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局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公開項目彙整表
項目 個人資料檔案
編號
名稱
1

保有依據

個人資料類別

保有單位

保 險 年 月 報 系 保險法 148 條之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統
1
C003 政 府 資 料 中 之 辨 識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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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情形(C068 薪資
與預扣款)等

2

保險業負責從
事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人員
名單

保險法第 146 條
授權訂定之保險
業從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管理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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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

或技術、C053 職業團體會員
資格）
、受雇情形（C061 現行
之 受 雇 情 形 、 C064 工 作 經
驗、C072 受訓紀錄）等

3

保險商品查詢資 1.保險法第 144 條
料庫
第1項
2.保險商品銷售
前程序作業準則
第 18 條

4

保單新制資料庫 1.保險法第 144 條 識 別 類 (C001 辨 識 個 人 者 、 保險局
(Access 資料庫 第 1 項
)
2.保險商品銷售
前程序作業準則
第 18 條
3.財產保險商品
審查應注意事項
4.人身保險商品
審查應注意事項

5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
專業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4 職業專長)、受僱情形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健
康與其他(C115 其他裁判及
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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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2 資格或技術、
C054 職 業專 長 ) 、受僱 情形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C064
工作經驗)、健康與其他(C115
其他裁判及行政處分)

保險商品監理資 1.保險法第 144 條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訊系統

保險局

第1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2.保險商品銷售 、特徵類(C011 個人描述)、
前程序作業準則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
1

保險局

第 18 條

業(C051 學校紀錄、C052 資

3.人身保險商品
審查應注意事項
4.財產保險商品
審查應注意事項

6

格或技術、C054 職業專長、
C056 著作)、受僱情形(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C064 工作
經驗、C067 公會及員工之會
員資格)、受僱情形(C072 受
訓紀錄)、健康與其他(C115
其他裁判及行政處分)

保險商品審查委 1.保險法第 144 條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員名冊
第1項
C002 辨識財務者、C003 政
2.保險商品銷售
前程序作業準則
第 27 條
3.保險商品審查
會成立及審查委
員遴選要點

7

8

保險局

府資料中之辨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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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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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64 工作經驗)

周邊單位負責人 金融監督管理委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及聯絡人資料

員會保險局組織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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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4 職
業專長）、受僱情形（C061
現行受僱情形、C064 工作經
驗）

保險業基本資料 保險業設立許可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及管理辦法、保險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業設立遷移或裁
撤分支機構管理
辦法、外國保險業
設立許可及管理
辦法、保險業經營
保險金信託業務
審核及管理辦
法、保險業負責人
應具備資格條件
準則、保險業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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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細節(C086 票據信用)、
健康與其他(C115 其他裁判
及行政處分)

保險局

保險局

實施辦法
9

大陸地區保險業 大陸地區專業人
專業人士來臺一 士來臺從事專業
覽表
活動許可辦法、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
從事商務活動許
可辦法

10

大股東資料

保險法第 139-1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條、同一人或同一 C003 政 府 資 料 中 之 辨 識
關係人持有同一 者）、特徵類（C011 個人描
保險公司已發行
有表決權股份總
數超過一定比率
管理辦法

11

述）、教育、考選、技術或其
他專業（C052 資格或技術）、
財務細節（C081 收入、所得、
資產與投資）

保險業公開資訊 保險法第 139-1
觀測站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受僱情形(C061 現行之受僱
情形)、受僱情形(C067 工會
及員工之會員資格)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條、第 148-1 條、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第 148-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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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3 移
民情形、C034 旅行及其他遷
徙細節、C038 職業、C039 執
照或其他許可）
、教育、考選、
技術或其他專業（C051 學校
紀錄、C052 資格或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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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8 薪資與預扣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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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7 津貼、福
利、贈款、C093 財務交易）

12

檢舉、陳情案及 金融監督管理委
後續查核資料
員會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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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保險局

(C038 職業、C039 執照或其他
許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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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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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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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8 薪資與
預扣款、C072 受訓紀錄)、財
務細節(C081 收入、所得、資
產與投資、C088 保險細節、
C093 財務交易、C094 賠償)、
商業資訊(C103 與營業有關
之執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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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保險輔助人基本 保險經紀人、代理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資料
人、公證人管理規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則
者）、特徵類（C011 個人描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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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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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 學
校紀錄、C052 資格或技術、
C053 職業團體會員資格、C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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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勸紀錄、C067 工會及
員工之會員資格、C070 工作
管理之細節、C072 受訓紀
錄）、財務細節(C081 收入、
4

保險局

所得、資產與投資、C086 票
據信用、C088 保險細節、C093
財務交易、C094 賠償)、商業
資訊(C102 約定或契約、C103
與營業有關之執照)、健康與
其他(C115 其他裁判及行政
處分)
14

強制汽車責任保 依據強制汽車責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險受害人醫療理 任保險法第 45 條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賠資料
第 5 項、金管會 94 者）、財務細節(C088 保險細

保險局

年 10 月 28 日金管 節)、健康與其他（C111 健康
保四字第
紀錄）
09402104983 號公
告、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 80 條及 82
條、衛生署署授保
字第 09600000690
號函、金管會 96
年金管保四字第
09600195271 號函
15

強制汽車責任保 依據強制汽車責
險承保及理賠資 任保險法第 19 條
料
第 2 項、第 20 條
第 4 項、第 45 條
第 5 項、金管會 94
年 10 月 28 日金管
保四字第
09402104983 號公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財務細節(C088 保險細
節)、健康與其他（C111 健康
紀錄）

告
16

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費率審議
委員會聯絡名
單

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第 45 條第 1
項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
、社會狀況（C038 職業）、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2 資格或技術、C054 職
業專長）
、受僱情形（C061 現
行受僱情形、C064 工作經驗）

17

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精算及研

強 制 汽 車 責 任 保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險法第 45 條第 5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識別
5

保險局

究發展工作小

18

項

者）
、社會狀況（C038 職業）、

組委員名單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
（C052 資格或技術、C054 職
業專長）
、受僱情形（C061 現
行受僱情形、C064 工作經驗）

技工、工友、駕 工友管理要點
駛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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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情形(C021 家庭情
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保險局

節)、社會情況(C039 執照或
其他許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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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4 工作經驗、C065 工
作、差勤紀錄、C069 受僱人
所持有之財產、C072 受訓紀
錄)
19

薪資管理系統

所得稅法、
事務管理手冊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C002 辨識財務者、C003 政府
資料中之辨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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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4 貸款、C088 保
險細節）

20

採購契約

政府採購法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
者)、教育、考選、技術或其
他專業(C054 職業專長)、受
僱情形(C061 現行之受僱情
形、C064 工作經驗、C065 工
作紀錄)、財務細節(C084 貸
款、C086 票據信用)、商業資
訊(C101 資料主體之商業活
動、C102 約定或契約、C103
與營業有關之執照)

6

保險局

21

人事資料

行政院及所屬各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機關人事資料統
一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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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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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紀錄、C068

保險局

薪資與預扣款、C072 受訓紀
錄)
22

23

主計人員履歷資 主 計 機 構 人 員 設
料（含公務人員 置管理條例
基本資料、現
職、學歷、考試、
訓練、家屬、經
歷、考績、獎懲、
銓 審 等 人 事 21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C021 家庭情
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
節、C031 住家及設施、C038
職 業 、 C039 執 照 或 其 他 許
可、C051 學校紀錄、C052 資

表資料）

格或技術、C054 職業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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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憑證

會計法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C002 辨識財務者、C003 政府
資料中之辨識者）

24

公職人員財產申 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檔案
報法

識別類（C001 辨識個人者、 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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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8
保險細節）
7

25

公文檔案

26

檔案法

C001-C133

保險局

受款人基本資料 會計法
檔

C001(識別個人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保險局

27

受款人金融機構 會計法
帳戶檔

C002(識別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保險局

28

付款明細檔

會計法

C002(識別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保險局

29

收款明細檔

會計法

C002(識別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保險局

30

支付案受款人明 會計法
細檔

C002(識別財務者)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保險局

8

保險局保有個人資料檔案之特定目的
（配合 101 年 10 月 1 日法務部公布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修正）
修正後
保險局保有
個人資料檔
案之特定目
的

人身保險 (001)、人事管理(002)、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
及政治獻金業務(014)、立法或立法諮詢(027)、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
險、農民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031）、存款與匯款
（036）
、行政裁罰、行政調查(039)、投資管理（044）
、法人或團體對
股東、會員(含股東、會員指派之代表)、董事、監察人、理事、監事
或其他成員名冊之內部管理（052）
、金融監督、管理與檢查(061)、保
險經紀、代理、公證業務(065)、保險監理(066)、政府資訊公開、檔
案管理及應用（073）
、計畫與管制考核與其他研考管理（078）、消費
者保護（091）、財產保險(093)、財產管理(094)、退撫基金或退休金
管理（097）、教育或訓練行政(109)、採購與供應管理(107)、票據交
換業務（112）、陳情、請願、檢舉案件處理(113)、教育或訓練行政
（109）
、發照與登記(119) 、訴願及行政救濟(122)、會計與相關服務
(129)、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6)、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157)、學
術研究（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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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其他金融管理業務 (177) 其
他諮詢與顧問服務（182）。

保險局之聯
絡方式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 2 段 7 號 17 樓
電話：02-8968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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