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十三：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第1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南分局）        更新日期：112年3月 
 

第1頁／共9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一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10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辨識個人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二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420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辨識個人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三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30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辨識個人者 

紡織品隨時查驗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三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32 

商品檢驗法 091消費者保護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書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四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9572 

度量衡法 155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四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9572 

度量衡法 155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訪問紀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四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9572 

度量衡法 155標準、檢驗、度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四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9572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辨識個人者 

義務監視員個人資料電子

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07 

商品檢驗法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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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南分局）        更新日期：112年3月 
 

第2頁／共9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義務監視員個人資料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07 

商品檢驗法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檢舉人、消費者個人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05 

商品檢驗法 
091消費者保護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消費者申訴(檢舉)案件記

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05 

商品檢驗法 
091消費者保護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商品事故通報表(消費者)

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05 

商品檢驗法 
091消費者保護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商品事故通報表(消費者)

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05 

商品檢驗法 
091消費者保護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訪問紀錄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10 

商品檢驗法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訪問紀錄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10 

商品檢驗法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商品事故通報表(報驗義

務人)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05 

商品檢驗法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違規案調查結果紀錄電子

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10 

商品檢驗法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違規案調查結果紀錄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10 

商品檢驗法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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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南分局）        更新日期：112年3月 
 

第3頁／共9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五課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 

06-2234879#601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辨識個人者 

符合性聲明書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六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164 

商品檢驗法 

171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

關內部管理、公共事業監督、行

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符合性聲明書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六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164 

商品檢驗法 

171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

關內部管理、公共事業監督、行

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監視查驗檢驗登記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六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164 

商品檢驗法、商品檢驗登

記及報驗發證辦法 

171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

關內部管理、公共事業監督、行

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監視查驗檢驗登記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六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164 

商品檢驗法、商品檢驗登

記及報驗發證辦法 

171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

關內部管理、公共事業監督、行

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免驗案件登記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六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164 

商品檢驗法、商品免驗辦

法 

171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

關內部管理、公共事業監督、行

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免驗案件登記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六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164 

商品檢驗法、商品免驗辦

法 

171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

關內部管理、公共事業監督、行

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網域帳號及電子郵件帳號

申請表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資訊小組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06 

當事人書面同意 一三五資(通)訊服務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網域帳號及電子郵件帳號

申請表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資訊小組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06 

當事人書面同意 一三五資(通)訊服務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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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南分局）        更新日期：112年3月 
 

第4頁／共9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六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160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糾紛度量衡器（水量計、

電度表、氣量計）鑑定申

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第六課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164 

度量衡法 

171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

關內部管理、公共事業監督、行

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應用系統帳號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資訊小組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06 

當事人書面同意 一三五資(通)訊服務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使用資訊系統與服務異動

申請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資訊小組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06 

當事人書面同意 一三五資(通)訊服務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工友基本資料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秘書室(事務)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01 

■法律規定 

工友管理要點第3、5點。 

○○二 

人事管理 

C○○一個人描述、C○○三政

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一一個

人描述、C○一二身體描述、C○

二一家庭情形、C○二三家庭其

他成員之細節、C○五二資格或

技術、C○五四職業專長、C○

六一現行之受僱情形、C○六五

工作、差勤紀錄 

工友基本資料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秘書室(事務)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01 

■法律規定 

工友管理要點第3、5點。 

○○二 

人事管理 

C○○一個人描述、C○○三政

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一一個

人描述、C○一二身體描述、C○

二一家庭情形、C○二三家庭其

他成員之細節、C○五二資格或

技術、C○五四職業專長、C○

六一現行之受僱情形、C○六五

工作、差勤紀錄 

人民陳情反映案之反映人

個資(電子檔儲存於個人

電腦)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秘書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04 

■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

危害 

一一三 

 

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一個人描述 

 

人民陳情反映案之反映人

個資(電子檔儲存於資料

庫主機)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秘書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04 

■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

危害 

一一三 

 

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一個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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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南分局）        更新日期：112年3月 
 

第5頁／共9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人民陳情反映案之反映人

個資(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秘書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04 

■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

危害 

一一三 

 

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一個人描述 

公文檔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秘書室(事務)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07 

■ 法律規定 

經濟部94年2月4日經總

字第09402901710號函頒

規定及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台南分局辦事細則第

23條。 

一七一 

其他中央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內

部單位管理、公共事務監督、行政

協助及相關業務。 

C○○一個人描述 

 

薪資管理系統資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秘書室(事務)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09 

■法律規定 

公務人員俸給法第3條及

第4條、公務人員加給給

與辦法第8條及第13條、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條

等。 

○○二 

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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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現行之受僱情形、C○六

八薪資與預扣款、C○八七

津貼福利贈款、C○八八保

險細節 

薪資所得受領人免稅額申

報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秘書室(事務)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09 

■法律規定 

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二 

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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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現行之受僱情形、C○六

八薪資與預扣款、C○八七

津貼福利贈款、C○八八保

險細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秘書室(事務)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300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訊) C○○一個人描述 

主 計 人 員 人 事 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主計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33 

會計法 002人事行政管理 

C001(1)辨識個人者 

C001(2)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C052資格或技術 

C061現行受僱情形 

受 款 人 基 本 資 料 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主計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33 

會計法 

090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支付客戶款

項用)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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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南分局）        更新日期：112年3月 
 

第6頁／共9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受款人金融機構帳戶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主計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33 

會計法 

090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帳款直接匯

入客戶銀行帳戶用) 

C002辨識財務者 

含個人資料的原始憑證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主計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33 

會計法 

036存款與匯款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帳務處理用

會計憑證) 

C001辨識個人者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含個人資料的付款明細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主計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33 

會計法 

036存款與匯款 

129會計與相關服務(支付客戶款

項用) 

C001辨識個人者 

C002辨識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主計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30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辨識個人者 

履歷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人事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22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包含甄選、離職及

所屬員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考試分發、終身學習訓練進

修、考績獎懲、銓審、薪資待遇、

差勤、福利措施、褫奪公權、特

殊查核或其他人事措施) 

C001、C003、C011、C021、

C023、C051、C052、C061、

C062、C063、C064、C065、

C071、C072、 C111 

公教人員人事管理資訊系

統(WebHR)及輸出之本分

局職員名冊等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人事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21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包含甄選、離職及

所屬員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考試分發、終身學習訓練進

修、考績獎懲、銓審、薪資待遇、

差勤、福利措施、褫奪公權、特

殊查核或其他人事措施) 

C001、C003、C011、C021、

C023、C051、C052、C061、

C062、C063、C064、C065、

C071、C072、 C111 

公教人員人事管理資訊系

統(WebHR) 列印之本分局

職員名冊等紙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人事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21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包含甄選、離職及

所屬員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考試分發、終身學習訓練進

修、考績獎懲、銓審、薪資待遇、

差勤、福利措施、褫奪公權、特

殊查核或其他人事措施) 

C001、C003、C011、C021、

C023、C051、C052、C061、

C062、C063、C064、C065、

C071、C072、 C111 

公保網路作業系統及輸出

之公保異動名冊等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人事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179

號 

06-2264101#221 

公教人員保險法及其施

行細則 

002人事管理(包含甄選、離職及

所屬員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考試分發、終身學習訓練進

修、考績獎懲、銓審、薪資待遇、

差勤、福利措施、褫奪公權、特

殊查核或其他人事措施)         

C001、C003、C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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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南分局）        更新日期：112年3月 
 

第7頁／共9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公保網路作業系統列印之

公 保 異 動 名 冊 等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人事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

179號 

06-2264101#221 

公教人員保險法及其施

行細則 

002人事管理(包含甄選、離職及

所屬員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

歷、考試分發、終身學習訓練進

修、考績獎懲、銓審、薪資待遇、

差勤、福利措施、褫奪公權、特

殊查核或其他人事措施)  

C001、C003、C088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

納作業系統及輸出之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費清

單 等 電 子 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人事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

179號 

06-2264101#222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

行細則 
097退撫基金或退休金管理 C001、C003、C061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

納作業系統列印之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基金繳費清單

等 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人事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

179號 

06-2264101#222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

行細則 
097退撫基金或退休金管理 C001、C003、C06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人事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

179號 

06-2264101#220、221、222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電

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政風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

179號 

06-2264101#240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 

014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及政治

獻 

金業務(受理申報及查閱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表) 

C001辨識個人者 

C011個人描述 

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細節社

會情形 

C031住家及設施 

C032財產 

C038職業財務細節 

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

投資 

C084貸款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政風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

179號 

06-2264101#240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 

014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及政治

獻 

金業務(受理申報及查閱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表) 

C001辨識個人者 

C011個人描述 

C021家庭情形 

C023家庭其他成員細節社

會情形 

C031住家及設施 

C032財產 

C038職業財務細節 

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

投資 

C084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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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南分局）        更新日期：112年3月 
 

第8頁／共9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政風室 

臺南市中西區北門路一段

179號 

06-2264101#240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辨識個人者 

 

訪 問 紀 錄 及 相 關資 料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嘉義辦事處 

嘉義市民權路 312號 

05-2788874#22 

法律規定 

商品檢驗法第 50條 

一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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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辨識個人者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 書 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嘉義辦事處 

嘉義市民權路 312號 

05-2788874#24 

法律規定 

度量衡法第三章 

一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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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辨識個人者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書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嘉義辦事處 

嘉義市民權路 312號 

05-2788874#24 

法律規定 

度量衡法第三章 

一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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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辨識個人者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嘉義辦事處 

嘉義市民權路 312號 

05-2788874#24 

法律規定 

度量衡法第 24條 

一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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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辨識個人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嘉義辦事處 

嘉義市民權路 312號 

05-2788874#20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辨識個人者 

銷售者違反商檢法事件限

期 改 正 通 知 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斗六辦事處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105號 

05-5322384 

商品檢驗法 155檢驗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訪問紀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斗六辦事處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105號 

05-5322384 

商品檢驗法 113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 

C001辨識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辨識者 

C011個人描述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 書 紙 本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斗六辦事處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105號 

05-5322384 

度量衡法第 18 條 155度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糾紛度量衡器鑑定申請書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斗六辦事處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105號 

05-5322384 

度量衡法第 24條 155度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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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內部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告項目表 
機關(單位)名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臺南分局）        更新日期：112年3月 
 

第9頁／共9頁 

機密等級：普通密 機密 極機密絕對機密 

公開等級：主動公開 公開 限制公開 不予公開 
 

個人資料 

檔案名稱 

保有機關名稱 

及聯絡方式 
保有依據 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類別 

計程車計費表輪行檢定申

請書電子檔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斗六辦事處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105號 

05-5322384 

度量衡法第 18條 155度量衡行政 C001辨識個人者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暨所屬

分局職員錄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斗六辦事處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 105號 

05-5322384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規

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點……等及相關法令。 

002人事管理(所屬員工基本資

訊) 

C001辨識個人者 

C011個人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