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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年來，個人資料保護的議題炙手可熱，相關的論述可說汗牛充棟，幾近氾
濫成災，這一方面顯現了人們隱私權意識逐漸高漲，一方面也顯示了在電子商務
及電子化政府的浪潮下，隱私權所受的威脅日甚一日，令人不得不予以關注。是
不是這一天很快就將到來：我們像電影「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裡的湯姆
克魯斯一樣，走在街上時，每個商家都能透過眼球掃描器認識我們，叫著我們的
名字打招呼，問我們上次購買的商品如何，國家也透過到處都是的眼球掃描器，
隨時隨地監視我們。商家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買過什麼以及其他關於我的事，
並在大街上說出來，這樣的電子式的招呼不僅不讓人感到溫暖，反而覺得有一股
寒意爬上背脊﹔國家的監視行為，就更不必說了。
我國在一九九五年通過了「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本文以下簡稱個資
法），表示我國也早已注意到個人資料保護的問題。姑且不論這部法律仍有許多
錯漏不足，至少它提供我們以法律從事個人資料保護的一個基礎，因此，對它有
所認識就成為探討此一議題的基本工作，同時作為每一個資訊社會的生活者，也
有必要對它有所了解，方能掌握確保自己隱私權益的工具。
如果對個資法的結構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一些理路。本文從規範對象的角
度，觀察出個資法主要可以分為二大部分，也就是對「公務機關」的規範以及對
「非公務機關」的規範﹔除此之外，還有些規定放在該法的前面幾條，並不針對
哪一對象，而係從事總則性的規範，可以稱之為一般性的規定。這是本文對個資
法的解構。當然，只要有區分，就不能避免有歸類上的困難，但爭議事項或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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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的存在，並不妨礙上述分類能幫助我們較有體系地理解個資法的價值。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對個資法的介紹就可以遵循「一般性的規定」
、
「對公務
機關的規範」及「對非公務機關的規範」之架構來進行。在篇幅的考量下，本文
擬先針對一般性規定這一部份加以說明，至於後二部分則留待將來，故本文副標
題名曰「總則篇」，其意在此。雖然未處理實質的行為規範，但一般性規定是個
資法個人資料保護的基礎，這一部份的探討不但甚有意義而且必要，在此先予敘
明。

二 關於所謂個人資料
１ 概說
個人資料是什麼？哪些東西屬於個人資料呢？這是談個人資料保護首先必
須要處理的問題。個資法第三條第一款對個人資料的定義是：「自然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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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分析來看，這個定義分成二部分，前半部例示了姓名等十三項的個人資
料，後半部則提供了一個概括的說明，也就是「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為個人
資料。不過，所謂「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究竟是什麼意思？仍然有欠明確，
甚至可能有誤導之嫌。而從抽象層次理解個人資料此一概念又十分重要，畢竟還
有很多很多的個人資料不在前半部的例示中，我們需要一個可以操作的標準去判
斷，到底哪些東西是個人資料哪些東西不是。很可惜的是，討論個人資料保護的
文章雖多，似乎未曾看到有正面而清楚釋明此一關鍵概念者，本文將試著彌補此
一缺憾。
「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由於有些語焉不詳，尤其在具體問題的判斷上，
令人有左支右絀、難以遵循之感，這從許多相關著作中對個人資料的判斷找不到
一貫的理路就可以看得出來。因此本文認為，要理解此一概念，必須先跳脫出「足
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這一句話，回到個人資料此一概念的功能來觀察，也就是
說，先去問，為什麼要有個人資料這個概念？
一個概念的存在，常常是具有篩選的作用，像在這裡，只有被認為屬於個人
資料者，才有受到保護的可能性，被排除在此概念之外者，也就被排除在保護之
外，因此，我們應先探究保護個人資料的理由，然後以此判斷哪些東西有保護的
價值，應被納入個人資料的概念中而被保護。我們知道，保護個人資料的原因在
於，個人形貌的片段被蒐集、探知，尤其是經過拼湊、組合，將使個人的隱私暴
露出來，令人感覺困窘、痛苦，甚至因為他人的品評而扭曲了自我，由此可知，
只要有可能因為被知悉而造成隱私感情的傷害，或者雖然本身被知悉並不立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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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隱私感情的傷害，但它在與其他資料連結、分析後，卻可能造成此種結果，就
具有保護的價值，應該被納入個人資料的範圍內﹔問題是，只要與個人有關的資
料，有哪一種是我們能確知它在與其他資料連結、組合、分析後，毫不具有侵害
可能性的？電腦程式強大的運算能力，是現代資訊社會的特徵，也正是保護個人
資料在現今成為重要議題的原因，在這種科技能力之下，只要是與個人有關的資
料，均具有造成隱私侵害的潛在可能，也因此，均具有保護的價值，而不應該被
排除在保護之外1﹔至於在個案中是否確實造成損害，則是另一層次的判斷2，並
不是個人資料定義所應承載的功能。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對個人
資料的定義為，
「關於特定或得特定之自然人屬人或屬事之個別資料。」3強調個
人關聯性，似乎可以印證本文的見解。
回到我國個資法的規定，「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一詞既然已經存在，還
是必須給它一個合理的詮釋。這句話的意思似乎是，足以讓掌握該資料者從人群
中識別出某個個人的資料，簡單地說，就是足以讓人知道「是誰」的資料，典型
的像是身分證字號、姓名等，本身即作為辨識、證明個人之用。可是，其他已被
該條規定列舉的資料，大多並不是為了識別這種社會功能而存在，如何與足資識
別該個人之資料一詞相連結？其實，「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之規定是出於這
樣的想法：如果不能識別出是哪個人，就不會造成侵害（例如看到一筆性無能的
資料，我們知道「有人」性無能，但不知道「是誰」性無能，那就沒有關係）。
所以，遵循其規範理由而將此一規定合理化的解釋是，如果能夠從某個資料中間
看出此一資料是歸屬到「誰」的身上，這個資料就是個人資料而應受保護。但是，
除了可以直接從該筆資料中得知歸屬對象的情形外，也可能發生從它本身無法得
知，但經過與其他資料連結、分析後可以得知的情形，因此像歐盟一九九五資料
保護指令就將個人資料定義為，
「指有關識別或足資識別自然人（資料當事人）
之任何資訊；足資識別之人指直接或間接能予識別者，特別是以參考識別號碼或
以其身體、生理、精神、經濟、文化或社會屬性之一項或多項特定因素。」4將
足資識別放寬包括「間接」能予識別者。問題是，在現代資訊科技下，只要與個
人有關的資料，有哪一種是我們能確知它在與其他資料連結、組合、分析後，絕
不會暴露出其歸屬之對象的？因此本文的見解仍然是，只要是與個人相關的資
料，均具有造成隱私侵害的潛在可能，也因此，均具有保護的價值，而不應該被
排除在保護之外。在法條的解釋上，本文主張只要是與個人相關之資料，均可能
「間接」識別出該資料的歸屬對象，那也可認為「足以」識別，而在個人資料的
概念範圍內﹔當然，透過修法予以澄清，是較妥當的做法。
1

故有謂「在自動化資料處理之條件下，不再有所謂不重要之資料」
、「沒有無利益之資料」，參
照許文義，個人資料保護法論，台北，三民，頁 23,242（2001/1）。
2
參照例如個資法第二十七、二十八條中有「致當事人權益受損害者」，作為損害賠償之要件﹔
第三十三、三十四條中有「致生損害於他人者」
，作為刑事處罰之要件。
3
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中譯，參照林錫堯譯，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學叢刊，
三十六卷四期，頁 1-18（1991/10）。
4
歐盟 1995 年資料保護指令之中譯，參照熊愛卿、詹文凱合譯，歐盟 1995 年資料保護指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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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要附帶說明的是，個人資料的「個人」指涉的是「自然人」，這在個資
法第三條的定義中也說得很清楚（「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因此法
人的資料，就不是個人資料。這是因為保護個人資料的目的是維護個人的隱私
權，僅有自然人有人性尊嚴可言，才會有隱私感情受到傷害的問題﹔至於法人有
營業秘密的保護，則是另一問題。

２ 爭議概念判斷
A 電子郵件信箱
相信許多人像筆者一樣，E-mail信箱中每天都會收到「XX軟體網又更新
了！」、「失業不用怕，告訴您一個可以自己掌握的致富方法」、「美國XX瘦身新
配方，肥胖不要來」等各式各樣的廣告郵件，而不禁感嘆自己的信箱受到濫用。
既然以電子郵件寄送廣告已成為現代行銷的重要手段，垃圾郵件的煩惱亦成為許
多人生活的一部份，則電子郵件信箱究竟是不是個人資料，而受個資法的保護，
就成為一項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為了確保信件的傳遞到達正確的人手上，所有的電子郵件信箱都不會重複，
都是獨一無二的，而通常也都會歸屬到特定的自然人身上﹔某個自然人所擁有的
電子郵件信箱，當然具有個人關聯性，因此在本文的界定底下，就屬於個人資料。
而肯定電子郵件屬於個人資料應也是目前一般的見解5。

B IP 位址
IP 位址，一般認為其僅為數字之組合，目的在辨識電腦在網路上的位置，
而非關於特定或可得特定自然人之資料，而不屬於個人資料6。
但是本文以為，IP 位址是網路上每一部電腦連線的位置，為了確保傳輸地
點不會錯誤，每一個 IP 位址都是唯一的，假如它歸屬到特定個人身上，就有可
能成為個人資料。詳言之，固然 IP 位址常歸屬於機關或組織，例如在同一機構
中使用浮動 IP 的多台電腦，某一 IP 與某一電腦間無法發生經常性的連結﹔但

錄於熊愛卿，網際網路個人資料保護之研究，台灣大學法研所博士論文，附錄（2000/7）
。
5
例如簡榮宗，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在網際網路上之適用，律師雜誌，第二七二期，頁 109
（2002/5）﹔陳家駿等，我國網際網路管理辦法建議草案之訂定，交通部電信總局委託研究，頁
166（1998/7）
。
6
例如簡榮宗，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在網際網路上之適用，律師雜誌，第二七二期，頁 110
（2002/5）﹔陳家駿等，我國網際網路管理辦法建議草案之訂定，交通部電信總局委託研究，頁
166（1998/7）
。
4

是，如果是個人申請的 IP，例如個人向中華電信申請固接式的 ADSL，或學校的
教職員生使用學校分配給他的固定 IP，此時 IP 位址就和個人發生關聯性，很容
易想像，這一個 IP 連線出去到哪些網站的紀錄，就代表著使用這個 IP 的那個人
的網路活動情形，當然可能存在隱私的成分，而 IP 位址這一資料，也就成為可
能和其他個人資料比對、拼湊、分析而知悉他人不欲人知成分的資料，而應被列
為個人資料。

C Cookies
透過網路相關科技的運用，可以記錄個人在網路上的電子腳印，也就是各種
網路上活動所產生的資料，包括所拜訪過的網站、消費習慣、閱讀習慣，甚至信
用紀錄、通訊紀錄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最受矚目，引起最多爭議的網路個人資料
蒐集工具，可能非Cookies莫屬了。Cookies本身是一個電腦檔案，其運作模式為：
只要某一特定網路使用者拜訪或進入設有Cookies裝置的網站，此一網站的server
會主動要求該使用者的瀏覽器出示一個特定的ID（即Cookies）
，如果該使用者的
瀏覽器無法提供該ID，網站的server便會自動送出這個ID到該網路使用者的硬碟
理，記錄使用者日後在該網站上所從事的活動，甚且通常和網站所收集到的其他
資訊，例如使用者確認（user authentication）資料，進行相互整合，以進一步發
揮追蹤使用者網路活動的功能；甚至，也可形同使用者購物袋上所附著的記錄
器，記錄使用者在網站上所購買的商品（例如網路書店Amazon即使用此種
shopping basket system）
。除了Cookies之外，類似資訊科技其實不勝枚舉，例如：
對每一特定造訪者進行再度造訪次數的記錄（New Visitor Counting）；對網路使
用者在網站上所瀏覽的特定網頁或網頁中之特定部分予以記錄（Behavior
Tracking）
；具有追蹤與歸類網路使用者特定網路興趣或所須網路資訊內容之功能
的Push Technology或Agent Technology等，均有或高或低侵入個人私領域的能
力。7
Cookies 此類技術的發達，固然創造了一些便利性及個人化的服務，但對個
人隱私的衝擊也十分強烈。透過對個人網路活動的記錄累積，可以描繪出一個人
的網路形象，使他人侵入個人的宗教認同、政治偏好、性別傾向等私領域之範圍，
甚至流入不當的用途，而更嚴重的是，這些蒐集行為都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甚
至可以說是在對網路「匿名性」的誤解中，而被完成。這使得網路活動者對其個
人資料失去掌握，也使他人的蒐集資訊行為不易監督。因此，Cookies 這一類的
東西究竟是不是個人資料，就成為重要的問題。
不過，一般所討論的「Cookies是否為個人資料」這樣的問法其實有點混淆，
我們真正關心的是，是不是有一些個人資料因為Cookies這一類的技術而流出，
7

參照劉靜怡，從 Cookies 以及類似資訊科技的使用淺論網際網路上的個人資訊隱私保護問題，
資訊法務透析，頁 24-26（1997/10）。
5

而不是去討論Cookies本身是不是個人資料，因此，問題應轉為，Cookies會蒐集
哪些資料，而它們是否屬於個人資料。首先，Cookies所蒐集的資料如果是個資
法第三條第一款列舉的，或是本文前已討論的項目，自無疑問，值得研究的是
Cookies所蒐集資料的大宗─網路活動記錄（瀏覽網站那部分、停留時間長短、
從事何種交易行為等等）
，是否屬於個人資料的問題。本文以為，Cookies所蒐集
的網路活動資料，姑且不論有解釋為法條中所例示的「社會活動」之可能，至少
和病歷、財務情況、社會活動等歷史記錄具有相同性質，且當然與個人發生關聯
性，依照本文見解應屬於個人資料﹔可以想見，許多人不願意自己在網路上逛了
哪些網頁被知悉，更何況在現實狀況中其與其他資訊─比如加入會員輸入的會員
資料、寄網上文章給朋友輸入的E-mail信箱、購買東西輸入的信用卡號碼等─扣
合，而暴露出個人之機會是很大的。
綜而言之，使用Cookies等技術蒐集個人資料的行為，是受個資法規範的。

三 關於適用範圍
１ 電腦處理
個資法是否僅規範電腦處理的個人資料？若撇開法規名稱不看，單從個別法
條似乎仍有解釋空間，例如第十八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
理，非有特定目的……」
、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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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對於人（手）工處理之資料，
「蒐集」、
「利用」仍有受規範的可能，但事實上，從第三條用詞定義第二、四、五款對照
來看，可知規範的都是儲存於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之個人資料，也就可說
是電腦處理的個人資料。再從法規名稱為「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第一條：
「為規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無怪乎一般均認為本法僅規範電腦處理的個
人資料。
為什麼限於電腦處理的個人資料才受保護？理由可能如下：資料保護之所以
成為一重要課題，乃肇因於電腦科技廣泛之運用，由於電腦對資料之集中、利用、
傳輸能力強大，如果未對電腦之使用妥為管理，個人隱私甚易受到侵害﹔而人
（手）工處理之資料，較之電腦處理之資料，遭大量集中、利用及流通的可能性
較小，尚不致需設新的法律制度以為因應。雖然，論者基於許多理由多對此種限
縮規範不甚贊同8，不過現實的規定就是如此，因此非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之情形，
8

參照陳仲嶙，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民、刑法的縱橫交錯，全國律師，第四卷第十二期，
頁 32-33（2000/12）﹔黃三榮，個人資料之保護─兼評我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資訊法務
透析，頁 46（1998/1）﹔洪榮彬，資訊時代之資料處理與資料保護，輔大法研所碩士論文，頁
349-350（1993/6）
；翁岳生等，資訊立法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頁 115-118
（1994/7）；黃榮堅，刑法增修後的電腦犯罪問題，收錄於「罪與刑─林山田教授六十歲生日祝
6

並不在個資法的適用範圍。

２ 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
誰受個資法的拘束？大別為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二大類。
依個資法第三條第六款之規定，所謂「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
央或地方機關。
依個資法第三條第七款之規定，受個資法規範的所謂「非公務機關」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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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指定者，經本文查詢至少包
括台北市產物、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9、期貨業10、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及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11、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12等。至於
未被列舉，又沒有經指定者，就不在本法規範範圍內。
為什麼個資法的規範範圍，只限於這些列舉和指定的行業呢？因為這些特殊
行業都可能大量蒐集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影響人民權益較大，而在立法當年，或
許為了新法實施，不欲打擊過廣，以利推行，也或許是鑑於行政管制能量不足，
故僅以對個人資料需求較大之產業為對象﹔然而就法理而言，此種限縮甚有問
題，畢竟重要的是法益侵害性，而非行為的行業別，行政便宜性和資源分配的效
率考量，是否可以完全掩蓋此種差別待遇的不平等性，值得懷疑，更何況民事求
償和刑事處罰與行政便宜性無涉，這部分恐怕更無法說得過去13，故對於個資法
的適用範圍，論者多有認為應擴大者14﹔據報載，法務部的修正草案，亦朝向將
「化外之業」納入的方向15﹔因此，未於該法範圍內的業者，仍應及早綢繆，避
免將來適用範圍擴大時措手不及，同時要注意的是，不受個資法規範者仍有民、
刑法之拘束，萬不可以為係法所不及而恣意妄為。
另外，在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的判斷上，「學校」及「醫院」之認定曾發
生爭議，因為二者皆有公立與私立之分，是否割裂適用甚有疑義16。本文認為，
學校與醫院的性質並不相同，應分別觀察。在學校方面，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二號
賀論文集」，頁 313-314（1998/10）。
9
參照法務部(86) 法律字第 14816 號函（1997/5/27）。
10
參照法務部(86) 法律字第 000264 號函（1997/7/18）
。
11
參照法務部(90) 法律字第 000403 號函（2001/8/8）
。
12
參照法務部法律字第 0910700064 號函（2002/2/20）
。
13
相關論述參照陳仲嶙，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民、刑法的縱橫交錯，全國律師，第四卷
第十二期，頁 34（2000/12）
，本文在此就不贅述。
14
參照簡榮宗，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在網際網路上之適用，律師雜誌，第二七二期，頁 108
（2002/5）﹔熊愛卿，網際網路個人資料保護之研究，台灣大學法研所博士論文，頁 232（2000/7）
。
15
參照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將修正，自由時報（2001/4/16）。
16
法務部於 2001/10/12 所舉辦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狀況公聽會」中，問及「公立
學校及公立醫院應如何適用？」現場僅筆者就此問題發言。
7

解釋理由書謂：「……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
關之地位，而私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印信
授權使用，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
或學位證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機構，於處
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明顯可知，公立學校為機關，並
無疑義，至於私立學校，可說是行政法上受委託行使公權力的機構，在處理該等
事項上等同於行政機關17，因此，如果遵循上述的理論脈絡，則不論公立與私立
學校，均應適用個資法公務機關之規定18。在醫院方面，即使是公立醫院，所為
者亦非公權力行為，而是私經濟行為，屬於私法形式的給付行政19，故不論公立
或私立醫院，均應適用個資法非公務機關之規定。
最後附帶提及，個資法第五條規定：「受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委託處理資
料之團體或個人，於本法適用範圍內，其處理資料之人，視同委託機關之人。」
因此受前述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委託處理個人資料者，也要受個資法的約束。

四 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的法律原則
個資法第六條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
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其中揭示了二項很重要的
一般法律原則：誠信原則、比例原則，也浮現了在個人資料保護上位處核心的一
項原則：目的拘束原則。這些原則貫穿整部法律，是我們在解釋適用個資法個別
規定時，應該時刻放在心上的價值方針。
「誠信原則」乃是一切權利的行使與義務的履行均應遵守的原則，此為現代
各國立法例及學說所公認，不僅適用於私法，亦適用於公法，被稱之為帝王條款，
君臨法域20。在本條中，將此原則在此處的適用說明得十分清楚，即在從事個人
資料之蒐集、利用等行為時，應注意到要尊重當事人的權益，遵循誠實及信用的
方法為之。
「目的拘束原則」是在個人資料保護上發展出來的核心原則，OECD 之準則
及各國立法例均包含此一規範性保護制度21。其意指，個人資料於蒐集時其目的
17

參照行政程序法第二條第三項：
「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
關。」
18
不過，教育部訂頒的「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辦法」
，似乎是將私立
學校當作非公務機關來加以規範。
19
參照例如許宗力，基本權利對國庫行為之限制，收錄於氏著，法與國家權力，台北，月旦，
頁 7（1993/4 增訂二版）﹔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台北，自刊，頁 12（1999/6 增訂五版）。
20
參照王澤鑑，誠信原則僅適用於債之關係？，收錄於氏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
，台北，
自刊，頁 330（1988/9 九版）﹔另參照陳清秀，行政法的法源，收錄於翁岳生編，行政法（上冊），
台北，自刊，頁 130（2000/3 二版）﹔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台北，自刊，頁 56（1999/6
增訂五版）。
21
關於 OECD 的準則及各國立法例所揭示之原則，可參照許文義，個人資料保護法論，台北，
三民，頁 161-179（20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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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明確化，其後的利用亦應與蒐集目的相符合，個人資料的利用，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當事人同意者外，不得為特定目的以外之利用22。這一原則，具體顯現在
我國個資法許多規定上，例如關於蒐集時的目的明確化，公務機關在第七條、非
公務機關在第十八條，關於利用時的目的限制，公務機關在第八條、非公務機關
在第二十三條，而本條（第六條）表明個人資料的蒐集或利用，不得逾越特定目
的之必要範圍，也揭示了此一原則乃是支配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要基礎。
「比例原則」乃是我國憲法上極為重要之原則，亦是行政法上的一般法律原
則。其內涵包括三項子原則：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衡量性原則（或稱狹義
比例原則）
，行政程序法第七條謂：
「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 採取之
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
權益損害最少者。三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
衡。」該第一、二、三款，即分別為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衡量性原則內涵
之說明。雖然在個資法第六條中，文字上只有「必要」二字，但鑒於憲法第二十
三條以及諸多行政法規中也僅有「必要」之文字，學說上仍解為比例原則之展現
23

，本文認為本條也有比例原則之意旨存焉，更何況比例原則作為重要一般法律
原則之地位，即令未有明示，亦應受其拘束。
關於上述原則的運用，在現今電子商務的活動狀況下，十分具有啟發性。因
為網路業者對於個人資料的蒐集，幾乎已到了瘋狂的程度，常是抱持著「有沒有
用不管，先全部蒐集了再說」的心態，要求消費者填入一大堆各式各樣的個人資
料，很多情況恐怕都是超越了「特定目的」的「必要」範圍，而業者的定型化填
寫視窗使消費者不甘願地填入個人資料，是否符合誠信原則，也並非無疑，這種
忽視個人資料權利保護的商業趨勢，確實值得吾人省思。

五 關於行為態樣概念的意涵
個資法第三條提供了許多概念的定義，其中關於行為態樣的描述，包括第四
款的「電腦處理」─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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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的「蒐集」─指為建立個人資料檔
案而取得個人資料﹔第六款的「利用」─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將其保有之個
人資料檔案為內部使用或提供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這些定義，有助於我們了解
個資法所管制的行為究竟是什麼。
上述定義中的行為態樣，大概已經把各種以個人資料為對象的行為，差不多
都納入了，但是由於不同款規定文辭上的齟齬，恐怕還是會產生一些問題。例如

22

許文義，個人資料保護法論，台北，三民，頁 182（2001/1）。
參照例如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台北，自刊，頁 57（1999/6 增訂五版）﹔陳新民，中
華民國憲法釋論，台北，自刊，頁 174,177（1995/9）﹔陳清秀，行政法的法源，收錄於翁岳生
編，行政法（上冊）
，台北，自刊，頁 134（2000/3 二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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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他人」的行為，應該屬於電腦處理或是利用，就有爭議，因為電腦處理的
定義中有「傳遞」一詞，利用的定義中又有「提供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之敘述，
似乎解釋成哪一個都可以通，國內見解也確實二種解釋都有，然而，解釋成電腦
處理或利用，規範的條文不同（前者應適用第十八條，後者應適用第二十三條），
因此究竟如何認定就相當重要。本文認為，移轉他人的行為其實牽涉到二個當事
人，一個是移轉者，另一個是接受者，因此理論上應該要討論移轉者須遵循什麼
規範，接受者須遵循什麼規範，而不是混淆地說個人資料的移轉規制如何，在此
想法之下，一種解釋是認為，提供方屬「利用」行為、收受方屬「蒐集」行為，
應分別符合利用、蒐集的規定，另一種解釋則是認為，只要提供方的行為符合利
用的規定，或收受方的行為符合蒐集的規定，二者中其一具備即認為合法﹔對此
二說本文雖不敢遽下結論，不過如果從保護個人資料的角度來看，提供者和收受
者分別適用「利用」與「蒐集」之規定，似應較為妥適24。

六 結論
本文將個資法總則性的規定做一瀏覽，認為所謂個人資料，係與個人具有關
聯性之資料，在一些條文沒有例示出來之項目的判斷上，電子郵件信箱屬於個人
資料較無疑問，IP 位址雖然一般認為不屬於個人資料，本文卻認為在一定情況
下仍有被認定為個人資料的可能，至於 Cookies 則需視所蒐集的資料為何來個別
判斷，不過其主要的蒐集對象─個人網路活動的紀錄─屬於個人資料，自須受個
資法的約束。
在適用範圍方面，個資法僅規範電腦處理的情形﹔同時，在拘束對象上限於
公務機關以及第三條第七款所列舉或經指定的非公務機關，在此限縮之下，許多
行業並非個資法直接規制的對象。
另外，誠信原則、比例原則，以及目的拘束原則，是個資法上的重要原則，
在相關問題的解釋適用上，隨時隨地發揮著它們的影響力，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地方。
最後，在行為態樣的概念上，個資法第三條做了不少定義，不過實務上非常
重要的「移轉他人」之行為應如何適用法條，存在問題，本文初步的看法是，提
供者和收受者分別適用「利用」與「蒐集」之規定，似乎較為妥適。
上述的探討其實卑之無甚高論，從學術的觀點看來或許不值一哂，但除了包
含作者自己在思考這些問題上的一些心得外，本文主要也在希望透過對部分法條
規定掃描式地檢視，使讀者更容易接近個資法，作為保護自己隱私權利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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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一問題的討論，詳請參見陳仲嶙、賴文智，個人資料隨同服務資產出售的法律問題，
收錄於賴文智等編，益思科技法律─網路篇，台北，翰蘆，頁 151-154（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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