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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賠償業務 秘書室 

2991111#8326 

國家賠償法、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國家

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一○二 國家賠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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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Ｃ○三八  職業。 
Ｃ○五四  職業專長。 
Ｃ○八八  保險細節。 
Ｃ○九四  賠償。 
Ｃ一一一  健康紀錄。 

勞健、勞退金及舊

制勞退金相關保險

處理作業 

秘書室 

2991111#8725 

 

全民健康保險法、 

勞工保險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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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二一 家庭情形。 
Ｃ○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Ｃ○三一 住家及設施。 
Ｃ○六一 現行之受僱情形。   
Ｃ○六三 離職經過。 
Ｃ○六八 薪資與預扣款。 
Ｃ○八八 保險細節。 
 

所得稅處理作業 秘書室 

2991111#8725 

 

所得稅法 一二○ 稅務行政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二 辨識財務者 
Ｃ○○三 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二一 家庭情形 
Ｃ○二三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情形 
Ｃ○三一 住家及設施 
Ｃ○三一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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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三八 職業 
Ｃ○六一 現行之受僱情形    
Ｃ○六八 薪資與預扣款 
Ｃ○八一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學校校長個人資料

表 

秘書室 

3901247 

依據局務會議局長指示 一七五  其他地方政府機關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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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識個人者 
Ｃ○一一 個人描述 
Ｃ○三八 職業 
Ｃ○五一 學校紀錄  

工友管理 秘書室 

3901247 

 

工友管理要點、 

臺南市政府工友工作規

則 

○○二 人事管理 
一四五 僱用與服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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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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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健康紀錄 
 

學校學生家長會管

理 

秘書室 

3901247 

2991111-8525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 

 

一七五  其他地方政府機關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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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識個人者 
Ｃ○五五 委員會之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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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人員管理 秘書室 

3901247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

關臨時人員僱用及管理

考核要點、 

臨時人員工作規則 

○○二 人事管理 
一四五 僱用與服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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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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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處理作業 秘書室 

2991111#8144 

2991111#8725 

2991111-8525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

要點、 

公務人員奉給法 

○○二 人事管理 
○九七 退撫基金或退休金管

理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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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五 僱用與服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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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僱用經過 
Ｃ○六三 離職經過 
Ｃ○六八 薪資與預扣款 

其他各項補助作業 秘書室 

2991111#8144 

出納管理手冊 一七五  其他地方政府機關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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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九 其他財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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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津貼、福利、贈款 
 

公文檔案 秘書室 

2991111#7725 

2991111#8327 

檔案法 ○○一到一八二 Ｃ○○一到Ｃ一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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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所屬學校及公立

幼兒園 102、103

年度校舍火險」採

購評選委員會委員

名單 

秘書室 

2991111#8726 

政府採購法、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

則 

一○七 採購與供應管理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三一  住家及設施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五四  職業專長 

 

 

 

102、103 年臺南市

防火管理人初、複

訓名單 

秘書室 

2991111#8726 

消防法及其施行細則 一○七 教育或訓練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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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教育發

展史》暨《99-100

學年度臺南市教育

年鑑》編纂委託專

業研究規劃案」期

中、期末報告審查

委員名單 

秘書室 

2991111#8726 

政府採購法、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

則 

一○七 採購與供應管理 Ｃ○○一  辨識個人者 

Ｃ○三一  住家及設施 

Ｃ○五一  學校紀錄 

Ｃ○五四  職業專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