○二人事管理 Ｃ○○一  辨識個人者 

鑑定安置學生名冊 永華特教中心 

06-2412734 

06-6337740 

特教法 一五八 學生（員）(含畢、結

業生)資料管理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一三 陳請、訴願檢舉案件處

理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一二  身體描述 

Ｃ○一四  個性 

Ｃ○二一  家庭情形 

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Ｃ○三一  住家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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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三三  移民情形 

Ｃ○五一  學校記錄 

Ｃ一一一  健康記錄 

 

特教生輔具申請借

用(輔具評估審查

人員會議及核銷) 

永華特教中心

06-2412734 

民治特教中心

06-6337740 

特教法 一〇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一○七 採購與供應管理 

○三六 存後與匯款 

一二九 會計與相關服務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一二  身體描述 

Ｃ○三一  住家及設備 

Ｃ○五一  學校記錄 

Ｃ一一一  健康記錄 

Ｃ○○二  辨視財務者 

Ｃ○三八  職業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Ｃ○五四  職業專長 

鑑定安置學生名冊 永華特教中心 

06-2412734 

特教法 一 五八  學生（員）(含畢、

結業生)資料管理 

一 ○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一二  身體描述 

Ｃ○一四  個性 

Ｃ○二一  家庭情形 

 

心評人員培訓合格

名單 

永華特教中心 

2284785 

台南市特教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心理評量人

員管理實施要點 

○○二  人事管理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七二  受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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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定安置教師出席

費 

永華特教中心 

06-2412734 

會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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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定安置學生名冊 永華特教中心 

06-2412734 

特教法 一五八  學生（員）(含畢、結

業生)資料管理 

一○九  教育或訓練行政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一二  身體描述 

Ｃ○一四  個性 

Ｃ○二一  家庭情形 

 

永華特教中心約聘

僱人員薪俸 

永華特教中心 

06-2412734 

會計法 0 九五  財稅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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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障鑑定非市區心

評老師鑑定費 

民治特教中心 

06-6337740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設置

及實施辦法 

○○二  人事管理 

 

Ｃ○○一  辨識個人者 

 

特教專業團隊-社

工師服務 

民治特教中心 

06-6337740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

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 

○○二  人事管理 

 

Ｃ○○一  辨識個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