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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節本）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6 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25121 號令公布 

通 過 條 文 現 行 法 說 明 

（法務部依行政院提案、立法院協

商結論、復議條文理由等資料整理） 

名稱：個人資料保護法 名稱：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保護法 

為貫徹對個人資料之保護，本法

保護客體，不再以經電腦處理之

個人資料為限，爰將本法名稱修

正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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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

定本法。 

第一條 為規範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以避免

人格權受侵害，並促

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

用，特制定本法。 

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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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擴

及至包括蒐集及利用行為，爰將

本條修正為「為規範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及利用」，以資明確。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個人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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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

資料。 

二、個人資料檔案：指

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

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

動化方式檢索、整理

之個人資料之集合。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

如左： 

一、個人資料：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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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人資料檔案：指

基於特定目的儲存於

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

似媒體之個人資料之

集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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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次變更。 

二、將序文「如左」修正為「如

下」，以符合法制用語。 

三、本法所保障之法益為人格權

，惟個人資料種類繁多，第一款

關於「個人資料之定義」，除現行

條文例示之日常生活中經常被蒐

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外，

另增加護照號碼、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

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以補充說

明個人資料之性質。此外，因社

會態樣複雜，有些資料雖未直接

指名道姓，但一經揭露仍足以識

別為某一特定人，對個人隱私仍

會造成侵害，爰參考一九九五年

歐盟資料保護指令（95/46/EC）

第二條、日本個人資訊保護法第

二條，將「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

之資料」修正為「其他得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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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條 文 現 行 法 說 明 

（法務部依行政院提案、立法院協

商結論、復議條文理由等資料整理） 

三、蒐集：指以任何方

式取得個人資料。 

四、處理：指為建立或

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

為資料之記錄、輸入

、儲存、編輯、更正

、複製、檢索、刪除

、輸出、連結或內部

傳送。 

五、利用：指將蒐集之

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

之使用。 

六、國際傳輸：指將個

人資料作跨國（境）

之處理或利用。 

七、公務機關：指依法

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

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

。 

八、非公務機關：指前

款以外之自然人、法

人或其他團體。 

九、當事人：指個人資

料之本人。 

 

刪除、輸出、傳遞或

其他處理。 

四、蒐集：指為建立個

人資料檔案而取得個

人資料。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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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務機關：指依法

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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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當事人：指個人資

料之本人。 

九、特定目的：指由法

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指定者。 

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以期周全。 

四、為配合本法將非經電腦處理

之個人資料納入規範之修正意旨

，爰修正第二款關於「個人資料

檔案」之定義。 

五、由於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態

樣繁多，有直接向當事人蒐集者

；有間接從第三人取得者，為落

實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權益，爰參

考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

條規定，修正第四款「蒐集」之

定義。 

六、配合本法保護客體放寬之修

正意旨，爰將現行條文第三款「

電腦處理」中「電腦」二字刪除

，並將款次移列至第四款。另現

行條文「電腦處理」之定義包括

資料之傳遞，易遭誤解為傳遞給

外部之第三人，而與「利用」行

為發生混淆。爰將「傳遞」修正

為「內部傳送」，以資明確。 

七、現行條文第五款對於「利用

」之定義，係將保有之個人資料

檔案為內部使用或提供當事人以

外之第三人。惟直接對當事人本

人使用其個人資料（如對當事人

從事行銷行為），是否屬本法所稱

之利用行為，滋生疑義。準此，

爰參考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一條規定，並將文字予以精簡

，修正「利用」之定義。 

八、現行條文第九條、第二十四

條規定之「國際傳遞」究屬機關

內部之「資料傳送」？抑或為「

提供當事人以外第三人之利用」

？易滋生疑義。爰將各該條規定

之「國際傳遞」一語修正為「國

際傳輸」，並增訂第六款「國際傳

輸」定義規定。不論是機關內部

之資料傳送（屬資料處理），例如



附錄四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提供 45 

通 過 條 文 現 行 法 說 明 

（法務部依行政院提案、立法院協

商結論、復議條文理由等資料整理） 

：總公司將資料傳送給分公司、

公務機關將資料傳送給國外辦事

處等；或將資料提供當事人以外

第三人（屬資料利用），例如：母

公司將資料提供給子公司或他公

司、公務機關將資料傳送給他公

務機關，只要該資料作跨國（境

）之傳輸，不論是屬處理或利用

行為，皆屬本法所稱之「國際傳

輸」。 

九、由於執行公務爾後將不限中

央或地方機關，行政法人之組織

型態亦將成為其中之一，爰將現

行條文第六款公務機關之定義，

納入行政法人，以期周全，並改

列款次為第七款。 

十、為配合本法放寬規範主體之

修正意旨，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七

款非公務機關之定義，並改列款

次為第八款。 

十一、本條係定義規定，而「特

定目的」及「資料類別」之指定

，並非屬定義事項，爰將現行條

文第九款之「特定目的」及現行

條文第十條第二項之「資料類別

」予以合併規定，並移列至第六

章附則第五十三條規定。 

第三條 當事人就其個

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

使之下列權利，不得

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

制之：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

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第四條 當事人就其個

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

使之左列權利，不得

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

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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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次變更。 

二、將序文所定「左列」修正為

「下列」，以符合法制用語。 

三、當事人查詢其個人資料與請

求閱覽得分別為之，是以將第一

款之「及」字，修正為「或」字

。 

四、配合第二條第四款「處理」

之定義規定，爰將第四款「電腦

處理」中「電腦」二字予以刪除

，並將「蒐集」亦列為得請求停

止之事項，另「及利用」修正為

「或利用」，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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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條 文 現 行 法 說 明 

（法務部依行政院提案、立法院協

商結論、復議條文理由等資料整理） 

第十條 公務機關或非

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

之請求，就其蒐集之

個人資料，答覆查詢

、提供閱覽或製給複

製本。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妨害國家安全、外

交及軍事機密、整體

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

重大利益。 

二、妨害公務機關執行

法定職務。 

三、妨害該蒐集機關或

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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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次變更。 

二、當事人得請求答覆查詢、提

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之對象，不

限於向公務機關，亦應包括非公

務機關。為期明確，爰將現行條

文第二十六條第一項非公務機關

準用本條之規定，予以刪除，並

將「公務機關」修正為「公務機

關或非公務機關」。另「保有之個

人資料檔案」亦修正為「蒐集之

個人資料」，以期適用明確，其各

款修正理由如次： 

(一)依第三條規定，當事人就其個

人資料有查詢或請求閱覽及製給

複製本等權利，且不得預先拋棄或

以特約限制。本此意旨，公務機關

或非公務機關自應盡量依當事人

之請求，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答

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

為確保當事人之權利，爰將第一款

修正限縮為限於妨害國家安全、外

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

他國家重大利益者，始得拒絕。 

(二)現行條文第二款及第三款規

定之「有……之虞」屬不確定法律

概念，為免適用上發生疑義，爰刪

除「之虞」二字。另第二款之「妨

害公務執行」，應限於「妨害公務

機關法定職務之執行」，爰併予修

正。 

(三)有些特殊性質資料，如提供當

事人查詢、閱覽或製給複製本時，

恐會洩漏資料蒐集者之業務秘密

或妨害其重大利益。為此，第三款

爰增加「該蒐集機關」之要件，以

期周全。 

第十一條 公務機關或 第十三條 公務機關應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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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條 文 現 行 法 說 明 

（法務部依行政院提案、立法院協

商結論、復議條文理由等資料整理） 

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

人資料之正確，並應

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

求更正或補充之。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者，應主動或依當事

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

利用。但因執行職務

或業務所必頇並註明

其爭議或經當事人書

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

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

，應主動或依當事人

之請求，刪除、停止

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

料。但因執行職務或

業務所必頇或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者，不在

此限。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

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

，應主動或依當事人

之請求，刪除、停止

蒐集、處理或利用該

個人資料。 

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

非公務機關之事由，

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

人資料，應於更正或

補充後，通知曾提供

利用之對象。 

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

，並應依職權或當事

人之請求適時更正或

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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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電腦處理之特

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

滿時，公務機關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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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次： 

(一)本條規定並非僅限於公務機

關有其適用，非公務機關亦包括之

。為期明確，爰將現行條文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非公務機關準用本條

之規定，予以刪除，並將「公務機

關」修正為「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

關」。 

(二)資料蒐集機關發現資料正確

性有誤，應主動予以更正或補充，

爰修正本項及第二項。 

三、按本法並無准許變更特定目

的之規定，且現行條文第二十條

業經刪除，已無需申請變更登記

事項之規定，爰刪除第三項但書

「或經依本法規定變更目的」等

字。 

四、現行條文僅規定蒐集機關應

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對於如何

處理違法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

人資料，卻漏未規定，爰增訂第

四項，明定對於違法蒐集、處理

或利用之個人資料，應主動或依

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以加

強保護當事人之權益。 

五、不正確之個人資料將對當事

人權益有嚴重影響，而個人資料

因未更正或補充致使不正確時，

如係可歸責於該蒐集機關之事由

，自應課以該蒐集機關於更正或

補充個人資料後，通知曾提供利

用該資料之對象，以使該不正確

之資料能即時更新，避免當事人

權益受損，爰增訂第五項。 

第十三條 公務機關或

非公務機關受理當事

人依第十條規定之請

求，應於十五日內，

第十五條 公務機關受

理當事人依本法規定

之請求，應於三十日

內處理之。其未能於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次： 

(一)本條規定並非僅限於公務機

關有其適用，非公務機關亦包括之



附錄四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提供 48 

通 過 條 文 現 行 法 說 明 

（法務部依行政院提案、立法院協

商結論、復議條文理由等資料整理） 

為准駁之決定；必要

時，得予延長，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

，並應將其原因以書

面通知請求人。 

       公務機關或非

公務機關受理當事人

依第十一條規定之請

求，應於三十日內，

為准駁之決定；必要

時，得予延長，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

，並應將其原因以書

面通知請求人。 

該期間內處理者，應

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

請求人。 

。為期明確，爰將現行條文第二十

六條第一項非公務機關準用本條

之規定，予以刪除，並將「公務機

關」修正為「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

關」。 

(二)當事人依第十條規定，請求查

詢、閱覽其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

時，資料蒐集機關應儘速處理。現

行條文規定需在三十日內處理，似

嫌過長，對當事人不利，是以將准

駁決定之期間，由「三十日」修正

為「十五日」。另個人資料種類及

數量繁多，如申請人數眾多，十五

日恐不及辦理，是以另規定必要時

得予延長，但不得逾十五日，且應

將延長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讓

其知曉。 

三、當事人依第十一條規定，請

求更正、補充，或請求刪除、停

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因需較多時間查證該資料之正

確性或其請求是否合理，十五日

內恐無法處理完畢，爰增訂第二

項，將此種情形之准駁決定期間

，規定為三十日，必要時得予延

長，但不得逾三十日，且應將延

長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 

四、當事人向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

本，或請求更正、補充、刪除、

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

料，遭駁回拒絕或未於規定期間

內決定時，得依相關法律提起訴

願或訴訟，自不待言。 

第十五條 公務機關對

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

理，除第六條第一項

所規定資料外，應有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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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文字略作修正，以求

語意明確順暢。另將「左列」修

正為「下列」，以符合法制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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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的，並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

範圍內。 

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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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本條僅適用在一般個人資料，

特種資料之蒐集或處理，仍應依

本法第六條規定為之。 

三、公務機關蒐集或處理個人資

料，對當事人權益影響頗大，自

應明確規定執行法定職務且在必

要範圍內，始得為之。爰將第一

款「法令規定職掌」修正為「執

行法定職務」，以資明確。 

四、第三款「之虞」二字，屬不

確定法律概念。本條係公務機關

蒐集或處理個人資料之要件規定

，應力求明確，爰將「之虞」二

字刪除。 

第十六條 公務機關對

個人資料之利用，除

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

資料外，應於執行法

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

之，並與蒐集之特定

目的相符。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為特

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

增進公共利益。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

命、身體、自由或財

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

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

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

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

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

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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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次變更。 

二、「法令職掌」修正為「執行法

定職務」，修正理由同前條理由三

。又本條僅適用在一般個人資料

，特種資料之蒐集或處理，仍應

依本法第六條規定為之。 

三、將「左列」修正為「下列」

，以符合法制用語。 

四、特定目的外利用個人資料，

對當事人隱私權益影響甚大，自

應以法律規定為必要，爰將第一

款「法令」修正為「法律」。 

五、現行條文第二款「有正當理

由而僅供內部使用者」已涵蓋於

「執行法定職務內，且符合蒐集

之特定目的」中，無贅引之必要

，爰予刪除。 

六、現行條文第三款及第四款合

併修正，款次變更為第二款，以

期簡潔。 

七、現行條文第五款「急迫」二

字，適用上易生疑義，為明確計

，爰予刪除，款次並移列為第三

款。 

八、現行條文第六款之「而有必

要」四字，在認定上不甚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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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 

。 爰予刪除，款次移列為第四款。 

九、為促進資料合理利用，以統

計或學術研究為目的，應得准許

特定目的外利用個人資料，惟為

避免寬濫，爰限制公務機關或學

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且有必

要，始得為之。另該用於統計或

學術研究之個人資料，經提供者

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應無從再識別特定當事人，始足

保障當事人之權益，爰將現行條

文第七款予以修正，款次移列為

第五款。 

十、現行條文第八款及第九款，

移列為第六款及第七款。 

第十七條 公務機關應

將下列事項公開於電

腦網站，或以其他適

當方式供公眾查閱；

其有變更者，亦同：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 

二、保有機關名稱及聯

絡方式。 

三、個人資料檔案保有

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第十條 公務機關保有

個人資料檔案者，應

在政府公報或以其他

適當方式公告左列事

項；其有變更者，亦

同： 

一、個人資料檔案名稱

。 

二、保有機關名稱。 

三、個人資料檔案利用

機關名稱。 

四、個人資料檔案保有

之依據及特定目的。 

五、個人資料之類別。 

六、個人資料之範圍。 

七、個人資料之蒐集方

法。 

八、個人資料通常傳遞

之處所及收受者。 

九、國際傳遞個人資料

之直接收受者。 

十、受理查詢、更正或

閱覽等申請之機關名

稱及地址。 

前項第五款之個人資料

一、條次變更。 

二、鑑於目前國人使用網際網路

極為普遍，因此公務機關依現行

條文規定應公告事項，如能張貼

公開於機關電腦網站，將更有利

於民眾查閱，惟慮及城鄉差距及

電腦使用普及率等等因素，仍保

留其他供公眾查閱之適當方式，

例如：刊登政府公報等。 

三、為便利人民行使第三條所列

權利，爰於第二款後段增列「及

聯絡方式」五字。 

四、為求行政程序之簡便，爰刪

除第三款、第六款至第十款等無

公開必要之款次；現行條文第四

款及第五款依序移列為第三款及

第四款。 

五、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個人資

料類別之訂定，已於本法第五十

三條規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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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別，由法務部會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刪除 第十一條 左列各款之

個人資料檔案，得不

適用前條規定： 

一、關於國家安全、外

交及軍事機密、整體

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

重大利益者。 

二、關於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審議懲戒案

件及法院調查、審理

、裁判、執行或處理

非訟事件業務事項者

。 

三、關於犯罪預防、刑

事偵查、執行、矯正

或保護處分或更生保

護事務者。 

四、關於行政罰及其強

制執行事務者。 

五、關於入出境管理、

安全檢查或難民查證

事務者。 

六、關於稅捐稽徵事務

者。 

七、關於公務機關之人

事、勤務、薪給、衛

生、福利或其相關事

項者。 

八、專供試驗性電腦處

理者。 

九、將於公報公告前刪

除者。 

十、為公務上之連繫，

僅記錄當事人之姓名

、住所、金錢與物品

往來等必要事項者。 

一、本條刪除。 

二、公務機關保有之個人資料檔

案，因其性質特殊而不宜公開其

檔案名稱者，應依政府資訊公開

法或相關法律規定予以限制公開

，不宜於本法中訂定得不適用前

條有關公開之規定，爰將本條予

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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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公務機關之人員

專為執行個人職務，

於機關內部使用而單

獨作成者。 

十二、其他法律特別規

定者。 

第五十三條 本法所定

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

類別，由法務部會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指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本條係將現行條文第三條第

九款及第十條第二項合併規定，

並移入本章附則，以符合立法體

例。 

※本條文對照表係本部依行政院提案、立法院協商結論、復議條文理由

等資料整理，僅供參考，正式文字仍請以立法院公報、關係文書等資

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