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共同教育委員會辦理業務社及蒐集個人資料一覽表 

一、共同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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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6、
C061、C062、C063、C064、
C065、C072 

共教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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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教會 

 

3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31、C051 
共教會 

 

4 受款人基本資料檔 會計法 C001、C003 
共教會 

 

5 受款人金融機構帳戶檔 會計法 C002、C003 
共教會 

 

6 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訊錄 個資法 C001、C011、C024、C061 

共教會、體育中

心、通識中心、

語言中心、藝術

中心、幼稚園 

7 

其他配合行政單位要求

進行之教師或者學生資

料蒐集 

校外單位來函（例如教育

部學生外語檢定資格調

查或者教育部每年要求

填報國際化程度調查） 

C055、C056、C057、C072、 

共教會 

 

 

 

二、通識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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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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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兼任教師新聘、續

聘名冊 

本校聘任兼任教師作業

辦法 

C001、C011、C038、C039、

C071 

通識中心、語言

中心、體育中

心、共教會、人

事室 

2 本校新聘兼任教師提聘

單 

本校聘任兼任教師作業

辦法 

C001、C003、C011、C038、

C051、C052、C054、C056、

C061、C062、 

C071 

通識中心、語言

中心、體育中

心、共教會、人

事室 

3 本校續聘兼任教師提聘

單 

本校聘任兼任教師作業

辦法 

C011、C011、C038、C071 通識中心、語言

中心、體育中

心、共教會、人

事室 

4 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 學程實施辦法 C001、C003 註冊組、通識中

心、各系所 

5 畢業初審系統 學程實施辦法 C001、C003 註冊組、通識中

心、各系所 

6 學分抵免申請系統 辦理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C001、C003 註冊組、通識中

心、各系所 

7 系所選課作業管理系統 學生選課須知 C001、C003 註冊組、通識中

心、各系所 

8 研究生獎助學金系統 研究生助學金作業要點 C001、C002、C003 教務處、通識中

心、各系所 

9 工讀金網路申請系統 本校學生工讀助學金作

業要點 

C001、C002、C003 共教會、通識中

心、學務處 

10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03 共教會、通識中

心 

 

 

三、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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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演出藝術家資料 個資法 
C001、C002、C003、C011、

C054、C056、 
藝術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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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中心 

3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31、C051、 藝術中心 

4 受款人基本資料檔 會計法 C001、C003、 藝術中心 

5 受款人金融機構帳戶檔 會計法 C002、C003、 藝術中心 

 

 

四、語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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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中心大一英語分級

資料 

國立東華大學學士班學

生英語能力畢業標準及

實施辦法 

C001 語言中心 

2 語言中心英語活動資料 檔案法 C001、C003 語言中心 

3 語言中心英語能力測驗

資料 

國立東華大學學士班學

生英語能力畢業標準及

實施辦法 

C001、C003 語言中心 

4 語言中心教師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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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C003 

C011、C021、C031 

C033、C051、C052 

C056、C061、C062 

C063、C064 

語言中心 

5 語言中心報帳資料 會計法 C001、C002、C003 語言中心 

6 英文論文編修及翻譯服

務資料 

「國立東華大學英文論

文編修辦法」、「國立東華

大學翻譯服務實施辦法」

C001、C002、C003 

C033 

語言中心 

07 英語線上自學軟體申請

系統 

檔案法 C001 語言中心 

 



五、體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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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6、

C061、C062、C063、C064、

C065、C072 

體育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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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中心 

3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31、C051、 體育中心 

4 受款人基本資料檔 會計法 C001、C003、 體育中心 

5 受款人金融機構帳戶檔 會計法 C002、C003、 體育中心 

6 

其他配合行政單位要求

進行之教師或者學生資

料蒐集 

校外單位來函（例如體

委會要求上網填報運動

代表隊基本資料） 

C055、C056、C057、C072、 體育中心 

7 
游泳證申請單(含退費申

請單) 

國立東華大學運動場館

辦法 

C001、C003、C011、C012、
C031、 

體育中心 

8 
場地借用申請單(含退費

申請單) 

國立東華大學運動場館

辦法 
C001、C002、C003 體育中心 

9 營隊活動報名表 

校外單位來函（例如體

委會要求上網填報運動

代表隊基本資料） 

C001、C002、C031、C051 體育中心 

 

 

貳、聯絡方式與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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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教育委員會 8632658 

通識教育中心 8632605 

藝術中心 8632604、2606 

 

語言中心 8635492 

體育中心 8632612~4 

本院保有及管理個人資料之特定目的 

 001 人身保險 
002 人事管理 
036 存款與匯款 
077 訂位、住宿登記與購票業務 
107 採購與供應管理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 
136 資(通)訊與資料庫管理 
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料管理 
178 其他財政收入 
182 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