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內部保有及管理高雄市旗山區公所內部保有及管理高雄市旗山區公所內部保有及管理高雄市旗山區公所內部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之項目彙整之項目彙整之項目彙整表表表表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個人資料檔案 

保有之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別 
保管單位 

及電話 

基金繳納系統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

理條例 

043 退撫基金或退休金管

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辦識者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人事室 

07-6616100#613 

公保網路作業系統 公教人員保險法 001 人身保險業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辦識者 

人事室 

07-6616100#611 

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038 信用卡或轉帳卡之管

理 

C093 財務交易 人事室 

07-6616100#612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 

全民健康保險法 001 人身保險業務 C003 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人事室 

07-6616100#612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則 

 

002 人事行政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辦識者 

人事室 

07-6616100#613 

公務人員履歷表 人事管理條例、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人事資料統一

管理要點 

002 人事行政管理 C001 辯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35 休閒活動及興趣 

C051 學校紀錄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4 職業專長 

C062 僱用經過 

人事室 

07-6616100#611 



健保網路作業系統 全民健康保險法暨其施行

細則 

002 人事行政管理 C001 辯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3 家庭及其他成員細節 

人事室 

07-6616100#612 

高雄市民眾急難救助 高雄市民眾急難救助實施

要點 

028 社會服務或社會工

作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辦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辦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社會課 

07-6616100#123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作業規

定 

028 社會服務或社會工

作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辦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辦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社會課 

07-6616100#123 

社區理事長、總幹事名冊 人民團體法 028 社會服務或社會工

作 

C001 識別個人者 社會課 

07-6616100#123 

災民收容救濟名冊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重大 災

害弱勢災民緊急安置 計畫 

028 社會行政 C001 識別個人者 社會課 

07-6616100#126 

發放重陽節禮金名冊 高雄市重陽節敬老禮金 發

放作業 

027 社會行政 C001 識別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社會課 

07-6616100#123 

低收入戶案件 社會救助法、高雄市低收入

戶調查及生活扶助辦法 

027 社會行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社會課 

07-6616100#129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申請書 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

費用補助辦法、社會救助

法、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生活補 

助審核作業規定 

027 社會行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社會課 

07-6616100#130 

中低收入戶老人生活津貼申 

請書 

社會救助法、中低收入戶老

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 

027 社會行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社會課 

07-6616100#126 

單親兒少申請書 高雄市單親家庭扶 助辦

法、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辦理單親家庭扶助審核

作業要點 

027 社會行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社會課 

07-6616100#127 



災害救助申請暨調查表 水災公用氣體及油料管線

輸電線路災害救助種類及

標準、高雄市淹水勘災 

注意事項 

027 社會行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社會課 

07-6616100#126 

國民年金申請書 國民年金法 027 社會行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社會課 

07-6616100#125 

中低收入戶案件 社會救助法 027 社會行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社會課 

07-6616100#126 

特境家庭子女津貼申請案件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例 027 社會行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社會課 

07-6616100#127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特境家庭子女教育認證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027 社會行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社會課 

07-6616100#127 

各回收身心障礙手冊 社會救助法 027 社會行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111 健康紀錄  

社會課 

07-6616100#130 

高雄市社會局社政系統 社會救助法 027 社會行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2 財產 

C111 健康紀錄 

社會課 

07-6616100 

#123、126、127 

129、130 

         

社福系統 社會救助法 027 社會行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社會課 

07-6616100 

#123、126、127 

129、130 

 



C032 財產 

C111 健康紀錄 

高雄市優惠記名卡登錄系統 高雄市老人與身心障礙者

及低收入戶學生搭乘車船

補助辦法 

027 社會行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社會課 

07-6616100#127 

低收入戶名冊 社會救助法 027 社會行政 C001 識別個人者 

 

社會課 

07-6616100#129 

薪資管理系統 出納管理手冊 020 存款與匯款業務管

理 

C002 辨識財務者 秘書室 

07-6616100#234 

各類所得稅憑單資料電子申報

系統 

所得稅法 096 其他地方政府事務 C001 識別個人者 

C002 辨識財務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秘書室 

07-6616100#234 

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 全民健康保險法 001 人身保險業務 C001 辨識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1 現行受僱情形 

C088 保險細則 

秘書室 

07-6616100#237 

勞工保險局 e 化服務系統 勞動基準法 001 人身保險業務 C001 辨識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1 現行受僱情形 

C088 保險細則 

秘書室 

07-6616100#237 

全國技工工友線上填報系統 全國工友及駐衛警察資訊

管理系統推動計畫 

002 人事行政管理 C001 辨識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秘書室 

07-6616100#237 



C061 現行受僱情形 

C065 工作紀錄 

技工工友資料 中央各機關學校事務勞

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 

002 人事行政管理 C001 辨識個人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1 現行受僱情形 

秘書室 

07-6616100#233 

臨時人員名冊 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

校臨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

點 

002 人事行政管理 C001 辨識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1 現行受僱情形 

C068 薪資 

秘書室 

07-6616100#233 

臨時人員僱用契約書 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

校臨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

點 

002 人事行政管理 C001 辨識個人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011 個人描述 

秘書室 

07-6616100#233 

勞務、財務採購案件契約書 政府採購法 058 採購與供應管理 C001 辨識個人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C102 契約 

秘書室 

07-6616100#233 

公文檔案 檔案法 002 人事行政管理 

003 土地行政 

010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012 民政 

026 兵役行政 

027 社會行政 

028 社會服務 

032 法律服務 

042 計畫與管制考核 

047 畜牧行政 

C001  識別類 

~C133 特徵類家庭情形 

社會情況 

教育或其他專長 

      受僱情形 

財務細節 

商業資訊 

健康紀錄 

其他各類資訊 

       

秘書室 

07-6616100#236 



049 財產管理 

053 教育或訓練行政 

055 國稅 

063 會計與相關服務 

076 漁業行政 

082 選舉事務 

087 環境保護 

096 其他地方政府事務 

      

      

市場攤位承租人名冊 高雄市零售市場管理自治

條例 

049 財產管理 C001 辨識個人者 

 

秘書室 

07-6616100#236 

公文管理 

系統資料庫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組織

規程 

065 資訊與資料庫 

管理 

C001 辯識個人者 秘書室 

07-6616100#232 

本所全球資訊網資料庫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組織

規程 

065 資訊與資料庫 

管理 

C001 辯識個人者 秘書室 

07-6616100#232 

區長移交清冊 公務人員交代條例 042 計畫與管制考核 C001 辨識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61 現行受僱情形 

秘書室 

07-6616100#232 

單位會計系統帳務處理 會計法 020 存款與匯款業務管理 

063 會計與相關服務 

C002 辨識財務者 

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辦識者 

會計室 

07-6616100#615 

07-6616100#616 

公職人員財產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010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業

務 

C001 辨識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 

C038 職業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政風室 

07-6616100#311 



C082 負債與支出 

C084 貨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