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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序 

本書初版迄今僅6個月，作者於期間，發現本書有語意不明或錯
別字誤植處，藉由二版校正程序，加以修正與勘誤，為使拙著內容

更為充實，亦增加最新實務見解。為配合2018年12月12日修正發布
之法務部處務規程第8條及第18條修正條文，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個人
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相關條文涉及原管轄機關為法務部者，變更為

國家發展委員會。因筆者之學識不足，不周之處，在所難免，期盼

各界賢達先進，惠予斧正，俾有所精進，實為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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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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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揭示，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
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
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

揮。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得對言論自

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大法官釋字第585號、第603號解釋
進而論述，因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

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

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為不可或缺之

基本權利，應受憲法第22條保護。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
隱私權而言，在於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之權利，具有

在何範圍內、而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除保

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外，亦賦予資料記載錯

誤之更正權。職是，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

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我國特制定個人資料

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由法務部定之（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55條）。本書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內容，討論個人資料保
護法之議題，依序為總則、公務機關與個人資料、非公務機關與個

人資料、損害賠償、團體訴訟及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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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節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護主體  

電腦科技進步迅速，使電腦能大量、快速處理各類資料，且運用日

趨普及，雖對國民經濟之提升有重大貢獻。然個人資料因濫用電腦而侵

害當事人權益之情形日漸嚴重，亦引起民主先進國家之關切。故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1980年9月通過管理保護個人隱私及跨國界流

通個人資料之指導綱領，歐洲理事會亦於1981年完成保護個人資料自動

化處理公約，並提出八項原則以供遵守，包含當事人同意原則、目的明

確化原則、限制利用原則及個人參與原則1。職是，我國前於1995年8月

11日制定公布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鑑於本法保護客體不再限於經

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且本法規範行為除個人資料之處理外，亦擴及至

包 括 蒐 集 及 利 用 行 為 ， 嗣 於 2010 年 5 月 26 日 總 統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900125121號令修正公布名稱為個人資料保護法，分為第一章總則，

第二章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第三章非公務機關對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第四章損害賠償及團體訴訟，第五章罰

則及第六章附則，共計法條56條，而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法條共計

33條。 
 
 
 

                                                        
 
關鍵詞：識別、通知、人格權、重大利益、特定目的、法定職務、法定義務、比

例原則、安全維護措施。 
更多相關文獻，請上月旦知識庫http://lawdata.com.tw/tw/ 
1 李振瑋、江耀國，英國資料保護法中資料所有人權利之研究－兼論我國個資法

之相關規範及案例，中原財經法學，24期，2000年6月，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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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之保護主體 
中華民國領域內 現生存之自然人，其包含本國人與外國人。 

中華民國領域外
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中華民國人民個

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者。 
普通法 個人資料之保護 

法條適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9款、第3條第1款與第2款、第51條第2
項；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條。 

  
例 題 1 
甲向乙商業銀行申請貸款，乙商業銀行要求甲提供全戶之戶籍謄

本，甲除向新北市板橋區戶政事務所申請全戶之戶籍謄本外，並申請甲

之父母之除戶謄本，板橋區戶政事務所要求甲說明申請全戶之戶籍謄本

與除戶謄本事由。試問：甲是否有權向新北市板橋區戶政事務所申請

全戶之戶籍謄本？甲之父母之歷史資料，是否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

之範圍？  
 
例 題 2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將股東名冊及相關簿冊，備置於公司或股務代

理機關，供利害關係人查閱或抄錄。試問公司董事會提供個人資料之部

分，有無牴觸個人資料保護法？ 
 
壹、自然人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主體 

一、中華民國領域內 

本國人與外國人 

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規定，該法立法目的在於保護人格權

（personality rights），僅有生命之自然人始有人格權受侵害之恐懼情

緒，已死亡之人，並無恐懼其人格權受侵害之可能，其個人資料已成為

歷史，故非在保護之列。本法所定個人，指生存之特定或得特定之自然

人 。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所 稱 個 人 ， 係 指 現 生 存 之 自 然 人 （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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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其包含本國人與外國人（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條）。 

自然人之權利能力 

自然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民法第6條）。出生為

自然人權利能力之始期，出生以獨立呼吸說為通說，即以胎兒全部自母

體分離，能以其自己之肺臟獨立呼吸時為出生。死亡為自然人之權利能

力終期，死亡有生理死亡及法律死亡。生理死亡雖以心跳鼓動停止說為

通說，惟因醫學之進步，有主張以腦死作為判斷死亡之標準2。所謂法

律死亡，係指經法院死亡宣告，推定其死亡（民法第8條、第9條）。 

二、中華民國領域外 

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中華民國人民個人資

料 蒐 集 、 處 理 或 利 用 者 ， 亦 適 用 本 法 （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第 51條 第 2
項）。在我國領域外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行為，適用個人資料保

護法，須合於如後要件：從事蒐集、處理或利用行為者，為我國之公

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所蒐集、處理或利用者，為我國人民之個人資

料3。申言之，由於科技之進步與網際網路使用普遍，在我國領域外蒐

集、處理或利用國人之個人資料，非常容易。為防範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在我國領域外違法侵害國人個人資料之隱私權益，以規避法律責

任，明定在我國領域外，亦有本法之適用。 

貳、保護個人資料之普通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就個人資料之保護，為普通法之地位，倘其他法律

有特別規定者，依特別法優先普通法之原則，應先適用特別規定。例

如，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

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

文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被調查者不得拒絕

（稅捐稽徵法第31條第1項）。前項調查，不得逾課稅目的之必要範圍

                                                        
2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條。 
3 法務部2018年3月12日法律字第1070350224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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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倘保護個人資料之客體，同時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稅捐

稽徵法之規範，應優先適用稅捐稽徵法規定。 

參、大數據時代 

因資訊通信技術（ ICT）快速進步，資料記憶裝置巨量化、廉價

化，運用自各處電子端末裝置或機器，如個人電腦、智慧型手機或監視

攝影機等科技。大量蒐集個人行動履歷、網路上閱覽紀錄、位置資料

（GPS）、健康狀態等資料，並利用Hadoop.R語言等開放源碼之軟體程

式，將龐大數量資料分散於複數之伺服器或雲端，依大數據運算作快速

之分析與處理，繼而將其結果，運用在創新產業或有效率之行銷、提供

新服務等項目。各國政府高度重視大數據之利用價值，期待能進行有效

率之行政管理或預防災害，或是作為擬定國家發展政策時之參據，以提

升國家之競爭力等。 因蒐集所得大數據資料群，常包含大量有價值之

各種個人資料，如生活履歷（life log）資料及健康保險等醫療紀錄等項

目。其被濫用或洩漏之風險相對提高，倘未能建立法制確實規範，將對

個人隱私權益造成重大威脅。準此，如何使個人資料，在當事人權益不

受損害之安全狀態下，亦能符合國家及產業之需求，為個人資料法面臨

之重要議題4。例如，隨著交通領域之數位化，驅動自動駕駛及智慧交

通系統快速發展。經由車輛與交通基礎設施之數位通訊，可協助駕駛者

作出適當決策與適應交通狀況，進而提升道路安全、交通效率及駕駛舒

適性。無論是載客或運輸貨物，自動駕駛將蒐集大量資料，將提高個人

資料遭濫用及隱私洩漏之風險，是確保個人資料於安全與合法蒐集、處

理及利用之同時，允許合理資料之利用，並提升行政效率與促進產業創

新，將成為重要之課題5。 

                                                        
4 范姜真媺，大數據時代下個人資料範圍之再檢討－以日本為借鏡，東吳法律學

報，29卷2期，2017年10月，頁1。 
5 潘俊良，歐盟和德國對於自動駕駛及智慧交通系統之個人資料保護發展，科技

法律透析，29卷9期，2017年9月，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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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例題解析 

一、例題1解析 

所謂當事人，係指個人資料之本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9
款）。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或請求製

給複製本，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1
款、第2款）。職是，甲之戶籍謄本，為甲之個人資料，甲除有權利向

新北市板橋區戶政事務所，申請全戶之戶籍謄本外，亦得申請甲之父母

之除戶謄本。因死亡之人之個人資料已成為歷史，不受保護範圍。死亡

證明資料雖非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個人資料，惟涉及現生存自然人之個

人資料部分，仍屬個人資料，應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6。 

二、例題2解析 

因公司法性質上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別規定，公司董事會將股東

名冊及相關簿冊備置於公司或股務代理機關，供利害關係人查閱或抄

錄，提供個人資料之部分，自無牴觸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問題。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性質為普通法，倘個人資料之利用，係其他法律明定應公開或

提供者，性質上為本法之特別規定，保有機關自得依特別規定提供  

之7。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及第20條第1項規定，非公務機關對於

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倘具有特定目的，本得依法律明文規定為之，

並得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利用，或依法律明文規定為特定目

的外之利用。職是，公司董事會應將股東名冊及相關簿冊備置於本公司

或股務代理機關，供利害關係人查閱或抄錄（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

2項、第218條第1項）。其有關提供個人資料之部分，自應優先適用公

司法規定，並無牴觸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問題8。 

                                                        
6 法務部2016年1月29日法律字第10503502210號函。 
7 法務部2011年3月30日法律決字第1000002151號函。 
8 經濟部2013年1月7日經商字第1010072737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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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實務見解 

一、學生制服之學號 

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

意事項第21點規定，係為規範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而設。而學校

要求學生在制服繡上學號，尚未涉及學校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況僅依據學號記載，無法識別特定學生，故不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9。 

二、家事事件公示送達公告 

法院網站上家事事件公示送達公告，未隱匿當事人及未成年子女之

個人身分資訊，其涉妨害個人隱私，茲特提示各法院辦理裁判書文書之

公示送達時，應注意避免揭露個人之身分資料，並應隱匿依法不得揭露

之資訊。已張貼之公告，倘有未隱匿相關資訊情形者，應儘速妥適處 

理10。 

三、電話行銷業務 

保險業辦理電話行銷業務時，應依相關規定於電話行銷前，告知民

眾如何取得電話，並詢問是否願意接受行銷，倘相關消費者表達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立即結束通話（保險業辦理電話行銷業務應注意事項第2 

條）11。 

第二節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護客體 

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障之法益為人格權，因個人資料種類繁多，故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至第9款、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3條至

第6條，分別解釋本法重要用詞定義。 
 

                                                        
9 邱忠義，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間接識別，裁判時報，30期，2014年12月，頁

101。法務部2015年1月19日法律字第10403500300號函。 
10 司法院秘書長2008年1月9日秘台廳少家二字第0970000610號函。 
1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2017年3月2日保局（壽）字第1061090068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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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之範圍 

列示規定 

自然人之姓名（the name）、出生年月日（date of birth）、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I.D. Card number）、護照號碼（passport number）、特

徵（characteristics）、指紋（fingerprints）、婚姻（marital status）、

家庭（ family ）、教育（education）、職業（occupation）、病歷

（ medical record ） 、 醫 療 （ medical treatment ） 、 基 因 （ genetic 
information ） 、 性 生 活 （ sexual life ） 、 健 康 檢 查 （ health 
examination）、犯罪前科（criminal record）、聯絡方式（contact 
information）、財務情況（financial conditions）、社會活動（social 
activities）。 

補充規定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之資料。 

法條適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與第2款、第3條、第51條第1項；個人資

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3條至第6條。 
  
例 題 3 
試問如後之資訊，是否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保護客體：記名悠遊

卡或記名臺灣高鐵回數票卡。金融卡或信用卡。外籍學生之資料。

未獲准入學之個人資料。病歷資料。法院裁判書。臉書標註或

標籤姓名。 
 
壹、個人資料之範圍 

一、列示與補充規定 

所謂個人資料（personal information），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

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

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

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之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個人資料之保護範圍，採列示規定，

不限法條明定者，並以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個人之資料，作補

充規定。例如，指紋為重要之個人資訊，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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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12。 

二、間接方式識別 

定  義 

本法第2條第1款所稱得以間接方式識別（directly identify），係指

保有該資料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僅以該資料不能直接識別，須與其他

資料對照、組合、連結等，始能識別該特定之個人（個人資料保護法施

行細則第3條）。舉例說明如後：單純之電話號碼，雖僅是數字之任

意組合，無法識別特定人13。然將電話號碼與個人姓名之結合，其屬個

人資料14。IP位址、醫院病歷號碼、事業員工編號，均無法識別特定

個人，均非屬個人資料15。業者設計、製造可記錄床墊使用者心跳、

呼吸、睡眠等資訊或相關數據之智慧床，倘可就前開資料與其他資料對

照、組合、連結，而得以識別特定個人者（the specific person），仍屬

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得以間接方式識別個人資料。反之，資料經加工處

理，已無從直接或間接識別特定個人，自非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範   
圍16。 

由蒐集者或處理者加以判斷 

是否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者，應從蒐集者或處理者本身個別加

以判斷，原無一致性之標準，而於個案中加以審認，為權衡個人資料之

保護與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並避免滋生疑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加以

判斷17。至於各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倘適用本條規定要件有明確之必要

者，各公務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斟酌訂定裁量基準，提供所屬機

                                                        
12 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 
13 邱忠義，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間接識別，裁判時報，30期，2014年12月，頁

101至103。 
14 楊智傑，資訊法，五南，2007年10月2版，頁212。 
15 賴文智、蕭家捷，個人資料保護法Q&A，元照，2013年2月，頁9。 
16 法務部2018年4月26日法律字第10703505830號函。 
17 范姜真媺，大數據時代下個人資料範圍之再檢討－以日本為借鏡，東吳法律學

報，29卷2期，2017年10月，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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