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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原住民民族學院辦理業務社及蒐集個人資料一覽表 

一、原住民民族學院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1 教師聘任資料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
評審辦法、本校專案
教師聘任辦法、本校
聘任兼任教師作業辦
法 
 

C001 、 C003 、 C011 、
C038 、 C051 、 C052 、
C054 、 C055 、 C056 、
C057 、 C061 、 C062 、
C063 、 C064 、 C065 、
C072、 

原住民民 

族學院 

2 系所主管遴選應徵者
資料 

本校院長、系所主管
遴選辦法 

C001 、 C003 、 C011 、
C038 、 C051 、 C052 、
C054 、 C055 、 C056 、
C057 、 C061 、 C062 、
C063 、 C064 、 C065 、
C072、 

原住民民族
學院 

3 

教師延長服務申請資

料 

公立專科以上學校辦
理教授、副教授延長
服務案件處理要點 

C001、C003、C056、 原住民民族
學院 

4 

教授休假研究申請資

料 
本校教授休假研究實

施要點 
C001、C003-、C056、 原住民民族

學院 

5 
教師評鑑申請資料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C056、 原住民民族
學院 

6 
工讀金資料(含出勤

紀錄、帳務資料) 

本校學生工讀助學金

作業要點 

C001 、 C002 、 C003 、
C011 、 C031 、 C038 、
C051 、 C057 、 C061 、
C062 、 C065 、 C068 、
C072、 

原住民民族
學院 

7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31、C051、 原住民民族
學院 

8 受款人基本資料檔 會計法 C001、C003、 原住民民族
學院 

9 
受款人金融機構帳戶

檔 
會計法 C002、C003、 原住民民族

學院 

 

 

二、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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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1 學籍下載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

則、及本校學則 

C001、C002、C003、C011、

C023、C024、C031、C051、

C057 

族文系 

2 網路註冊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

則、及本校學則 

C001、C002、C003、C011、

C023、C024、C031、C051、

C057 

族文系 

3 學生成績查詢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族文系 

4 新生指考成績查詢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族文系 

5 學分抵免申請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族文系 

6 畢業初審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

及本校學則等 
C001、C057 族文系 

7 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

及本校學則等 
C001、C057 族文系 

8 離校手續單一窗口 本校學則 C001 族文系 

9 開課管理系統 

本校開排課原則、開設課

程與教師專長審查作業

要點 

C001 族文系 

10 教師開課查詢系統 

本校教師授課時數核計

辦法、獎勵教師全英語授

課實施要點、學生學習輔

導辦法 

C001、C057 族文系 

11 

系所選課作業管理系統

(含學生選課確認單、選

課名單) 

本校學則第 11 條、第 59

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 
C001、C057 族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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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12 學生停修課程申請表 
本校學生申請停修課程

辦法 
C001、C057 族文系 

13 暑期課程申請單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

辦法 
C001、C057 族文系 

14 暑修學生退選申請單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

辦法 
C001、C057 族文系 

15 校際選課申請單 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C001、C003、C057 族文系 

16 
校際選課學生退選申請

單 
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C001、C003、C057 族文系 

17 
校外人士選修學分、學程

申請單(影本) 

本校校外人士選修學

分、學程辦法 
C001、C003、C054 族文系 

18 
未辦理初選學生補辦選

課申請表(影本) 
本校學生選課須知 C001、C057 族文系 

19 考生基本資料（含成績） 
大學辦理招生規定 

審核作業要點 

C001、C003、C051、C052、

C057 
族文系 

20 

特殊考生資料（含身心障

礙、低收入戶、原住民族

考生、外國學歷等） 

大學辦理招生規定 

審核作業要點 

C001、C002、C003、C011、

C051、C05、C111、C113 
族文系 

21 
招生考試試務資料（含考

生書面審查資料） 

大學辦理招生規定 

審核作業要點 

C001、C002、C003、C051、

C052、C057 C111、C113、

C132 

族文系 

22 

招生考試試務工作人員

個人資料檔（含帳務資

料） 

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

作業要點；教育部所屬各

校務基金學校辦理招生

事務工作酬勞支給要點 

C001、C002、C003 族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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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23 招生總量提報資料檔 
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 

C039、C051、C052、C056、 

C061 
族文系 

24 
工讀金資料檔（考核表、

入帳清冊等） 

本校學生工讀助學金作

業要點；本校生活學習獎

助金作業要點；原住民學

生工讀作業要點 

C001、C002、C003、C061 族文系 

25 

外國學生報到入學個人

資料表（學生證影本、ARC

影本、護照影本、存摺封

面影本、健康檢查乙表影

本、外館驗證之學歷證件

影本、外館認證之成績單

影本） 

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 

C001、C002、C003、C011、

C012、C033、C051、C052、

C057、C088、C111 

族文系 

26 畢業校友資料庫 

本校學則第七條、本校校

務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四

條第四款 

C001、C003、C011、C038、

C051、C054 
族文系 

27 導師與學生資訊系統 本校學則 C001 族文系 

28 學生學習檔案查詢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02、C003、C011、

C023、C051 
族文系 

29 學生假單 本校學則 C001、C057 族文系 

30 
學生論文、教師著作及研

究 

本校學則、本校教師 
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 

C001、C056、C057 族文系 

31 教師基本資料維護系統 
本校教師授課 

時數核計辦法 

C001、C002、C003、C011、

C031 
族文系 

32 專兼任教師聘任資料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
審辦法、本校專案教師聘
任辦法、本校聘任兼任教
師作業辦法 

C001、C011、C021、C023、

C051、C061、C062 
族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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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33 教師延長服務申請資料 

公立專科以上學校辦理

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

件處理要點 

C001、 C003、C056 族文系 

34 

教授休假研究申請、、其

他留職停薪假別（如育嬰

假）申請資料 

本校教授休假研究 

實施要點 
C001、C003、C056 族文系 

35 教師評鑑申請資料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C056 族文系 

36 教師升等申請資料 
本校教師聘任及 

升等評審辦法 

C001、C011、C051、C054、
C055、C056、C061、C065 族文系 

37 

研究生獎學金、助學金系

統、工讀金申請系統(含

出勤紀錄、帳務資料) 

本校學生工讀助學金作

業要點、獎助學金要點 

C001、C002、C003、C011、
C038、C051、C057、C061、
C062、C065、C068、C072 

族文系 

38 受款人基本資料檔 會計法 C001、C003 族文系 

39 受款人金融機構帳戶檔 會計法 C002、C003 族文系 

40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03、C031、C038 族文系 

 

 

三、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1 
學籍下載資料、網路註冊

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

則、及本校學則 

C001 、 C002 、 C003 、 

C011、C023、 C024 

C031、C051、C052、 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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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2 
學生成績查詢系統、學生

成績排名表 
本校學則 

C001、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3 新生指考成績查詢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4 學分抵免申請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5 畢業初審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

及本校學則等 

C001、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6 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

及本校學則等 

C001、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7 離校手續單一窗口 本校學則 

C00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8 畢業生動態調查 本校學則 

C001、C031、C05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9 

系所選課作業管理系統

(含學生選課確認單、選

課名單) 

本校學則 

C001、C05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10 

研究生獎助學金管理系

統(含印領清冊及入帳清

冊) 

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作

業要點 

C001、C002、C003、 C068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11 交換學生申請表 

本校國際交換學生出國

甄選辦法、姊妹校國際學

生甄選相關辦法 

C001、C002、C003 

C011、C021、C024 

C031、C051、C052 

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12 
工讀金網路申請系統(線

上申報、印領清冊) 

本校學生工讀助學金作

業要點 

C001、C002、C011 

C057、C061、C062 

C068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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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13 教師基本資料維護系統 
本校教師授課時數核計

辦法 

C001、C002、C011 

C03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14 開課管理系統 

本校開排課原則、開設課

程與教師專長審查作業

要點 

C00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15 學生停修課程申請表 
本校學生申請停修課程

辦法 

C001、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16 暑期課程申請單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

辦法 

C001、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17 校際選/退課申請單 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C001、C003、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18 工讀生考核表 

本校生活學習獎助金作

業要點、原住民學生工讀

作業要點 

C001、C065、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19 學生假單(考試假) 本校學則 

C001、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20 本系各委員會委員名單 
大學法、本校教師評鑑辦

法 

C001、C038、C054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21 考生基本資料（含成績） 
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

作業要點 

C001、C003、C011 

C052、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22 招生總量提報資料檔 
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 

C039、C051、C052 

C056、C06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23 
招生考試試務資料（含考

生書面審查資料） 

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

作業要點 

C001、C002、C003 

C051、C052、C057 

C113、C132、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24 
教師應聘/聘任資料 

教師升等備審資料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
審辦法、本校專案教師聘
任辦法、本校聘任兼任教
師作業辦法 

C001、C003、C011 

C012、C021、C031 

C034、C035、C038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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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C051、C052、C053 

C054、C056、C057 

C064 

25 教授休假研究申請資料 
本校教授休假研究實施

要點 

C001、C003、C056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26 
系上專任教師之期刊列

表、國內外會議論文列表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C001、C056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27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31、C05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28 語傳系教師相關資料 會計法、行政業務所需 

C001、C002、C003 

C011、C051、C052 

C056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29 系上學生通訊錄 系上師生聯繫所需 
C001、C01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30 系上教職員通訊錄 

人事室、本系行政業務、

教職員聯繫及數學推動

中心所需 

C001、C01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31 
專題演講之講師資料及

演講內容 
本系教學所需 

C001、C051、C052 

C054、C056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32 
課程講義、學生考卷、學

生作業、學生報告 
本校學則 

C001、C056、C057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33 
本系辦理研習類型活動

終身學習時數登錄 

行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

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實施要點 

C001、C003、C011 

C033、C031、C038 

C051、C052、C056 

C057、C06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34 

本系舉辦講座、研討會之

相關著作及個資留存、收

(領)據核銷 

本系舉辦活動等教學及

行政所需 

C001、C002、C003 

C011、C031、C033 

C034、C038、C051 

C052、C056、C057 

C061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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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35 
受款人基本資料檔案及

金融機構帳戶檔案 
會計法 

C001、C002、C003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36 
語傳系財產動產盤點記

錄/財產增加/減損單 

國有財產法及其相關規

定 

C001、C031、C032 

C051、C092、C094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37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03、C031、C038 

民族語言與傳

播學系 

 

 

三、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1 學籍下載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

則、及本校學則 

C001、C002、C003、C011、

C023、C024、C031、C051、

C057 

民社系 

2 網路註冊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

則、及本校學則 

C001、C002、C003、C011、

C023、C024、C031、C051、

C057 

民社系 

3 學生成績查詢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民社系 

4 新生指考成績查詢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民社系 

5 學分抵免申請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民社系 

6 畢業初審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

及本校學則等 
C001、C057 民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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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7 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

及本校學則等 
C001、C057 民社系 

8 離校手續單一窗口 本校學則 C001 民社系 

9 開課管理系統 

本校開排課原則、開設課

程與教師專長審查作業

要點 

C001 民社系 

10 教師開課查詢系統 

本校教師授課時數核計

辦法、獎勵教師全英語授

課實施要點、學生學習輔

導辦法 

C001、C057 民社系 

11 

系所選課作業管理系統

(含學生選課確認單、選

課名單) 

本校學則第 11 條、第 59

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 
C001、C057 民社系 

12 學生停修課程申請表 
本校學生申請停修課程

辦法 
C001、C057 民社系 

13 暑期課程申請單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

辦法 
C001、C057 民社系 

14 暑修學生退選申請單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

辦法 
C001、C057 民社系 

15 校際選課申請單 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C001、C003、C057 民社系 

16 
校際選課學生退選申請

單 
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C001、C003、C057 民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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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17 
校外人士選修學分、學程

申請單(影本) 

本校校外人士選修學

分、學程辦法 
C001、C003、C054 民社系 

18 
未辦理初選學生補辦選

課申請表(影本) 
本校學生選課須知 C001、C057 民社系 

19 考生基本資料（含成績） 
大學辦理招生規定 

審核作業要點 

C001、C003、C051、C052、

C057 
民社系 

20 

特殊考生資料（含身心障

礙、低收入戶、原住民族

考生、外國學歷等） 

大學辦理招生規定 

審核作業要點 

C001、C002、C003、C011、

C051、C05、C111、C113 
民社系 

21 
招生考試試務資料（含考

生書面審查資料） 

大學辦理招生規定 

審核作業要點 

C001、C002、C003、C051、

C052、C057 C111、C113、

C132 

民社系 

22 

招生考試試務工作人員

個人資料檔（含帳務資

料） 

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

作業要點；教育部所屬各

校務基金學校辦理招生

事務工作酬勞支給要點 

C001、C002、C003 民社系 

23 招生總量提報資料檔 
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 

C039、C051、C052、C056、 

C061 
民社系 

24 
工讀金資料檔（考核表、

入帳清冊等） 

本校學生工讀助學金作

業要點；本校生活學習獎

助金作業要點；原住民學

生工讀作業要點 

C001、C002、C003、C061 民社系 

25 

外國學生報到入學個人

資料表（學生證影本、ARC

影本、護照影本、存摺封

面影本、健康檢查乙表影

本、外館驗證之學歷證件

影本、外館認證之成績單

影本） 

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 

C001、C002、C003、C011、

C012、C033、C051、C052、

C057、C088、C111 

民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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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26 畢業校友資料庫 

本校學則第七條、本校校

務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四

條第四款 

C001、C003、C011、C038、

C051、C054 
民社系 

27 導師與學生資訊系統 本校學則 C001 民社系 

28 學生學習檔案查詢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02、C003、C011、

C023、C051 
民社系 

29 學生假單 本校學則 C001、C057 民社系 

30 
學生論文、教師著作及研

究 

本校學則、本校教師 
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 

C001、C056、C057 民社系 

31 教師基本資料維護系統 
本校教師授課 

時數核計辦法 

C001、C002、C003、C011、

C031 
民社系 

32 專兼任教師聘任資料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
審辦法、本校專案教師聘
任辦法、本校聘任兼任教
師作業辦法 

C001、C011、C021、C023、

C051、C061、C062 
民社系 

33 教師延長服務申請資料 

公立專科以上學校辦理

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

件處理要點 

C001、 C003、C056 民社系 

34 

教授休假研究申請、、其

他留職停薪假別（如育嬰

假）申請資料 

本校教授休假研究 

實施要點 
C001、C003、C056 民社系 

35 教師評鑑申請資料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C056 民社系 

36 教師升等申請資料 
本校教師聘任及 

升等評審辦法 

C001、C011、C051、C054、
C055、C056、C061、C065 民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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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編號 

個人資料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料類別 保有單位 

37 

研究生獎學金、助學金系

統、工讀金申請系統(含

出勤紀錄、帳務資料) 

本校學生工讀助學金作

業要點、獎助學金要點 

C001、C002、C003、C011、
C038、C051、C057、C061、
C062、C065、C068、C072 

民社系 

38 受款人基本資料檔 會計法 C001、C003 民社系 

39 受款人金融機構帳戶檔 會計法 C002、C003 民社系 

40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03、C031、C038 民社系 

 

 

貳、聯絡方式與本院保有及管理個人資料之特定目的 

聯絡方式 

地址： 97401 花蓮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路二

段一號 

電話：03-8635000 

原住民民族學院 8635752、5754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8635762、5792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8635824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8635822、5788 

 

本院保有及管理個人資料之特定目的 

 002 人事管理 

094 財產管理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 

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 

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理 

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159 學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