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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所屬場館及附設演藝團隊 

內部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 

一、中心本部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及聯

絡方式 

(三)個人資料檔案保有

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

監事名冊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秘書室 

02-3393-9502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

置條例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8 職業 

C011 個人描述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秘

書室、稽核室之職員

人事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人力資源

組（代管）  

02-3393-9992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 

事管理規章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

事管理施行細則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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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4 個性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

細節 

C024 其他社會關係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3 移民情形 

C035 休閒活動及興 

趣 

C039 執照或其他許 

可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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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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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8 薪資與預扣款 

C071 工作之評估細 

節 

C072 受訓紀錄 

C111 健康紀錄 

應徵者人事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人力資源

組（代管）  

02-3393-9992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 

事管理規章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

事管理施行細則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14 個性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

細節  

C024 其他社會關係  

C033 移民情形 

C035 休閒活動及興趣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4 工作經驗  

C071 工作之評估細節 

公文檔案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採購管理

組（代管） 

02-3393-9919  

檔案法  

特定目的：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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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C133  

國內外媒體記者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秘書室 

02-3393-9506 

特定目的： 

一五三 影視、音樂與

媒體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二、國家兩廳院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及聯

絡方式 

(三)個人資料檔案保有

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國家兩廳院人事(含正

職、約聘、實習生、點

工及志工)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人力資源組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事

管理規章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事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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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393-9994 管理施行細則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辨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12 身體描述 

C014 個性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

細節 

C024 其他社會關係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3 移民情形 

C035 休閒活動及興 

趣 

C039 執照或其他許 

可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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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71 工作之評估細 

節 

C072 受訓紀錄 

C111 健康紀錄 

應徵者人事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人力資源組 

02-3393-9994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招募、甄選、敘

薪及任用作業要點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14 個性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

細節  

C024 其他社會關係  

C033 移民情形 

C035 休閒活動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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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4 工作經驗  

C071 工作之評估細節  

公文檔案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採購管理組 

02-3393-9919  

檔案法  

特定目的：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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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C133  

 

訪客登記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工務暨安全部安全事務

組  

02-3393-9583 

國家兩廳院門禁管制及

安全維護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廠商派駐人員個人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工務暨安全部安全事務

組  

02-3393-9583  

國家兩廳院門禁管制及

安全維護要點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遺失物拾獲及領取登記

表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工務暨安全部安全事務

組  

02-3393-9583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AD使用者資料庫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資訊組 

02-3393-9938 

ISMS-B-10_存取控制

管理程序書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通）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電子信箱系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資訊組 

02-3393-9938 

ISMS-B-10_存取控制

管理程序書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通）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132 未分類之資料 

 

內部網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資訊組 

02-3393-9932 

ISMS-B-10_存取控制

管理程序書 

特定目的： 

C001 辨識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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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六 資（通）訊與

資料庫管理 

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資訊組 

02-3393-9935 

ISMS-B-10_存取控制

管理程序書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通）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93 財務交易 

企業資源計畫系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資訊組 

02-3393-9933 

ISMS-B-10_存取控制

管理程序書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通）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93 財務交易 

中繼資料轉換系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資訊組 

02-3393-9937 

ISMS-B-10_存取控制

管理程序書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通）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93 財務交易 

資通系統廠商、廠商人

員保密切結書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資訊組 

02-3393-9939 

ISMS-B-12_委外管理

程序書 

特定目的： 

○七二 政令宣導 

C001 辨識個人者  

藝 FUN會員同意參與

點數領取會員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資訊組 

02-3393-9937 

 

ISMS-B-10_存取控制

管理程序書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通）訊與

資料庫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93 財務交易 

兩廳院會員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公共溝通部會員經營組 

02-3393-9999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部

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8 職業 

OPENTIX售票網路會

員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業務發展部 

02-3393-9821 

02-3393-985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部

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場館設施服務系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業務發展部場地管理組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演出場地設備外

租服務使用須知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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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393-9732~35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51 學校紀錄 

C102 約定或契約 

PAR雜誌官網、PAR雜

誌紙本訂閱讀者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顧客體驗部統籌編輯組 

02-3393-9874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組織規約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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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1 住家及設施  

C093 財務交易  

C132 未分類之資料  

圖書館讀者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公共溝通部藝術推廣組 

02-3393-9788 

表演藝術圖書館 

閱覽服務要點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好藝網會員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顧客體驗部顧客經營組 

02-3393-9869 

好藝網加入會員之會員

權益與隱私權說明辦法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導覽相關報名活動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顧客體驗部顧客經營組 

02-3393-9834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 

管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演出工作證申辦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演出技術部統籌管理組  

02-3393-940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演出場地設備

外租服務使用須知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國內外媒體記者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公共溝通部公關組 

02-3393-9813 

特定目的： 

一五三 影視、音樂與

媒體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供應商、客戶、贊助

商、顧問、講師、外部

技術工作人員、表演團

隊、評鑑委員、委任承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財務部 

02-3393-9986 

國家兩廳院供應商管理

要點 

特定目的： 

○三六 存款與匯款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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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及聘用人員、臨時派

遣、外包人員及其他專

案人員資料 

 

公共溝通部公關組 

02-3393-9818 

公共溝通部行銷組 

02-3393-9692 

公共溝通部會員經營組 

02-3393-9999 

公共溝通部藝術推廣組 

02-3393-9788 

業務發展部 

02-3393-9821 

02-3393-9851 

業務發展部場地管理組 

02-3393-9732~35 

顧客體驗部顧客經營組 

02-3393-9869 

顧體驗部統籌編輯組 

02-3393-9874 

演出技術部統籌管理組   

02-3393-9742 

演出技術部技術管理組 

02-3393-9769 

節目企劃部 

02-3393-9715 

02-3393-9719 

工務暨安全部營建組 

02-3393-9956 

02-3393-9958 

工務暨安全部機電組 

02-3393-9945 

02-3393-9946 

工務暨安全部安全事務

組  

02-3393-9583  

行政管理部人力資源組 

02-3393-9994 

行政管理部採購管理組 

02-3393-9919  

行政管理部資訊組 

02-3393-9934 

○六九 契約、類似契

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一○七 採購與供應管

理 

 

C011 個人描述 

C033 移民情形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3 職業團體會員資

格 

C067 工會及員工之會

員資格 

C072 受訓紀錄 

C086 票據信用 

C088 保險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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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32 未分類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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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蒐集

之個人資料 

(註二)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

兩廳院 

演出技術部統籌管理組 

02-3393-9401  

公共溝通部公關組 

02-3393-9818 

公共溝通部行銷組 

02-3393-9692 

公共溝通部會員經營組 

02-3393-9999 

公共溝通部藝術推廣組 

02-3393-9790 

業務發展部場地管理組 

02-3393-9735 

節目企劃部 

02-3393-9715 

演出技術部統籌管理組 

02-3393-9401 

顧客體驗部 

02-3393-9831 

特定目的： 

○一二 公共衛生或傳

染病防治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33 移民情形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 

C111 健康紀錄 

 

 

三、臺中國家歌劇院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及聯

絡方式 

(三)個人資料檔案保有

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臺中國家歌劇院之職

員（含正職、約聘及

約僱、實習生、點工

及志工）人事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管理部人力資源組 

04-2251-2333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事

管理規章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事

管理施行細則 

特定目的： 

○○一 人身保險 

○○二 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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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4 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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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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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1 住家及設施 

C039 執照或其他許可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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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71 工作之評估細節 

C072 受訓紀錄 

C111 健康紀錄 

臺中國家歌劇院之應

徵者人事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管理部人力資源組 

04-2251-2333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事

管理規章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事

管理施行細則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12 身體描述 

C013 習慣 

C014 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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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9 執照或其他許可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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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1 健康紀錄 

公文檔案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管理部行政庶務組 

檔案法 

特定目的： 

一七二 其他公共部門

C001-C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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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51-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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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職員停車場停車

位使用及管理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管理部行政庶務組 

04-2251-2333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演職員 

停車場管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39 執照或其他許可 

進出管理系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管理部行政庶務組 

演出技術部舞監組 

04-2251-2333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演職員 

停車場管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各項採購作業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管理部行政庶務組 

04-2251-2333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採購

作業實施規章 

特定目的： 

○三六 存款與匯款 

一○七 採購與供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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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

細節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3 職業團體會員資

格 

C067 工會及員工之會

員資格 

C072 受訓紀錄 

C086 票據信用 

C088 保險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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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32 未分類資料 

防疫管理實聯制表單 

(111/4/28起廢止)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特定目的： 

○一二 公共衛生或傳染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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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行政庶務組 

04-2251-2333 

病防治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識者 

C033 移民情形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防疫管理措施配合同

意書(電子表單) 

(註二)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管理部行政庶務組 

02-2251-2333 

特定目的： 

○一二 公共衛生或傳染

病防治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33 移民情形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 

C111 健康紀錄 

臺中國家歌劇院劇場

管理系統外租帳號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節目企劃部場地組 

04-2251-2333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場地租用服

務要點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臺中國家歌劇院檔期

評議/評鑑系統委員名

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節目企劃部場地組 

04-2251-2333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節目品質管

理細則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主合辦節目、工作

坊、講座及呈現等活

動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節目企劃部 

02-2251-2333 

 

特定目的： 

○一二 公共衛生或傳染

病防治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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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 

C051 學校紀錄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甄件計畫(新藝計畫)、

演出者甄選作業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節目企劃部 

02-2251-2333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一七二 其他公共部門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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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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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2 身體描述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 

C051 學校紀錄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NTT合唱團團員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節目企劃部 

02-2251-2333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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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51 學校紀錄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徵件類活動 

(音樂劇平台-音樂劇人

才培育工程劇本徵

件、新起之秀、LABX

青年藝術家徵件)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藝術教育部 

02-2251-2333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8 職業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6 著作 

開門計畫、優遊台中

學、藝起進劇場、藝

術進校、玩˙劇場-青少

年創意工坊等各類講

座及工作坊報名活動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藝術教育部 

02-2251-2333 

特定目的： 

○○一 人身保險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外聘技術人員(含專案

人員等)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演出技術部 

02-2251-2333 

特定目的： 

○○一 人身保險 

○○二 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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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T學苑(含技術劇場

研習營)學員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演出技術部、藝術教育

部 

04-2251-2333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8 職業 

C051 學校紀錄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4 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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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使用者資料庫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工務資訊部資訊組 

04-2251-2333 

電腦作業及資訊安全管

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電子信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工務資訊部資訊組 

04-2251-2333 

電腦作業及資訊安全管

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內部網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工務資訊部資訊組 

04-2251-2333 

電腦作業及資訊安全管

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企業資源計畫系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工務資訊部資訊組 

04-2251-2333 

電腦作業及資訊安全管

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場館排班系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工務資訊部資訊組 

04-2251-2333 

電腦作業及資訊安全管

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特約醫護人員臨場服

務健康諮詢訪談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工務資訊部營繕組 

04-2251-2333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臺中國家歌劇院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 

特定目的： 

一五六 衛生行政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C012 身體描述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C111 健康紀錄 

國內外媒體記者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行銷公關部 

02-2251-2333 

特定目的：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一五三 影視、音樂與

媒體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NTT藝友會員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行銷公關部 

臺中國家歌劇院 NTT

藝友會成立辦法 

特定目的：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更新日期 1110726 

14 
 

02-2251-2333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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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銷售客戶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行銷公關部 

02-2251-2333 

臺中國家歌劇院廣告定

價、租用與刊登管理要

點 

特定目的： 

○六九 契約、類似契約

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一五二 廣告或商業行

為管理 

一七六 其他自然人基

於正當性目的所進行個

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 

一七八 其他財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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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顧客服務部 

04-2251-2333 

臺中國家歌劇院會員制

度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51 學校記錄 

定期導覽、主題導覽

及會員專屬等報名活

動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顧客服務部 

04-2251-1777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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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票相關表單（票券

存根聯、退票單、票

券遺失聲明書、團體

購票訂購單、信用卡

授權單、寄取票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顧客服務部 

04-2251-1777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意外追蹤紀錄表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顧客服務部 

04-2251-1777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40 意外或其他事故

及有關情形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C111 健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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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物與拾獲物登記

表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顧客服務部 

04-2251-1777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顧客建議書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

國家歌劇院 

顧客服務部 

04-2251-1777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四、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及聯

絡方式 

(三)個人資料檔案保有

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

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

心之職員（含正職、

約聘及約僱、點工、

志工）與實習人員人

事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行政部人力資源組 

07-262-6721 

營運部顧客服務組 

07-262-664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事

管理規章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事

管理施行細則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前

台計時人員管理暨考核

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後

台計時人員管理暨考核

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志

願服務人員管理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實

習人員管理要點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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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4 個性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

細節 

C024 其他社會關係 

C031 住家及設施 

C033 移民情形 

C035 休閒活動及興 

趣 

C039 執照或其他許可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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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71 工作之評估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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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C072 受訓紀錄 

C111 健康紀錄 

應徵者人事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行政部人力資源組 

07-262-6721 

營運部顧客服務組 

07-262-664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事

管理規章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事

管理施行細則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前

台計時人員管理暨考核

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後

台計時人員管理暨考核

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志

願服務人員管理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實

習人員管理要點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14 個性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

細節  

C024 其他社會關係  

C033 移民情形 

C035 休閒活動及興趣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4 工作經驗  

C071 工作之評估細節 

公文檔案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行政部法務行政組 

07-262-6736 

檔案法 

特定目的：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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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C133 

AD使用者資料庫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資訊室 

07-262-6851 

電腦作業及資訊安全管

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ERP企業資源規劃系

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資訊室 

07-262-6851 

電腦作業及資訊安全管

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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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系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資訊室 

07-262-6851 

電腦作業及資訊安全管

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三六 資訊與資料庫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全球資訊網(官

網)、會員中心系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營運部顧客服務組 

07-262-6641 

行銷部數位應用組 

07-262-6921 

資訊室 

07-262-685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部

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衛武營官網線上商店

消費顧客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營運部商業服務組 

07-262-662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部

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主辦活動(包括美

感教育、工作坊、合

作學校、場館導覽及

相關藝文推廣活動)參

與民眾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營運部顧客服務組 

07-262-6641 

營運部前台服務組 

07-262-6631 

節目部音樂企劃組 

07-262-6811 

節目部戲劇歌劇組 

07-262-6821 

節目部舞蹈馬戲組 

07-262-6831 

行銷部行銷策略組 

07-262-6901 

行銷部數位應用組 

07-262-6921 

行銷部學習推廣組 

07-262-6931 

行政部採購管理組 

07-262-6701 

資訊室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部

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辨識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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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62-6851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供應商(包含一般

採購及節目採購)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行政部採購管理組 

07-262-6701 

節目部音樂企劃組 

07-262-6811 

節目部戲劇歌劇組 

07-262-6821 

節目部舞蹈馬戲組 

07-262-683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部

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三六 存款與匯款 

○六九 契約、類似契約

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一○七 採購與供應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辨識

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3 移民情形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3 職業團體會員資

格 

C067 工會及員工之會

員資格 

C072 受訓紀錄 

C086 票據信用 

C088 保險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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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32 未分類之資料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場館租借系統租

用單位帳號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營運部租借服務組 

07-262-6617 

資訊室 

07-262-685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場

館租借服務要點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 

之辨識者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廣告租用申請單

位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營運部商業服務組 

07-262-6611 

行銷部行銷策略組 

07-262-690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廣

告租用管理要點 

特定目的： 

○六九 契約、類似契約

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一五二 廣告或商業行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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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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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管理 

一七六 其他自然人基

於正當性目的所進行個

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 

一七八 其他財政收入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演出團隊演職人

員前後台工作證、孩

童進入後台區域同意

書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技術部技術協調組 

07-262-6309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前

後台管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贊助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行銷部公共關係組 

07-262-6911 

行銷部行銷策略組 

07-262-6901 

特定目的： 

○六九 契約、類似契約

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國內外媒體記者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行銷部公共關係組 

07-262-6911 

特定目的： 

○一三 公共關係 

一五二 廣告或商業 

行為管理 

一五三 影視、音樂與

媒體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訪客登記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總務部安全事務組 

07-262-655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前

後台管理要點 

特定目的：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臨櫃服務民眾資

料(包含顧客客訴/建議

/鼓勵/醫療等臨櫃服

務、現場租用服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營運部顧客服務組 

07-262-6641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40 意外或其他事故

及有關情形 

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 

C111 健康紀錄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顧問、講師、外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特定目的： 

○六九 契約、類似契約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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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技術工作人員、表

演團隊、評鑑委員、

駐地藝術家、臨時派

遣、外包人員及其他

專案人員 

行政部人力資源組 

07-262-6721 

技術部技術協調組 

07-262-6309 

技術部製作統籌組 

07-262-6384 

節目部音樂企劃組 

07-262-6811 

節目部戲劇歌劇組 

07-262-6821 

節目部舞蹈馬戲組 

07-262-6831 

節目部藝術事務組 

07-262-6841 

行銷部行銷策略組 

07-262-6904 

行銷部數位應用組 

07-262-6921 

行銷部學習推廣組 

07-262-6931 

營運部前台服務組 

07-262-6631 

營運部租借服務組 

07-262-6617 

營運部商業服務組 

07-262-6621 

總務部安全事務組 

07-262-6551 

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67 工會及員工之會

員資格 

遺失物與拾獲物登記

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總務部安全事務組 

07-262-655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遺

失物處置要點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防疫管理措施自主檢

查表及配合同意書 

(註二)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

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總務部安全事務組 

07-262-6551 

特定目的： 

○一二 公共衛生或傳染

病防治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33 移民情形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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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 

C111 健康紀錄 

 

 

五、國家交響樂團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二)保有機關名稱及聯

絡方式 

(三)個人資料檔案保有

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國家交響樂團（含正

職、約聘、實習生、

點工及志工）人事資

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企劃演出組 

02-3393-9696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行政管理組 

02-3393-9695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

事管理規章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人

事管理施行細則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團員人事

管理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演奏員評

鑑考核作業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演奏員甄

選及聘任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駐團及助

理指揮甄選及聘任要

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特約協演

人員考試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

部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六九 契約、類似契

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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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14 個性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

細節 

C024 其他社會關係 

C031 住家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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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9 執照或其他許可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4 職業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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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1 健康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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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2 未分類之資料 

應徵者人事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行政管理組 

02-3393-9659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

部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二 人事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14 個性  

C021 家庭情形  

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

細節  

C024 其他社會關係  

C033 移民情形 

C035 休閒活動及興趣 

C038 職業 

C039 執照或其他許可 

C051 學校紀錄  

C052 資格或技術  

C054 職業專長 

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 

C064 工作經驗  

C071 工作之評估細節 

C111 健康紀錄 

C113 種族或血統來源 

C132 未分類之資料 

公文檔案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兩廳院 

行政管理部採購管理

組（代管） 

02-3393-9919 

檔案法  

特定目的：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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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01-C133  

供應商、顧問、講

師、外部技術工作人

員、表演團隊、協

演、委任承攬及聘用

人員、臨時派遣及其

他專案人員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兩廳院 

財務部（代管） 

02-3393-9986 

行政管理部採購管理

組（代管） 

02-3393-9919 

行政管理部資訊組 

02-3393-9934（代管）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採

購作業實施規章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

部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三六 存款與匯款 

○六九 契約、類似契

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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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3 移民情形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 

C051 學校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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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企劃演出組 

02-3393-9651 

整銷推廣組 

02-3393-9663 

行政管理組 

02-3393-9621 

一○七 採購與供應管

理 

C052 資格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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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32 未分類之資料 

國家交響樂團財產及

物品租借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行政管理組 

02-3393-9668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樂器及設

備租借管理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樂譜借閱

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服裝道具

管理借用要點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

部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三六 存款與匯款 

○六九 契約、類似契

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

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2 辨識財務者 

C003 政府資料中辨識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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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32 未分類資料 

國家交響樂團NSO之

友會員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兩廳院 

公共溝通部會員經營

組（代管） 

02-3393-9999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

部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11 個人描述 

C038 職業 

國家交響樂團愛樂知

音贊助計畫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整銷推廣組 

02-3393-9661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

部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六九 契約、類似契

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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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8 職業 

C093 財務交易 

節目評鑑委員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

部控制制度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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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組 

02-3393-9668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節目品質

管理細則 

特定目的： 

○六九 契約、類似契

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

務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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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者 

C038 職業 

C132 未分類之資料 

工作坊、講座等活動

報名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整銷推廣組 

02-3393-9636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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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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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51 學校紀錄 

 

國內外媒體記者名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整銷推廣組 

02-3393-9662 

特定目的： 

○一三 公共關係 

一五二 廣告或商業行

為管理 

一五三 影視、音樂與

媒體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11 個人描述 

團體票券傳真訂票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整銷推廣組 

02-3393-9655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內

部控制制度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管

理與服務 

○九一 消費者保護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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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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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8 職業 

C093 財務交易 

愛樂實驗室APP用戶登

錄資料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特定目的：  

○九○ 消費者、客戶 

C001 辨識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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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銷推廣組 

02-3393-9633 

管理與服務  

一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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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蒐

集之個人資料 

(註二)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

家交響樂團 

整銷推廣組 

02-3393-9661 

企劃演出組 

02-3393-9696 

行政管理組 

02-3393-9695 

特定目的： 

○一二 公共衛生或傳

染病防治 

一一六 場所進出安全

管理 

C001 辨識個人者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

識者 

C033 移民情形 

C034 旅行及其他遷徙

細節 

C111 健康紀錄 

C132 未分類之資料 

 

註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7條規定辦理資料公開事宜 

註二：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民國 111年 4月 27日起取消實聯制，本中心各館團於民國 111

年 4月 28日起停止蒐集民眾進入場館之實聯制資訊，並依法刪除。其餘防疫相關資訊係按文化部表

演場館防疫管理措施相關規定向場館及表演團體相關工作人員蒐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