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際網路業者處理客戶個人資料的法律須知 

 

一、前言   

「人有權獨處，不被打擾。」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士.班戴斯（Louis 

Brandeis）的至理明言，對很多人而言，點出了一個難以精確，卻又十分重要的

概念—隱私權不可侵犯。數十年來，隱私權的爭議大都是相對於媒體的侵權，不

過，時至今日，隱私權最大的威脅，以非單純的媒體，而是每日記錄、蒐集日常

商業交易的網路及資訊科技1。 

    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資訊大量流通已成必然趨勢，不論企業、政府或個人

資訊(特別是個人留存於公共設施如圖書館、醫院及銀行等)，均可以電子化資料

方式由個人電腦上網路，於彈指之間便可輕易擷取各項資訊2。在商業化的考量

下，就會有許多人將各種資料予以加工，使其成為具附加價值的資料後再予出售

3。隨著資訊流通發達，透過自由買賣即可獲得所須之資訊。例如行銷或廣告公

司可經由信用卡帳單、借書單、病歷表、電話簿等處取得個人資料後，再依其年

齡、性別，教育程度、收入及消費偏好等各項變數，予以歸納分析並作成商品化

之個人資料表再出售給相關行業。在此種情況下，資訊之取得、管理應作何種適

當之管制以避免泛濫，已成為資訊革命中應加以正視並預防者，否則在資訊便利

化之高度需求下，將引發另一項重大之危機。本文即係探討網路上個人資料隱私

權的侵害問題，並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為中心。 

                                                 
1 張齡譯The End of Privacy與The Surveillance Society,May 1,1999。商業周刊，一九九九年五月十

日出刊，頁一二六以下。 

2 陳家駿，個人資料在電腦網路上流竄易遭濫用，防範未然，應及早訂定管理規範，電工資訊雜

誌，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號，頁七十五。 

3 1998年11月10日刑事警察局電腦犯罪小組宣佈破獲在網路上販賣選舉人名冊的案件，據報載

嫌犯蒐集各選區選民姓名、住址與電話號碼等資料多達一千五百萬筆，準備向各候選人推銷。

嫌犯同時還推銷含高收入戶、信用卡、高級轎車與住宅所有人等詳列姓名、住家電話及地址之

名單並設置網站進行推銷（民生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第二一版）。 



二、適用之主體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於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公布施行。

根據個資法第一條規定，該法之立法目的係為規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以避免人

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使用。而規範的對象主體可分為公務機關與

非公務機關兩種4，一般企業原則上屬於非公務機關之規範。然而一般的企業中，

因為個資法只規範徵信業及以蒐集或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為主要業務之團體或個

人、醫院、學校、電信業、金融業、證券業、保險業、大眾傳播業等八大行業。

至於非個資法八種行業外的相關企業，只能依據個資法第三條第七款第三目，由

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指定的方式，納入個資法規範5。不過﹐

不屬於上述列舉或指定的行業，仍然必須遵守原有民法(例如民法第十八條)與刑

法(例如刑法第三一五條)等保護人格權的相關法律規定。 

  由上述個資法條文內容來看，對於網際網路所衍生出之許許多多新興商業型

態，其實已不足以因應。例如電子商務交易已日益普遍之今日，一般在網路上進

行交易、或提供資訊之電子商務業者，這些業者便完全不在個資法規範範圍之內

（除了被歸類於第二類電信業之ISP業者外）；然而網路電子商店亦可能於消費

時要求消費者將許多資料如姓名、地址、電話、身分證字號、職業、婚姻狀況等

基本資料輸入，此些蒐集他人個人資訊及日後可能再利用等行為，權益衡量，其

侵害個人權益可能性並不下於八大行業6，所以應以明文或以法務部會同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的方式納入個資法規範範圍內，否則將不足以保障個人隱私

                                                 
4 個資法第三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左：六、公務機關：指依法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

七、非公務機關：指前款以外之左列事業、團體或個人：（一）徵信業及以蒐集或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為主要業務之團體或個人。（二）醫院、學校、電信業、金融業、證券業、保險業及大

眾傳播業。（三）其他經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團體或個人。」 

5 目前法務部所指定的行業包括期貨業以及台北市人壽、產物保險工會等。 

6 李科逸，網路時代我國隱私相關法制因應建議及新興科技對隱私之威脅，資訊法務透析，一九

九九年四月號，頁四七。 



權7。倘若無法納入，司法機關若要加以追訴，則可能面臨欲引用個資法懲處，

卻無條文依據可引用之窘境。 

另外，根據個資法第十九條規定：「非公務機關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

法登記並發給執照者，不得為個人資料之蒐集、電腦處理或國際傳遞及利用」。

而一般網站所運用的使用者ID與密碼(password)，就是Cookies功能的一種。

而這些功能都會涉及個人資料的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也因此會成為該法規範

的對象8，必須依該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登記或取得執照，方可為個人資

料的蒐集與處理。行政院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正式核定經濟部工業局為網

際網路工業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9。因此，網際網路工業業者10欲蒐集、處理個人

資料，必須先向經濟部工業局依前述程序辦理登記，否則依該法的規定，除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外，還可以受到包括刑事責任在內的處罰，不可不慎11。 

 

三、個人資料的範圍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其所保護的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統一編號、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健

康、病歷、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因此，我國個

資法保護之個人資料僅止於自然人，並不包括法人及類似之團體。而在網路上值

                                                 
7 個資法八大行業的主管機關：徵信業—法務部與經濟部商業司，醫院—行政院衛生署，學校—

教育部，電信業—交通部，金融業、保險業、證券業—財政部，大眾傳播業—行政院新聞局。 
8 馮震宇、錢世傑合著，論網路電子商務發展與隱私權之保護，萬國法律雜誌，一九九九年四月

號，頁九。 

9 電腦家庭電子報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www.pchome.com.tw/news/881119.htm

（visited19,11,1999）。 

10 網際網路工業包括網際網路服務業（ISP）、企業專線服務業（IAP）、網際網路內容製作業（ICP）

及企業或個人網路服務業（ASP）四大類。 

11 個資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當事人權益受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但能證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第三十三條則規定：「意圖營利違反第七條、

第八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或依第二十四條所發布之限

制命令，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四萬元以下罰金。」 



得探討的個人資料範圍，主要是電子郵件位址、個人帳號(Username)密碼

(password)、網路協定位址(IP address)、網域名稱（Domain Name）、不變資源

定位址（Uniform Resource Locator，URL）與cookies﹐本文將一一探討如下。 

（一）電子郵件是否為個資法之「個人資料」 

  在網路上常見的直效行銷(Direct Market)，是以寄發電子郵件到網路使用

者的信箱中，達到推銷產品的目的﹐而許多網路使用者也曾為了信箱中充塞的垃

圾信件(SPAM)苦惱不已。因此﹐究竟電子郵件位址是否屬於個資法所規範的個人

資料，就成為一項值得探討的問題。 

  電子郵件（email）是網路上極為普遍而廣受歡迎的應用服務，而使用e-mail

之前提，即必須先取得一個e-mail位址。一般而言，e-mail位址通常的格式包

括有「個人名稱」與「郵遞主機的名稱」，以本人之e-mail位址

「alanchien@lycosasia.com」為例，alanchien代表個人的名稱，而

lycosasia.com則屬於郵遞主機的名稱。個人名稱為我們申請帳號時自己選擇後

告知郵遞主機，其內容可為姓名或其他文字，亦可為數字。為確保電子郵件收發

之正確，全世界每一部郵遞主機的名稱皆不相同，而在同一個郵遞主機中並不會

產生相同的個人名稱，故網路上之e-mail位址都是不可能與他人重覆的12。本文

以為無論該e-mail位址包含有得識別特定自然人資料（例如前述本人之

alanchien），或僅為隨意選取之文字、數字（如bb1234），由於其都是世界上獨

一無二的，因此，e-mail位址可以認為個資法所謂足資識別該尚生存之特定或

得特定自然人之資料。 

另外，根據八十五年八月法務部會銜財政部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公佈

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資料類別可分為識別類、

特徵類、家庭情形、社會情況、教育、技術或其他專業、受雇情形、財務細節、

商業資訊、健康與其他各類資訊等十大類共一百三十三項個人資料類別。依據此

                                                 
12 蔣居裕著，Internet入門導航，慧彥出版社八十五年三月出版，頁十。 



一規定，電子郵件應該被分類屬於識別類的COO一項「辨識個人者」，而受到個

資法的規範。因此以寄發電子郵件作為產品行銷的模式，就應該遵守個資法的規

範13。 

（二）使用者名稱（Username）與密碼（password）是否為個資法之「個人資料」 

  使用者名稱(Username)與密碼(password)在網路上之使用甚為頻繁，舉凡與

ISP連線時必需輸入username、password，甚至在使用WWW或ftp時，亦常常會

被要求輸入。本文以為username及password應與前述e-mail位址同等處理﹐

亦即若以姓名出生年月日等足以識別個人之資料，作為username、password時，

當然受個資法之保護。縱其username、password僅為隨意選取之文字或數字，

由於可從username及password辨視該尚生存之自然人，因此，也構成個資法所

稱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而依據前述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個人資料

類別」，username及password依其性質可能屬於識別類的COO一項「辨識個人

者」，或識別類的COO二項「辨識財務者」，或受雇情形中的第CO七三項「安全

細節」。 

（三）網路協定位址（IP address）是否為個資法之「個人資料」 

欲將兩台以上的電腦透過網路加以聯結，則網路上即必須有共通的通訊協

定，而TCP/IP即為現今網路所通行之通訊協定14。在TCP/IP之網路中，每一台

電腦之連線均不相同，每一台電腦所在亦須不同位址。蓋如此始不致產生資訊於

網路上傳輸地點錯誤情形。故所謂IP位址即指在網路上每一台電腦連線之位

置。而為確保IP位址的唯一，則必須有一專責機構負責IP位置的分配，又IP

的長度為4Bytes,其內容係由前開專責機構從000.000.000.000.到

                                                 
13 馮震宇、錢世傑合著，同註8，頁九。 

14TCP協定組合是由Bob Kahn在一九七三年開始發展，後來由DARPA、Vinton Cerf與史丹佛大學

繼續開發，一九七八年以前大部份都已經完成，並且從那時候開始稱為TCP/IP，因為這套協定

必須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有順序性，連接導向的TCP，另一部份則是點對點、非連接導向的

IP。轉引自范慈容著，網域名稱與商標問題之研究，東吳大學碩士論文，頁十。 



255.255.255.255止所算定之固定數字組合15，是其顯非關於某尚生存之特定或

可得特定自然人之資料。因此，在網路協定位址(IP address)方面，其目的在辨

識電腦在網路上的位置，似乎並未包括於前述之一百三十三項資料類別中，應該

不受個資法規範。 

（四）網域名稱（Domain Name）是否為個資法之「個人資料」 

由於前述IP位址係全部由數字所構成，一般人實在不容易記憶。因此為便

於IP位址的記憶，便賦予每個IP位址有一包含文字的名稱，而此名稱即為網域

名稱（Domain Name）。又網域名稱原則上不同於IP位址必須由某專責機構就已

確定之數字加以分配，而係由使用者自行命名經向前開IP位址專責機構申請獲

准後即可使用16。網域名稱層級架構分為三層，第二層為類別通稱，目前依業務

性質之不同由TWNIC委由不同受理註冊機構所發給17。第一層為「區域簡稱」（除

美國外，其他國家地區都需另加區域簡稱，例如：我國為tw、大陸為cn，日本

則為jp）。第三層則為用以識別使用者之「特定名稱」（這部份係由網站負責

人自行命名，一般而言大多是公司之名稱或縮寫，或以其商標作為名稱。例如：

筆者之網站Domain name為cyberlawyer.com.tw，其中cyberlawyer為特定名

稱，com則為類別通稱，tw則為區域簡稱18。 

如前所述，Domain Name不同於IP位址，其可由使用者命名，且由文字所

                                                 
15 黃三榮著，論網際網路上之個人資料及其保護—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而論，資訊法務透

析，一九九六年九月，頁三四。 

16 目前台灣受理Domain Name申請的專責機構為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17 com.為商業團體組織，net.為網路管理機構（具電信加值網路證照者），org.為財團法人、社團

法人等非政府、非商業機構，上述網域名稱之受理註冊機構為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SEEDNet）等六家公司；edu.為教育及學術研究單位，其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為教育部電算中

心；gov.為政府單位，其網域名稱受理註冊機構為行政院研考會，idv為個人，其受理註冊機構

亦為SEEDNet等六家公司。 

18 關於Domain Name之詳盡介紹，請參閱拙著，談我國網域名稱糾紛解決方式之發展，高雄律師

會訊，九十年二月號。 



構成。因此，若Domain Name之內容，如包含有足資識別某生存之特定或可得特

定之自然人資料，則其亦屬個資法保護之範圍。而依據前述的「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個人資料類別」，Domain Name可能屬於識別類的COO一項「辨識個

人者」。 

（五）不變資源定位址（Uniform Resource Locater,URL）是否為個資法之「個

人資料」 

  URL可以說是網路上之命名系統，其作用在方便於網路上到某主機（host）

去尋找檔案、資料或參與網路論壇等。其構成可以冒號（：）大致分為兩大部份，

冒號之前為連接之方示如FTP、Gopher、telnet、news及http等；而冒號後為

主機名稱等19
。因此，若主機之名稱，如包含有足資識別某生存之特定或可得特

定之自然人資料，則本文以為URL位址即為個資法保護之個人資料。而依據前述

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個人資料類別」，URL亦可能屬於識別類的COO

一項「辨識個人者」。 

（六）Cookies是否為個資法之「個人資料」 

Cookies是網站伺服器（web server）儲存在使用者瀏覽器中的一小段資訊。

這將使瀏覽器能記下一些特定的資訊，以便網站伺服器在未來能夠使用。因為其

具有記錄客戶在網站停留的時間、所瀏覽的網頁、向電子商家索取的商品資料以

及從事的交易消費行為等多種功能，所以解釋上cookies可能屬於個人資料類別

第CO三六項「生活格調」中所例示的使用消費品之種類及服務細節與個人或家

庭消費模式；另外也可能屬於別類的COO一項「辨識個人者」，或識別類的COO

二項「辨識財務者」，端視cookies的性質而定其所屬的類別20。 

                                                 
19 黃三榮著，同註15，頁三四。 

20一般cookie的應用包括：  

（一）線上購物：線上購物系統能使用cookie記錄使用者的購買傾向。Cookie也能讓使用者一邊

瀏覽，一邊添加商品於“購物籃”中。如果使用者要求，使用者甚至能在結束瀏覽後，重

新造訪這個網站，且保留他們上次選擇的商品於他們的購物籃內。  

（二）線上登錄：如果您想經常造訪某網站而登錄於該等資訊網站（如新聞、期刊或您有興趣的



 

四、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遞 

（一）個人資料之蒐集 

  個資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蒐集：指為建立個人資料檔案而取得之個人資

料。」而所謂「個人資料檔案」，依同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指基於特定目的儲

存於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之個人資料集合。」且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三條

規定「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稱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指錄製、記載有電磁

紀錄之有體物，包括磁碟、磁帶、光碟、磁泡紀錄體、磁鼓及其它材質而具有儲

存電磁紀錄之能力者。前項所稱電磁紀錄，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知覺

直接認識之方法所製作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簡單的說，取得個人資料

以建立個人資料檔案之行為即為個資法所稱之「蒐集」。若取得個人資料的行為

屬於個資法之「蒐集」，公務機關應依個資法第七條基於特定的目的21，而非公務

機關，除依第十八條需合於一定要件外22，更必須符合第十九條第一項，依法登

                                                                                                                                            
網站，甚至閒聊網友或線上溝通的網站）上，您可能會被要求提供個人資料。此時，使用 

cookies即不必每次上該網站都要經過身分辨識程序。  

（三）個人化網站：Cookie能讓使用者表示其進入某一特定網站時，所希望接到的資訊種類。如

此一來，使用者可以只看到有興趣的資訊，而不必浪費時間於沒有興趣的新聞或資訊上。  

（四）網站追蹤：網站管理者可透過cookies追蹤使用者其所連接過的網頁，進而推斷使用者的

興趣所在。此可幫助網站管理者隨時維持其網站內容的更新並更符合使用者的需要。  

（五）目標行銷：Cookies可用來記錄您造訪某一特定網站的網頁。此資料可用來針對個人的喜

好，進行行銷服務。有些網站以cookies「記憶」曾給您的廣告資料，以免使用者重覆收到

相同的廣告。  

（六）安全：Cookie無法用來得知您的硬碟資料，您的電子信箱地址，更無法用來竊取您的個人

資料。 Cookie檔案獲得您個人資料的唯一方法是您自己將這些資料送給網站伺服器，且

每一個cookie都只能被其設定的網站伺服器讀取。其他任何網站伺服器都無法讀取或竊取

您電腦中原先設定的cookie。參見花旗銀行網站 www.citibank.com.tw/statement/cookies

（visited12,11,1999）。 

21 個資法第七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非有特定目的，並符合左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為之：一、於法令規定職掌必要範圍內者。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三、對

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虞者。」 

22 個資法第十八條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非有特定目的，並符合左



記並取得執照後才得以加以蒐集，否則依其是否有營利之意圖，而分別有刑責及

罰鍰之處份23。 

關於網路上的應用，本文以為，無論從事設置e-mail服務之POP主機或STMP

主機，以取得儲存e-mail位址之行為24，或是一般網站伺服器要求使用者輸入姓

名、出生年月日、連絡方式等個人資料以登錄會員資料之行為，所蒐集者皆為個

資法所稱足以識別之個人資料，應屬「建立個人資料檔案」之行為，當然受到個

資法之規範。惟若網站伺服器僅從事IP位址之蒐集，因如前所述，IP位址並非

個資法之個人資料，故其蒐集行為當然亦不受個資法之規範。 

（二）個人資料之處理 

  個人資料之電腦處理係規定於個資法第三條第三款，即使用電腦或自動化機

器為資料之輸入、儲存、編輯、更正、檢索、刪除、輸出、傳遞或其他處理。另

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自動化機器，指具有類

似電腦功能，及能接受指令、程式或其他指示自動進行事件處理之機器。」簡而

言之，利用電腦或類似之機器，將蒐集到之個人資料加以建檔、整理之行為，即

屬於個資法所稱之「電腦處理」。若處理個人資料的行為屬於個資法之「電腦處

理」，其於個資法上之效果，如同前述個資法關於「蒐集」之規定。則公務機關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一、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

而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虞者。三、已公開之資料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四、為學術

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五、依本法第三條第七款第二目有關之法規及其

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23 個資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意圖營利違反第七條、第八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或依第二十四條所發佈之限制命令，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四萬元以下罰金。」第三十八條規定：「有左列情事之一者，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正，逾期未

改正者，按次處罰之：一、違反第十八條之規定者。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

三、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者。四、違反依第二十四條所發佈之限制命令者。」 

24 E-mail之收發必需藉助至少兩部主機，即POP主機及SMTP主機。前者負責e-mail之收取，凡

是寄給我們的e-mail，均會先送至POP主機內，後者負責e-mail之寄發，我們透過發信軟體發

出的信，會先送至SMTP主機。故可見不論是POP主機或SMTP主機當其收發e-mail時，勢必

同時取得e-mail位址，否則無法執行e-mail收發工作。 



應依個資法第七條基於特定的目的，而非公務機關，除依第十八條需合於一定要

件外，更必須符合第十九條第一項，依法登記並取得執照後才得以加以蒐集，否

則依其是否有營利之意圖，而分別有刑責及罰鍰之處份。 

  關於網路上的應用，前述設置電子郵遞服務主機（mail server）等進行

e-mail電子郵件收發之行為，顯係利用電腦等自動化機器為e-mail資料之輸

入、儲存、輸出、傳遞等處理，故本文認為其應屬個資法所稱個人資料之「電腦

處理」。至於前述使用網路應用服務時，網站伺服器要求使用者輸入姓名、出生

年月日、連絡方式等個人資料以登錄會員資料之行為，亦顯係利用電腦等自動化

機器為資料之輸入、儲存、輸出、傳遞等處理，應屬「電腦處理」之行為，當然

受到個資法之規範。 

（三）個人資料之利用 

了解網路上個人資料之蒐集及電腦處理後，接下來即要探討更重要的部份，

亦即個人資料之「利用」。因為，縱使在網路上為個人資料之蒐集，若未進一步

就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加以利用，則其所為之個人資料蒐集將不具任何實益性。 

  個資法於第三條第五款規定：「利用：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將其所保有

之個人資料檔案為內部使用或提供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而前開所稱之「第三

人」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係指「保有個人資料檔案之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但不包括受委託處理個人資料之團體或個

人。」若使用個人資料之行為屬於個資法所稱之「利用」，則公務機關依個資法

第八條規定，應於法令職掌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25；而非

公務機關為個人資料之利用亦須依個資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原則上應於蒐集之

                                                 
25 個資法第八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法令職掌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

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令明文規定者。二、

有正當理由而僅供內部使用者。三、為維護國家安全者。四、為增進公共利益者。五、為免除

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者。六、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

者。七、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八、有利於當事人權益者。九、

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26，也就是使用個人資料必須符合「目的明確化原則」。

根據法務部八十五年八月會銜公佈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

所列舉的「特定目的」，從人身保險業務、行銷到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等共有一

百零一項27。利用所蒐集之個人資料時，除了必須符合前述的「特定目的」外，

非公務機關為個人資料之利用，亦必須符合第十九條第一項，依法登記並取得執

照後才得以加以蒐集，否則依其是否有營利之意圖，而分別有刑責及罰鍰之處份。 

  在網路的應用上，網路搜尋服務業者常常蒐集大量的URL，並加以分類，以

提供第三人連線查詢取得。如前所述，URL位址中若包含有足資識別某生存之特

定或可得特定之自然人資料時，係屬個資法保護之個人資料，則網路搜尋服務業

者提供URL位址予任意第三人連線查詢之行為，顯係將其所保有的個人資料檔案

提供予第三人，合於個資法個人資料「利用」之要件。另外，在網路應用上亦常

常有網站（web site）之建置者在其網頁上，提供其他網站之URL位址，以方便

上站者再連接到其他網站。而此種在網頁上提供他人URL之行為，本文以為亦屬

將其所保有之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人，而應受到個資法的規範。 

（四）個人資料之國際傳遞及利用 

  基於網路無國界之特性，個人資料於網路上當然不可避免的會有國際傳遞及

利用情形的發生。個資法於第九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國際傳遞及利

用，應依相關法令為之。」及第二十四條規定：「非公務機關為國際傳遞及利用

個人資料，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限制之：一、涉及國家重

大利益者。二、國際條約或協定有特別規定者。三、接受國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

未有完善之法令，致有損當事人權益之虞者。四、以迂迴方法向第三國傳遞及利

用個人資料規避本法者。」至於「國際傳遞及利用」之定義則規定於個資法施行

                                                 
26 個資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

之。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為增進公共利益者。二、為免除當事

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者。三、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者。

四、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27 馮震宇、錢世傑合著，同註8，頁十。 



細則第十三條：「本法第九條及第二十四條所稱國際傳遞及利用，指利用有線電、

無線電、光學系統或其他電磁系統等經由通信網路傳遞及利用，不包括利用郵

寄、攜帶傳輸微縮膠片、打孔卡片、電腦報表、電磁紀錄物傳遞之情形。」綜上

所言，跨越國界而經由通信網路藉著有線電、無線電、光學系統或其他電磁系統

之個人資料傳遞及利用，即屬個資法所稱之個人資料「國際傳遞及利用」。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國際傳遞及利用，必須依相關法令規定。至於何謂相

關法令？當須依具體個案加以分別認定。惟如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之國際傳遞

及利用未依相關法令，於個資法上並無任何處罰之明文。而非公務機關為國際傳

遞及利用個人資料，亦必須依個資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依法登記並取得執照後，始

得為之。除此之外原則上並無限制，除非其有違反前開個資法第二十四條所述四

種情形之一，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為限制。如非公務機關已收到主管機關依個

資法二十四條所發布之限制命令，而不加以遵守。則視其所為之個人資料國際傳

遞是否有營利之意圖，而分別有刑責及罰鍰之處份。 

  個人資料的利用與個人資料的國際傳遞與利用之不同，僅在於前者可能不是

跨國界的，蓋我們亦可能在單純在國內的領域內進行網路上的個人資料利用。因

此，前者的範圍顯係較後者為寬。前述網路蒐尋服務業者提供URL位址予任意第

三人連線查詢或網站之建置者在其網頁上，提供其他網站之URL位址之行為，基

於網路無國界之特性，時時均有可能構成為個人資料的國際傳遞及利用。若行為

人確透過網路跨國界之傳遞個人資料，本文以為行為人不僅為個人資料的國際傳

遞及利用行為，亦構成前述個資法所稱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 

 

五、網路使用者權利 

  網路使用者可以居於主動的地位要求掌控自己的資訊，依據個資法第四條之

規定，賦予每個人對於自己的個人資料有下列幾種權利，一、查詢及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五、

請求刪除。然而若為依法不公告的個人資料檔案(例如基於軍事機密之事由)﹑有



妨害公務執行之虞者﹑有害於第三人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其他重大

利益者﹐或是檔案資料自第三人取得，如應當事人之請求准予查詢、閱覽或製給

複製本，將損及保有機關與第三人之協助或信賴關係者，上述的權利仍然受到一

定程度的限制。個人資料蒐集、使用者在這些情況下可以拒絕當事人查詢、提供

閱覽或製給複製本的要求28。 

  網路使用者依法雖有向個人資料蒐集、使用者要求查詢、閱覽以及要求製給

複製本之權利，但仍必須依照各行業之特性所定的程序申請，並繳交所需費用。

例如在遠距醫療的情況下，為避免病人因為自行取得病歷，可能對檢驗報告作錯

誤的研判而導致無謂的恐慌或誤解，甚至會影響病情造成遺憾。於八十五年十二

月四日所公佈的「醫院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登記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三項即特別規

定，當事人查詢、閱覽其電腦處理病歷，應該於醫院指定地點，並由醫院人員陪

同下為之29。而財政部於八十七年一月所公佈的「證券業暨期貨業接受個人資料

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之程序及收費標準辦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當事人閱覽

其個人資料時，應該於證券業或期貨業指定之地點，並於該證券業或期貨業之人

員陪同下為之。交通部於八十六年九月八日公佈的「電信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

理辦法」第十條亦有相關之規定。同時，民眾必須繳交查詢等相關費用，這些費

用以反映成本為原則，例如徵信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六條規定查詢或

                                                 
28 個資法第十二條規定：「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其保有之個人資料檔案，答覆查詢、

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依前條不予公告者。二、 有

妨害公務執行之虞者。三、有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之虞者。」第二十六條規定：「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十七條之規定，於非公務機關準用之。」個資法施

行細則第二十二條規定：「本法第十二條第三款所稱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指左列各款情形

之一：一、有害於第三人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其他重大利益者。二、檔案資料自第

三人取得，如應當事人之請求准予查詢、閱覽或製給複製本，將損及保有機關與第三人之協助

或信賴關係者。」 

29 戴豪君著，企業經營子商務處理客戶資料的法律須知，網路vs法律，頁一五二，資策會科技

法律中心出版。 



閱覽個人資料為一百元，要求製給複製本每份繳交一百元30。 

  在個人資料的更正與補充，以確保個人資料正確的方面，依據個資法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應依當事人之請求適時更正或補充之。同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

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公務機關應依職權或當事人之請求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但

因執行職務所必需並註明其爭議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另外，在個

人資料電腦處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同條第三項亦規定，應依職權或

當事人之請求，刪除或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該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所必需或經依

本法規定變更目的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結論 

在網路發展趨勢下，人際溝通、就業工作、商業行為及娛樂活動

都將在網路上進行，並且此種發展趨勢日後必然逐漸普及。如果承認

為了要享受科技對生活所帶來的舒適及便利，就必須要犧牲個人隱私

權的話，則無異認為一個身處在現代社會中的個人，必須要到深山裡

離群索居，才有可能保持完整的隱私。此種看法忽視了個人的私領域

在現代社會被無形地、非自願地擠壓限縮31。 

所以，未來消費者、使用者能否具備信心，而利用新興科技之便

利來進行溝通、交易、娛樂等行為，使網路環境能繼續穩定成長，落

實網路上個人資料隱私及安全環境之完善建構，將位居關鍵問題地

位。本文希望能透過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介紹，提供法律或技

術討論上一個新的方向，以求在高科技發展的現代社會中，為公共生

活及私人生活領域找一個新的平衡點。 

 

 

                                                 
30 戴豪君著，同註28，頁一五二。 

31 王郁琦，網路上的隱私權問題，資訊法務透析，一九九六年十月號，頁三十七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