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序號 一、個人資料檔
案名稱

二、保有依據

三、特定目的

四、個人資料類別

五、保有科室

六、連絡方式

057社會行政

識別類(Ｃ001 辨識個人者、Ｃ002 辨識財務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社
會情況(Ｃ031 住家及設施、)財務細節(Ｃ087 津貼、
福利、贈款)
識別類(Ｃ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健
康與其他(C111 健康紀錄)
家庭情形、Ｃ022 婚姻之歷史、Ｃ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
細節)、社會情形(Ｃ032 財產)、受僱情形(C065工作紀
錄、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財務細節(Ｃ081 收入、
所得、資產與投資、C087 津貼、福利、贈款)、健康與
其他(C111 健康紀錄)
識別類(Ｃ001 辨識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特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家庭情形(Ｃ021家庭情
形、Ｃ022 婚姻之歷史、Ｃ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受僱情形(Ｃ068 薪資與預扣款)財務細節(Ｃ081 收
入、所得、資產與投資、Ｃ087 津貼、福利、贈款、Ｃ
088 保險細節、Ｃ089 養老給付及國民年金)、健康與
其他(Ｃ113 種族或血統來源)
識別類(Ｃ001 辨識個人者、Ｃ002 辨識財務者、Ｃ003
身分證統1 編號、殘障手冊號碼)、特徵類(Ｃ011 個人
描述)家庭情形(Ｃ021 家庭情形、Ｃ022婚姻之歷史、
Ｃ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形(Ｃ031 住家及
設施、Ｃ032 財產)、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Ｃ051 學
校紀錄)、受僱情形(C061現行受僱情形、C062 僱用經
過、C063 離職經過、C064 工作經驗、Ｃ068 薪資與預
扣款、C072 受訓記錄)、財務細節(Ｃ081 收入、所
得、資產與投資、Ｃ087 津貼、福利、贈款、Ｃ089 養
老給付及國民年金)

社會救助科

06-2991111#8061

社會救助科

06-2991111#8359

社會救助科

06-2991111#8359

社會救助科

06-6322231#6551
06-2991111#8622

社會救助科

06-2991111#8346

1

馬上關懷急難救 馬上關懷急難救助作業
助名冊資料
要點

2

市民醫療補助名 社會救助法、社會救助法施 057社會行政
冊資料
行細則、臺南市醫療補助辦
法
低收入戶傷病住 社會救助法、社會救助法施 057社會行政
院看謢費補助名 行細則、臺南市低收入戶傷
冊資料
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要點

3

4

國民年金被保險
人所得未達一定
標準比對及審核
管理資訊資料

國民年金法、國民年金法施 057社會行政
行細則、社會救助法、社會
救助法施行細則、台南市政
府辦理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所
得未達一定標準資格審核作
業要點

5

中低收入戶資格 社會救助法、社會救助法施 057社會行政
審核名冊資料 行細則、臺南市政府辦理低
收入戶生活扶助與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調查審核作業
要點

6

以工代賑名冊資 社會救助法、社會救助法施 057社會行政
料
行細則、臺南市政府辦理以
工代賑作業要點

7

平價住宅設籍戶 臺灣省興建平價住宅租售管 057社會行政
名冊資料
理規則(已廢止)

8

本市災害救助名 臺南市災害救助辦法、水災 057社會行政
冊資料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
路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財
團法人賑災基金會重大天然
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風
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
類及標準、土石流災害救助
種類及標準
社會救助資訊資 社會救助法
057社會行政
料（包含綜合處
理、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等）
社會救助撥款清 社會救助法
057社會行政
冊（含醫療補
助、喪葬補助
等）
社會救助總清查清冊
社會救助法、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
057社會行政

9

10

11

識別類(Ｃ001 辨識個人者、Ｃ002 辨識財務者、Ｃ003 社會救助科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家庭
情形(Ｃ021 家庭情形、Ｃ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社會情況(Ｃ031 住家及設施、Ｃ032財產)、教育、技
術或其他專業(C52 資格或技術)、受僱情形(C061 現行
受僱情形、C062 僱用經過、C063 離職經過、C064 工
作經驗、Ｃ068 薪資與預扣款、C072 受訓記錄)、財務
細節(Ｃ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2 負債與支
出、Ｃ087 津貼、福利、贈款)
識別類(Ｃ001 辨識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社會救助科
者)、特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家庭情形(Ｃ021家庭
情形、Ｃ022 婚姻之歷史、Ｃ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節)、社會情況(Ｃ031 住家及設施)、財務細節(Ｃ087
津貼、福利、贈款、Ｃ089 養老給付及國民年金)
識別類(Ｃ001 辨識個人者、Ｃ002 辨識財務者、Ｃ003 社會救助科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家
庭情形(Ｃ021 家庭情形、Ｃ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節)、社會情況(Ｃ031 住家及設施)

06-2991111#8346
06-3901485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社會救助科
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
形(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
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8職業）。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社會救助科
資料中之辨識者）。

06-2995686
06-6334941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社會救助科
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
形(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
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8職業）。

06-2995686
06-6334941

06-6334941

06-2995686
06-6334941

06-2995686
06-6334941

12

單親家庭福利服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058 社會服務
務中心個案資料 法、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或社會工作
辦理民間辦理單親家庭福利
服務中心契約書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形(C021家庭
情形、C022婚姻之歷史、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8職業；教育、技術或
其他專業(Ｃ051 學校紀錄、C52 資格或技術)；財務細
節（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7津貼、福利、
贈款）。
058 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或
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社會工作
058 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
或
社會工作
058 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或社會工作
者)、特徵類(C011 個人描述)、家庭情形(Ｃ023 家庭
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1 住家及設施)、教
育、技術或其他專業(Ｃ052 資格或技術)、其他各類資
訊(C131 書面文件之檢
索)
058 社會服務 識別類(Ｃ001 辨識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或社會工作
者)、特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C012 身體描述)、
家庭情形(Ｃ021 家庭情形、Ｃ022 婚姻之歷史、Ｃ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受僱情形(Ｃ064 工作
經驗)、財務細節(Ｃ087 津貼、福利、贈款)、健康與
其他(Ｃ111 健康紀錄)
058 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或社會工作
者)、特徵類(C011 個人描述)、家庭情形(Ｃ023 家庭
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1 住家及設施)、教
育、技術或其他專業(Ｃ052 資格或技術)、其他各類資
訊(C131 書面文件之檢
索)
057社會行政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或
資料中之識別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健康與
058社會服務 其他（C111）。
或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及家庭 06福利科
2991111#8342、
8461

13

新移民個案資料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社會工作及家庭 06-2991111#8825
福利科

14

社會工作師執業 社會工作師法
執照名冊

15

本市家庭福利服 社會救助法
務中心案件資料

16

本市遊民個案資 社會救助法、
料
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臺南
市遊民安置及輔導辦法

17

本市毒癮個案資 社會救助法
料

18

低收入戶及弱勢 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
兒童少年醫療補 臺南市政府辦理低收入戶與
助資料
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經
費審查核發作業規定

社會工作及家庭 06-2991111#8823
福利科
社會工作及家庭 06-2991111#8347
福利科

社會工作及家庭 06福利科
2991111#8014、
8358、8498、
6560

社會工作及家庭 06-2991111#8351
福利科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8341
褔利科
06-2991111#6545

19

20

21

22

中低收入戶內兒
童及少年自付健
保費全額補助資
料
發展遲緩兒童早
期療育補助管理
資料

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

057社會行政
或
058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057社會行政
法、內政部發展遲緩兒童早 或
期療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058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兒少安置個案及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058社會服務
自立少年個案名 法
或社會工作
冊

依少年事件處理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058社會服務
法交付安置輔導 法
或社會工作
或感化教育結
束、停止或免除
，或經交付轉介
輔導之兒童、少
年及其家庭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別
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8341
褔利科
06-2991111#6545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8649
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形(C023家庭 福利科
06-2991111#6546
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2財產）。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Ｃ002 辨識財務者、C003政
府資料中之識別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C012身
體描述、C013 習慣、C014個性）；家庭情形（C021家
庭情形、C022婚姻之歷史、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C024 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細節、C035 休閒活
動及興趣、C036 生活格調、C038 職業、C040 意外或
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
學校紀錄、C052 資格或技術、C057 學生紀錄）；受僱
情形（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財務細節（C081收
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Ｃ002 辨識財務者、C003政
府資料中之識別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C012身
體描述、C013 習慣、C014個性）；家庭情形（C021家
庭情形、C022婚姻之歷史、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C024 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細節、C035 休閒活
動及興趣、C036 生活格調、C038 職業、C040 意外或
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
學校紀錄、C052 資格或技術、C057 學生紀錄）；受僱
情形（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財務細節（C081收
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1475
褔利科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1475
褔利科

23

弱勢家庭兒童及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 058社會服務
少年緊急生活扶 活扶助計畫
或社會工作
助申請及核發作
業規定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1047
資料中之辨識者) ；
褔利科
06-2991111#6549
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2婚姻之歷史、C023家庭
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其他社會關係) ；社會情況
(C031住家及設施、C032財產) ；財務細節(C081收入、
所得、資產與投資、C082負債與支出)。

24

自立少年個案名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058社會服務
冊
法、臺南市政府辦理少年自 或社會工作
立生活適應協助方案計畫

25

臺南市政府兒童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及少年福利與權 法、臺南市政府兒童及少年
益促進委員會委 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促進
員名冊
委員會設置要點
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服務名冊
兒童及少年褔利與權益保障
法
違反兒童及少年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
法受處分人清冊
資料
1.內政部兒童局 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保母托
全國保母資訊系 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
統
2.就 計畫
業者家庭部分托
育費用補助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Ｃ002 辨識財務者、C003政
府資料中之識別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C012身
體描述、C013 習慣、C014個性）；家庭情形（C021家
庭情形、C022婚姻之歷史、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C024 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1 住家及設施、
C032 財產、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細節、C035 休閒活
動及興趣、C036 生活格調、C038 職業、C040 意外或
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
學校紀錄、C052 資格或技術、C057 學生紀錄）；受僱
情形（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財務細節（C081收
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
述）；社會情況（C038職業）；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4職業專長）。

26
27

28

058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058 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057社會行政
或
058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058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婦女及兒童及少 06-2991111#6543
年福利科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6543
福利科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1047
述）。
福利科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別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C012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8649
身
福利科
06-2991111#6543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8138
資料中之識別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形 褔利科
06-6322231#6546
(C021家庭情形、C022婚姻之歷史、C023家庭其他成員
之細節)；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3移民情
形)；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72受訓紀
錄)；財務細節(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7津
貼、福利、贈款) ；商業資訊(C102約定或契約)；健康
與其他（C111健康紀錄）。

29

父母未就業家庭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 058社會服務
育兒津貼
施計畫
或社會工作

30

臺南市政府保母 臺南市政府保母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058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別
托育制度管理委
或社會工作
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錄、C052 資
員會委員名冊
格或技術、C054職業專長、C055委員會之會員資格)
青少年福利服務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施 058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別
中心會員名冊 行細則
或社會工作
者）；特徵類(C001個人描述)；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
設施）。
法院交查本市未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058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別
成年子女監護權
或社會工作
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C012身體描述、C013習
及收養認可聲請
慣、C014個性）；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2婚姻
案件訪視報告
之歷史、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其他社會關
係）；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2財產、C033移
民情形、C034旅行及其他遷徙細節、C035休閒活動及興
趣、C036生活格調、C037職業、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
C041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教
育、技術或其他專業類(C051學校紀錄、C052資格或技
術) ；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雇用經
過、C064工作經驗、C065工作紀錄、C068薪資與預扣
款、C069受僱人所持有之財產、C070工作管理之細節、
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C072受訓紀錄）；財務細節（
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2負債與支出、C084
貸款、C087津貼、福利、贈款、C088保險細節、C089養
老給付及國民年金）；健康與其他（C111健康紀錄、
C113種族或血統來源、C114駕車違規之確定裁判及行政
處分、C116犯罪嫌疑資料、C120宗教信仰）。

31

32

33

本市兒童托育津 臺南市政府辦理兒童托育津 058社會服務
貼申請清冊資料 貼實施要點
或社會工作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8138
資料中之識別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形 褔利科
06-6322231#6549
(C021家庭情形、C022婚姻之歷史、C023家庭其他成員
之細節)；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3移民情
形)；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財務細節(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7津貼、福利、贈款) ；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8138
褔利科
06-6322231#6548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80111
褔利科
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
06-2991111#8352
06-2991111#6546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別者)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8646
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褔利科
財務細節(C087津貼、福利、贈款)

34

35

36

37

38

39

本市中低收入家
庭兒童及少年生
活扶助申請清冊
資料(特殊境遇
家庭暨兒童少年
福利資訊系統)
托育機構管理資
料-托育機構工
作人員名冊

臺南市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及 058社會服務
少年生活扶助辦法
或社會工作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
置標準、私立兒少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
格及訓練辦法
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
全管理規範、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
訓練辦法

058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訓練名冊相關資
058社會服務
料-(1遊樂設施
或社會工作
管理人員結訓名
冊。2.保母人員
核心課程學員名
冊)
管理系統資料-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058社會服務
內政部兒童局托 法
或社會工作
育機構管理系統
身心障礙者輔具
費用補助辦法服
務及費用補助資
料
身心障礙者臨時
及臨短期照顧服
務資料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1 058社會服務
條第1項
或社會工作

臺南市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 058社會服務
期照顧服務補助作業要點
或社會工作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特徵類(C011 個人描述)
社會情況(C032 財產)
財務細節(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7 津貼、
福利、贈款)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 學校紀錄、 C052資
格或技術、 C054職業專長)。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6542
褔利科
06-2991111#8646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1473
褔利科
06-6334952#6549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1473
；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錄、C052資格或 褔利科
06-6334952#6549
技術、C054職業專長)、受僱情形
(C072受訓紀
錄)。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婦女及兒童少年 06-2991111#1473
資料中之辨識者)；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 褔利科
06-6334952#6549
錄、C052資格或技術、C054職業專長)；受僱情形(C072
受訓紀錄)。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652
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195
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
形(C021家庭情形、C022婚姻之歷史節、C023家庭其他
成員之細節、C024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2財
產)；財務細節(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7津
貼、福利、贈款) 。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居家照顧失能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 058 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195
估及居家服務資 條
或社會工作
C014個性）；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2婚姻之歷
料
史節、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其他社會關
係)；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財務細節(C087津
貼、福利、贈款)、健康與其他(C120宗教信仰、C121其
他信仰) 。
身心障礙者托育 臺南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 058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541
養護費用補助資 托育養護費用補助審核作業 或社會工作
資料中之辨識者）。
料
要點
疑似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18 058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541
通報個案資料 條、臺北市疑似身心障礙者 或社會工作
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形(C021家庭
通報計畫
情形、C022婚姻之歷史節、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24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 。
身心障礙者轉銜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48 058社會服務
個案資料
條、臺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涯 或社會工作
轉銜服務整合實施計畫
身心障礙者生活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058社會服務
補助資料
或社會工作

身心障礙人口基 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修 058社會服務
本資料
正條文、身心障礙者福利與 或社會工作
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
法
身心障礙者社會 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保 058社會服務
保險保險費補助 險費補助辦法、臺南市政府 或社會工作
資料
辦理全民健康保險65歲以上
輕度暨中度身心障礙者自付
保險費補助作業要點
身心障礙者專用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
058社會服務
停車位識別證資
或社會工作
料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541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357
者)；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2婚姻之歷史、C023
06-6371299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2財產)；財務細節
(C087津貼、福利、贈款)‧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063
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社會情形(C301住家
及設施)；健康與其他(C111健康紀錄) 。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063
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財務細節(C088保險細節)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特徵類(011個人描述、C012身體描述）。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652

48

本市身心障礙者
租賃房屋租金及
購屋貨款利息補
助名冊資料
身心障礙福利服
務相關專業人員
訓練資料
中石化專案計畫
慰問金、救助金
請領資料

臺南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及購屋貨款利息補助作業要點
058社會服務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360
或社會工作
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C012身體描述；
家庭情形(家庭情形)；社會情況(031住家及設施)

51

發起人名冊

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 057社會行政

52

社區發展協會會 人民團體法、督導各級人民 057社會行政
員及理監事名冊 團體實施辦法、人民團體選
舉罷免辦法
捐贈人資料
公益勸募條例、公益勸募條 057社會行政
例施行細則
發起人代表
合作社法
057社會行政

49

50

53
54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4
條

058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6371299

社會救助法
中石化生活照顧實施計畫

058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
資料辨識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形(C021
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細節)；社會情況(C031住
家及設施)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社會情形（C037慈善機構或其他團體之會員資
格）；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錄）。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社會情形（C037慈善機構或其他團體之會員資
格）；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錄）。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

身心障礙福利科 06-2991111#8542

057社會行政

人民團體科

06-2991111#8085
06-2991111#6527

人民團體科

06-2991111#8085
06-2991111#6527

人民團體科

06-6322231#6526
06-2991111#8348
06-2982558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人民團體科
者）；社會情況（C052資格或技術）。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物者、C003政府 人民團體科
資料中之辨識者）；社會情況（C052資格或技術）。

55

社員、理監事名 合作社法
冊

06-2982558

56

社團籌組申請之
發起人名冊(含
社會團體及職業
團體)

人民團體法、商業團體法、 057社會行政
工業團體法施行細則、商業
團體法施行細則、社會團體
許可立案作業規定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人民團體科
特徵類(C011 個人描述)、社會情形(C037慈善機構或其
他團體之會員資格)、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
校紀錄、C052資格或技術、C053 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06-6322231#6525
或6526
06-2991111#1497
或8540

57

人民團體會員名 人民團體法、商業團體法、 057社會行政
冊及理監事名冊 工業團體法、工業團體法施
行細則、商業團體法施行細
則、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
法、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
規定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人民團體科
特徵類(C011 個人描述)、社會情形(C037慈善機構或其
他團體之會員資格)、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
校紀錄、C052資格或技術、C053 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06-6322231#6525
或6526
06-2991111#1497
或8540

58

會員、理監事及 人民團體法、督導各級人民 057社會行政
聘僱人員名冊 團體實施辦法、人民團體選
舉罷免辦法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別者)、 人民團體科
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
C038職業)、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或技
術)、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

59

臺南市政府轄內
老人、身心障礙
者、陪伴者搭乘
北、高捷運優惠
票價名冊
預防走失-愛心手
鍊

老人福利法第25條、內政部100 058 社會服務
年2月22日台內社字第
或社會工作
1000034306號函會議紀錄決議
事項

識別類(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 個人描
述)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預防走失~愛 058 社會服務
心手鍊服務計畫
或社會工作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61

低收及中低收老
人公費安置

臺南市政府辦理老人公費安置 058 社會服務
申請須知、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或社會工作
辦理老人公費安置補助實施計
劃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 老人福利科
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財務細節類(C087 津貼、福利、贈
款)、健康與其他(C111 健康紀錄)

62

重陽節敬老禮金

臺南市各年度重陽節敬老禮金 057社會行政
致贈作業實施計劃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 老人福利科
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

（06）
2991111*8012
062991111*8012、
6322231*6538、
6539
6322231*6538
2991111*8486

63

中低特別照顧津
貼清冊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 老人福利科
員之細節)。

06-2982617
06-6357048

64

臺南市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津貼名
冊資料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 058 社會服務
給辦法、臺南市中低收入老人 或社會工作
特別照顧津貼審核辦法
老人福利法、中低收入老人生 057社會行政
活津貼發給辦法、臺南市中低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辦法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 老人福利科
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 個人描述)、家庭情形(C021 家
庭情形、C022 婚姻之歷史、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
會情況(C031 住家及設施、C032 財產、C033 移民情形、
C038職業)、財務細節(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Ｃ087
津貼、福利、贈款、C089 養老給付及國民年金)

06-2982617
06-6357048

65

臺南市中低收入
老人重病住院看
護費用補助補助
名冊資料

臺南市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 057社會行政
看護費用補助要點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C003政府資料 老人福利科
中之辨識者)、特徵類(C011 個人描述)、家庭情形(C021 家
庭情形、C022 婚姻之歷史、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
會情況(C031 住家及設施、C032 財產、C033 移民情形、
C038職業)、財務細節(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Ｃ087
津貼、福利、贈款、C089 養老給付及國民年金)

06-2982617
06-6357048

66

臺南市中低收入
老人改善住宅設
施補助名冊資料
獨居老人緊急救
護通報服務系統

老人福利法、臺南市中低收入 057社會行政
老人改善住宅設施補助辦法

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 老人福利科
情形(C031 住家及設施、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

06-2982617
06-6357048

臺南市辦理獨居老人緊急救護 057社會行政
通報服務實施計畫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徵 老人福利科
類(C011個人描述)

6322231*6539
2991111*8486

60

67

06-2982558

老人福利科

06-2982617
老人福利科

68

中低收入老人補
助裝置假牙

69

臺南市政府辦理
65歲至69歲中低
收入老人全民健
康保險自付保險
補助費清冊資料
松柏學苑學員名
冊
松柏志工名冊
松柏學苑講師基
本名冊
台南市老人福利
機構住民名冊

70
71
72
73

臺南市政府101年度低收入戶老 058 社會服務
人及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 或社會工作
牙實施計畫
老人福利法、臺南市政府辦理 057社會行政
65歲至69歲中低收入老人全民
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補助作業要
點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

老人福利科

臺南市松柏學苑第98期招生計 057社會行政
畫
志願服務法
057社會行政
志願服務法
057社會行政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

老人福利科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

老人福利科
老人福利科

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 058 社會服務
管理辦法
或社會工作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 老人福利科
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 老人福利科
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

6322231*6541
2991111*8486
06-2982617
06-6357048

06-2156974
06-2156974
06-2156974
06-3901418
06-2991111*6538
06-3901418
06-2991111*6538

74

台南市老人福利
機構負責人名冊

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 058 社會服務
管理辦法
或社會工作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 老人福利科
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

75

台南市老人福利
機構工作人員名
冊
台南市獨居老人
名冊

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 058 社會服務
管理辦法
或社會工作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 老人福利科
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

06-3901418
06-2991111*6538

本局關懷獨居老人服務計畫

058 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06-2991111*8349
或*6538

台南市老人保護
個案名冊

老人福利法

058 社會服務
或社會工作

識別類(C001 識別個人者、Ｃ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特 老人福利科
徵類(Ｃ011 個人描述)、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它成員之細
節)、財務細節(C087津貼、福利、贈款)
識別類(Ｃ001辨識個人者。Ｃ002辨識財務者。Ｃ003政府資 老人福利科
料中之辨識者)、特徵類(Ｃ011個人描述。Ｃ012身體描述、
Ｃ013習慣、Ｃ014個性）、家庭情形(Ｃ021家庭情形、Ｃ022
婚姻之歷史、Ｃ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Ｃ024其他社會關
係)、社會情況(Ｃ031住家及設施、Ｃ032財產、Ｃ036生活格
調、Ｃ038職業、Ｃ040 意外或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Ｃ041
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教育、技術或其
他事業(C052資格或技術、Ｃ066健康與安全紀錄、Ｃ068薪資
與預扣款)、財務細節(Ｃ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Ｃ
082負債與支出、Ｃ083信用評等、Ｃ087 津貼、福利、贈
款、Ｃ088保險細節、Ｃ089養老給付及國民年金、Ｃ092資料
主體提供之財貨或服務、Ｃ094賠償)、商業資訊(Ｃ102約定
或契約、Ｃ111健康紀錄、Ｃ112性生活、Ｃ113種族或血統來
源、Ｃ114駕車違規之確定裁判及行政處分、Ｃ115其他裁判
及行政處分、Ｃ120宗教信仰)

76
77

06-2991111*8349
或*6538

78

79
80

81
82

83

84

本府社會局員工 人事管理條例、行政院暨所
履歷資料(含公 屬各機關人事行政資訊化統
務人員基本資 一發展要點、行政院及所屬
料、現職、學 各機關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
歷、考試、訓 點
練、家屬、經
歷、考績、獎
懲、銓審等人事
21表資料)
本府社會局員工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
待遇資料
點
本府社會局員工 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
福利資料(含
員設置管理要點、全國軍公
婚、喪、生育及 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中央
子女教育補助、 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
急難救助、員工 點、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
文康活動等資 康活動實施要點
料)
本府社會局員工差勤資料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002人事行政
管理

002人事行政
管理
002人事行政
管理

002人事行政
管理
本府社會局員工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實施細 002人事行政
退休撫卹人員名 則、公務人員撫卹法及其實 管理
冊資料
施細則
本府社會局員工 公務人員陞遷法、公務人員 002人事行政
資績評分名冊資 訓練進修法
管理
料

本府社會局員工 公務人員保險法及其實施細 002人事行政
保險名冊資料 則、全民健康保險法
管理
(含公保、健保
資料)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識別者別 人事室
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家庭情形(C021家庭
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8職
業、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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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
形、C062僱用經過、C063離職經過、C064工作經驗、
C065工作紀錄、C068薪資與預扣款、C071工作之評估細
節、C072受訓紀錄)、C113種族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人事室
受僱情形(C068薪資與預扣款)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人事室
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受僱情形(C068
薪資與預扣款)、財務細節(C087津貼、福利、贈款)

06-2991111#7744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
情形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物者、C003政府
資料中之辨識者)、財務細節(C089養老給付及國民年
金)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社
會情況(C038職業)、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
或技術、C054職業專長、C055委員會之會員資格)、受
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過、C063離
職經過、C064工作經驗、C065工作紀錄、C070工作管理
之細節、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C072受訓紀錄)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受僱情形(C061現行之受僱
情形、C068薪資與個人資料類別。

人事室

06-2991111#7744

人事室

06-2991111#7744

人事室

06-2991111#7744

人事室

06-2991111#7744

06-2991111#7744

06-2991111#7744

85

公文檔案

86

薪資出納各項費 公務人員俸給法、全國軍公 001人身保險
用發放作業資料 教人員待遇支給要點
業務

87

所得稅申報及相 所得稅法
關資料
債權憑證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債權憑證管理作業要點
全球資訊網民眾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
服務案件表
民陳情案件要點

88
89

檔案法

120稅務行政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秘書室
，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其他專業( C054職業專
長)

06-2991111#7128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家庭情 秘書室
形（C021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
情形（C031住家及設施）
識別類（C001識別個人者、C002辨識財務者）；社會情 秘書室
形（C031住家及設施）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
秘書室

06-2991111#7740

祕書室

06-2991111#7740

056法院審判
業務
113陳情、請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
願、檢舉案件
處理

06-2991111#7740
06-2991111#7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