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研究院（多樣中心）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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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行政資料 中央研究院公用儀器設施使用作業規範、 

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 25 條、 

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心組織規程第 12 條、 

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處理原則、 

中央研究院採購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 2 條、 

中央研究院聘僱人員工作規則、 

中央研究院資安規章-計算中心使用者帳號申請及使用注意事項第 3

條、 

中央研究院與國內各大學合作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要點、 

中央研究院學術研究獎金支給要點、 

內政部營建署依國家公園法第十四條、第十七條、十八條及第二十一

條規定辦理學術研究標本採集證（墾丁）、 

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公務人員保險法、 

台灣地區機關學校團體及人民進出港口安全檢查報驗、 

本所大陸港澳及國內外訪問學人申請等辦法、 

本院審查作業要點、 

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 利用保育類野生動物申請書（限學術

研究或教育目的使用）、 

申請經費補助單位相關規定、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12 身體描述 

C013 習慣 

C021 家庭情形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3 移民情形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C058 委員工作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 僱用經過 

C063 離職經過 

C064 工作經驗 

C065 工作、差勤紀錄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88 保險細節 

C111 健康紀錄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政府採購法、 

海岸巡防機關受理臺灣地區機關學校團體及人民進出港口安全檢查

報驗作業要點、 

勞工保險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勞工退休金條例、 

游離輻射防護法、 

實驗室安全規範、 

環境教育法、 

警政署入山許可證申辦作業、 

2 

學術研究個資 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員會出版審查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物品管理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 25 條、 

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心組織規程第 12 條、 

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財產管理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採購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 2 條、 

中央研究院聘僱人員工作規則、 

中央研究院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作業要點、 

內政部營建署所屬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學術研究標本採集證核發要點、 

內政部警政署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第 12 點、 

台灣地區機關學校團體及人民進出港口安全檢查報驗作業要點、 

本院審查作業要點、 

申請經費補助單位相關規定、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政府出版品管理要點、 

政府採購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3 移民情形 

C051 學校紀錄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88 保險細節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3 

經費核銷相關資

料（民眾、廠商） 

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採購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 2 條、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各所相關規定、 

所得稅法及施行細則、 

政府採購法、 

會計法、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12 身體描述 

C014 個性 

C021 家庭情形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3 移民情形 

C051 學校紀錄 

C062 僱用經過 

C063 離職經過 

C065 工作、差勤紀錄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93 財務交易 

C101 資料主體之商業活動 

C102 約定或契約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4 

經費核銷相關資

料（員工） 

中央研究院採購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 2 條、 

中央研究院聘僱人員工作規則、 

中央研究院補助國內學會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處理要點、 

中央研究院資安規章-計算中心使用者帳號申請及使用注意事項第 3

條、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點、 

所得稅法及施行細則、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及研究設備費

支出用途、 

C001 辨識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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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24 其他社會關係 

C033 移民情形 

C051 學校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 僱用經過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C063 離職經過 

C065 工作、差勤紀錄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5 

學術審查資料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 2 條、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新聘、續聘、升等及特聘審議作業要點、中央研

究院延聘顧問、專家及學者作業要點、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

作業要點、中央研究院對學生獎助學金支給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8 職業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3 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C054 職業專長 

C055 委員會之會員資格 

C056 著作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6 

教學、實習管理

個資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 2 條、中央研究院資安規章-計算中心使用者帳

號申請及使用注意事項第 3 條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保有個人資料檔案之特定目的 

001 人身保險 

002 人事管理 

003 入出國及移民 

005 工程技術服務業之管理、031 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農民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 

036 存款與匯款 

038 行政執行 

069 契約 

094 財產管理 



097 退撫基金或退休金管理 

098 商業與技術資訊 

104 帳務管理及債權交易業務 

107 採購與供應管理 

109 教育訓練 

110 產學合作 

115 博物館、美術館、紀念館或其他公、私營造物業務 

118 智慧財產權、光碟管理及其他相關行政 

120 稅務行政 

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 

135 資(通)訊服務 

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145 僱用與服務管理 

146 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158 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159 學術研究 

161 輻射防護、 

171 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內部單位管理、公共事務監督、行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聯絡方式  

機關名稱 地址/電話 

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 (02)2789-9621 

※備註：上開個人資料檔案，歡迎當事人依據實際需求，按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或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提出查閱、更正或刪除之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