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十三：內部保有個人資料檔案公告項目表（第 1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料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新竹分局）        更新日期：110年 3月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工作人員履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二人事管理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特徵類：

Ｃ○一一(個人描述)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
專業：

Ｃ○五一(學校紀錄)

Ｃ○五二(資格或技術)

受僱情形：
Ｃ○六一

涉違規訪問紀錄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特徵類：Ｃ○一一(個人
描述)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商品驗證登錄辦法第

四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商品驗證登錄辦法第

四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商品型式認可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商品型式認可管理辦
法第五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受託物品及技術服務申請
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辦理受託物品試驗或
其他技術服務辦法第三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進貨保管切結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商品市場檢查辦法第
6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銷售者違反商品檢驗法事
件限期改正通知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商品市場監督處理要
點第十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商品事故訪查紀錄表-報
驗義務人端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應施檢驗商品發生事
故通報與處理作業程序第
五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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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商品事故訪查紀錄表-消
費者端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應施檢驗商品發生事
故通報與處理作業程序第
五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正字標記產品檢驗抽樣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
16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驗證登錄商品監督作業查
核紀錄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商品檢驗法第四十九

條
之項目）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
作業程序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
作業程序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正字標記查證查檢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一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
作業程序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識別類：

Ｃ○○一(辨識個人者)

工作人員履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註：各機關人事資料管理
規則第三條

○○二人事管理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申請使用正字標記產品檢

驗報告申請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法律規定
▓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11
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利用申請書之連絡人姓名
及電話，連繫辦理正字標
記產品檢驗業務相關事
宜。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申請使用正字標記產品檢

驗報告申請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法律規定
▓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11
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利用申請書之連絡人姓名
及電話，連繫辦理正字標
記產品檢驗業務相關事
宜。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正字標記查證查檢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法律規定
▓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38
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建立正字標記查證查檢表
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
繫辦理正字標記產品檢驗
管理業務相關事宜。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正字標記產品授權使用臺

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申

請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 法律規定
臺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
推動及管理辦法第9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利用申請書之連絡人姓
名、電話及電子郵件連繫
辦理授權使用臺灣製產品
MIT微笑標章申請業務相
關事宜。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正字標記產品授權使用臺

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申

請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 法律規定
臺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
推動及管理辦法第9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利用申請書之連絡人姓
名、電話及電子郵件連繫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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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辦理授權使用臺灣製產品
MIT微笑標章申請業務相
關事宜。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註：商品驗證登錄辦法第
四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利用申請書之連絡
人姓名、電話及電子郵件
連繫辦理商品驗證登錄申
請業務相關事宜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商品型式認可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註：商品型式認可管理辦
法第五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利用申請書之連絡
人姓名、電話及電子郵件
連繫辦理商品型式認可申
請業務相關事宜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驗證登錄商品監督作業查

核紀錄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註：商品檢驗法第四十九
條
之項目）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利用申請書之連絡
人姓名、電話及電子郵件
連繫辦理驗證登錄商品監
督作業查核業務相關事宜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註：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
作業程序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利用申請書之連絡
人姓名、電話及電子郵件
連繫辦理自願性產品驗證
申請申請業務相關事宜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商品事故訪查紀錄表-報

驗義務人端(系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註：應施檢驗商品發生事
故通報與處理作業程序第
五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商品事故訪查紀錄表-消

費者端(系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二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聯絡電話: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註：應施檢驗商品發生事
故通報與處理作業程序第
五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類別：
Ｃ○○一辨識個人者  

商品報驗申請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8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商品報驗申請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內銷檢驗登記申請書(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內銷檢驗登記申請書
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
內銷檢驗登記業務相關事
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內銷檢驗登記申請書(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內銷檢驗登記申請書
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
內銷檢驗登記業務相關事
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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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應施檢驗商品免驗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免驗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應施檢驗商品免驗申
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
連繫辦理應施檢驗商品免
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應施檢驗商品免驗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免驗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應施檢驗商品免驗申
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
連繫辦理應施檢驗商品免
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商品型式認可申請書(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型式認可管理辦法第
5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型式認可申請書
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
辦理商品型式認可業務相
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商品型式認可申請書(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型式認可管理辦法第
5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型式認可申請書
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
辦理商品型式認可業務相
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驗證登錄辦法第4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
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
辦理商品驗證登錄業務相
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驗證登錄辦法第4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
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
辦理商品驗證登錄業務相
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自印商品檢驗標識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標識使用辦法第
3條及玩具商品檢驗作業
規定第四(五)2節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自印商品檢驗標識申
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
連繫辦理核准自印商品檢
驗標識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自印商品檢驗標識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標識使用辦法第
3條及玩具商品檢驗作業
規定第四(五)2節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自印商品檢驗標識申
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
連繫辦理核准自印商品檢
驗標識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符合性聲明指定代碼申請
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標識使用辦法第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Ｃ○○一 辨識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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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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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03-5427011 3條 利用符合性聲明指定代碼
申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
話連繫辦理符合性聲明指
定代碼業務相關事宜。

符合性聲明指定代碼申請
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標識使用辦法第
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符合性聲明指定代碼
申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
話連繫辦理符合性聲明指
定代碼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受託物品及技術服務申請
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辦理受託物品試驗或其他
技術服務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受託物品及技術服務
申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
話連繫辦理受託試驗業務
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受託物品及技術服務申請
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辦理受託物品試驗或其他
技術服務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受託物品及技術服務
申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
話連繫辦理受託試驗業務
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度量衡器檢定申請書(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度量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度量衡器檢定申請書
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
辦理度量衡器檢定業務相
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度量衡器檢定申請書(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度量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度量衡器檢定申請書
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
辦理度量衡器檢定業務相
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糾紛度量衡器鑑定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糾紛度量衡器鑑定辦法第
4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糾紛度量衡器鑑定申
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
連繫辦理糾紛度量衡器鑑
定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糾紛度量衡器鑑定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糾紛度量衡器鑑定辦法第
4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糾紛度量衡器鑑定申
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
連繫辦理糾紛度量衡器鑑
定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特約檢驗申請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特約檢驗辦法第4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特約檢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特約檢驗業務相關事

Ｃ○○一 辨識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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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宜。

特約檢驗申請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特約檢驗辦法第4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特約檢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特約檢驗業務相關事
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網際網路申辦作業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10條及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網際網路申辦作
業程序第2節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網際網路申辦作業申
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
連繫辦理網際網路申辦帳
號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網際網路申辦作業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10條及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網際網路申辦作
業程序第2節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網際網路申辦作業申
請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
連繫辦理網際網路申辦帳
號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自願性產品驗證實施辦法
第5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
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
繫辦理自願性產品驗證業
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自願性產品驗證實施辦法
第5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
書之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
繫辦理自願性產品驗證業
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隨時查驗申請書及生產場
廠基本資料(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工廠取樣隨時查驗作業程
序第二項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隨時查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紡織品隨時查驗業務相關
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隨時查驗申請書及生產場
廠基本資料(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工廠取樣隨時查驗作業程
序第二項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隨時查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紡織品隨時查驗業務相關
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工作人員履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各機關人事資料管理規則
第三條

155
資訊、標準、檢驗行政

利用工作人員履歷表彙整
同仁之工作經歷。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網域帳號及電子郵件帳號
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當事人書面同意 135
資(通)訊服務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第 6頁/共 16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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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03-5427011 

防疫實聯制登記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三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
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個人資料保護法之特定
目的及個人資料之類別」
代號 012公共衛生或傳染
病防治之特定目的

012
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工作人員履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各機關人事資料管理規則
第三條

○○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商品型式認可申請書(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商品檢驗法、商品型式認
可管理辦法第五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Ｃ○○一(辨識個人者)

商品型式認可申請書(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商品檢驗法、商品型式認
可管理辦法第五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Ｃ○○一(辨識個人者)
        

申請使用正字標記產品檢
驗抽樣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11
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Ｃ○○一(辨識個人者)

        

正字標記查證查檢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正字標記管理規則第38
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Ｃ○○一(辨識個人者)
        

正字標記產品授權使用臺
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申
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臺灣製產品MIT微笑標章
推動及管理辦法第9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Ｃ○○一(辨識個人者)
  

驗證登錄商品監督作業查
核紀錄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商品檢驗法、商品驗證登
錄辦法第八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Ｃ○○一(辨識個人者)
        

涉違規訪問紀錄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Ｃ○○一(辨識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特徵類：Ｃ○一一(個人
描述)      

銷售者違反商品檢驗法事
件限期改正通知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法律規定
註：商品市場監督處理要
點第十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Ｃ○○一(辨識個人者)

        

隨時查驗申請書及生產場
廠基本資料(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商品檢驗法、工廠取樣之
隨時查驗作業程序第二點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Ｃ○○一(辨識個人者)
項目：

        

隨時查驗申請書及生產場
廠基本資料(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四課
03-4594791

商品檢驗法、工廠取樣之
隨時查驗作業程序第二點

一五五標準、檢驗、度量
衡行政

Ｃ○○一(辨識個人者)
        

檢舉度量衡器計量不實登
記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五課
桃園縣中壢市龍岡路1段
46號
03-4594791

度量衡法 行政執行 辨識個人者

工作人員覆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五課
桃園縣中壢市龍岡路1段
46號
03-4594791

各機關人事資料管理規則
第三條

行政執行 辨識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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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進貨保管切結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六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市場檢查辦法第6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進貨保管切結書之陪
檢人姓名及電話連繫確認
封存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
及可能後續追蹤調查相關
事宜。

C○○一

進貨保管切結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六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市場檢查辦法第6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進貨保管切結書之陪
檢人姓名及電話連繫確認
封存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
及可能後續追蹤調查相關
事宜。

C○○一

訪問紀錄(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第六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市場檢查辦法第7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訪問紀錄記錄受檢查
者之姓名、出生年月日、
性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
住居所作為後續追蹤調查
或違規處分作業。

C○○一
C○○三
C○一一

銷售者違反商品檢驗法事
件限期改正通知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六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60條之2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銷售者違反商品檢驗法第
6條第4項「未符合檢驗
規定之應施檢驗商品，銷
售者不得陳列或銷售」情
形並依商品檢驗法第60
條之2規定通知銷售者限
期改正。

C○○一

報驗義務人端訪查紀錄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六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應施檢驗商品發生事故通
報與處理作業程序第5節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報驗義務人端訪查紀
錄之負責人姓名、出生年
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
編號及住居所作為商品事
故後續追蹤調查或違規處
分作業。

C○○一
C○○三
C○一一

消費者端訪查紀錄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六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應施檢驗商品發生事故通
報與處理作業程序第5節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消費者端訪查紀錄之
連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商
品事故後續調查相關事
宜。

C○○一(辨識個人者)

工作人員履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六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工作人員履歷表彙整
同仁之工作經歷。

C○一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義務監
視員推薦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第六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商品義務監視員遴聘及違
規舉發程序管理辦法第2
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義務監視員推薦表之
姓名、電話、地址及電子
郵件聯繫反映商品後續調
查事項、並通知年度開會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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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紀錄(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法律規定 155 C○○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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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第六課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商品市場檢查辦法第7條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訪問紀錄記錄受檢查
者之姓名、出生年月日、
性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
住居所作為後續追蹤調查
或違規處分作業。

C○○三
C○一一

商品報驗申請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8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商品報驗申請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8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內銷檢驗登記申請書(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內銷檢驗登記申請書(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應施檢驗商品免驗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免驗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應施檢驗商品免驗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免驗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商品型式認可申請書(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型式認可管理辦法第
5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商品型式認可申請書(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型式認可管理辦法第
5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商品驗證登錄管理辦法第
4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Ｃ○○一
辨識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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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46號
03-4594791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驗證登錄管理辦法第
4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自印商品檢驗標識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檢驗標識使用辦法第
3條及玩具商品檢驗作業
規定第四(五)2節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自印商品檢驗標識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檢驗標識使用辦法第
3條及玩具商品檢驗作業
規定第四(五)2節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符合性聲明指定代碼申請
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檢驗標識使用辦法第
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符合性聲明指定代碼申請
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商品檢驗標識使用辦法第
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受託物品及技術服務申請
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辦理受託物品試驗或其他
技術服務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受託物品及技術服務申請
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辦理受託物品試驗或其他
技術服務辦法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度量衡器檢定申請書(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度量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度量衡器檢定申請書(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度量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
6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糾紛度量衡器鑑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糾紛度量衡器鑑定辦法第 155 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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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紙本)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4條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辨識個人者

糾紛度量衡器鑑定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糾紛度量衡器鑑定辦法第
4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網際網路申辦作業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際網
路申辦作業程序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網際網路申辦作業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際網
路申辦作業程序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自願性產品驗證實施辦法
第5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自願性產品驗證實施辦法
第5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隨時查驗申請書及生產場
廠基本資料(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工廠取樣隨時查驗作業
程序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隨時查驗申請書及生產場
廠基本資料(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工廠取樣隨時查驗作業
程序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工作人員履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桃園辦事處
桃園市中壢區龍岡路一段
46號
03-4594791

各機關人事資料管理規
則第3條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商品報驗申請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商品報驗申請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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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03-3983050 辦法第八條規定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商品報驗申請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代理報驗授權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應施檢驗商品免驗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應施檢驗商品免驗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網際網路申辦作業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網際網路申辦作業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先行放行申請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155 Ｃ○○一　辨識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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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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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內部保有個人資料檔案公告項目表（第 1版）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先行放行申請書(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自印商品檢驗標識申請書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自印商品檢驗標識申請書
(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進貨保管切結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工作人員履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
處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村航勤
北路7號
03-3983050

選填法規規定之保有依據
項目。
■法律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二十條規定
商品檢驗登記及報驗發證
辦法第八條規定

155
標準、檢驗、度量衡行政

利用代理報驗授權書之連
絡人姓名及電話連繫辦理
商品報驗業務相關事宜。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三　政府資料中之
辨識者  

任免陞遷案(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9條/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任免陞遷案(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9條/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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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不予公開



附件十三：內部保有個人資料檔案公告項目表（第 1版）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考核獎懲案(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
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2點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2條/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考核獎懲案(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
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2點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2條/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差勤管理系統及國民旅遊
卡檢核系統(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0
條/行政院及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
改進措施第點/個人資料
保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差勤管理系統及國民旅遊
卡檢核系統(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0
條/行政院及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
改進措施第點/個人資料
保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訓練進修案(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及其
施行細則第1條/個人資
料保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訓練進修案(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及其
施行細則第1條/個人資
料保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約聘僱人員管理(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聘用人員聘用條列第2條
/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第1條/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聘僱人員
遴用報酬支給及考核要點
第1點/個人資料保護法
第2點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約聘僱人員管理(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聘用人員聘用條列第2條
/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第1條/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聘僱人員
遴用報酬支給及考核要點
第1點/個人資料保護法
第2點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婚喪生育及子女教育補助
申請案、文康活動(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第四、(三)/中央各
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
施要點第2點/個人資料
保護法第2點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婚喪生育及子女教育補助
申請案、文康活動(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第四、(三)/中央各
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
施要點第2點/個人資料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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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不予公開



附件十三：內部保有個人資料檔案公告項目表（第 1版）

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保護法第2點

退休(職)案、退撫基金、
退休金核發(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行
細則第2條 /個人資料保
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退休(職)案、退撫基金、
退休金核發(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行
細則第2條 /個人資料保
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公務人員履歷表(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公務人員履歷表(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個人資料保護法第2條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公健保加退保、繳費及現
金請領資料(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公教人員保險法/全民健
康保險法/個人資料保護
法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公健保加退保、繳費及現
金請領資料(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公教人員保險法/全民健
康保險法/個人資料保護
法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考勤系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個人資料保護法 ＯＯ二人事管理 Ｃ○○一辨識個人者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體溫量測異常人員登
記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傳染病防治法 012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
治

Ｃ○○一辨識個人者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電
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政風室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692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
條

○一四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利益衝突迴避及政治
獻金業務

Ｃ○○一辨識個人者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政風室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692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
條

○一四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利益衝突迴避及政治
獻金業務

Ｃ○○一辨識個人者

查處案件報告(電子)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政風室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692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理條
例第4條

○二五 犯罪預防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六一現行受雇情形
Ｃ○七○工作管理之細
節。
Ｃ一一六犯罪嫌疑資料

查處案件報告(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政風室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692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理條
例第4條

○二五 犯罪預防 Ｃ○○一  辨識個人者。
Ｃ○六一現行受雇情形
Ｃ○七○工作管理之細
節。
Ｃ一一六犯罪嫌疑資料

主計人員人事資料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法律規定
各機關人事資料管理規則
第三條至第九條

OO二人事行政管理 C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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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料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聯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料類別

03-5427011

工作人員履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各機關人事資料管理規則
第三條至第九條

OO二人事行政管理 C001

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理系
統(GBA)受繳款人資料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國庫及中支付作業程序第
二章支用機關費款支付程
序 

一二九會計與相關服務 C002

含有受繳款人個人資料之
付款憑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國庫及中支付作業程序第
二章支用機關費款支付程
序 

一二九會計與相關服務 C002

工友履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
03-5427011

法律規定
1.各機關人事資料管理規
則第三條至第九條
2.行政院工友管理要點

○○二人事管理
○三一全民健康保險、勞
工保險

Ｃ○○一

薪資管理系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
03-5427011

法律規定
公務人員俸給法及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
要點

○○二人事管理（薪資待
遇）

Ｃ○○一
Ｃ○○二

工作人員履歷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
局
新竹市民族路109巷 14號
03-5427011

法律規定各機關人事資料
管理規則第3條至第9條

○○二人事行政管理 C001、C0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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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不予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