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料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教務處)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健康科技期刊線上投審稿系 「健康科技期刊」編輯委員會設置 146 圖書館、出版品管理、136
統-著作人資料
辦法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理

C001.辨識個人者、C038.職
業、C051.學校紀錄、C056著
作、C061 現行之受僱情形

健康科技期刊線上投審稿系 「健康科技期刊」編輯委員會設置 146 圖書館、出版品管理、136
統-學者資料
辦法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理

C001.辨識個人者、C038.職
業、C051.學校紀錄、C061 現
行之受僱情形

健康科技期刊-著作權授權
書

自評指導/期刊編審委員財
務核銷資訊

C001.辨識個人者、C038.職
069 契約、類似契約或其他法律
業、C051.學校紀錄、C056著
「健康科技期刊」編輯委員會設置
關係事務、146 圖書館、出版品
辦法
作、C061 現行之受僱情形、
管理
C102 約定或契約

會計法、所得稅法

勞動基準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
工讀生聘用申請表及其附件
學獎助生及兼任助理權益保障處理
（如學生證/身分證、存褶
要點、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勞僱
影本、契約）
型兼任助理(工讀生)進用作業流程

招生系統-考生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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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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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契約、類似契約或其他法律關係
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
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料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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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
學校紀錄、C057學生（員）、
應考人紀錄經過、C102 約定或
契約

大學法、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
業要點、大學單獨招生申請作業要
點、教育部補助及推動產學攜手合
作實施計畫要點、國立臺北護理健
康大學學則、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
學招生考試作業共同準則、招生委
員會組織規程、大學校院辦理學士
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業
要點、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士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34 試
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實施辦 務、銓敘、保訓行政
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士後
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辦法、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生一貫修
讀學士碩士學位辦法、國立臺北護
理健康大學研究所招生規定、國立
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轉學招生規定、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護理產學攜
手合作專班招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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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述、C051.學校紀錄、C057 學
生(員)、應考人紀錄、C061 現
行之受僱情形

個人資料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教務處)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考生基本資料

大學法、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
業要點、大學單獨招生申請作業要
點、教育部補助及推動產學攜手合
作實施計畫要點、國立臺北護理健
康大學學則、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
學招生考試作業共同準則、招生委
員會組織規程、大學校院辦理學士
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業
要點、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士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34 試
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實施辦 務、銓敘、保訓行政
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士後
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辦法、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生一貫修
讀學士碩士學位辦法、國立臺北護
理健康大學研究所招生規定、國立
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轉學招生規定、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護理產學攜
手合作專班招生規定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述、C051.學校紀錄、C057 學
生(員)、應考人紀錄、C061 現
行之受僱情形

考生基本資料及其證明(如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大學法、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
業要點、教育部補助及推動產學攜
手合作實施計畫要點、國立臺北護
理健康大學學則、國立臺北護理健
康大學招生考試作業共同準則、招
生委員會組織規程、大學校院辦理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
作業要點、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34 試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實施
務、銓敘、保訓行政
辦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士
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辦
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生一
貫修讀學士碩士學位辦法、國立臺
北護理健康大學研究所招生規定、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轉學招生規
定、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護理產
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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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
校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
人紀錄、C061 現行之受僱情形

學籍系統-學生基本資料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大學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述、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則
理、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
節、C051.學校紀錄、C057.學
理
生（員）、應考人紀錄

在學學生名冊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大學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述、C051.學校紀錄、C057.學
則
理
生（員）、應考人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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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教務處)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新生、轉入生報到單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述、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大學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則
節、C051.學校紀錄、C057.學
理
生（員）、應考人紀錄、C111
健康紀錄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大學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述、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學籍資料卡含成績(舊學制)
則
理
節、C051.學校紀錄、C057.學
生（員）、應考人紀錄

簽核系統-休、退、轉、
復、雙主修、輔系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則、國立
臺北護理健康大學休學/復學/退學
作業辦法、學生修讀雙主辦法、學
生修讀輔系辦法、學生出國期間有
關學業及學籍處理要點

各類學籍異動申請單(雙重
學籍、放棄修業等)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則、國立
臺北護理健康大學休學/復學/退學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作業辦法、學生修讀雙主辦法、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生修讀輔系辦法、學生出國期間有 理
關學業及學籍處理要點

學生報告書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則、國立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 辨識個人者、C051 學校
臺北護理健康大學休學/復學/退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紀錄
作業辦法

校際選課申請表副本(含校
內至他校、他校至本校)及
紙本成績

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成績管理系統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大學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則、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生考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人
理、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
試規則、學生停修課程辦法
紀錄
理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辨識個人者、C002 辨識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財務者 、C011.個人描述、
理、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
C051.學校紀錄
理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述、C051.學校紀錄、C057.學
生（員）、應考人紀錄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 辨識個人者、C051 學校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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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教務處)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教師更改學生成績申請書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則、教師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人
更改學生成績申請書
理
紀錄

畢業資格預審檢核表(含學
生歷年成績單)

大學法、大學校院各級各類學位證
書、證明書格式、國立臺北護理健
康大學學則、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
學畢業資格審查作業要點、碩士及
博士學位考試
辦法、英語能力檢定考試實施細
則、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生選
課辦法、各系所自訂畢業條件

學歷查驗相關資料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
大學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則
理
述

學歷查驗相關資料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
大學法、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則
理
述

成績、文件證明申請

C001.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資料中之辨識者、C051.學校紀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業證明文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錄、C052 資格或技術、、
件規費收費標準及申請辦法
理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錄

卡務系統-學生證補發作業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業證明文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件規費收費標準及申請辦法
紀錄
理

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 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填表手
庫資訊系統
冊、來文修正作業辦法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理、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
理

C001.辨識個人者、C011個人
描述、C051.學校紀錄、C052
資格或技術、C057 學生(員)、
應考人紀錄

C001.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
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7 調
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36 資（ 描述、C051.學校紀錄、C052
通）訊與資料庫管理
資格或技術、C056 著作、
C061 現行之受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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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教務處)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政府及教育機關之通報與問
政府及教育機關來函
卷內容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述、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理、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 節、C051.學校紀錄、C057.學
理
生（員）、應考人紀錄、C111
健康紀錄

078 計畫、管制考核與其他研考
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立策略聯盟 管理、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
教育部策略聯盟、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要點、大專校院高等教育 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計畫、偏鄉護理菁英計畫公
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偏鄉護理 生）資料管理、129 會計與相關
費生等計畫
菁英計畫公費生管理要點
服務、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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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51.學
校紀錄、C057.學生（員）、應
考人紀錄、C081 收入、所得、
資產與投資

078 計畫、管制考核與其他研考
教育部補助技職校院建立策略聯盟 管理、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
教育部策略聯盟、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要點、大專校院高等教育 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計畫、偏鄉護理菁英計畫公
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偏鄉護理 生）資料管理、129 會計與相關
費生等計畫
菁英計畫公費生管理要點
服務、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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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51.學
校紀錄、C057.學生（員）、應
考人紀錄、C081 收入、所得、
資產與投資、C111 健康紀錄

活動報名名單

當事人同意

078.計畫、管制考核與其他研考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管理、109.教育或訓練行政、001
紀錄
人身保險

講師/委員收據、廠商合約
(機器維護、採購等)

會計法、所得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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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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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契約、類似契約或其他法律關係
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
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料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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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
學校紀錄、C057學生（員）、
應考人紀錄經過、C102 約定或
契約

工讀生聘用申請表及其附件
（如成績單、學生證/身分 校內工讀助學金實施要點
證、存褶影本、契約）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
公務人員學習時數登錄申請 行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單
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
理
述、C051.學校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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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教務處)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
公務人員學習時數登錄申請 行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個人描
單
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
理
述、C051.學校紀錄

個人資料授權/取得使用同
當事人同意
意書

選課系統、修課系統

150 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理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紀錄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 辨識個人者、C051 學校
學生選課辦法、學生停修課程辦法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
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理
人紀錄

課程加退選申請單、停修課
C001 辨識個人者、C051 學校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程申請單、選課可能申請 學生選課辦法、學生停修課程辦法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書、實習期間排班表
人紀錄

校際選課申請表(含校內至
他校、他校至本校)

扣考確認單

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 辨識個人者、C051 學校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紀錄

本校學則第43條

C001 辨識個人者、C051 學校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人紀錄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大學部/研究所學分抵免申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生抵免學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
請表及其證明(如成績單等) 分處理辦法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人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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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教務處)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大學部/研究所學分抵免申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學生抵免學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
請表及其證明(如成績單等) 分處理辦法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人紀錄

學生報告書

學生選課辦法、學生停修課程辦法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C001 辨識個人者、C051 學校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紀錄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碩博士學位(異動、撤銷)申 碩士學位考試辦法、博士學位考試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
請表
辦法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人紀錄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碩博士學位(異動、撤銷)申 碩士學位考試辦法、博士學位考試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
請表
辦法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人紀錄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英文必修課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英語能力檢定考試申請表及 程分級分班辦法、國立臺北護理健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
其證明(如全民英檢結果)
康大學英文必修課程分級分班實行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人紀錄
細則、提升學生英語能力實施辦法

英文畢業門檻通過一覽表

教師鐘點系統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英文必修課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程分級分班辦法、國立臺北護理健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紀錄、C057 學生（員）、應考
康大學英文必修課程分級分班實行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人紀錄
細則、提升學生英語能力實施辦法

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

002人事管理、109 教育或訓練行 C001 辨識個人者、C038職
政、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 業、C051 學校紀錄、C065 工
理
作、差勤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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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教務處)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

C001 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
002人事管理、109 教育或訓練行 資料中之辨識者 、C038職業、
政
C051 學校紀錄、C065 工作、
差勤紀錄

教師鐘點核發清冊

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

C001 辨識個人者、C038職
002人事管理、109 教育或訓練行
業、C051 學校紀錄、C065 工
政
作、差勤紀錄

課程委員會外校委員名冊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002 人事管理、130會議管理

C001 辨識個人者、C051 學校
紀錄

教具借用申請表(含教職
員、學生)

教具管理借用辦法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0 輔助
性與後勤支援管理

C001 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
資料中之辨識者 、C051 學校
紀錄

教具借用系統

教具管理借用辦法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0 輔助
性與後勤支援管理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
C051 學校紀錄

教室借用申請表(含教職
員、學生)

教室借用規則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0 輔助
性與後勤支援管理

C001 辨識個人者 、C051 學校
紀錄

教師鐘點核發清冊

校外教學活動申請單(含學
生名冊、交通工具檢查紀錄 校外教學活動管理程序
表等)

C001.辨識個人者、C051.學校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58學生（
紀錄、C039 執照或其他許可、
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C061 現行之受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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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教務處)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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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契約、類似契約或其他法律關係
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
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料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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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
學校紀錄、C057學生（員）、
應考人紀錄經過、C102 約定或
契約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實施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評量實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履歷
002人事管理、069 契約、類似契
施要點、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
表及課程資料、業師聘任契
約或其他法律關係事務、109 教
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實施
約書
育或訓練行政
要點、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
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

C001 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 個人描
述、C051學校紀錄、C061 現
行之受僱情形 、C062 僱用經
過 、C102 約定或契約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實施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評量實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履歷
002人事管理、069 契約、類似契
施要點、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理
表及課程資料、業師聘任契
約或其他法律關係事務、109 教
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實施
約書
育或訓練行政
要點、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
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

C001 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
資料中之辨識者、C011 個人描
述、C051學校紀錄、C061 現
行之受僱情形 、C062 僱用經
過 、C102 約定或契約

工讀生聘用申請表及其附件
（如成績單、學生證/身分 校內工讀助學金實施要點
證、存褶影本、契約）

C001.辨識個人者、C038.職
業、C051.學校紀錄、C056著
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申請書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MOOCs課
109教育與訓練行政、069 契約、
(含磨課師課程品質檢核
程實施與推動試行辦法、政府科學
作、C057 學生（員）、應考人
類似契約或其他法律關係事務
表、同意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紀錄 、C061 現行之受僱情形
、C064 工作經驗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135 資（
通）訊服務、157 調查、統計與 C001 辨識個人者、C038職
研究分析、158學生（員）(含
業、C051學校紀錄
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ZUVIO即時反饋系統

經當事人同意

TA獎助生一覽表

001人身保險、002人事管理、
069 契約、類似契約或其他法律
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益保障指導
關係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
原則
務、158.學生（員）（含畢、結
業生）資料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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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
學校紀錄、C057學生（員）、
應考人紀錄經過、C102 約定或
契約

001人身保險、002人事管理、
069 契約、類似契約或其他法律
TA獎助生基本資料表(含權 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益保障指導
關係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
益聲明書)
原則
務、158.學生（員）（含畢、結
業生）資料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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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
學校紀錄、C057學生（員）、
應考人紀錄經過、C102 約定或
契約

第 9 頁，共 20 頁

個人資料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教務處)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各類活動報名名單

保有依據

當事人同意

特定目的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150 輔助
性與後勤支援管理

個人資料類別

C001.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
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個人描
述、C051.學校紀錄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申請書、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教師專業成
成果資料(如教師社群開放 長社群實施要點、國立臺北護理健 109.教育或訓練行政
活動紀錄表、期末報告等) 康大學教師薪火相傳計畫實施要點

C001 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
資料中之辨識者、C038職業、
C051學校紀錄、C061 現行之
受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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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學校紀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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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契約、類似契約或其他法律關係
事務、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
158.學生（員）（含畢、結業
生）資料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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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
學校紀錄、C057學生（員）、
應考人紀錄經過、C102 約定或
契約

講師領據

會計法、所得稅法

工讀生聘用申請表及其附件
（如學生證/身分證、存褶 校內工讀助學金實施要點
影本、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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