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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填寫後機密等級為： 密，保存期限：永久保存 定期保存， □□ 年 

管制性/機敏性文件紀錄宣告，機敏，禁止翻印引用，管制，需翻印引用請洽本公司文

管 

『個人資料保護與安全管理』系列 PIMS[ISO 29151/ISO 27018] Lead Auditor Transfer 主導稽核員轉換訓練課程(1 天含認證考試)  

『個人資料保護與安全管理』系列 PIMS[ISO 29151/ISO 27018] Lead Auditor Transfer 主導稽核員轉換訓練課程(1 天含認證考試)  

公司名稱(全名)  公司統編  

公司地址  上課日期 2019 年 5 月 22 日 

公司行業別 

□政府機關□軍事機關□國/民營企業□社/財團法人□學術研(發)究機關 

□公/私立培訓機構□公/民營醫療機構□公/私立學校                      

□在學學生(學校)                        □其他                     

繳費方式 

□匯款帳號(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樹林分行；帳號：101-28697498-888；

戶名：策略數位服務有限公司)，匯款銀行及後四碼：                      

□ATM 轉帳(帳號同上) ，轉帳銀行及後四碼：                         

發票開立方式 

發票抬頭  

□二聯式(個人)       □三聯式(公司) 

統 一 
報 名 
聯 絡  
人(個人
報 
名免 
填) 

姓名 電話/分機 傳真 E-mail(統一報名窗口聯繫使用) 

        

參 
加 
訓 
練 
學 
員 
個 
人 
資 
料 
『 
含 
個 
人 
報 
名 
』 

姓名 職稱 

個人手機號碼 

(請填寫個人聯絡使

用) 

 E-mail 

(個人寄發上課通知

單使用) 

葷 
素 

(蛋奶) 

    □ □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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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填寫後機密等級為： 密，保存期限：永久保存 定期保存， □□ 年 

管制性/機敏性文件紀錄宣告，機敏，禁止翻印引用，管制，需翻印引用請洽本公司文

管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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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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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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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 □ 

須具有被認證的驗證機構或課程提供商所核發的 ISO 27001：2013(請於報名時檢附證照

影本，上課組織 TCIC 將視需要進行正本查驗及查證工作，如無法提供，將喪失上課權利)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其它個資管理系統(如：BS10012、ISO29100)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具有 ISO/IEC 27018:2014 或 ISO/IEC 29151:2017 Lead Auditor 課程證照影本 

上述二項擇一遞交，無則無法參加本課程 

發證/開課單位：                   證書號碼：           有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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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報名費用：8,000 元整，請於開課前三週將課程費用全額繳清，經本公司確

認後，通知完成繳費 

 報名方式：開課前三週將報名表以傳真方式(02) 87875702 或 E-mail 方式

service@sdsgroup.com.tw ，傳送報名表，未傳遞者，本公司將視為無效

報名。 

 截止報名：開課日前三周截止報名 

 上課通知：於開課前一周由上課組織(TCIC)，透過 email 方式寄發「上課通

知書」 

 其他項目：繳費後恕不退費，僅能辦理延期，如因人數不足而取消之上課則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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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 

1. 蒐集之目的：策略數位服務有限公司(SDS)基於辦理「『個人資料保護與

安全管理』系列 PIMS[ISO/IEC 29151:2013/ISO/IEC 27018:2014] Lead 

Auditor Transfer 主導稽核員轉換訓練課程(1 天含認證考試)」報名作業。 

2. 蒐集個資項目：包括姓名、個人聯絡手機電話、個人電子郵件及職業…

等(相關個資類別包括 C001、C038 等個資類別)。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或依相關法令所定或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

存期間或依個別契約就資料之保存所定之保存年限(以期限最長者為

準)。 

(2) 地區：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其國內及國外所在地。 

(3) 對象：策略數位服務有限公司(含受策略數位服務有限公司委託處理事

務之委外機構，如環奧國際驗證有限公司(TCIC)、財團法人全國認證

基金會(TAF)、國際認可論壇(IAF)…等) 

(4)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數位自動化或其他非數位自動化

之利用方式。 

4. 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5) 請求刪除。 

上開請求，本公司得酌收事務處理費用 

5. 若未提供正確個人資料，策略數位服務有限公司將無法提供特定目的範

圍內之相關服務。 

6. 本人經合理期間詳閱且了解上述告知事項，並簽名同意策略數位服務有

限公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立同意書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