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福利公共汽車有限公司
私隱政策
根據第 8/2005 號法律《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25 條第 3 款有關“資料處
理的公開性＂的規定，澳門新福利公共汽車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向台端
提供本公司的個人資料處理的基本情況。
一、 資料當事人類別、資料種類、處理目的及資料接收者
(一) 市民資料
1. 處理查詢、意見、建議、表揚、投訴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查詢人、意見人、建議人、表揚人、投訴人，以及相關處理所涉及的
人士。
(2) 資料種類
當事人提供的個人資料，以及在處理查詢、意見、建議、表揚、投訴
過程中所收集的個人資料。
(3) 處理目的
處理查詢、意見、建議、表揚、投訴。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4.2 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實體。
4.3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司委託
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2. 人員招聘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求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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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種類
2.1 身份認別資料：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出生地、婚姻狀況、國籍、
地址、電話號碼、學歷、身份證明文件種類、編號
及副本等。
2.2 履歷資料。
2.3 其他資料：其他根據法律規定或當事人同意收集的資料。
(3) 處理目的
人員招聘。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4.2 獲錄取的非本地居民申請者，基於相關手續的辦理，有關資料的全
部或部份會轉交與公司有勞務關係的勞務公司、人力資源辦公室及
出入境事務廳。

3. 培訓巴士司機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培訓申請者。
(2) 資料種類
2.1 身份認別資料：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出生地、婚姻狀況、國籍、
地址、電話號碼、學歷、身份證明文件種類、編號
及副本等。
2.2 履歷資料。
2.3 其他資料：其他根據法律規定或當事人同意收集的資料。
(3) 處理目的
3.1 培訓司機學員招收。
3.2 獲錄取後的報考申請。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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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關資料的全部或部份會轉交符合法律資格的律師，作為簽署『債
務聲明書』之用途。
4.3 基於報考的需要，有關資料的全部或部份會轉交相關政府部門。
4.4 如需報考機器，有關資料的全部或部份會轉交符合法律資格的汽車
駕駛學校，作為向政府報考之用途。
4. 免費乘車證辦理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員工家屬及有條件享受人士。
(2) 資料種類
2.1 身份認別資料：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明文件(編號及副本)。
2.2 在辦理免費乘車證所需收集的個人資料。
(3) 處理目的
辦理免費乘車證。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4.2 基於製卡的需要，有關資料的全部或部份會轉交乘車證供應商。
5. 包車客戶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包車客戶 ( 含聯絡人 )
(2) 資料種類
當事人提供的個人資料，以及在處理包車服務過程中所收集的個人資
料。
(3) 處理目的
提供包車服務。
(4) 資料接收者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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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臨時服務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臨時或短期服務提供者
(2) 資料種類
當事人提供的個人資料，以及在處理臨時服務過程中所收集的個人資
料。
(3) 處理目的
建立合作關係及保留金錢往來憑據。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4.2 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實體。
4.3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司委託
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7. 訪客登記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本公司的訪客。
(2) 資料種類
2.1 身份認別資料：姓名、身份證明文件（種類及編號）或工作證編號。
2.2 機構資料：由代表機構造訪的訪客提供的所屬機構名稱。
(3) 處理目的
門房保安。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人員（公司員工或外判公司的委派人員）。
4.2 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實體。
4.3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司委
託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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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失物認領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失物認領人。
(2) 資料種類
2.1 身份認別資料：認領者身份證副本。
2.2 在處理失物認領過程中所需收集的個人資料。
(3) 處理目的
失物認領。
(4) 資料接收者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9. 公司網頁管理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本公司網頁的使用者。
(2) 資料種類
2.1 瀏覽使用者的互聯網域名、IP 地址及所在地區。
2.2 開始及結束瀏覽的日期及時間。
2.3 所瀏覽的網頁。
2.4 倘由其他網址的超連結連進本網站時該網站的域名等。
(3) 處理目的
公司網頁管理。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完善網頁服務、質量及維護的人員（公司員工或外判公司的委
派人員）。
4.2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司委
託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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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舉辦活動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參加本公司舉辦（包括主辦、合辦及協辦等）的活動的參與者及相
關人士。
(2) 資料種類
2.1 身份認別及聯絡資料：姓名、出生日期或年齡、性別、國籍、地址、
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學歷、常用語言、
身份證明文件種類、編號及副本、職業、職務、任職
或就讀機構、學生證種類、編號及副本、相片等；以
及倘有的未成年人、禁治產人或準禁治產人之父母／
監護人／保佐人資料。
2.2 活動資料：活動中涉及的聲音及影像（如照片、錄音、錄影）、活
動表現、活動評估及奬懲等。
2.3 財政資料：當涉及報名費、奬金等金錢支付時，相關人士的銀行帳
戶資料等。
2.4 其他資料：其他和活動相關的資料。
(3) 處理目的
舉辦活動；作活動紀錄及歷史紀錄。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4.2 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實體。
4.3 提供保險的相關保險公司。
4.4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司委
託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11. 處理各項申請
(1) 當事人類別
申請人及相關申請涉及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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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種類
2.1 身份認別資料：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及身
份證明文件類別、編號及副本等。
2.2 其他資料：根據法律規定或當事人同意收集的資料。
(3) 處理目的
處理根據《個人資料保護法》的規定向本公司提出之各項申請。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4.2 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實體。
4.3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司委
託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二) 員工個人資料
1. 人事管理
(1) 資料種類
1.1 身份認別資料：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性別、國籍、地址、電
話號碼、學歷、身份證明文件（種類、編號及副本）
、
駕駛執照（種類、編號及副本）、納稅人編號、社
會保障基金受益人編號等。
1.2 家庭狀況：婚姻狀況、配偶姓名、子女、以及其他用於提供福利或
參加公司活動的員工家屬個人資料及相關證明文件。
1.3 職業活動資料：職業的種類、工作時間及地點、員工編號及生效日
期、工齡、職級、報酬等級、合約性質及期間等。
1.4 與報酬相關的資料：基本報酬、其他固定及非固定的報酬、津貼、
假期、出勤記錄、特別假期，及與強制性或非
強制性扣除的金額或稅收有關的資料等。
1.5 紀律資料：內部紀律管理記錄及根據法律規定所收集的紀律資料。
1.6 其他資料：其他人事管理範疇及根據法律規定或當事人同意收集的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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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理目的
2.1 處理一切與人力資源工作範疇有關的事務。包括：員工登記、報酬
的計算及支付、福利提供、培訓活動、工作表現評核、晋升規劃、
參與公司活動登記、工作意外申報、處理勞動關係問題等。
2.2 處理員工在公司的一切活動。包括：使用查更系統、開啟巴士電子
收費機、門房管理系統等。
2.3 處理員工因職業活動而提出的一切申請或其他相關事務。包括︰證
明書的申請，缺勤申請，個案事故處理、上訴或申訴申請、意見提
供等。
2.4 處理外地員工身份證明文件的申請及續期。例如：通行證、外地僱
員身份認別證等。
(3) 資料接收者
3.1 只傳遞給負責該工作或獲授權之員工處理。
3.2 公司為員工報讀培訓課程的舉辦機構 / 受託機構 / 受託培訓導
師。
3.3 協助公司舉辦活動的機構。例如：旅行社
3.4 相關活動的舉辦機構。例如：報名參加體育發展局舉辦的龍舟比賽。
3.5 根據法律規定、或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機構（例如：
財政局、身份證明局、社會保障基金、勞工事務局、人力資源辦公
室、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外地員工之中介勞務公司等）。
3.6 為員工提供保險 / 公積金的保險公司。
3.7 基於勞動關係問題、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
被轉交受公司委託之律師、勞工事務局、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2.

電子郵件及互聯網監察
本部份只適用於員工使用本公司提供的電郵帳戶收發電郵，及使用本

公司提供的資訊設備瀏覽互聯網的情況。
(1) 資料種類
1.1 員工收發電郵中的電郵地址、日期、時間、標題及內容。
1.2 員工瀏覽互聯網的時間、網頁、傳送或接收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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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理目的
確保服務質素、資訊保安、及評核員工工作表現。
(3) 資料接收者
3.1 評核員工表現之主管。
3.2 負責完善網絡系統服務、質量及維護的人員（公司員工或外判
公司的委派人員）。
3.3 基於紀律調查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會轉交負責紀律調查的人
員。
3.4 基於勞動關係問題、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
能被轉交受公司委託之律師、勞工事務局、警察當局或司法機
關。

3. 活動圖片及影片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員工及參與活動的相關人士。
(2) 資料種類
肖像及影像。
(3) 處理目的
3.1 活動紀錄。
3.2 上載公司內聯網作公司內部活動花絮分享。
3.3 上載公司網頁作公佈。
3.4 公司宣傳活動。包括：公司宣傳欄、刊物及大眾傳播、電視、
報紙等。
(4) 資料接收者
4.1 公司員工及相關人士。
4.2 大衆市民。
4.3 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實體。
4.4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
司委託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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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資料
1. 攝錄監察
本部份只適用於使用裝設於本公司（包括本公司巴士）範圍內的攝錄
監察設備的情況。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所有經過裝設於本公司（包括本公司巴士）的攝錄監察設備者。
(2) 資料種類
2.1 所有經過裝設於本公司（包括本公司巴士）的攝錄監察設備的
人士之影像。
2.2 所有經過裝設於本公司（不包括本公司巴士）的攝錄監察設備
的人士之聲音。
(3) 處理目的
3.1 保安監察（監察巴士錢箱）、保障員工及乘客的人身及財物安
全、預防犯罪及刑事調查及其他合法利益。
3.2 保安監察（監察巴士錢箱運載、卸下、車資點算、款項交收）。
(4) 資料接收者
4.1 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實體。
4.2 基於紀律、保安調查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會轉交負責紀律調查
的人員（公司員工、交通事務局人員或外判公司的委派人員）。
4.3 基於勞動關係問題、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
被轉交受公司委託之律師、勞工事務局、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2. 電話監察
本部份只適用於使用本公司的錄音電話的情況。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錄音電話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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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種類
打出及接聽電話的電話號碼、日期、起始時間、終止時間及內容錄
音。
(3) 處理目的
確保服務質素、評核員工工作表現、保障本公司的合法權益。
(4) 資料接收者
4.1 評核員工表現之主管。
4.2 基於紀律調查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會轉交負責紀律調查的人
員。
4.3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
司委託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3. 電話錄音留言
本部份只適用於使用本公司的電話錄音留口訊的情況。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錄音留言電話的使用者。
(2) 資料種類
錄音日期、起始時間及留言內容。
(3) 處理目的
接收留言訊息。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4.2 跟進留言訊息後續工作的員工。
4.3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
司委託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私隱政策 ( 第 11 頁，共 14 頁 )

4. 供應商及服務提供者管理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供應商及服務提供者。
(2) 資料種類
2.1 身份認別資料：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2.2 其他資料：支付方式，銀行帳戶號碼。
(3) 處理目的
與供應商及服務提供者進行聯絡，處理業務合作事宜。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4.2 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實體。
4.3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
司委託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5. 文件收發及檔案管理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發件人及收件人，存檔文件中涉及的人士。
(2) 資料種類：
2.1 身份認別資料：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2.2 其他資料：存檔文件中涉及的資料。
(3) 處理目的
文件收發及檔案管理。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4.2 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實體。
4.3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司委
託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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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關係
(1) 資料當事人類別
本公司因公共關係工作而接觸的人士。
(2) 資料種類
2.1 身份認別資料：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
身份證明文件種類、編號及副本、職業、職務、
機構名稱等。
2.2 其他資料：公共關係工作中涉及的資料。
(3) 處理目的
公共關係工作。
(4) 資料接收者
4.1 負責該項工作的員工。
4.2 根據法律規定、應資料當事人同意或要求須通告的實體。
4.3 基於刑事偵查及（或）訴訟的需要，有關資料可能被轉交受公司
委託之律師、警察當局或司法機關。

二、 個人資料之互聯及轉移
本公司不會將所持有的資料與其他機構的資料庫的資料互聯；如因特殊
情況而需要資料共享，則會事先通知及通過台端之同意才進行。
除根據法律規定、經台端的同意或應台端要求外，本公司一般不會將所
持有的資料轉移到澳門特別行政區以外的地方。

三、 個人資料披露之限制
本公司尊重及保護台端的個人私隱，除非台端事先同意或相關法例規
定，否則絕不會向任何第三者披露台端任何個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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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料當事人的權利
根據第 8/2005 號法律《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10 條至第 12 條之規定，
台端具有資訊權、查閱權、更正權及反對權等權利。有關權利之行使需使用
本公司制定的專用表格或以書面方式向本公司總經理提出，本公司將收取倘
有之費用。

五、 個人資料之保障
本公司為確保台端的資料安全，並為避免未獲授權的存取、披露或被用
作其他用途，已制訂個人資料保護方面的“員工工作指引＂作規範。台端之
個人資料將以保密方式儲存，並只准許獲授權之員工查閱及處理。

六、 本政策的修改
本公司有權隨時刪除、編輯本政策的內容，而無需作出事先通知。

七、 聯絡我們
本公司致力保護台端個人資料，倘對此私隱政策聲明有任何疑問或意
見，可透過以下方式傳達：
地

址：澳門青洲河邊馬路 2 號地下

電

話 ： (853) 28271133

圖 文 傳 真 ： (853) 28234416
郵 政 信 箱 ： 澳 門 郵 政 信 箱 177 號
公 司 網 頁 ： www.transmac.com.mo
電 子 郵 箱 ： transmac@transmac.com.mo

董事總經理
陳曉陽
2012 年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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