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
項目

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201509
保有單位

人事管理條例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
人體試驗管理辦法
中央研究院公用儀器設施使用作業規範
中央研究院因公派員出國處理要點
中央研究院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兼課處理要點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兼職處理原則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新聘、續聘、升等及特聘審議作業要點

C001 辨識個人者。

中央研究院研究所(處)、研究中心學術諮詢委員會暨學術諮詢 C002 辨識財務者。
總會組織規程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C011 個人描述。

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處理要點

C012 身體描述。

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處理原則

C013 習慣。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

C021 家庭情形。

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 25 條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中央研究院處務規程第十三條

C024 其他社會關係。

中央研究院聘僱人員工作規則

C031 住家及設施。

中央研究院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

C032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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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3 移民情形。

1

人事行政管理個資

項第 3 條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細節。

中央研究院網路使用規範

C035 休閒活動及興趣。

中央研究院輻射工作人員認定要點

C038 職業。

中央研究院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理要點

C039 執照或其他許可。

中央研究院轉譯醫學學術合作計畫申請辦法

C051 學校紀錄。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C052 資格或技術。

公務人員任用法暨相關規定

C053 職業團體會員資格。

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務人員考績施行細則

C054 職業專長。

公務人員保險法

C055 委員會之會員資格。

公務人員俸給法

C056 著作。

公務人員退休法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

公務人員陞遷法暨相關規定

C058 委員工作紀錄。

公務人員撫卹法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C062 僱用經過。

本院 86 年 5 月 28 日 86 台人字第 052803 號函

C063 離職經過。

本院研究人員新聘、升等、及特聘審議作業要點

C064 工作經驗。

本院聘僱人員工作規則

C065 工作、差勤紀錄。

本院學術研究獎金支給要點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生醫所相關規定

C068 薪資與預扣款。

生醫所倫理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C069 受僱人所持有之財產。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C070 工作管理之細節。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

C071 工作之評估細節。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C072 受訓紀錄。

各所或各機關之補助及委託計畫作業辦法

C073 安全細節。

各機關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行政院 89 年 11 月 9 日台 89 人給字第 21130 號函

C087 津貼、福利、贈款。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事資料統一管理要點

C088 保險細節。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人事行政資訊化統一發展要點

C091 資料主體所取得之財貨或服務。

兵役法及兵役法實施細則

C093 財務交易。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C111 健康紀錄。

性別工作平等法

C133 輻射劑量資料。

所得稅法
後備軍人緩召作業手冊
政府採購法
研究所組織規程
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生技類核心設施平台維運計畫使
用者委員會設置作業要點
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
科技部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中研院生醫所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
勞工保險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勞工退休金條例
勞動基準法
替代役實施條例及施行細則
游離輻射防護法
會計法
經當事人同意之報名行為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學校教職員退休法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
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職業安全衛生法
圖書館法
2

研討會報名個資

中央研究院聘僱人員工作規則

C001 辨識個人者。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 2 條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 25 條"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中研院生醫所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 2 條
中央研究院聘僱人員工作規則
中央研究院獎助醫學士、牙醫學士進修博士實施要點
中央研究院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3

教學、實習管理個資 中央研究院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要點及感染性生物材料
管理辦法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
經當事人同意之報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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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生醫所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72 受訓紀錄。

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C001 辨識個人者。
4

廠商往來個資

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C002 辨識財務者。

政府採購法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

C052 資格或技術。

中研院生醫所

C086 票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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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22 婚姻之歷史。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C031 住家及設施。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
人體研究法
人體試驗管理辦法
5

學術研究個資

中央研究院公用儀器設施使用作業規範
中央研究院主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申請作業要點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 2 條
科技部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國科會之補助及委託計畫作業辦法

C033 移民情形。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細節。
C035 休閒活動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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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2 僱用經過。
C063 離職經過。
C064 工作經驗。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C111 健康紀錄。
C120 宗教信仰。

中研院生醫所

001 人身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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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入出國及移民
016 文化行政
019 火災預防與控制、消防行政
042 兵役、替代役行政
045 災害防救行政
064 保健醫療服務
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074 政府福利金或救濟金給付行政
078 計畫、管制考核與其他研考管理
090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
092 畜牧行政
094 財產管理
保有個人資料檔案之特定目的

104 帳務管理及債權交易業務
107 採購與供應管理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
110 產學合作
116 場所進出安全管理
129 會計與相關服務
135 資(通)訊服務
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
137 資通安全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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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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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其他公共部門(包括行政法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其他公法人)執行相關業務
機關名稱

聯絡方式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地址/電話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02)2789-9000

※備註：上開個人資料檔案，當事人如需查閱其請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或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提出申請。
公開項目（依個資法第 17 條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