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藝術學院辦理業務社及蒐集個人資料一覽表 

一、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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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則 

C001、C002 、C003、

C011 、 C023 、 C024 、

C031、C051、C052、C057 
音樂學系

2 
學生成績查詢系統 

學生成績排名表 
本校學則 

C001、C057 

音樂學系

3 新生指考成績查詢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音樂學系

4 學分抵免申請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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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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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7 離校手續單一窗口 本校學則 
C001 

音樂學系

8 畢業生動態調查 本校學則 
C001、C031、C051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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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10 學位考試申請管理系統 

本校博士班、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

辦法 

C001、C038、C051  

音樂學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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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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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8 

音樂學系

13 
音樂學系專兼任教師基

本資料 
 

C001 、C011、C031、

C051 、 C054 、 C055 、

C056 、 C057 、 C062 、

C063 、C065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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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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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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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16 學生停修課程申請表 
本校學生申請停修課程

辦法 

C001、C057 

音樂學系

17 校際選/退課申請單 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C001、C003、C057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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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19 學生假單(考試假) 本校學則 

C001 、C057  

音樂學系

20 
本系各委員會委員名單 

諮議委員會委員名單 

大學法、本校教師評鑑辦

法 

C001、C038 、C054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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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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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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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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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8、C051、

C052、C053 、C054、

C056、C057 、C064 

音樂學系

25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31、C051  

音樂學系

26 音樂學系教師相關資料 會計法、行政業務所需 

C001、C002 、C003、

C011、C051、C052 、C056 
音樂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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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系上學生通訊錄 系上師生聯繫所需 

C001、C011  

音樂學系

28 專題演講之講師資料 本系教學所需 

C001、C051 、C052、

C054、C056  音樂學系

 

 

二、藝術與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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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個人資料、教師著作

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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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藝設系 

2.  應徵教師個人履歷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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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設系 

3.  學生學籍資料 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

則、本校學則 

C001 、 C003 、 C011 、
C038、C051、C057  

教務處\ 

藝設系 

4.  學生成績資料 本校學則 C001、C057  藝設系 

5.  學分抵免申請系統 本校學則 

C001、C057 藝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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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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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設系 

8.  學生論文 本校博士班、碩士班研究

生學為授與辦法 

C001、C056、C057 藝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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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畢業校友資料 國立東華大學學則第七

條、國立東華大學校務組

織及運作辦法第四條第

四款 

C001 、 C003 、 C011 、
C031、C038、C051、C054  

學務處 

藝設系 

10.  
獎助學金資料(含工讀

金) 

本校學生工讀助學金作

業要點 

C001 、 C002 、 C003 、
C038 、 C051 、 C057 、
C061、C065、C068  

藝設系 

11.  
公文檔案 檔案法 C001、C031、C051  

藝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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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學系 863–5152、5153 藝術與設計學系 8635122~5125 

本院保有及管理個人資料之特定目的 

 109 教育或訓練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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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