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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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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情報工作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

條、國家情報工作法、政府各

機關協助國家情報工作應配

合事項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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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4旅行及其他遷徙細

節、C038職業）、受僱情形（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其他

各類資訊（C134國家情報工作資料） 

國內安全調查處 

2 

特殊查核 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利益公

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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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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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3移民情形、C034旅行及其他遷徙細節、

C038職業、C041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

序）、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錄）、

受僱情形（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C064工作經驗）、健康

與其他（C111健康紀錄、C114交通違規之確定裁判及行政

處分、C115其他裁判及行政處分） 

保防處 

3 

調查、偵處涉有內亂、

外患、洩漏國家機密、

境外滲透、社安防護、

反恐怖活動、反武器擴

散、組織犯罪防制、人

口販運及上級特交有關

國家安全、國家利益等

案關人員名冊、資料及

文書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第 1、2、3、5、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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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

C013習慣、C014個性）、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2

財產、C034旅行及其他遷徙細節、C035休閒活動及興趣、

C037慈善機構或其他團體之會員資格、C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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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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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6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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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7 工會及員

工之會員資格）、健康與其他（C116犯罪嫌疑資料、C117

政治意見、C118政治團體之成員、C119對利益團體之支持、

C120宗教信仰） 

國家安全維護處 

4 

大陸人士來臺等安全管

理專案人員名冊、資料

及文書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第 1、2、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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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

C013習慣、C014個性）、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2

財產、C034旅行及其他遷徙細節、C035休閒活動及興趣、

C037慈善機構或其他團體之會員資格、C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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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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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6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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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7 工會及員

工之會員資格）、健康與其他（C116犯罪嫌疑資料、C117

政治意見、C118政治團體之成員、C119對利益團體之支持、

C120宗教信仰 

國家安全維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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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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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有關戒嚴時期不當叛亂

暨匪諜審判補償案關人

員名冊、資料及文書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第 1、2、3、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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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

C013習慣、C014個性）、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2

財產、C034旅行及其他遷徙細節、C035休閒活動及興趣、

C037慈善機構或其他團體之會員資格、C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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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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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6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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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7 工會及員

工之會員資格）、健康與其他（C116犯罪嫌疑資料、C117

政治意見、C118政治團體之成員、C119對利益團體之支持、

C120宗教信仰） 

國家安全維護處 

6 

辦理國家安全維護工作

講習人員名冊、專個案

及特殊績效獎勵人員名

冊、資料、授課教材及

文書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第 1、2、3、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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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

C013習慣、C014個性）、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24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2

財產、C034旅行及其他遷徙細節、C035休閒活動及興趣、

C037慈善機構或其他團體之會員資格、C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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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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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6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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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7 工會及員

工之會員資格）、健康與其他（C116犯罪嫌疑資料、C117

政治意見、C118政治團體之成員、C119對利益團體之支持、

C120宗教信仰） 

國家安全維護處 

7 

外賓參閱兩岸情勢書刊

資料登記表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特徵類（C011個人描述）、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錄、C056著作、

C057學生(員)、應考人紀錄）、受僱情形（C064 工作經驗）、

其他各類資訊（C132未分類之資料） 

兩岸情勢研析處 

8 

兩岸情勢研析處見習生

履歷表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 辨識個人者）、特徵類（C011 個人描述、

C014 個性）、家庭情形（C021 家庭情形）、社會情況（C037

慈善機構或其他團體之會員資格）、教育、考選、技術或

其他專業（C051 學校紀錄、C056著作、C057 學生(員)、

應考人紀錄）、受僱情形（C064 工作經驗）、其他各類資

訊（C132 未分類之資料） 

兩岸情勢研析處 

9 

化學鑑定案卷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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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41法院、檢察署

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健康與其他（C111健康紀

錄、C114交通違規之確定裁判及行政處分、C115 其他裁判

及行政處分、C116犯罪嫌疑資料） 

鑑識科學處 

10 

文書及指紋鑑定案卷資

料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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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與其他（C115其他裁判及行政處分、C116犯罪嫌疑資料） 

鑑識科學處 

11 

聲紋鑑定案卷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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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41法院、檢察署

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健康與其他（C114交通違

規之確定裁判及行政處分、C115其他裁判及行政處分、C116

犯罪嫌疑資料） 

鑑識科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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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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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測謊鑑定案卷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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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情況（C041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

序）、健康與其他（C114交通違規之確定裁判及行政處分、

C115其他裁判及行政處分、C116犯罪嫌疑資料）  

鑑識科學處 

13 

生物跡證鑑定案件之受

驗人、關係人、輔助人

等案卷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

條、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例第

11、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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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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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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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細

節（C083信用評等）、健康與其他（C111健康紀錄、C113

種族或血統來源、C116犯罪嫌疑資料） 

鑑識科學處 

14 

影像鑑定案卷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

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行細

則第 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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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

社會情況（C041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

序）、健康與其他（C114交通違規之確定裁判及行政處分、

C115其他裁判及行政處分、C116犯罪嫌疑資料） 

鑑識科學處 

15 

污（破）損暨火焚鈔券

鑑定案卷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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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家庭其他成員

之細節）、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C039執照或其他

許可） 

鑑識科學處 

16 
通訊監察作業資料庫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5條、第

11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通訊監察處 

17 

外逃罪犯名冊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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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其他（C116 犯罪嫌疑資

料） 

經濟犯罪防制處 

18 

毒品犯罪網路資料分析

系統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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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其他（C116 犯罪嫌疑資

料） 

毒品防制處 

19 

公共工程諮詢委員會諮

詢委員名冊  

法務部調查局公共工程諮詢

委員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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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31住家及設施、

C038職業）、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

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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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處 

20 

調查局性騷擾申訴處理

調查小組委員名單 

法務部與所屬各機關性騷擾

防治申訴調查及懲處處理要

點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特徵類（C011個人描述）  人事室 

21 

調查局考績、人審委員

會名單 

公務人員考績法、考績委員會

組織規程、公務人員陞遷法及

其施行細則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人事室 

22 

調查局涉密人員出境管

制名冊  

國家機密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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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情形（C061 現行之受僱情

形) 

人事室 

23 
約聘僱人員離職儲金分

戶提存資料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

金給與辦法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受僱情形（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 

人事室 

24 

調查局退休（含撫卹、

撫慰）人員名冊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行細

則、公務人員撫卹法及其施行

細則、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

發放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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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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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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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調查局早期退休支領一

次退休金年節特別照護

金名冊  

早期退休支領一次退休金生

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

發給年節特別照護金作業要

點  

識別類（C001 辨識個人者、C003 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人事室 

26 
調查局烈士遺族名冊 公務人員遺族照護辦法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

員之細節） 

人事室 

27 

調查局約聘僱人員甄選

資料  

聘用人員聘用條例、行政院暨

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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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1學校紀錄）、受僱情形（C064工作經驗、C072受訓

紀錄） 

人事室 

28 

調查局接待參觀解說員

（工讀生）甄選資料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臨

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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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1學校紀錄）、受僱情形（C064工作經驗） 

人事室 

29 

公務人員考試錄取職前

訓練人員資料  

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

辦法、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

訓練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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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家庭其他成員

之細節）、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 學校紀錄、

C052資格或技術、C057學生(員)、應考人紀錄）、受僱情

形（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過、C071 工作之評

估細節、C072受訓紀錄）、財務細節（C088保險細節）  

人事室 

30 人事服務資訊網 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人事室 

31 

調查局專任人員資料卡  調查局組織法第 7條、人事管

理條例、行政院所屬各級人事

機構人員設置要點及其他相

關人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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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C014個性）、家

庭情形（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教育、考選、技術

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錄、C052資格或技術）、受僱情

形（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C062僱用經過、C065工作、差

勤紀錄、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C072受訓紀錄） 

人事室 

32 

人事管理檔案（含職

員、駐衛警、約聘僱、

臨時人員、工讀生、替

代役男）  

調查局組織法第 7條、人事管

理條例、行政院所屬各級人事

機構人員設置要點及其他相

關人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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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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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考選、

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錄、C052資格或技術、C056

著作、C057學生(員)、應考人紀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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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紀錄、C068薪資與預扣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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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4貸款、C087津貼、福利、贈款、C088保險

細節、C089社會保險給付、就養給付及其他退休給付）  

人事室 

33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料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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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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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細節（C081收入、所得、

資產與投資、C082負債與支出、C084貸款） 

政風室 

34 
法務部調查局提供政府

資訊申請書  

法務部調查局處務規程第 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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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務室 

35 
參觀法務部調查局申請

表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公共事務室 

36 

受理陳情檢舉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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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其他（C116 犯罪嫌疑資

料）  

公共事務室 



法務部調查局保有及管理個人資料之項目彙整表（公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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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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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員工人事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練所組

織條例第 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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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家庭其他成員

之細節）、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或技

術）、受僱情形（C064工作經驗） 

幹部訓練所 

38 
講座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練所組

織條例第 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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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訓練所 

39 

學員人事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練所組

織條例第 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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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家庭其他成員

之細節）、社會情況（C035休閒活動及興趣、C038 職業）、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或技術、C057學

生(員)、應考人紀錄）、健康與其他（C111健康紀錄）  

幹部訓練所 

40 

大陸地區名人錄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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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4

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8職業）、教育、考選、

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或技術）、受僱情形（C064工

作經驗）、健康與其他（C113種族或血統來源、C117政治

意見、C118政治團體之成員）  

資通安全處 

（兩岸情勢研析處） 

41 
大陸地區黨政組織資料

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特徵類（C011個人描述）、

健康與其他（C118政治團體之成員） 

資通安全處 

（兩岸情勢研析處） 

42 
兩岸情勢研析處圖書管

理系統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

業（C056著作）、健康與其他（C131書面文件之檢索） 

資通安全處 

（兩岸情勢研析處） 

43 

獲案毒品證物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健康與其他（C116 犯罪嫌疑

資料） 

資通安全處 

（毒品防制處、 

鑑識科學處） 

44 

洗錢起訴案件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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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其他（C116 犯罪嫌疑資

料） 

資通安全處 

（洗錢防制處） 

45 

薪津管理資訊系統資料

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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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情形（C061

現行之受僱情形、C063離職經過、C068薪資與預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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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8保險細節）   

資通安全處 

（總務處、會計室、

人事室） 

46 
平時成績考核線上評核

系統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受僱情形（C061 現行之受僱

情形、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資通安全處 

（人事室） 

47 公文管理系統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資通安全處 

48 

公文製作系統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社會情況（C038 職業）、教

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4職業專長） 

資通安全處 

49 

個人網頁系統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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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社會情況（C038

職業） 

資通安全處 

50 採購案契約書 政府採購法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社會情況（C038職業） 資通安全處 

51 

案件執行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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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家庭情形（C021

家庭情形、C024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3移民情

形、C038職業、C041 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

程序）、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 學校紀錄）、

受僱情形（C064工作經驗、C066健康與安全紀錄）、健康

與其他（C111健康紀錄、C116犯罪嫌疑資料）  

資通安全處 

52 
台北市處外來人員進出

登記系統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資通安全處 

（台北市調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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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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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戶役政連結介面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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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安全處 

54 

疑似犯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及第 15條之罪之交

易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洗錢防制法第 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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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細節（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93財務交易） 

資通安全處 

（洗錢防制處） 

55 
法院扣薪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C002辨識財務者）、受僱情形

（C068薪資與預扣款） 

資通安全處 

（總務處） 

56 

數位學習平台（展抱 E

學園）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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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2資格或技術、C057學生(員)、應考人紀錄） 

資通安全處 

57 

通聯分析資料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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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家庭其他成員

之細節、C024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8職業）、

健康與其他（C116犯罪嫌疑資料） 

資通安全處 

58 

達一定金額以上通貨 

交易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

條、洗錢防制法第 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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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細節（C081

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6票據信用、C088保險細節、

C093財務交易） 

資通安全處 

（洗錢防制處） 

59 

本局駐外人員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特徵類（C011個人描述）、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或技術）、受僱

情形（C064工作經驗） 

資通安全處 

（國際事務處） 

60 

經濟犯罪嫌疑人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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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C014個性）、家

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C024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

（C041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教育、

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錄）、受僱情形（C064

工作經驗） 

資通安全處 

（經濟犯罪防制處） 

61 
陳情檢舉案件處理資料

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資通安全處 

（公共事務室） 

62 
國家安全維護處績效評

核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資通安全處 

（國家安全維護處） 

63 
地區保防工作執行會報

績效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資通安全處 

（保防處） 

64 資訊資產清冊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資通安全處 

65 
幹部訓練所財產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資通安全處 

（幹部訓練所） 

66 詢問室使用登記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資通安全處 

67 
單位人員值日（班）資

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資通安全處 

68 
台北市調查處業管（案

件）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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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安全處 

（台北市調查處） 

69 
 經濟犯罪防制處業管

（案件）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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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安全處 

（經濟犯罪防制處） 

70 

廉政處業管（案件）資

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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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38職業、C041

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 

資通安全處 

（廉政處） 

71 

毒品防制處業管（案件）

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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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38職業、C041

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教育、考選、

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錄） 

資通安全處 

（毒品防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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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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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法務部統一版本表單簽

核流程自動化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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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38職業）、受僱

情形（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C063 離職經過、C065 工作、

差勤紀錄）  

資通安全處 

（人事室） 

73 

 外勤差勤電子表單資

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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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38職業）、受僱

情形（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C063 離職經過、C065 工作、

差勤紀錄）  

資通安全處 

（人事室） 

74 

公教人員人事管理資訊

系統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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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8職業）、教育、

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錄、C052資格或技術）、

受僱情形（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C063離職經過、C064

工作經驗、C065工作、差勤紀錄、C072受訓紀錄）  

資通安全處 

（人事室） 

75 

本局工友及駐衛警察資

訊管理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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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社會情況（C038職業）、教育、

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錄、C052資格或技術）、

受僱情形（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C063離職經過、C064

工作經驗、C065工作、差勤紀錄、C068薪資與預扣款、C072

受訓紀錄）  

資通安全處 

（總務處、人事室） 

76 

緝毒尖兵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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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其他（C116 犯罪嫌疑資

料）  

資通安全處 

77 
查詢稽核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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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安全處 

78 

虛設行號犯罪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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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社會情況（C041

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教育、考選、

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或技術） 

資通安全處 

（經濟犯罪防制處） 

79 
查察賄選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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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安全處 

（廉政處） 

80 
資通安全處應用系統科

工作日誌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 資通安全處 

81 

陞遷相關作業（主管推

薦、考評表、評分）資

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受僱情形（C061 現行之受僱

情形、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資通安全處 

（人事室） 

82 
工作歷練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受僱情形（C061 現行之受僱

情形、C064工作經驗）  

資通安全處 

（人事室） 

83 

獎懲作業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受僱情形（C061 現行之受僱

情形、C065工作、差勤紀錄、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 

資通安全處 

（人事室） 

84 

考績線上評核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受僱情形（C061現行之受僱情形、C065工作、差勤紀錄、

C071工作之評估細節、C072受訓紀錄） 

資通安全處 

（人事室） 

85 

訓練行政管理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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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身體描述）、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

學校紀錄、C052資格或技術）、受僱情形（C072受訓紀錄）  

資通安全處 

（幹部訓練所、 

人事室） 

86 

資通安全工作諮詢委員

名冊  

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工作

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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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38 職業）、教育、

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或技術） 

資通安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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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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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保防專案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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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4

其他社會關係）、社會情況（C038職業）、教育、考選、

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學校紀錄）、受僱情形（C064工作

經驗） 

資通安全處 

（保防處） 

88 

旅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

之人員攜帶洗錢防制物

品入出境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

條、洗錢防制法第 12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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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34旅行及其他遷

徙細節）、財務細節（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 

資通安全處 

（洗錢防制處） 

89 
遺失及遭竊中華民國護

照資料系統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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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安全處 

（經濟犯罪防制處） 

90 外來人員進出登記系統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資通安全處 

91 

視覺化資料研析系統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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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其他（C116 犯罪嫌疑資

料） 

資通安全處 

92 

廉政處移送書類查詢系

統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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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38職業） 

資通安全處 

(廉政處) 

93 

法眼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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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況（C031

住家及設施、C034旅行及其他遷徙細節） 

資通安全處 

94 

貨物運送、快遞、郵寄

洗錢防制物品入出境資

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

條、洗錢防制法第 12條第 2

項 

識別類（C001辨識個人者、C003政府資料中之辨識者） 資通安全處 

（洗錢防制處） 

95 

指定制裁對象之財物或

財產上利益及所在地通

報資料庫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2條、

資恐防制法第7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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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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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2財產、C038職業）、

財務細節（C081收入、所得、資產與投資、C089 社會保險

給付、就養給付及其他退休給付） 

資通安全處 

（洗錢防制處） 

 

  聯絡方式：地址：新北市新店區中華路 74號 

            電話：02-29112241轉 2920 

本局保有及管理個人資料之特定目的 

人事管理（002）、公共關係（013）、公職人員財產申報、利益衝突迴避及政治獻金業務（014）、犯

罪預防、刑事偵查、執行、矯正、保護處分、犯罪被害人保護或更生保護事務（025）、法院執行業務

（055）、法院審判業務（056）、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058）、金融監督、管理與檢查（061）、財產

管理（094）、國家安全行政、安全查核、反情報調查（100）、採購與供應管理（107）、教育或訓練

行政（109）、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理（113）、資(通)訊服務（135）、資(通)訊與資料庫管理（136）、

電信及傳播監理（144）、僱用與服務管理（145）、圖書館、出版品管理（146）、學術研究（159）、

其他司法行政（174）、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182） 

 

※備註：上開個人資料檔案，當事人如需查閱其個人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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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政府資訊申請書： 

https://www.mjib.gov.tw/userfiles/files/10-%E5%85%AC%E5%85%B1%E4%BA%8B%E5%8B%99%E5%AE%A4/%E7%94%B3%E8%AB%8B%E8%80%85%20(1).od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