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 

                                                                                更新日期：109 年 7 月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10-001 個人資歷登錄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一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分機

611-619 

當事人書面同意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一 辨識個人者 

520-001 個人資歷登錄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臺中分局（第二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分機 620-629 

當事人書面同意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一 辨識個人者 

520-002 管理系統驗證廠商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臺中分局（第二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分機 620-629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商品檢驗法第 14條 

管理系統驗證實施辦

法第 5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20-003 管理系統驗證廠商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臺中分局（第二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分機 620-629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商品檢驗法第 14條 

管理系統驗證實施辦

法第 5條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30-001 個人資歷登錄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三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分機

631-639 

當事人書面 

同意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30-002 
本分局取得專業證照人員

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三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分機

631-639 

法律規定：游離幅射防

護法 

當事人書面 

同意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三九執照或其他許可 

540-001 
度量衡法碼校驗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衡

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40-002 
度量衡法碼校驗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衡

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40-003 
度量衡法碼校正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衡

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40-004 
度量衡法碼校正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衡

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40-005 
度量衡檢定申請書及檢定

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衡

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40-006 
度量衡檢定申請書及檢定

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衡

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40-007 
度量衡糾紛鑑定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衡

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40-008 
度量衡糾紛鑑定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衡

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40-009 涉違規案件訪問紀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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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一一個人描述、 

Ｃ○五二資格或技術 

540-010 
消費者反映案件處理紀錄

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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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一一個人描述、 

Ｃ○五二資格或技術 

540-011 個人資歷登錄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四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當事人書面同意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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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五二資格或技術 

550-001 義務監視員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五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一三 陳情、請願、檢

舉案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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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
類：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50-002 
檢舉人、反映人、消費者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五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一三 陳情、請願、檢

舉案件處理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特徵類： 
Ｃ○一一  個人描述 

550-003 罰鍰處分案件處分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五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O 三八 行政執行 

O 三九 行政裁罰、行政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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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情況類： 
Ｃ○三二 財產 
商業資訊： 
Ｃ一○一  資料主體之商業活動 

550-004 涉違規案件訪問記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五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三八 行政執行 

○三九 行政裁罰、行政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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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情況類： 
Ｃ○三二 財產 
商業資訊： 
Ｃ一○一  資料主體之商業活動 

550-005 事故通報訪問記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五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三九 行政裁罰、行政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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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情況類： 
Ｃ○三二 財產 
商業資訊： 
Ｃ一○一  資料主體之商業活動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50-006 個人資歷登錄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五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當事人書面同意 

○○二 人事管理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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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550-007 義務監視員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五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一三 陳情、請願、檢

舉案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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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
類： 
Ｃ○五二 資格或技術 

550-008 
檢舉人、反映人、消費者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五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一三 陳情、請願、檢

舉案件處理 

一五五 標準、檢驗、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特徵類： 
Ｃ○一一  個人描述 

550-009 涉違規案件訪問記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五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三八 行政執行 

○三九 行政裁罰、行政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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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情況類： 
Ｃ○三二 財產 
商業資訊： 
Ｃ一○一  資料主體之商業活動 

550-010 事故通報訪問記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五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三九 行政裁罰、行政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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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情況類： 
Ｃ○三二 財產 
商業資訊： 
Ｃ一○一  資料主體之商業活動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60-001 
輸入商品報驗申請書及檢

驗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02 
國內產製商品報驗申請書

及檢驗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03 
特約檢驗報驗申請書及檢

驗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04 免驗申請書及檢驗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05 
管理系統監視查驗報驗申

請及檢驗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06 

驗證登錄申請與部分審核

相關資料(不含技術文件

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07 

型式認可申請與部分審核

相關資料(不含技術文件相

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60-008 
商品檢驗登記申請相關資

料(含監視查驗)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09 符合性聲明申請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10 

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與部

分審核相關資料(不含技術

文件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11 
受託試驗(申請相關資料、

部分審核記錄與報告存根)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12 隨時查験申請書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13 
度量衡地秤檢定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14 
度量衡非連續累計自動衡

器檢定申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60-015 

度量衡非自動衡器(電子

式)檢定申請書及檢定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16 

度量衡非自動衡器(機械

式)檢定申請書及檢定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17 
度量衡油量計檢定申請書

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18 
度量衡金屬製量桶檢定申

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19 
度量衡金屬製量槽檢定申

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20 
度量衡液化石油氣流量計

檢定申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21 
度量衡水量計檢定申請書

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60-022 
度量衡法碼校正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23 
度量衡法碼校驗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24 
度量衡電度表糾紛鑑定申

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25 
度量衡水量計糾紛鑑定申

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26 
度量衡膜式氣量計糾紛鑑

定申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27 工廠檢查申請及結果報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28 
網際網路申辦作業申請相

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60-029 個人資料履歷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 號 

(04)22612161 

當事人書面同意 ○○二 人事管理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30 

輸入商品報驗申請書及檢

驗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31 

國內產製商品報驗申請書

及檢驗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32 

特約檢驗報驗申請書及檢

驗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33 免驗申請書及檢驗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34 

管理系統監視查驗報驗申

請及檢驗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35 

驗證登錄申請與部分審核

相關資料(不含技術文件

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60-036 

型式認可申請與部分審核

相關資料(不含技術文件相

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37 

商品檢驗登記申請相關資

料(含監視查驗)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38 符合性聲明申請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39 

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與部

分審核相關資料(不含技術

文件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40 

受託試驗(申請相關資料、

部分審核記錄與報告存根)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41 隨時查験申請書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42 
度量衡地秤檢定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60-043 
度量衡非連續累計自動衡

器檢定申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44 

度量衡非自動衡器(電子

式)檢定申請書及檢定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45 

度量衡非自動衡器(機械

式)檢定申請書及檢定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46 

度量衡油量計檢定申請書

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47 

度量衡金屬製量桶檢定申

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48 

度量衡金屬製量槽檢定申

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49 

度量衡液化石油氣流量計

檢定申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60-050 

度量衡水量計檢定申請書

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51 

度量衡法碼校正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52 

度量衡法碼校驗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53 

度量衡電度表糾紛鑑定申

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54 

度量衡水量計糾紛鑑定申

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55 
度量衡膜式氣量計糾紛鑑

定申請書及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

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60-056 工廠檢查申請及結果報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60-057 

網際網路申辦作業申請相

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第六課）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 檢驗、標準、度

量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01 
輸入商品報驗申請相關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02 
輸入商品免驗申請相關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03 受託試驗申請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04 
網際網路申辦作業申請相

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05 
報關行電子郵件接受公務

訊息同意函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當事人同意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TP-006 特約檢驗申請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07 內銷檢驗申請相關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08 
個人驗證資歷登錄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09 

輸入商品報驗申請相關電

子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10 

輸入商品免驗申請相關電

子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11 
受託試驗申請相關電子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TP-012 
網際網路申辦作業相關電

子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13 
特約檢驗申請相關電子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TP-014 
內銷檢驗申請相關電子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臺中港口辦事處） 

臺中市梧棲區中棲路 3段2

號 

(04)26562483 

商品檢驗法 
一五五標準、檢驗、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5YL001 
度量衡法碼校驗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 
（員林辦事處）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 70號  

(048)354988 

度量衡法 
一五五 標準 檢驗 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YL002 
度量衡法碼校驗申請書及

檢定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 
（員林辦事處）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 70號  

(048)354988 

度量衡法 
一五五 標準 檢驗 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YL003 
度量衡檢定申請書及檢定

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 
（員林辦事處）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 70號  

(048)354988 

度量衡法 
一五五 標準 檢驗 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YL004 
 

度量衡檢定申請書及檢定

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 
（員林辦事處）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 70號  

(048)354988 

度量衡法 
一五五 標準 檢驗 度量

衡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YL005 個人資歷登錄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 
（員林辦事處）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 70號  

(048)354988 

當事人書面同意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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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五二資格或技術 

50P-002 考績通知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 

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

施行細則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50P-003 ECPA人事服務網應用系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 

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統計(用於統計時，統

計結果不得有任何足

以辨識個人或特殊群

體之項目) 

資(通)訓與資料庫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0P-004 
ECPA人事服務網應用系統

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 

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統計(用於統計時，統

計結果不得有任何足

以辨識個人或特殊群

體之項目)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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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二一家庭情形 
Ｃ○二三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Ｃ○三一住家及設施 
Ｃ○五一學校紀錄 
Ｃ○五二資格或技術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0P-005 公務人員退休（職）事實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 

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

施行細則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六四工作經驗 

50P-006 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

施行細則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50P-008 退休人員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

施行細則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0P-009 月退休給與發放清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

施行細則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二辨識財務者 

50P-010 遺屬年金給與發放清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

施行細則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二辨識財務者 

50P-011 月撫卹給與發放清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公務人員撫卹法及其

施行細則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二辨識財務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0P-012 人事資料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身分證統一編號 
Ｃ○一一出生年月日出生地 
Ｃ○二三家庭其他成員或親屬 
Ｃ○三一住所地址、 
Ｃ○五二學歷資格專業技術 

50P-013 本分局職員名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統計（用於統計時，

統計結果不得有任何

足以辨識個人或特殊

群體之項目）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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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P-014 本分局職員名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統計（用於統計時，

統計結果不得有任何

足以辨識個人或特殊

群體之項目）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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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P-016 
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

報銷清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人事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統計（用於統計時，

統計結果不得有任何

足以辨識個人或特殊

群體之項目）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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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A-001 經費類憑證受款人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主計室）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會計法第 83 條 

○三六存款與匯款、○九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

務、一二九會計與相關服

務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二辨識財務者 
C○○三政府資料中之識別者 

50A-002 歲入類憑證受款人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主計室）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會計法第 83 條 

○三六存款與匯款、○九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

務、一二九會計與相關服

務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二辨識財務者 
C○○三政府資料中之識別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0A-003 GBA製票作業付款資料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主計室）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會計法第 83 條 

○三六存款與匯款、○九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

務、一二九會計與相關服

務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二辨識財務者 
C○○三政府資料中之識別者 

50A-004 主計人員人事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主計室）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主計人員人事資料作

業規範 
○○二人事管理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三政府資料中之識別者 
C○六一現行之受僱情形 
C○六五工作、差勤紀錄 

50S-001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政風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 22627034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一四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利益衝突迴避及政治

獻金業務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二一家庭情形 
Ｃ○三二財產 
Ｃ○八一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Ｃ○八二負債與支出 
Ｃ○八八保險細節 

50S-002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政風室）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 22627034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一四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利益衝突迴避及政治

獻金業務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二一家庭情形 
Ｃ○三二財產 
Ｃ○八一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Ｃ○八二負債與支出 
Ｃ○八八保險細節 

503-101 技工、工友考績考核清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工友管理法、 

勞動基準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 

人事管理 

辦理本分局技工、工友人

員考績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六一現行之受雇情形 

503-102 技工、工友考績考核清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工友管理法、 

勞動基準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 

人事管理 

辦理本分局技工、工友人

員考績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六一現行之受雇情形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03-103 
退休技工、工友 3節慰問金

清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退休人員照護事項、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 

人事管理辦理本分局退

休技工、工友人員 3 節慰

問金考績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二辨識財務者 
C○○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503-104 
退休技工、工友 3節慰問金

清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退休人員照護事項、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 

人事管理 

辦理本分局退休技工、工

友人員 3 節慰問金考績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二辨識財務者 
C○○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503-105 退休技工、工友核定函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工友管理法、 

勞動基準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 

人事管理 

辦理本分局退休技工、工

友人員退休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二辨識財務者 
C○○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一一個人描述 

503-106 退休技工、工友核定函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工友管理法、 

勞動基準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 

人事管理 

辦理本分局退休技工、工

友人員退休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二辨識財務者 
C○○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一一個人描述 

503-107 技工、工友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工友管理法、個人資

料保護法 

○○二 

人事管理 

本分局技工、工友人員管

理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503-108 技工、工友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工友管理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 

人事管理 

本分局技工、工友人員管

理 

識別類： 
C○○一辨識個人者 
C○○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03-109 宿舍借用人申請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宿舍管理手冊 

○○二 

人事管理 

宿舍借用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二一家庭情形 
Ｃ○二三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503-110 宿舍借用人申請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宿舍管理手冊 
○○二人事管理宿舍借

用管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Ｃ○二一家庭情形 
Ｃ○二三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503-111 薪資管理系統電子表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

支給要點 

○三六存款與匯款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二辨識財務者 
Ｃ○六八薪資與預扣款 

503-112 薪資管理系統表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

支給要點 

○三六 

存款與匯款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二辨識財務者 
Ｃ○六八薪資與預扣款 
 

503-115 薪資所得免稅額申報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所得稅法 
一二○     稅務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家庭情形： 
Ｃ○二一家庭情形 
Ｃ○二三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503-116 
各類所得憑單資料電子申

報系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所得稅法 
一二○     稅務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財務細節： 
Ｃ○八一  收入、所得、資產與
投資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03-117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

單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所得稅法 一二○     稅務行政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財務細節： 
Ｃ○八一收入、所得、資產與投
資 

503-118 
全國工友(含技工、駕駛)

及駐衛警察線上填報作業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 

人事管理 

本分局技工、工友人員資

料系統登錄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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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五一學校紀錄 
C○五二資格或技術 
C○六一現行之受雇情形 
C○六三離職經過 

503-120 

採購實例解析研習課程團

體報名表(含採購專業人

員)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七 

採購與供應管理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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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123 
健保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系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全民健康保險法 

○○一 

人身保險 

聘僱人員 (含眷屬 )技

工、工友含駕駛健保異動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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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六六健康與安全紀錄 

503-124 
勞保局投保單位網路申報

及查詢作業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勞工保險條例 

○○一 

人身保險 

聘僱人員、技工、工友含

駕駛勞保異動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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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六六健康與安全紀錄 

503-125 健保繳款單及明細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全民健康保險法 

○○一 

人身保險 

聘僱人員、技工、工友含

駕駛健保異動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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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六六健康與安全紀錄 



編號 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法定職務)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之類別 

503-126 勞保繳款單及名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事務） 

臺中市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 

勞工保險條例 

○○一 

人身保險聘僱人員、技

工、工友含駕駛勞保異動 

識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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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六六健康與安全紀錄 

503-401 意見信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研考）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70號 
(04)22612161#605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
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

點 

一一三 
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

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503-402 
人民陳情、檢舉案件會辦

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
局（秘書室研考）臺中市南

區工學路 70 號 
(04)22612161#605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
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

點 

一一三 
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

理 

識別類： 
Ｃ○○一辨識個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