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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資料保護觀念之源起與發展       第一款 資料保護概

念之源起           一、一八九○年以前之狀況           

二、一八九○年『論隱私權』一文之提出及其內容大要           



三、『論隱私權』一文發表後之發展       第二款 資料保護概

念之發展         第一目 隱私權理論之確立           

一、隱私權理論之逐步形成           二、隱私權之侵害行

為態樣           三、小結         第二目 資

訊時代來臨對資料保護制度之衝擊           一、一九四五

年資訊時代的來臨           二、資訊時代對隱私權侵害之

特性           三、國家積極行政藉助電腦科技擴大介入私

人生活           四、小結         第三目 因

應之立法           一、美國之立法             

(一)一九七四年隱私權法             (二)一九八八年電

腦對接與隱私權保護法(Computer Matching and Privacy protection Act of 

1988)             (三)小結           二、各

國之立法     第二節 德國資料保護制度之發展       第

一款 未制定資料保護專法之時期           一、德國基本

法制定前之發展           二、德國基本法制定後之發展             

(一)基本法及歐洲人權公約之重要規定             (二)

司法實務之發展             (三)學術界之發展       

第二款 一九七七年「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制定         

第一目 立法過程         第二目 一九七七年資料保護法之

主要內容       第三款 一九八三年聯邦憲法法院「人口普查法

案」判決暨「資訊自決權」之提          出         

第一目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九八三年人口普查法案』判決           

一、判決主文           二、案例事實與當事人暨關係人之

主張           三、判決理由         第二目 

本判決之影響           一、司法實務上首次提出『資訊自

決權』之觀念           二、資料保護之範圍遠超越現行法           

三、促成現行相關法規之修正           四、資訊自決權的

第三人效力之問題           五、對其他領域之影響         

第三目 小結       第四款 一九九○年公佈施行之『資料處理

與資料保護繼續發展法』簡介         第一目 立法過程與內

容簡述           一、立法過程           

二、內容簡述         第二目 與『一九八○年 BDSG』之比

較           一、擴大 BDSG 之適用範圍           

二、詳細明列『公務單位』與『非公務單位』之區別           

三、當事人權利之絕對保障           四、損害賠償之規定           

五、『自動截取程序裝置』(Einrichtung automatisierter Abrufverfahren;               

EaA)之規定            六、詳細規定資料蒐集之內容           

七、告知權之充實           八、聯邦資料保護監察使職權

之充實         第三目 小結       註釋   第三章 

資料處理與資料保護之基本概念     第一節 資料處理之定義           

一、技術上之定義           二、法律上之定義     

第二節 資料處理之階段       第一款 資料蒐集           

一、定義           二、客體           三、

蒐集與非蒐集行為之例示       第二款 資料處理           



一、定義           二、資料處理與資料檔之關係         

第一目 資料儲存             (一)以納入、收錄和保存

為其儲存行為之內容             (二)其儲存之客體必須

為個人資料             (三)其媒介體是資料媒介             

(四)為了進一步處理或利用之目的         第二目 資料變更             

(一)以已儲存之個人資料為客體             (二)資料內

容之改變         第三目 資料傳遞         第四

目 資料封鎖         第五目 資料消除       第三

款 資料利用       第四款 匿名化處理       第五款 

資料處理與利用之合法性           一、法定許可條件      

二、當事人之同意     第三節 資料保護之範圍與對象       

第一款 資料保護之範圍         第一目 關於屬人或屬事之

個別資料         第二目 自然人         第三目 

特定或得特定之個人         第四目 當事人       

第二款 資料保護之對象         第一目 資料檔           

一、資料檔之原始意涵           二、資料檔之法律定義             

(一)舊法時代             (二)新法時代        

第二目 文卷     第四節 技術上與組織上之必要措施       

第一款 立法之保護功能       第二款 保護措施義務之內容         

第一目 相當性原則         第二目 個別保護措施           

一、規範目標與保護功能           二、個別措施之具體內

容             (一)入口管制             

(二)出口管制             (三)輸入管制             

(四)使用者管制             (五)取用管制            

(六)傳遞管制             (七)投入管制             

(八)委託管制             (九)運送管制             

(十)組織管制           三、小結     註釋   第四章 

國境內公務領域之資料處理與保護     第一節 公務領域之範圍       

第一款 公務單位之概念           一、官署           

二、司法組織           三、其他公法上組織機構           

四、受國家委任之私法上企業和視同公務單位之私法上結合體       

第二款 本章公務單位之範圍           一、聯邦之公務單

位           二、邦之公務單位           

三、公職     第二節 資料處理與利用之許可條件       

第一款 資料蒐集           一、規範標的           

二、許可條件           三、法律效果           

四、蒐集之方式           五、告知與解釋之義務           

六、向非公務單位蒐集之特別規定       第二款 資料之儲存、

變更和利用           一、規範標的           

二、許可條件           三、目的限定之例外規定           

四、目的變更之行為           五、強化目的限定之行為       

第三款 資料傳遞         第一目 對公務單位之資料傳遞           

一、許可條件           二、傳遞之目的限定原則           

三、傳遞許可之責任歸屬           四、接受者之目的限定



原則           五、文卷中個人資料傳遞之特別規定           

六、公務單位內之資料轉送           七、違反傳遞許可之

責任         第二目 對非公務單位之資料傳遞           

一、許可條件           二、傳遞之責任歸屬           

三、告知之義務           四、接受者之目的限定原則           

五、違反傳遞許可之責任     第三節 當事人之權利       

第一款 概說           一、不得剝奪侵害之當事人權利           

二、聯合性資料檔與網路系統中當事人權利之主張       第二款 

請求告知權           一、規範標的           

二、當事人之協助義務           三、告知之程序、形式和

費用           四、告知之除外與禁止規定             

(一)告知之除外規定             (二)告知之禁止規定           

五、告知之特別同意與拒絕之理由說明和效果             

(一)告知之特別同意             (二)告知拒絕之理由說

明             (三)告知拒絕之效果       第三款 

資料之更正、封鎖與消除請求權         第一目 資料之更正           

一、資料檔中之資料更正           二、文卷中之資料更正         

第二目 資料之封鎖           一、資料檔中之資料封鎖           

二、文卷中之資料封鎖           三、取代消除之資料封鎖           

四、已封鎖資料之傳遞或利用         第三目 資料之消除             

(一)不法儲存者             (二)儲存單位執行主管職務

已無了解該資料之必要者         第四目 輾轉通知之義務       

第四款 訴諸聯邦資料保護監察使           一、立法目的           

二、求助之要件           三、求助之行使與處理     

第四節 保護監督制度與侵害之救濟       第一款 保護監督制

度         第一目 聯邦行政內資料保護之實施           

一、規範標的           二、保護措施           

三、目錄表之設置           四、暫時性資料檔之例外規定         

第二目 聯邦資料保護監察使           一、選任與任務監

督             (一)選任程序             

(二)任期             (三)任務監督           

二、組織與法律地位             (一)組織與成員             

(二)不得兼職之義務             (三)拒絕作證之權             

(四)保密之義務           三、監察任務             

(一)一般監察             (二)特別敏感領域之監察             

(三)當事人異議權             (四)邦主管監察單位之準

用             (五)對法院之監察             

(六)公務單位之援助義務             (七)監察結果之通

知           四、糾正權             (一)提

出糾正之要件             (二)提出糾正之程序與內容             

(三)糾正之效果             (四)通知當事人           

五、其他權限或義務       第二款 侵害之救濟         

第一目 民事上之損害賠償           一、「無過失」之

「危險責任主義」           二、同一事件最高賠償額之限



制           三、連帶賠償責任           

四、當事人與有過失及請求時效           五、一般損害賠

償責任           六、司法救濟途徑         第

二目 刑事上責任           一、行為人           

二、行為客體           三、客觀構成要件           

四、違法性           五、主觀構成要件           

六、告訴乃論   註釋   第五章 國境內非公務領域之資料處理與

保護     第一節 非公務領域之範圍       第一款 非公

務單位之概念       第二款 本章非公務單位之範圍           

一、資料檔中或取自資料檔之處理或利用           二、文

卷中之處理或利用     第二節 資料處理與利用之許可條件       

第一款 資料蒐集       第二款 資料之儲存、變更與利用         

第一目 規範標的           一、為自己目的           

二、為傳遞目的           三、為傳遞目的而以匿名方式進

行者         第二目 許可條件           一、

為自己目的           二、為傳遞目的           

三、為傳遞之目的而以匿名方式進行者             (一)

資料之儲存             (二)資料之變更       第

三款 資料之傳遞         第一目 許可條件           

一、為自己目的           二、為傳遞目的           

三、為傳遞目的而以匿名方式進行者         第二目 目的限

定原則           一、被傳遞資料之處理與利用之目的限定           

二、特別之目的限定     第三節 當事人之權利       第

一款 告知權         第一目 主動告知           

一、規範目的           二、對當事人之告知           

三、告知之形成           四、主動告知之例外規定         

第二目 請求告知           一、請求之方式與程式           

二、請求告知之範圍與標的           三、請求告知之特別

規定           四、告知之方式與時點           

五、請求告知之例外規定           六、請求告知之費用       

第二款 資料之更正、封鎖及消除請求權         第一目 資

料之更正           一、更正之先決條件           

二、更正之方式           三、更正之例外規定         

第二目 資料之封鎖           一、封鎖之要件           

二、取代消除之封鎖           三、已封鎖資料之傳遞與利

用         第三目 資料之消除           一、

主動消除權           二、應予消除之義務         

第四目 輾轉通知之義務     第四節 保護監督制度與侵害之救濟       

第一款 保護監督制度         第一目 業務上之資料保護監

察人           一、選任與任務監督             

(一)選任之程序             (二)任務監督           

二、組織與法律地位之保障             (一)組織             

(二)歧視之禁止             (三)職務地位之保障             

(四)守密之義務           三、任務             



(一)求助於監督機關             (二)監察資料處理程式

之合法運用             (三)教育訓練資料處理人員             

(四)對選任資料處理人員提供咨詢意見             (五)

檢閱目錄表         第二目 監督機關           

一、監督範圍           二、主管職務範圍         

三、個案監督權之行使             (一)基於當事人之請

求             (二)監督機關主動進行           

四、經常性之監督           五、執行職務之配合措施             

(一)處理單位之報告義務             (二)進入辦公處所

檢查及檢視文件之權             (三)排除缺失命令權       

第二款 侵害之救濟         第一目 民事上之損害賠償           

一、契約關係之債務之履行損害賠償           二、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         第二目 刑事上責任         

第三目 行政法上之責任      註釋   第六章 跨越國境之資

料處理與保護     第一節 資料跨國流通所引發的問題       

第一款 資料跨國流通的定義           一、一般定義           

二、本章之限縮定義       第二款 資料跨國流通的態樣         

第一目 流通媒介與技術發展           一、有線電           

二、無線電         第二目 流通主體分類          

一、官方機構或國際官方組織間之流通           二、非官

方機構間之流通         第三目 流通客體分類       

第三款 資料跨國流通所引發的問題         第一目 自由流

通之益處           一、公務領域方面           

二、非公務領域方面         第二目 對隱私（人格）權的影

響之特殊性           一、侵害範圍之擴大           

二、救濟途徑之艱困           三、補救成效之有限         

第三目 對國家主權的影響           一、對經濟主權的侵

犯           二、對文化主權的侵略           

三、資訊主權的喪失     第二節 內國法之規範       第

一款 全面防堵政策不可行           一、技術上不可能           

二、對內國之整體發展不利           三、與國際通訊自由

權衝突       第二款 內國法之保護不充足         

第一目 內國法適用之侷限性         第二目 歐美國家之保

護立法           一、立法內容之簡要比較           

二、有關資料跨國流通規定之比較             (一)美國             

(二)英國       第三款 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關於資料跨國

流通之相關規定         第一目 公務領域之規定           

一、規範標的           二、許可條件           

三、傳遞之禁止           四、傳遞單位之責任           

五、傳遞單位之指示義務         第二目 非公務領域之規定           

一、規範標的           二、許可條件       第四

款 小結     第三節 國際間之規範       第一款 目前

已提出之國際合作方案         第一目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之

指導網領         第二目 歐洲理事會之保護公約         



第三目 歐洲共同體之資料保護準則         第四目 聯合國

之資料處理準則       第二款 國際合作成效不彰           

一、各國法律體制不易統合           二、各國間互不信任       

第三款 小結：根本解決之道──國際密切之合作           

一、在內國法方面           二、在國際法方面     

註釋   第七章 結論──試評我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     

第一節 草案之立法沿革與基本內容       第一款 草案之立法

沿革       第二款 草案之基本內容           

一、第一章 總則           二、第二章 公務機關之資料

處理           三、第三章 非公務機關之資料處理           

四、第四章 損害賠償及其他救濟           五、第五章 

罰則           六、第六章 附則     第二節 試評

現行草案之內容           一、資料保護之對象           

二、資料處理之合法程序           三、資料處理之義務主

體           四、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之許可條件           

五、當事人之權利           六、關於資料國際傳遞與利用

之規定           七、國家對資料處理之監督     第

三節 總結     註譯    參考文獻    附錄(一)德國聯邦個人

資料保護法（林錫堯 譯）    附錄(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草

案（民國 82 年 1 月）    附案(三)Bundesdatenschutzgesetz 1990 （聯

邦個人資料保護法 1990 年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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