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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文旨在探討我國中小學階段學生個人資料保護議題。首先，本

文提出個資保護之權利基礎及法制規範，接下來說明美國「家庭教育

權利和隱私法」(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以下簡稱

FERPA)規制及案例，並藉個人資料保護原則及美國 FERPA 規制，以

檢視我國現行學生個人資料保護制度與規範，並據以提出檢討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四個部分，將針對筆者研究此議題之研究動機及研究

目的，據以提出待答問題；另外透過文獻分析，了解現今我國學生個

人資料保護研究之現況，接下來說明研究方法及研究限制，再對本文

所用之專有名詞進行解釋，並於本章結尾說明研究架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隨著科技發達與電腦、網路之使用，使得存放於電腦的個人資料

外洩情況頻傳，致使大眾對於個人資料保護議題不得不加以正視。其

中針對學生個人資料保護問題，亦因補習班業者以不當手段取得學生

個人資料，並進行招生電話騷擾等行為，而成為矚目的焦點。更有甚

者成為詐騙集團對家長進行「假綁架真勒索」的工具，使得我們在享

受資訊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亦得正視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危機。 

2006 年底，高雄地區學生家長密集接到詐騙集團電話，佯稱自己

是孩子學校的導師，表示孩子沒到學校，之後再以歹徒身分打電話告

訴家長孩子已遭綁架，要求匯款贖人。一般民眾大致上了解這些電話

屬於詐騙手法，但可怕的是，歹徒向家長恐嚇時不但能清楚說出孩子

的姓名及班級，甚至連班導師的名字都知道，故有家長懷疑學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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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生資料外洩。對此，主管機關教育局表示，相同的詐騙手法，也

在高雄市、台南縣市等地學校陸續發生，在高雄市一所國中，同一天

就有 50 位家長接到歹徒的詐騙電話，警方累計的報案量有上百件之

多。但教育局也同時說明，各級學校的校方均會嚴格控管學生的學籍

資料
1
。 

無獨有偶，日前曾入侵總統府網站之蘇姓網路駭客，被黑幫吸收

後復出犯案，利用學術網路頻寬大、學生較不易被懷疑的特性，運用

交大宿舍網路，架設伺服器為攻擊跳板，入侵中華電信、無名小站與

桃園縣部分國中學籍資料庫，再將資料存放於國外主機逃避追查，非

法取得上千萬筆資料販售圖利；其中桃園縣 19 所國中學生的個人資料

以 17 萬元的代價賣給補習班
2
。以上類似學生 E 化

3
之個人資料外洩案

件屢見不鮮
4
，學生個人資料保護與個人資訊隱私權的伸張，遂引起筆

者之重視。 

筆者任教於國中，本職為公民老師，但因修習資訊工程之學分，

亦擁有電腦科之教師證。因緣際會擔任資訊組長一職近三年，期間亦

擔任縣網管委員會委員一職，乃對於校務行政數位化以及控管學生個

                                                
1 參閱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1/1/n1505425.htm，〈詐騙電話伸向校園 疑學籍資料外洩〉，

大紀元網系，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26 日。 
2 該生亦曾於國中時即曾入侵基測中心網站竊走五十萬筆國中考生成績單，販賣給補習班業者，唸

建中時，又四度侵入大考中心，竊走一百五十萬筆考生資料，同樣是賣給補習班，而最近一次遭逮

捕則是竊取上千萬筆網路個人資料。參閱中國時報 2007 年 9 月 22 日 A10 版〈天才駭客蘇柏榕 替

黑幫盜資料〉。 
3 所謂 E 化，就是電子化、數位化的意思。大部分學校自有電腦以來，就不斷推行校務電腦化，加

上網際網路的發展，早已陸續朝向校園資訊化、 E 化。參閱李呈奇，《大學推動校園 e 化之探討》，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2 年，頁 3。 
4 參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apr/30/today-so3.htm ，〈學生資料 近百萬筆外洩〉，

自由新聞網，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26 日；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1%20July-Dec/privacy/newtec/nt20.htm，〈學生資料ｅ化 教師擔心外

洩〉，國際邊緣網站，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26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2/6/n1547276.htm，〈騙得家長心焦焦 學生資料外洩歹徒騙騙騙〉，

大紀元網系，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26 日；而在香港，亦發生因網管疏失，將學生個人資料放在

網頁上供人隨意瀏覽並下載，參閱 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3/08/HK0703080041.htm ，〈教

院 200 學生資料外洩〉，香港文匯報網站，檢索日期：2007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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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的學務系統有更深的認識，也因此得知學生 E 化後的個人資料

保護是相當脆弱的，而其脆弱之源，肇因於使用與控管的「人」，其中

又以學校教育人員需負相當大的責任。是故，乃欲以學生個人資料保

護為題進行研究。 

另於研究所進修期間，許多課程探討人權保障議題，除學生權利

保障與師生關係外，對受教權、懲戒權等時下熱門議題亦多所著墨。

但學生權利並不僅止於受教權，師生關係亦不僅是管教、懲戒之適法

問題；隨師生之間特別權利義務關係的解構，學生對於新興個人權利

如隱私權等，有不同以往的認知。是故，包括搜書包、查看信件(電子

郵件、加密留言)、公佈個人資料等侵害隱私權的行為，已然造成緊張

的師生關係。故學校能否積極維護學生個人資料亦是筆者關心之所在。 

承上所言，本文期望透過學生個人資料個護之權利基礎與實務上

學校制度規範的運作，以期引發教育界對本議題之重視，更期盼教師

能更注重實體、虛擬的資訊安全環境，以保障學生的個人權益。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文之目的列述於下： 

一、瞭解個人資料之定義及其受保護之目的。 

二、瞭解個人資料保護之原則與權利基礎。 

三、瞭解我國個人資料保護之法制規範。 

四、透過美國保護學生個人資料專法 FERPA 之介紹、判例及修法動

態，提供我國學生個人資料保護規制之參考。 

五、瞭解我國中小學處理學生個人資料之制度及主要規範及個資

受侵害態樣。 

六、以個人資料保護原則檢視我國中小學 E 化後學生個人資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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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規範。 

七、以美國FERPA規制檢視我國中小學E化後學生個人資料之制度

 規範。 

八、提出我國中小學學生個人資料保護之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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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提出與文獻分析 

壹、問題提出 

為達成研究目的，整理本文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個人資料的概念及其定義為何?為何需要受到保護? 

二、個人資料保護所遵循之保護原則有哪些?其權利基礎為何?? 

三、我國個人資料保護之法制規範為何? 

四、美國 FERPA 法案之規制為何?對我國學生個資保護有何啟示? 

五、目前我國中小學學生個資之制度有哪些?侵害之態樣為何? 

六、透過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之檢視，我國中小學學生個人資料保護規

範符合程度為何? 

七、透過美國 FERPA 法案規制之檢視，我國中小學學生個人資料保護

規範符合程度為何? 

 
貳、文獻分析 

為了解學生個人資料保護之研究現況，筆者乃積極探求過去學者

之研究及相關文獻，經引用者乃隨文頁下附註。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所

依之人性尊嚴、資訊自決權、隱私權等基礎，多參閱我國憲法學者吳

庚、李震山、王澤鑑、李惠宗等教授之專書著作，為本文探討個人資

料保護權利之基石。另外，針對學生之個人資料保護或隱私權保護，

我國並沒有相關之著作，僅有許文義教授之專書《個人資料保護法

論》，乃就個人資料保護法中當事人權利、個資保護原則加以論述，並

引進德國相關法規及理論，由於論述相當完整且具參考價值為本文之

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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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部分，本文則試以「個人資料保護」為檢索條件搜尋，2000

年起相關之著作有 46 篇5，大部分與網路上之個人資料保護有關，與學

生個人資料保護有直接論述者則無，僅邱紹一教授對青少年隱私權有

進行介紹性質之文章，但個人資料保護亦僅為其中之一部分。故就期

刊部分而言，並無實際可用本文主要議題探討者，但與本文權利基礎

及法制規範有關者仍予以引用。另外，考量個人資料保護與學生權利

有關，以「學生人權」及「學生權利」為進行期刊之檢索，相關之著

作則各有 11 篇，惟其中多廣泛探討何謂學生權利或與輔導管教相關，

故本文對學生個人資料保護之引述仍以 FERPA 相關外文資料為主。 

我國法制規範部分，有關憲法之論述多參閱我國上述憲法學者之

著作，並加上歷次大法官對於資訊自決權及隱私權之說明，以形成個

人資料保護憲法層次保障之基礎。法規部分主要為「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下文簡稱為「電資法」)，該法作為我國個人資料保護之重

要規範，其中有關資訊管理者使用電腦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規

定中所涵涉之個人資料保護原則，為本文檢視目前中小學處理學生個

資相關辦法準則之標準。而近年來對於「電資法」修法改革聲浪不斷，

我國亦就條文進行草案修正，本文則引用行政院草案版本作為說明，

而其修法及草案說明則主要引用法務部政府出版品之資料。另外，網

路上有關「電資法」之立法動態及報導，利於本文掌握立法院即時之

修法進度亦為本文引用。而網路上有關資通安全等報導，有相當部分

符合需求，可作為本文對於個資侵害頻繁之佐證，乃加以引用並註明

原始網址。 

 

 

                                                
5 參閱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index.jsp，期刊篇目索引系統，檢索日期 2008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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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對 FERPA 法制規範之介紹，除美國聯邦條例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CFR)6外，並引用美國教育部7最新之宣導資料及其

所釋出之建議補充規定(Proposed Rules)及釋疑，其中建議補充規定部

分係為解決 FERPA 自 1974 年立法後對於內容上產生疑義之說明及新

解，為本文介紹 FERPA 法案的重要參考；判例部分主要參考有關近年

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之判例，或者與本文探討議題有密切相關之判決

為主，並由美國各大法學資料庫8之資料為準加以論述。上述對於

FERPA 之研究我國有相關討論但無詳細中文資料供參，故本文多採第

一手資料經整理後予以引用。 

我國論文部分，經檢索 2000 年起之碩博士論文，以「隱私權」為

題之碩博士論文共計有 70 篇，而以「隱私權」為關鍵字之碩博士論文

則達 161 篇；另外以「資訊自決權」為題之碩博士論文共計有 3 篇，

而以「資訊自決權」為關鍵字者為 14 篇；以「個人資料保護」為題之

碩博士論文共有 13 篇，以「個人資料保護」為關鍵字者有 54 篇9。 

從檢索之資料可發現，個人資料保護及其權利基礎之資訊自決

權、隱私權為題之研究相當多，但多數論文為因應資訊科技之發展，

主要研究個人資料保護的意義與重要性，若以議題而言，又以電子商

務方面之研究為最。僅少數與本文研究之學生個人資料保護議題相

關，經整理如表 1-2-1： 

 

 

 

                                                
6 See http://www.gpoaccess.gov/CFR/,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7 See http://www.ed.gov/,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8 See http://www.findlaw.com/casecode/ ,FindLaw; http://www.westlaw.com,Westlaw. 
9 參閱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檢索日期 2008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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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研究者 論  文  題  目 年度 

張裕榮 
論資訊公開與個人資料保護之界線~以少年非行資料

為中心 

89 

李松婷 國小兒童隱私概念之研究 90 

賴靜儀 從資訊自決權論學生資料保護 94 

游宏德 桃園縣國民中學校園監視錄影系統之相關研究 95 

王明偉 學生隱私權之研究—以國民中學學生隱私權為中心 95 

趙翊伶 
校園隱私權保障之方案—以一所公立高中之發展經

驗為例 

9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表 1-2-1 視之，就比例上來看，少有學者針對未成年人之隱私權

部分進行專文研究，其中雖然有提及學生之個人資料保護部分且以個

人資料保護為議題者，因範圍之限縮，進行相關研究者更是少數，僅

有張裕榮、賴靜儀研究 2 篇，其中以賴靜儀論文以台北市、高雄市、

台北縣國中學生資料保護之規定加以分析並探討學生資料管理之爭議

及缺失，並透過晤談以瞭解學生資料管理的現況較與本文相關。惟其

文中較少探討到校務 E 化後之影響，本文恰可為之補充；另外，其他

相關論文對於學生個人資料保護之權利基礎、法制規範部分則予以參

酌運用。 

綜上所述，隨資訊科技之進步，個人資料已成為商業運用之要角，

甚至為犯罪者之工具。學生個人資料實為教育第一線工作者所需注

意，並積極維護的學生權利內涵之一。經文獻分析後，無論是專書、

期刊、論文甚至是網站資料，皆可發現我國針對國中小學生個人資料

保護研究之不足，其原因可能為以往教育界較不重視學生的隱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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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測量隱私偏好的工具10，甚至部分教師僅僅視學生個人資料為教育

行政有效運作之基本條件使然。故本文乃以學生個人資料保護為題，

拋磚引玉，以期未來學者對國內學生個人資料保護投注更大的心力。 

                                                
10 參閱邱紹一，〈人權教育-維護青少年隱私權之初探〉，《學生事務》，第 43 卷，第 4 期，2004 年，

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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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文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採取文獻方析法及比較法進行研究。國

內外有關個人資料保護學理及法制之文獻非常多，故筆者蒐集並閱讀

近年來相關之書籍、論文、期刊、法條與近期報章、網路等文章，經

由整理、歸納與分析，以澄清個人資料之定義並探討個人資料保護之

概念、原則與具體內容，另根據其中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來檢視我國學

生個人資料保護之重要法令規範，並輔以美國 FERPA 法案來檢視我國

現行學生個人資料保護之重要法令規範，期能據以提出個人的研究心

得及觀點，並對現行作法提出檢討與建議。 

貳、研究限制 

本文力求完善，但基於主、客觀因素，仍有部分限制如下： 

一、就文獻資料而言 

本文雖盡力透過圖書館系統、網路網路進行搜尋，發現我國學生

個人資料保護之研究內容並不多見，大部分文獻內容探討之對象以成

人為主或與商業有關。本文為求詳盡，仍引用大量電子商務中個人資

料保護之文獻，惟採其原則意旨，作法部分則略而不提。另外，本文

參考之國外文獻及法案內容以美國為主，雖然參考價值極高，但因法

制不同，對於案例上之比較分析上比較困難，僅能在不違背我國「電

資法」(或未來「個人資料保護法」)下，取其內涵及具體作法作為檢視

我國現實學生個人資料保護之現況。 

二、就研究之對象而言 

從學校教育至社會教育之就學者皆可稱之為「學生」，惟本文係以

「國中小學學生」為對象，其年齡多介為 7 歲至 15 歲，在法律上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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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因部分權利仍需由法定代理人行使之故，部分本文對於學生

個人資料保護之說明，僅限於中小學學生階段，與已成年者為適用對

象不同。 

三、就研究工具而言 

本文以文獻探討及比較法為主，以探求個人資料保護之概念原則

及權利基礎，再合以目前中小學 E 化之議題進行研究，礙於人力、時

間不足，未進一步實施量化研究，為研究法之不足。 

四、就研究時間而言 

本文研究之時間點，適逢「電資法」修法階段，故以行政院版之

修正草案為準進行相關之研究，但仍有可能影響本文對個人資料保護

之適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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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與研究架構 

壹、名詞釋義 

為使本文指涉之相關名詞有明確之概念，茲予以定義分述如下： 

一、個人資料 

本文所稱「個人資料」為依法例示或概括認定，各種可識別及足

資識別個人靜態資料、動態資訊者。 

二、學生個人資料 

本文所稱「學生個人資料」為學生因就學需要，由學校蒐集並進

行資料處理、利用之相關教育紀錄，含學籍資料、成績資料、輔導資

料、缺曠課紀錄、獎懲紀錄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其中各項

資料多數皆已電子化。 

三、教育人員 

本文所稱「教育人員」含公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依

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及其他於學校進行學生個人資料處理、利

用之人員(包含代理教師、實習教師、學校行政人員等)。 

貳、研究架構 

本文計為七章，除了第一章為緒論及第七章為結論與建議外，必

須對個人資料之定義及保護之意義作詳細的說明，因此第二章開始，

根據所蒐集之文獻資料說明個人資料之定義並陳述個人資料保護的相

關概念；接下來藉由各種學說、理論介紹國際間已然成形的個人資料

保護原則通說，並說明個人資料保護之權利基礎。第三章則說明根據

權利基礎形成之法制規範，首先從憲法條文之擴張適用及第二十二條

導出個人資料保護的基礎，並從大法官釋憲中的說明穩固個人資料保

護在憲法上的地位；接下來說明我國對個人資料保護之專法「電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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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內容及修法方向，以建立實務問題的解決之道，並透過各式相

關法條來加強個人資料保護的說明。第四章透過美國 FERPA 法案之主

要意涵、學生及家長權利以及重要判例，對美國保護學生個人資料之

規定作說明，並提出對我國學生個資保護的啟示。第五章則說明中小

學對於學生個人資料保護的制度規範及校務 E 化的現狀，討論學生個

人資料可能遭受侵害的態樣與影響，第六章則以個人資料保護原則及

美國 FERPA 法案規制，檢視我國現行學生個人資料保護規範並提出檢

討。最後在第七章提出結論與建議，總結各章研究心得與論點並提出

建議，以作為我國教育立法之參考。就此，擬定本文架構如圖 1-4-1。 

個人資料保護的概念權利基礎

法制規範

美國 FERPA
法案之探討

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我國現行中小學制度之檢視

電資法及
相關法律

憲法

現行中小學
相關辦法

FERPA 規制

不當侵害之態樣

E 化之挑戰

結論與建議

美國                我國

 

圖 1-4-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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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個人資料保護及其權利基礎 

吾人對於個人資料遭政府機關或民間企業予以利用甚至出賣，越

來越感到危險與不安；是故，了解個人資料保護的概念，在現今資訊

爆炸的時代益顯重要。然而，個人資料為政府行政作為、企業商業行

為之基礎，完全限制個人資料之取得，似乎不可能，如何確保權利主

體對個人資料之權利有所認知，受前述機關侵害之前能有所查覺，以

及受侵害時如何請求救濟等為本文所欲探討之重要課題。為求詳盡，

以下就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概念為始，並以其權利基礎部分加以說明。 

第一節 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概念 

壹、個人資料之定義 

一、資訊與資料 

資訊(Information)與資料(Data)到底有何差別？以資訊管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的角度來看，資訊一詞為抽象概念，泛指任何

現在或未來能讓人或其他生物感官察覺的事實或想法，由具體資料轉

化而來，一般具有傳送者與接收者；而資料則為具體的數字、文字、

圖畫等，以定量來顯示事實，為客觀的紀錄11。而資料與資訊兩者無論

其本體為何，皆可轉換為 0 與 1 貳進位數值形式之結合於電腦中處理。 

以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觀點來看資料與資訊的概

念，學者 Stephen Abram 指出，資料(或稱為數據)為未經加工的事實 

(Raw facts)，而資訊則為組織化且明確呈現的資料(Organized 

data ,Tangible representation of data)12。 

 

                                                
11 參閱陳鴻基、嚴紀中，《管理資訊系統：理論、科技、實務與應用》，台北：雙葉書廊，2004 年，

頁 49。 
12 Stephen Abram (1997) , Post information age positioning for special librarians : Is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 answer? , Information Outlook , Vol.1 No.6 , pp.20-21. 



 15 

學者 Trotter Hardy 則指出，資料為呈現或表現觀念或事實的有

形素材，包括實體(如紙張、圖畫)本身以及實體上之文字、圖畫或符

號等；而資訊則是觀念或事實的傳達過程，簡言之，資料為傳達之內

容，資訊則為其過程。傳統的資料，如文字、圖畫等記載於紙張等實

體，由於屬於具備長、寬、高與持久性之實有個體，所以被認為有實

體性；因此，在語言使用上，資訊是抽象層次的概念，故不能以資訊

與具體的實物相類比
13
。例如問卷調查的程序而言，問卷的文字編擬及

填答前後之問卷為資料，將填答的內容加以統計、歸納、分析之過程

並據以描繪與問卷主題相關者，即可稱之為資訊。 

二、個人資訊與個人資料 

資料與資訊在資訊管理、知識經濟等學門有不同的定義，作為法

律保護個人資料的實質內容中，學者則有不同看法。我國學者許文義

認為資料與資訊之概念為相對的，資料為靜態、未經處理之存在或紀

錄；資訊則為屬於基於特定目的，對資料加以整理、建檔，在性質上

屬於主觀且已經過處理歸類。以資料保護而言，其要旨為個人資料受

侵害之虞或之前，政府機關即有保護之義務，因此在資料尚未成為公

開之標的(成為資訊)前，即予以保障，可使當事人之保障更加周全14。 

相較於上述看法，另外也有學者表示個人資料、個人資訊在立法

上通用15，而學者李震山引用德國學者之論述認為得以自決之資訊即為

個人資訊，而該個人資訊與個人資料並無區分之必要16。 

本文認為，在今日電腦網路發達條件下，資料與資訊皆為保障人

性尊嚴及自主、自決權利所導出之保護標的，將其切割已無多大意義。

                                                
13 Trotter Hardy (2001), Not so Different: Tangible, Intangible, Digital, and Analog Works and their 
Comparison for Copyright Purposes, 26 Dayton Law Review, pp.229-232.   
14 參閱許文義，《個人資料保護法論》，台北：三民，2001 年，頁 21。 
15 參閱劉寶源、劉小春，〈論個人信息的法律內涵〉，《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6 期，2008
年，頁 89-92；其「個人信息」之表示即為本文之「個人資訊」。 
16 參閱李震山，《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台北：元照，2000 年，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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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一為多數靜態資料在經資料庫予以分類、歸納乃至於為利用而

選擇、輸出之動態程序中，紀錄同時已具有資訊與資料之性質；二則

國際組織及各國資訊立法用語之中，雖有稱個人資料(如 OECD
17
、英國、

我國等)、個人資訊 (APEC18、日本19)、資料私隱 (香港)、個人信息(大

陸)等不同，惟其保護標的之定義並無太大的不同，且皆為保障人格上

之法益，故本文認為以個人資料一詞，來涵蓋有關個人資訊之範疇，

並無不妥
20
。有關於個人資料之定義經筆者整理如表 2-1-1： 

表 2-1-1 

OECD「管理保護個人隱私權及

跨國界流通個人資料指導綱

領」(1980) 

個人資料意指任何關於可識別個人或足

以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項目。 

APEC「隱私保護綱領」(2004) 個人資訊意指任何關於可識別個人或足

資識別該個人之資訊。 

國
際
組
織
規
範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
21(1995) 

已識別或足資識別自然人的任何資料，如

身分證字號或其他個人物理、生理、心

理、經濟、文化或社會活動特徵等。 

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22 

(2003 修正) 

涉及特定或可得特定自然人之所有屬人

或屬事之個別資料。 各
國
規
範

 
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23 

(2005 修正) 

有關生存個人之資訊，藉由包含於該當資

訊中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其他記述等

得以識別出特定個人者，包含容易藉由與

其他資訊對照結合而識別出特定個人者

在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17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我國譯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18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我國譯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19 參閱 http://www5.cao.go.jp/seikatsu/kojin/foreign/act.pdf ，法案名為「個人情報保護法」，惟其官

方英譯為 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故仍歸為「個人資訊」一詞。 
20 OECD 官方原文”Personal Data”及 APEC 官方原文”Personal Information”對個人資料之定義基本上

並無不同，亦可證明筆者觀點，請參閱表 2-1-1。 
21 參閱 http://www.spamlaws.com/f/docs/95-46-ec.pdf，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英文版，SPAM 
LAWS，檢索日期 2007 年 11 月 29 日。 
22 參閱 http://www.datenschutz-berlin.de/recht/de/bdsg/bdsg01_eng.htm#sec2，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

英文版，datenschutz-berlin，檢索日期 2007 年 11 月 29 日。 
23 參閱 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5/H15HO057.html，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法令データ

提供システム，檢索日期 2007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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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1-1 觀之，個人資料之定義，不管採概括、例示說明或兩者

兼俱者，多遵循 OECD「管理保護個人隱私權及跨國界流通個人資料

指導綱領」
24
的定義，即「凡任何可以識別出個人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

資料」者為「個人資料」，而各國於制訂國內法時多加以解釋補充。如

德國「聯邦資料保護法」中「涉及特定或可得特定自然人之所有屬人

或屬事之個別資料」雖未例示說明，但明確指出保護之權利主體為自

然人，客體為人或事之資料；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中則指出保護

之主體為「生存之個人」，客體並延伸至「在對照後而能識別出特定個

人者」，皆可稱為「個人資料」。我國「電資法」第 3 條則對於個人資

料定義為例示之內容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綜上所述，本文將個人資料定義為「凡依法例示或概括認定，各

種可識別或足資識別個人靜態資料、動態資訊者。」依法例示者，目

的在於以法為本，條文既明白列出，本屬受保護之範圍；概括認定者，

雖不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惟保留法官認定上之彈性，得隨資訊科技

時代演進，擴大列為保障之範圍25。 

貳、個人資料保護的目的 

一、為因應電腦網路科技發展需要 

在資訊社會中，政府或民間企業各種處理資料的能力隨電腦、網

路的技術進步，個人資料 E 化的利用已無可避免，且為政府公務運作

與民間商業活動之必需品。E 化資料擁有取得容易、數據大量、處理快

速等特性，非人工處理時期可比擬，也因為此特性，致使在實務上應

                                                
24 See http://www.oecd.org/document/18/0,3343,en_2649_34255_1815186_1_1_1_1,00.html , 
Guidelines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sborder Flow of Personal Data , accessed on 
2007/11/10.相關書籍亦有譯為「有關個人資料之國際流通及隱私權保護準則」、「隱私權保障及個人

資料跨國境流通指導綱領」等，本文統一採用學者周悅儀之譯名，詳參氏著，〈美國保護隱私權法

制之研究〉，《法律事務司八十二年度研究發展報告》，台北：法務部，1993 年，頁 163。 
25 如寬頻房訊於網站中的法拍屋資訊中，揭露房屋外觀，配合法院所公布的法拍屋資訊，供付費

會員使用，即遭承審法官以「房屋外觀照片」結合法院個人資料可以辨識出屋主為由，判決違反個

資法。參閱台灣板橋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3 年度易字第 77 號、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3 年度上易

字第 189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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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合理程序取得之 E 化個人資料，常因政府機關及民間企業便宜行事、

內神通外鬼或是網站遭受駭客入侵、社交工程
26
、網站隱私權政策模糊

等因素，讓吾人對於個人資料有效控制與支配力不足，甚至無力干涉。

為解決上述問題，有賴政府立法說明遊戲規則，就保障人民權益觀點，

對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需求者，賦以相當之限制與義務。 

二、為保障個人基本權利不受侵害 

個人資料為個人所擁有並具有權利保護客體之地位，而資訊科技

讓個人資料受到威脅的可能性大增，亦讓個人資料保護有關的人性尊

嚴自治、自決理念及資訊自決權、隱私權等權利受到挑戰。各國無不

就人性尊嚴等權利基礎，針對個人資料保護之特殊性(權利範圍廣)及

侵害行為的多樣性(蒐集、使用、比對、儲存等)進行法制上之規劃27。

如我國「電資法」第 1 條即言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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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

隨電腦之發展，立法者乃欲宣示者，為資訊時代資料快速且便於處理

的狀態下，應「避免人格權受侵害」；又如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第

1 條說明「有鑑於伴隨著高度資訊通信社會之發展，個人資訊之利用顯

著增加…，於保障個人之權利、利益不受不當侵害下，對個人資訊得

加以利用。」意同此理。 

三、為促進個人資料得以合理使用 

個人資料因受侵害者眾，難免對於法律有關限制政府、民間企業

使用個人資料之規範投以較大的注意力，但個人資料雖為個人所有，

                                                
26 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是一種利用人性弱點的詐騙技術。以影響力或說服力來欺騙他人

以獲得有用的資訊，如電子郵件隱藏電腦病毒、網路釣魚、偽裝修補程式等方式騙取個人資料。這

是近年來造成企業或個人極大威脅和損失的手法。參閱

http://www.i-security.tw/topic/topic_sg.asp?id=26，〈中小型企業客製化資安維護系列專輯之四- 社交

工程〉，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 I-SECURITY 網站，檢索日期：2007 年 12 月 2 日。 
27 參閱法治斌研究主持，《政府行政作為與隱私權保障之探討》，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2007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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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個人必然與社會產生關係，故個人資料並非不能為他人所使用，而

在於取得本人之同意及不受不當侵害的前提下得以合理使用。如我國

「電資法」第 1 條「…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

用」及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第 1 條「…於保障個人之權利、利益

不受不當侵害下，對個人資訊得加以利用。」，意即說明立法者之目的

除消極避免個人權利受不當侵害外，仍可對個人資訊加以「善用」。 

綜上所述，個人資料保護的目的，乃因應資訊科技之急速發展，

一方面站在當事人之人性尊嚴上，避免人格權遭受政府或其他自然

人、法人之侵害；另一方面個人資料受到良善保護後，才得以基於個

人擁有個人資料之「控制權」而予以「善用」。故體現在法制上，所有

關於當事人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應善盡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並以書面徵求同意，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範圍，而當事人對於被蒐集、

處理與利用之個人資料，可行使查詢、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

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及請求刪除權
28
。簡言之，

個人資料保護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基於個人自由、自律與自決的

前提下，擁有對於個人資料之控制權；當事人並得積極請求公權力對

於各種可識別或足資識別個人的資料予以保護，以促進個人資料之合

理利用。 

參、個人資料保護之具體內容 

就我國「電資法」第 3 條第 1 款之規定，乃採例示與概括規定並

用，凡為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特徵、指紋、婚

姻、家庭、教育、職業、健康、病歷、財務情況、社會活動等足資識

別該個人之資料，皆為個人資料之範圍；而為擴大保護個人資料的範

圍，於修正草案中例示部分另行加入護照號碼、醫療、基因、性生活、

                                                
28 參閱「電資法」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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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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精神在於增加敏感性個人資料之例示，雖然在一般個人

資料及敏感性個人資料的區分上仍有所不足，有待未來修法解決，但

此舉仍可加強政府及醫療等機構對於各種敏感紀錄保護之準備。 

本法若依 OECD 及 APEC 之定義，含例示之可識別個人之資料以及

概括認定之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可分析如表 2-1-2： 

表 2-1-2 

依法例示 

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特徵、

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健康、

病歷、財務情況、社會活動、護照號碼、

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

科、聯絡方式等29 

個
人
資
料

 

概括認定 

宗教信仰、政黨、嗜好、住所、學經歷、

升遷、獎懲紀錄、線上個人帳號、電子郵

件地址等3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關於可識別個人之個別資料，在於將所有與自然人產生關係之特

定基本個人資料，例如上述之姓名、出生年月日等涵蓋其中。而其他

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依立法旨意，在於防止例示法有所疏漏
31
。以

現今高度資訊化社會，如本法未列舉的線上登入個人帳號，透過資料

                                                
29 「電資法」修正草案因保障之法益為人格權，惟個人資料種類繁多，第 3 條第 1 款關於個人資

料之定義，除原條文之個人資料外，另加入護照號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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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62228524321.pdf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檢索日期：2007 年 10 月 12 日。 
30 參閱 http://www.moj.gov.tw/lp.asp?ctNode=13710&CtUnit=805&BaseDSD=7&mp=001 ，《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問答手冊》，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10 日；另個人資料之

類別及細項部分， 1996 年由法務部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布〈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個人

資料類別〉，請參閱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fileclick.asp?onid=674，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

訊網，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10 日；惟需注意概括認定者需籍由對照而能識別特定人者屬之。 
31 同註 29，社會態樣日趨複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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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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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搜尋，使用識別碼、帳號、身分證字號等主鍵 (Primary Key) 32
即可

呼叫其他相關資料(如地址、電話或線上活動資訊)，來確認某特定之

個人；或透過資料探勘技術(Data Mining) 33
運用相關屬性資料，將分散

的個人片段生活紀錄，加以整合、辨識、分類來進行資料剖繪

(Profiling)，以獲致某一屬性未知之資料
34
，如運用上網位址、上網時

間及網站嗜好等，便足以識別特定之個人。而上述作法未列舉之資料

片段，亦可能造成個人資料之危害，亦應歸類為足資識別該個人資料

而加以保護。 

肆、個人資料保護之原則 

一、國際規範之資料保護原則 

國際間規範的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例如完整、正確、直接、公開、

必要、責任與目的拘束原則等，一般受到各國訂定資料保護法的引用

及尊重；而隨電子商務之發達，個人資料之跨國性傳遞可以促進社會

發展及便利商務之推展，惟各國有關隱私權保障及個人資料適用之法

令時有差異，可能影響資訊自由流通。故國際組織所規範的個人資料

保護原則，便可以規範會員國之間資料流通的準則，一方面避免侵害

資訊隱私權，一方面消除會員國之間的障礙。 

我國因國際情勢使然，或受政治環境影響，未必能參與許多下列

各種國際組織或簽訂相關協定，但在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訂定之引

                                                
32 主鍵 (Primary Key)，又稱為主索引，是用來識別資料表的唯一值。每個主鍵在資料表中，都是

獨一無二的。資料庫管理系統可以藉由這些欄位，識別資料表內的每一筆記錄，並提供資料索引。

主鍵可以直接使用一組不重複的資料。參閱 http://www.ithome.com.tw/itadm/article.php?c=46156，〈關

聯式資料庫系統的主要成分〉，ITHOME，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10 日。 
33 資料探勘(Data Mining)，又稱資料採礦，是指從大量資料中擷取或挖掘出有知識，以便支援決策

分析之用；廣義而言，資料探勘指的是從儲存於資料庫、資料倉儲或其他資料貯藏所中，發掘出使

用者感興趣的知識之過程，或者是針對使用者所提出的問題，自儲存大量資料的資料庫中萃取出有

用資訊、資料樣式與趨勢的過程，參閱吳寂娟，《從隱私權看資料探勘技術之應用》，佛光人文社會

學院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1 年，頁 7。 
34 參閱吳兆琰，〈論政府資料探勘應用之個人資料保護爭議〉，《科技法律透析》，第 19 卷，第 11
期，2007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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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國經貿上的合作等仍受規範，特此說明。 

(一)、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於 1980 年通過「管理保護個人隱私權及跨國界

流通個人資料指導綱領」，提出國內及國際間適用之基本原則，其中第

2 章規定國內個人資料保護之 8 大原則，後來為各國修訂個人資料保護

法制之重要依據原則，說明如下35： 

1. 限制蒐集原則(Collection Limitation Priciple)：有關個人資料之

蒐集，原則上應加以限制；資料之蒐集應適法、並應依公正之

手段為之，必要時，並通知當事人或得其同意後，始得為之。 

2. 正確性原則(Data Quality Principle)：個人資料於特定目的之利

用範圍內應力求正確、完整及最新之狀態。 

3. 目的明確化原則(Purpose Specification Principle)：個人資料於

蒐集時，目的應明確化；其後之利用亦不得牴觸最初蒐集之目

的；於目的變更時亦應予以明確化。 

4. 限制利用原則(Use Limitation Principle)：個人資料之利用，除

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不得為特定目的以外之利用。 

5. 安全保護原則(Security Safeguards Principle)：個人資料為防止

遺失、不法之接觸、破壞、使用、變更或公開之危險，應採取

合理之安全保護措施。 

6. 政策公開原則(Openness Principle)：對於個人資料蒐集、自動

機械化、處理及有關政策之制定，應對一般人公開之。 

7. 個人參與原則(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Principle)：資料之本人有

權對他人持有自己之資料，行使一定程序之控制，包括確認自

                                                
35 參閱許文義，同註 14，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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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之資料是否被保有、資料本人於合理期間、合理方法了解、

知悉自己之資料、可對自己資料提出異議，如異議有理由時，

應將其資料刪除、變更、完全化與補正。 

8. 責任原則(Accountability Principle)：資料管理人應遵守前述原

則之責任。 

此外，為因應網路的發展及對個人資料保護的衝擊，另於 1998 年

部長會議通過「全球網路隱私權保護宣言」
36
重申 OECD 個人資料保護

綱領。 

(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於 2004 年 11 月部長會議通過 APEC「隱私權保

護綱領」，並於第 3 章列出 9 項原則37，包括： 

1. 預防損害原則(Preventing Harm)：基於個人資料有可能遭到他

人濫用而造成損害，應有適當的保護措施，其次，對於個人資

料之蒐集、利用和傳遞所生的損害，應有適切的損害填補機制。 

2. 告知原則(Notice)：資料蒐集者對其所蒐集、持有之個人資料

應告知當事人資料管理者身分、蒐集之目的、種類及用途等必

要事項，並知悉其隱私權政策。 

3. 蒐集限制原則(Collection Limitation)：個人資料之蒐集應限於

與蒐集目的相關之範圍，並依合法或正當方法為之。 

4. 個人資訊之利用原則(Use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個人資料

之利用僅限於與蒐集目的一致或相關的範圍內，未經當事人或

法律明文規定者，該資料不得作其他利用。 

                                                
36 See http://www.oecd.org/dataoecd/39/13/1840065.pdf ,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on Global Network, accessed on 2007/11/10. 
37 參閱 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7199515432.pdf，〈APEC 隱私保護綱領中英文對

照〉，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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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事人自主原則(Choice)：在情況允許下，個人資料管理者應

提供當事人對於其個人資料之蒐集、利用和揭露進行選擇的機

制，資料管理者應尊重當事人之選擇。 

6. 個人資訊完整性原則(Integrit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個人資

料應正確、完整並應依利用目的為必要之更新。 

7. 安全管理原則(Security Safeguards)：資料管理者應採取必要之

安全維護措施，防正他人未經授權不當地截取、利用、修改或

揭露個人資料以及其他濫用個人資料之行為。 

8. 查閱和更正原則(Access and Correction)：當事人有權查詢或取

的其個人資料，若發現有錯誤或欠缺者，得請求更正、補充或

刪除該筆資料。 

9. 責任原則(Accountability)：個人資料管理者應要負責確保上述

原則之實踐，於傳遞個人資料於第三者時(國內、外均同)，應

確保該第三者會採取和此一隱私保護綱領一致的措施以保護

個人資訊隱私之安全。 

由於我國為 APEC 隱私權保護綱領簽署國之一，但現行「電資法」

尚無法完全達到上述原則，如我國只對金融、證券、保險等八大行業

加以規範（後逐年加入法務部指定公告事業團體計八個行業），另外綱

領要求「人工資料」也須納入法制規範我國亦無，可能對民眾個人資

料隱私造成傷害，仍待新修正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將前述不符綱領要求

的部分加以解決，例如將行業別的規範改為「行為規範」，也就是不論

業別，只要建檔個人資料都受規範，人工資料、告知義務也均納入修

正範圍38。 

                                                
38 參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feb/7/today-so11.htm，〈三大面向，保護不足〉，自

由新聞網，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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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規範之資料保護原則 

「電資法」之保護原則，大部分參考 OECD 第 2 章規定國內個人資

料保護之 8 大原則，相關條文及內容分述如下： 

(一)限制蒐集原則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以下簡稱資訊管理者)對於個人資料之蒐

集，基本尊重當事人之人格權，原則上應向當事人蒐集之。故於本法

第 7 條第 2 款及第 18 條第 1 款規定「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為資訊管

理者進行個人資料蒐集或電腦處理要件之一。而依本法第 6 條規定「應

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與「不得逾越特定目

的之必要範圍」限縮資訊管理者蒐集個人資料的範圍及方法，亦屬本

原則之展現。 

(二)正確性原則 

為維護資訊管理者對於個人資料之正確性，依本法第 4 條、第 13

條規定，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部分得以行使查詢及請求閱覽、請求製

給複製本、請求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之權利，上述原則於

第 26 條規定，非公務機關準用之。本原則在於強調資訊管理者對於控

制之個人資料應力求其確實、完整及最新的狀態。 

(三)目的明確化原則 

資訊管理者於蒐集資訊時，其目的應予以明確化，爾後利用個人

資訊時亦應與蒐集之時符合，若目的有所變更後，亦當如是，不應為

特定目的以外之利用。以公務機關而言，依本法第 7 條規定，非有特

定目的，並符合於法令規定職掌必要範圍內者、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虞等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以非公務機關而

言，依本法第 18 條、第 23 條之規定，非有特定目的，並符合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者、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而對當事人權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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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之虞者、已公開之資料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為學術研

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依第 3 條第 7 款第 2 目有

關法規及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等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本原則在

於強調蒐集個人資料應以特定目的為要件，並需經當事人同意，並在

利用、處理時需有目的一致性。 

(四)限制利用原則 

資料管理者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若欲作非特定目的之利用，應

以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為限。以公務機關而言，本法第 8 條規定，如法

令明文規定者、有正當理由而僅供內部使用者、為維護國家安全者、

為增進公共利益者、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急

迫危險者、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者、為學術研究而有

必要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有利於當事人權益者、當事人書

面同意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非公務機關者，依本法第 23 條之

規定，為增進公共利益者、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

上之急迫危險者、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者、當事人書

面同意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本原則在於強調任何非有特定目

的之利用，應以法律明確規定。 

(五)安全保護原則 

資料管理者應盡良善管理人之責。依本法第 17 條之規定，公務機

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

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販賣或洩漏；非公務機關

準用本條之規定。至於詳細的「安全維護事項」，於本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規定公務機關應訂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法令，其內容包括

資料安全、資料稽核、設備管理及其他安全維護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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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公開原則 

依本法第 10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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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檔案名稱、保有機關名稱、個人資

料檔案利用機關名稱、個人資料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定目的、個人資

料之類別、個人資料之範圍、個人資料之蒐集方法、個人資料通常傳

遞之處所及收受者、受理查詢、更正或閱覽等申請之機關名稱及地址。

本原則旨在強調民主法治國家中之資訊公開原則，以避免政府濫權專

擅，並賦予人民知的權利，並能有效利用行政資料。而本法第 21 條對

於非公務機關亦同類似之規定。 

(七)個人參與原則 

此為資料保護法制之基本權利，所有個人資料之蒐集、利用與處

理需經當事人同意始得為之。依本法第 7 條第 2 款規定，公務機關對

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需當事人書面同意；第 8 條第 9 款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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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事人同意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使用；第 18 條第

1 款、第 23 條第 4 款對於非公務機關亦有相同規定，需當事人書面同

意，即為個人參與的基本方式。另外，對於公務機關所控管的個人資

料，在本法第 13 條規定，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部分得以行使查詢及請

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之權

利，非公務機關亦準用之。 

(八)責任原則 

依本法第 7 條及第 8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的蒐集、電腦處理

或利用，均應於法令職掌必要範圍內為之，若有公務員於執行上述行

為之時，違法侵害人民權利，除本法第 27 條、28 條、29 條之規定外，

應負賠償責任，受侵害之當事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程序請求之。若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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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關有不法侵害個人權益者，除本法第 30 條規定外，應依民法採

民事途徑求償之。 

綜上所述，我國「電資法」個人資料保護之原則基本上乃承接國

際間普世認定的原則加以運用，除與國際接軌外，亦是為社會帶來個

人資料保護新知的進步立法。此外，本文乃探討中小學之個人資料保

護，在「電資法」下， 公立中小學部分視為公務機關39，除了「電資

法」規範之原則外，對於公法上之一般法律原則，如明確原則、比例

原則、期待可能性原則、國家行政效能要求原則、公益原則等，與本

法之原則內涵有相當密切之關係，行政機關自有遵循與適用之必要與

義務，對於公務機關身為資料管理者之行政行為或行政處分，應本於

「依法行政」，以落實本法規定之各項原則內涵，原則之間或許有所競

合，但基於特定法規範之原則不得牴觸一般法律原則，以達到法治國

原則之要求40。 

伍、個人資料保護之限制 

個人資料保護並非無限上綱，致使所有上述定義之個人資料皆無

法予以蒐集或利用，基於以下因素而有部分限制： 

一、保障自然人權利為前提 

個人資料作為受保護之客體，若以字面上觀之，很容易落入僅僅

保護「資料」或「資訊」的觀點，但資料或資訊若沒有與個人關連或

可得關連，蓋此一資料在權利上便無保障的意義，故個人資料保護最

終的目的還是在於保障權利的主體「人」而不是「資料」。若依我國「電

資法」或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觀之，應為保障「自然人」之概念。

                                                
39 教育部於 1996 年進行「執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事項協調連繫會議」時提案各級公立學校是

否應歸類為公務機關，而勿須向教育部申請登記，其理由為各級公立學校從事教學活動，係屬國家

公權力行使之一環等，會議結論同意教育部研析意見，而對於私立學校則在 1997 年訂有「私立學

校及學術研究機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辦法」以供遵循。參閱《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

規彙編》，台北：法務部，2000 年。頁 32-33。 
40 參閱許文義，同註 14，頁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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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乃本諸人的尊嚴及價值，具有倫理性，體現以人為本位的私

法理念41；故依立法旨意，凡涉及自然人之個人資料，依據人性尊嚴及

一般人格權之保障，應納入保護之範圍。 

此外，若以具名與匿名之個人資料為對象來探討，就層次而言，

前者之保護需求較高，後者則需視得知該匿名者之代價而定，但一般

而言，匿名者受保護之需求相較而言低，尤以匿名權在受保障之前提

下更是如此42 ，例如資訊因其匿名性，如經統計調查後之數據資料而

未能聯結特定人，即喪失可資識別個人之要項。 

承上所述，個人資料保護之主體為人，客體為實體資料或抽象之

資訊，前提是為保障自然人權利而生，若與人無關之資料或該特定人

無法確認時自始即缺乏保護之需求性43。而自然人有無具名之保護需求

不同，具名者較匿名者為高，尤其是在匿名權受保障之前提下，具名

者之個人資料應受必要之保護。 

二、需注意法益競合問題 

從世界組織相關規範或各國所制定之相關國內法來看，其所欲保

障之個人資料範圍相當寬廣，然而若與其他法益產生競合的問題時，

究竟何者為重應受到討論。以國內修正之「電資法」草案遲未通過的

因素來看，其一即在於新法規範適用所有行業，媒體、民意代表亦不

例外。假若立委為揭弊之需，將含有個人資料之事實訴諸媒體之前，

要先告知涉弊當事人為新法所規範，則民意代表之監督權及民眾「知

的權利」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益必然產生競合44。 

                                                
41 參閱王澤鑑，《民法概要》，台北：三民，2002 年，頁 45。 
42 參閱大法官余雪明釋字第 603 號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部分。 
43 參閱林安邦，〈德國「資訊自決權」之概念在我國法律上之應用〉，《公民訓育學報》，第 12 輯，

2002 年，頁 114。 
44 藍錄陣營對於是否新法是否加入「民代基於職責不在此限」之爭點有激烈討論，參閱

http://www.cna.com.tw/CNA/china/SearchDetail.aspx?strCatL=CN&strNewsID=200712140122&strType=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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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面對上述法益上之衝突，學者指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提出「法

益衡量原則」以及「比例原則」作為解決之道45。舉例來說，並非所有

涉及個人資訊蒐集利用都將違反個人保護自身資料之權益，以其個人

與社會之關聯，作為社會之一員，必然涉及外在世界而產生關係，若

對於蒐集個人資料時會產生更重要之公眾利益時，一般而言並不侵害

個人隱私46。 

三、需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所謂法律保留原則，為政府如果要對人民之生活領域進行限制

時，須有人民之同意，而同意之依據即為具民意基礎之代表所制定的

法律47，政府對於個人資料若有所限制亦需符合上述原則。如大法官釋

字第 603 號解釋文中提及憲法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護並非絕對，但

基於公益之必要，在不違反「憲法」第 23 條之範圍，得以法律明確規

定強制取得所必要之個人資訊。至於該法律是否符合「憲法」第 23 條

之規定，則應就國家蒐集、利用、揭露個人資訊所能獲得之公益與對

資訊隱私之主體所構成之侵害，通盤衡酌考量，並由以法律明確制定

「方能使人民事先知悉其個人資料所以被蒐集之目的，及國家將如何

使用所得資訊，並進而確認主管機關係以合乎法定蒐集目的之方式，

正當使用人民之個人資訊」48。 

我國「電資法」即有明確條文說明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例如「電

資法」第 8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應在法令職掌範圍內

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若有「法令明文規定者、維護國家

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者、為免除當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

                                                                                                                                          
Time ，〈綠委指控不挺個資修法 藍營：綠營怕揭弊〉，中央社，檢索日期：2008 年 7 月 16 日。 
45 參閱林安邦，同註 43，頁 115。 
46 參閱林安邦，同註 43，頁 114。 
47 參閱李惠宗，《教育行政法要義》，台北：元照，2004 年，頁 62。 
48 參閱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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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危險者、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者、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

害於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有利於當事人權益者、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為特定目的使用之例外，可對個人資料保護作出限制；對於非公務機

關「電資法」第 18 條亦有規定若為「增進公共利益者、免除當事人的

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者、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者、

當事人書面同意者」得為特定目的以外之使用。對於法律保留原則在

個人資料保護之運用，會有限制強度之爭議49，但一般認為，基於人格

權不得侵犯的前提下，且個人資料保護為影響人民基本權利的重要部

分，應要求有國會決定的法律依據而有「國會保留事項層次」以上之

規範強度50，以確保個人資料不會在「老大哥」51的濫權及商業利益考

量下遭到犧牲。 

                                                
49 我國個資法修法過程中，對於行政機關可否任意發動檢查權為修法遲遲未過的因素之一，參閱 

http://www.cna.com.tw/CNA/china/SearchDetail.aspx?strCatL=CN&strNewsID=200712160053&strType=Real

Time ，〈個資法修正案爭議 藍綠陣營再叫陣表立場〉，中央社，檢索日期：2008 年 7 月 16 日。 
50 參閱許育典，〈法治國與教育行政〉，台北：高等教育，2002 年，頁 93-94。 
51 老大哥(Big Brother)一詞為小說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反烏托邦小說《1984》

情節中隱喻威權政府運用無所不在的監控技術來監視人民一舉一動的情境，參閱李尚仁，〈老大哥

正在看著你-監視攝影機的使用與濫用〉，《科學發展》，第 353 期，2002 年，頁 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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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人資料保護之資訊自決權基礎 

資訊管理者在進行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會侵犯到許多憲法所保

障之基本權利，涉及資訊自決權、隱私權、財產權保障等
52
，茲就學生

資料保護具密切相關者探討如下： 

壹、資訊自決權之源起 

資訊自決權或稱為資訊自主權，乃源於電腦的發明。吾人因電腦

進行資料處理的過程易將個人的意思排除在外，致使個人對於自己資

料之正確性及取用喪失自主權，且電子資料傳遞、整合的過程中易將

某個人塑造獨特的「資料形象」，若與本人真實面貌不同，對於人格會

造成重大之傷害53，故根據人性尊嚴及一般人格權之保障，個人有權決

定是否將資料交付或供他人利用之權乃稱為「資訊自決權」。 

資訊自決權為德國法律之用詞，其概念早在 1969 年德國聯邦法院

對人口調查決議乙案中即已提出，該案肯認並非所有國家調查個人日

常生活之資訊即會侵害人性尊嚴並觸及個人「最內在生命領域之自主

權」54。其後在 1971 年資訊自決權一詞出現在德國內政部委託學者研

究「關於個人或團體形象之資訊自決權」55之中，另外在權利立法上，

德國於 1977 年受美國隱私權概念之影響，制定「聯邦個人資料保護

法」，其立法意旨乃為確保資料處理過程中人格權不受侵害，根據比例

原則，確立保護公共利益所為對於個人資訊自決權之限制，不可超過

保護公共利益所不可或缺的範圍；且立法者採取比以前更多的組織及

程序上的措施來預防個人資料自動化資料處理後所遭受之侵害。本法

                                                
52 參閱許文義，同註 14，頁 39；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

台北：元照，2005 年，頁 188。 
53 參閱許文義，同註 14，頁 49。 
54 參閱林安邦，同註 43，頁 111-112。 
55 參閱許文義，同註 14，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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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成為大陸法系中個人資料保護之立法典範，而資訊自決權的觀念

亦就此確立；而資訊自決權一詞開始受廣泛之應用，乃於 1983 年聯邦

憲法法院於「人口普查法」案判決後，其後資訊自決權發展迄今已然

成為基本權利之一，並類型化為行政行為形式的一種56，並成為 1995

年歐盟個人資訊保護指令之重要參考。 

承上所述，資訊自決權之概念乃近年發展而成，而其發展之基礎

則為人性尊嚴與人格權的保障。根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人口普查法」

案判決首段即提到「在現代資料處理之條件下，應保護每個人之個人

資料，免遭無限制之蒐集、儲存、運用、傳遞，此係屬基本法第 2 條

第 1 項及基本法第 1 條第 1 項保護範圍。該基本人權保障每個人，原

則上有權自行決定其個人資料之交付與使用。」判決引用德國基本法

第 1 條第 1 項規定「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

國家機關之義務。」，肯認清楚說明人性尊嚴乃資訊自決權之上位概念

57
，換句話說，資訊自決權為德國憲法第 1 條所導出，實與人性尊嚴之

保障密不可分。 

所謂人性尊嚴，即是人的尊嚴或指人格尊嚴。無論是在日本、德

國傳統的通說與判例，若以人格主義為出發點來描述或解釋人性尊

嚴，大致上皆可導出「人性尊嚴」就是「人格尊嚴」，而日本學者蘆部

信喜謂「人性尊嚴」及國際人權宣言前言的「人類人格的固有尊嚴」

乃同一旨趣58，故有將「人性尊嚴」與「人格尊嚴」或「人格之尊重」

相提並論59。 

                                                
56 參閱李震山，同註 52，頁 199。 
57 參閱蕭文生譯，〈關於「一九八三年人口普查法」之判決〉，《西德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一）》，

台北：司法週刊雜誌社，1995 年，頁 288-290。 
58 參閱林輝雄，《人性尊嚴與自由民主憲法秩序關係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2001 年，頁 46。 
59 人性尊嚴與日本憲法第十三條「所有國民，均作為個人而受尊重。國民對於生命、自由及追求

幸福之權利，以不違反公共福祉為限，於立法及其他國政上，須受最大之尊重。」之「個人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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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尊嚴，以康德的道德哲學來看係決定於人擁有理性的意志，

而此意志為自由的；這種自由只是向善的自由與人格不可分，擁有理

性人格具有實現「向善的意志」能力，而此一價值為絕對，決定向善

意志的主體也必然有無可取代的價值，此即「尊嚴」之所在。因此學

者歸納人格概念本身業已蘊含了尊嚴的概念，即人格是尊嚴且具有絕

對價值，故不能將人格貶抑到工具的地位，必須承認他本身就是目的
60
。 

而人性尊嚴乃一種理性事實，殊難定義，惟在針對具體事實，仍

須予以具體化、類型化以用於司法裁判上。學者以個人人性尊嚴是否

遭受侵害判斷為之消極定義，一個人若被矮化為物體、手段或數值，

自然不在意其精神與意識，自治、自決既無可能，極易變成他治、他

決的客體，此即構成人性尊嚴的侵害
61
。 

另外為體現人性尊嚴在道德實踐上經驗之美感，德國學者賦予其

積極之定義為「人性尊嚴屬於每個人自己以及自己所欲之價值，構成

個人本質上不可放棄之要素，其於該尊嚴，人類方有自我發展之能

力」、「人性尊嚴之要件，係每個人得在其行為與決定上有自由，而且

每個人都享有同等自由。因此，其本法的人性觀，係指平等自由之個

人，在人格自由發展下，自由決定其生活方式、未來及行為」亦即基

於人性尊嚴，在現實社會各種處境、狀況下，個人擁有自治、自決之

權利62。 

其後人性尊嚴已從傳統倫理道德、宗教或哲學用語，逐漸演化成

法律用語，為學術界、司法實務界所常運用63。人性尊嚴若依我國憲法

                                                                                                                                          
有所不同，人性尊嚴系從人格主義為出發點，而個人尊嚴係以個人主義原理為出發點，以德國憲法

第一條之旨趣有異，特此敘明。詳參阿部照哉等編著，周宗憲譯，《憲法(下)─基本人權篇》，台北：

元照，2001 年，頁 83-85。 
60 參閱林輝雄，同註 58，頁 52。 
61 參閱李震山，〈人性尊嚴之憲法意義〉，《律師通訊》，第 150 期，1992 年，頁 34-45。 
62 同上註。 
63 如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372、400、485、490、550、567、585、603、631 等解釋主文或理由書

中，皆有提及人性尊嚴或人格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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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精神及規範而言，其具有不待憲法明定，國家即需予以保障之先

決地位，為先於國家之存在，不待憲法規定而自明的權利，若未明列

於憲法之中，應可解釋為「有意省略」。如我國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所揭示，應屬「確認」與「宣示」之性質，與德國基本法第 1 條之

規定相比較，縱使我國無明文規定，依照普遍的國民確信，同樣受到

保護64。是故，「人性尊嚴」為不可放棄、不容破壞之自由與權利65，為

自然法之固有法理，構成憲法之根本規範，一般性的個人自我決定、

自我形成權，會依發展的面向不同而導出為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

等基本權利，而本文論及之資訊自決權亦復如是。這些基本權利都蘊

含保障人性尊嚴的意旨與作用66，若人性尊嚴遭侵犯，國家基於憲法，

有優先保護之地位，而人民亦有積極請求國家履行保護義務之權67。是

故，資訊自決權基於人性尊嚴，具有憲法上之位階而受保障，應無疑

義68。 

另外「人口普查」案判決亦引用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人人

有自由發展其人格之權利，但以不侵害他人之權利或不違犯憲政秩序

或道德規範者為限。」人格權一般可分為特別人格權與一般人格權，

特別人格權係指法律以明文方式「具體規範」予以保護的人格權，如

民法第 195 條規定姓名、身體、健康、信用、隱私等屬之，著作權法

第 15 條至第 21 條規範之著作人格權亦屬特別人格權；而一般人格權

則是指民法第 18 條所概括規範之人格權。學者多數認為本項為一般人

格權之保障，雖然一般人格權之範圍至今仍無法經由判決具體化，但

根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歷來一貫之見解，至少包含了：基於自決之想

                                                
64 參閱蔡維音，〈「人性尊嚴」作為人類基因工程之基礎法律規範理念〉，《基因治療與倫理、法律、

社會意涵論文選集》，台北：唐山，2003 年，頁 72-81。 
65 參閱李震山，同註 52，頁 131-132。 
66 參閱蔡維音，同註 64，頁 80。 
67 參閱李震山，同註 52，頁 140。 
68 參閱林安邦，同註 43，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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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得出，個人可以自行決定，何時、及於何種範圍內，公開其個人

的在合憲的基礎及合於公認道德規範下，擁有自治、自決之權利69，另

外亦有學者指出有別於傳統人格權之概念，資訊自決權乃根植於「法

官造法」所導出之一般人格權上，並非自始即受人格權如生命、身體

等所擁有之絕對保護，故於保障上產生保護範圍之不確定性與限制；

但以資訊自決權法益之保護與特別人格權或有交疊，以權利競合來

看，或許能以個人是否擁有其個人資料之控制權的角度來審視各種相

關人格權之侵害，更能加強人格權之保護70。 

綜上所述，資訊自決權乃為德國法律之用詞，其概念在 1969 年即

提出，並在 1983 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人口普查」乙案後獲廣大之運

用；資訊自決權發展迄今已然成為基本權利之一，並成為 1995 年歐盟

個人資訊保護指令之重要參考。而資訊自決權之基礎根植於人性尊嚴

與人格權之保障，每個人對其行為與決定上擁有自由，在各種處境、

狀況下，個人對於其所有之個人資料擁有自治、自決之權利。資訊自

決權雖為近年所發展出來的權利概念，但在資訊社會自動化處理個人

資料的衝擊下，其重要程度不言可喻。 

貳、資訊自決權之意涵 

資訊自決權乃本於人類自由發展之可能，以個人資料保護的角度

來看，個人是否擁有選擇個人資料之蒐集、儲存、運用、傳遞之同意

與不同意，即為本人表現自決的實踐。資料自決權概念形成之初，乃

因應國家進行人口普查行為之防禦權，要求國家一定程序之「不作

為」，其目的在創設人民資訊自決之空間，在此空間內人民有獨立的自

決權，政府原則上無從干預，國家更負有義務，使人民得以主人之身

                                                
69 參閱蔡維音，同註 64，頁 76-77。 
70 參閱李震山，同註 52，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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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決定自身之價值71；惟隨科技之進步及商業活動之發達，個人資料除

可能受國家機器之侵害外，私人企業亦加入競逐個人資料的行列，吾

人需對資訊自決權之細部權利意涵有所認知，以保障自身權利不受侵

害。資訊自決權之權利意涵分析，若依學者松井茂記之分析有二72： 

一、個人資料蒐集、儲存、使用及傳遞之控制權 

與個人相關之資料為本人得以支配即為控制權。在法理上資料之

蒐集、儲存、使用及傳遞等行為，原則上須基於原始資料本人同意始

得為之，非本於同意之資料蒐集、貯存、使用、傳遞，除有阻卻違法

事由或基於法律保留原則須有法律之明文授權外，即對個人資料之侵

害。 

二、個人資料閱覽、更正、註銷請求權 

個人對自己被蒐集之資料應有閱覽之權利，對於錯誤、不全或逾

時之資料得要求更正，對於業已失去當初蒐集之目的、該資料係經非

法方式蒐集之資料或有足致當事人人身或財產利益受損害之虞者，得

請求銷毀之。 

另外大陸學者彭禮堂、饒傳平認為具體之資訊自決權應有下列五

種權利意涵73： 

一、個人資料知情權 

原始資料本人應被告知哪些資料被蒐集處理利用的權利，包含他

人蒐集了那些資料、資料的內容是什麼以及蒐集的用途為何等，一般

狀況下，蒐集個人資料應獲得權利主體之同意，其所針對的對象為特

                                                
71 參閱黃齡慧，《從警察蒐集資料活動論線民之運用-兼論資料之使用》，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4 年，頁 56。 
72 參閱松井茂記，〈情報コントロール権としてのプライパシーの権利〉，《法學セミナー》，第 404
號，1988 年，頁 40；轉引自葉淑芳，《行政資訊公開之研究－以隱私權益之保障為中心》，國立中

興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未出版，1999 年，頁 139。 
73 參閱彭禮堂、饒傳平，〈網絡隱私權的屬性：從傳統人格權到資訊自決權〉，《法學評論》，第 135
期，2006 年，頁 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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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主要有原始資料本人、原始資料本人之監護人、保管及掌握個

人資料之政府機關、醫療院所等。 

二、個人資料使用權 

原始資料本人對其個人資料有按自己的意志使用的權利，亦即個

人有權決定使用哪些個人資料，包含何時、何地、多大的範圍內公開

哪些資料，並有權修改、刪除於他處登記之個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控制權 

原始資料本人對於個人資料有最終的決定權，他人進行蒐集、處

理、使用這些資料必須經本人之同意，否則即構成侵權，權利主體並

得隨時進行修改、補充、刪除等程序來保證個人資料之完整、正確。 

四、個人資料安全請求權 

資料管理者應當對權利主體之個人資料採取必要、符合社會期待

的措施來保障個人資料的安全，而在資料管理者拒絕或疏於採取這些

措施來保障個人資料安全時，用戶有權提起訴訟或申請仲裁。 

五、個人資料獲取權 

權利主體應能透過合理的方式來閱覽他人蒐集之有關本人的個人

資料，以確保資料之更新與正確。 

綜合上述學者看法，資料自決權之權利意涵乃指個人對於其資料

擁有決定權。簡言之，其權利之主體為個人，決定之客體為其個人資

料，其作用即為控制，也就是對其個人資料的自主74。權利主體得以自

主決定是否公開部分或全部之個人資料，並限制國家或他人蒐集、使

用其個人資料，且藉此得以對資訊管理者進行相關安全上之請求，以

確保個資不被非法揭露或惡意修改。是故，本文認為，上述學者所具

                                                
74 參閱 http://www.is-law.com/OurDocuments/PR0001CL.pdf，陳仲嶙，〈電子化政府之資訊保護〉，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網站，頁 9。檢索日期：2008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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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描繪出之權利項目，乃形成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之基礎，並形成本文

據以判斷檢視學生個資保護良窳之重要依據。 

參、資訊自決權與個資保護之關係 

德國「人口普查」一案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下，憑人工加上電腦單

機處理機制並延伸至政府單位間交換處理之現實狀況，即預見未來可

能之發展，今日處理個人資料在技術層面來看，幾乎沒有距離與時間

的限制，電子化資料可大量且自動予以儲存、傳遞之特徵，致使個人

資料能在短時間內加以尋獲、比對，除造成不同資料拼湊之個人形塑

正確與否無從控制，亦對個人造成心理壓力，極易肇生個人資料自決

之危害，於今日網路時代觀之更甚以往。是故資訊自決權的提出，除

了呼應人性尊嚴自治、自決之核心內涵外，更有助於個人資料避免受

到國家或私人企業無限制的蒐集利用，其與個資保護之關係十分密

切，分述如下： 

一、連結個資保護與人性尊嚴保障 

人性尊嚴作為憲法秩序之基礎與地位應無疑義，以個人來看，資

訊自決權為其展現個資控制權的基礎，而從國家來看，個人資料保護

則為具體表現該國對人性尊嚴保障的方式之一。 

人性尊嚴存立之基礎，在於人之所以為人乃在於其心智基於自我

的決定去意識自我、決定自我、形成自我；基於人性尊嚴，人類方有

自我發展的能力，其顯現於外者，即為自治、自決，其核心內涵有二：

人的本身即為目的(非純粹客體而被物化)、人具有自治(律)自決之高度

自主性75。基於上述內涵，人性尊嚴作為權利概念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

的運用，主要體現在個人能否擁有自主決定、主張資料受蒐集、利用

與處理方面的權利，而國家除了不得干涉人民資訊自主決定之「不作

                                                
75 參閱許文義，同註 14，頁 41-43；李震山，同註 52，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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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外，尚需就設立一定組織及程序之「作為」以保人民資訊自決權

之實踐76。例如公務機關在無法律明確規定前提下，以強制手段或公權

力紀錄有關個人之全部資料，明顯違反個人自治(律)精神，有侵犯人性

尊嚴之可能；另外，非公務機關若以不當手法取得部分個人資料「拼

湊」出人之全貌，該人即成為「透明人」，喪失基本的安全感，乃至於

有被物化的可能，此亦與人性尊嚴不符，若以德國為例，在實務上將

與個人有關之資料保護列入人性尊嚴的範圍之中亦可證明77。 

二、將個資保護提升至憲法保障層次 

個資保護是否具有憲法保障之位階?以德國「人口普查」一案判決

引用基本法第 1 條及第 2 條為例應無疑義。而以我國來看，憲法雖無

如同德國基本法第一條人性尊嚴保障之規定，惟從我國憲法中規範之

人民基本權利、政府建構之民主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基本國策中許

多社會性立法委託條款視之，可推論出我國憲法規範從根本上以人性

尊嚴的尊重為出發點78。而第三次修憲時更於憲法增修條文中正式引進

「人格尊嚴」一詞79，以「有人格斯有尊嚴」之論述，我國憲法增修條

文之「人格尊嚴」應與「人性尊嚴」無異80，而憲法所保障的每個基本

權利都可以分析出上述的內涵，更可見人性尊嚴之地位與不可侵犯

性，而根據「法律優位原則」，從憲法以下之所有法規範皆不得抵觸。

故學界普遍認為不管人性尊嚴是否以列舉的方式明定於憲法之中，或

屬未列舉之基本權利，皆無損人性尊嚴之地位，而資訊自決權本於人

性尊嚴之密切關係，國家除不可侵犯外，亦應予以立法保護。而人民

對於個人資訊自決權具有積極請求權，以要求國家履行保護義務。 

                                                
76 參閱黃齡慧，同註 71，頁 56。 
77 參閱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第三版)》，台北：三民，2004 年，頁 307。 
78 參閱蔡維音，同註 64，頁 74。 
79 參閱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 
80 參閱吳庚，同註 77，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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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個資保護的限制 

德國「人口普查」一案敘明個人資料保護之權利基礎及必要性，

但同時亦提出為衡量重大公共利益(Compelling public interest)，

仍可對個人之資訊自決權做出限制，亦即對個資保護提出界線。 

人乃社會的動物，個人資料乃個人與社會現實之連結，個人資料

為社會團體內發展的一種人格權，雖然屬人化個人資料之自決為人格

發展要件，但不能「僅」歸屬於當事人所有，如係與重大公共利益所

為衡量，則應接受某些限制。如德國「聯邦統計法」第 6 條第 1 項依

基本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要求立法者明確規定所有官方資訊收集

過程之目的及條件，使公民能明白資訊收集之種類及原則81，亦即政府

在行政上之必要，當涉及人身之資料，為行政執行目的加以使用時，

不能毫無限制地允許強迫收取和使用，且資料之使用應限制於法定目

的內，基於資訊自決權及憲法及程序上採取預防措施之義務。 

立法者制定此類規範之範圍時，必須依所提取資料之種類、範圍、

使用可能性及濫用之危險而定。故政府要求個人提供涉及人身之資

料，立法者應於特定範圍內，詳盡規範正確使用的目的，並且以該資

料對該目的而言為適合且必要為前提。再者基於比例原則，所有為了

完成其任務而蒐集之涉及人身資料之單位，必須自我限制採取最輕微

的必要手段以完成該項目的82。若國家基於上述重大公共利益及個人資

訊自決權之競合，應以重大大公共利益為優先。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資訊自決權與個人資料保護實不可分，其權

利基礎源自於基本法第一條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及第二條第一項一般人

格權之自由發展等規範。個人資料為表現、識別個人之重要資訊，個

                                                
81 同註 42。 
82 參閱賴靜儀，《從資訊自決權論學生資料保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

士論文，未出版，2005 年，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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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提供國家或私人機構利用、儲存、傳遞之同意與否為自決、自

治表現之基礎，個人資料雖具社會性而非屬於個人所特有，但國家基

於對於人性尊嚴及一般人格權之保障而有保護個人資料之義務，另外

資訊自決權並非無限制，與重大公共利益之衡量應符合比例原則，即

國家為公共利益之達成，可採合法且最輕微之必要手段以達成特定目

的之個人資料蒐集與處理。 

相對於美國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資訊自決權之內容與美國大抵相

當，但以資訊自決權為憲法基礎，一般人格權為民法基礎對個人資料

予以保護83，其將保障憲法化，位階較高。若將隱私權與美國崇尚言論

自由相較權衡，其份量往往高於言論自由，此於美國言論自由在憲法

天秤地位較高者不同84，下節便以美國隱私權為基礎，對個資保護進行

探討。 

 

                                                
83 參閱齊愛民，〈德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簡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57 卷，第 4 期，

2004 年，頁 465-470。 
84 同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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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人資料保護之隱私權基礎 

壹、隱私權之源起 

一、傳統隱私權部分 

「隱私」概念的起源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且具有眾說紛紜的現

象85。換句話說，在不同年代、族群、社會、文化環境，以及不同的個

人主觀意識、態度、行為目的、可接受度及容忍度之下，對隱私權的

概念即可產生許多不同的詮釋86，是故，在學理上仍具高度之不確定

性。而「隱私權」(privacy)的概念，若從起源於拉丁字 privatus 的字意

來看，則為私人的、非公開的、與公共生活抽離的部分87。 

以西方文化觀之，以個人而言，聖經中亞當及夏娃以樹葉蔽體之

情節，其本質中可能已經有「免於被他人觀看」及「獨處的欲望」等

隱私概念；而其發展應早在人意識到自身與他人不同，而不欲自身之

事務為他人所知悉、窺探之際即已誕生88；而有關私領域部分之隱私，

由西方諺語「我的家是一個城堡，風可以進來，雨可以進來，但是英

國國王不能進來。」即可體現此一精神。 

而隱私權在法學上之發展，主要以美國為主，其最早出隱私一詞，

乃為密西根最高法院於 1881 年有關損害賠償之判決，法院認為「原告

於此時(生產)有法律上之隱私權利，保障她得同意或拒絕他人觀看」89。

但真正受到注意與討論的，是在 1890 年時，由 Samuel D. Warren 及

Louis Brandeis 正式以「法律概念」提出，並於《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85 參閱詹文凱，《隱私權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1998 年，頁

124-127。該著提出學者計 21 項不同的看法。 
86 參閱蔡達智，〈隱私權初探〉，《法學叢刊》，50 卷 3 期，2005 年，頁 77-100。 
87 參閱劉建人等，《資訊倫理與社會》，台北：普林斯頓，2004 年，頁 79；Latin Grammar Aid and 
Wordlist，http://archives.nd.edu/ppp.htm，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10 日。 
88 參閱殷玉龍，《論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之衝突-以刑法第 315 條之 1 及第 315 條之 2 之規定為重心》，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2006 年，頁 7。 
89 同上註，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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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Reviews)中發表，才成為近代隱私權概念之濫觴90。 

該論文之發表主要在於當時美國新聞界喜歡報導政商名流隱私，

令人不堪其擾，但當時美國的法律僅在受到誹謗或財產上之損害時才

得以救濟，故鑒於新聞自由之擴大與濫用，應將隱私獨立為權利類型，

以對抗新聞界對私人權利之侵害91。 

Samuel D. Warren 及 Louis Brandeis 的論文雖引發討論，但沒有太

快引起學術界及實務界的重視，甚至在該論文發表後，紐約州上訴法

院在 Roberson v. Rochester Folding Box Co.乙案中仍表明拒絕承認隱私

權的存在。直到 1930 年代後，隱私權在習慣法上才逐漸獲得較多的承

認92。而 1965 年，隱私權才分別在美國憲法第 1、3、4、9 號修正案以

及各式重要判例中獲得保障，包括婚姻、生育、避孕、家庭、養育兒

女及教育等自主決定權。 

而隱私權在美國成文法上的發展，則從 1922 年由紐約州議會所通

過的「紐約州民權法案」中開始，增訂若干隱私權的章節，規定個人

或企業在未獲書面同意前，不得使用生存者之姓名、肖像或圖像，亦

確立以民事訴訟的救濟方式93。但遲至 1974 年聯邦隱私法(the Privacy 

Act of 1974)的通過，才有全國性的隱私權法令；其後，美國陸續基於

實務上之需要與不同之對象，訂定與隱私權相關的法律94。 

                                                
90 參閱林杏子，《資訊倫理》，台北：華泰書局，2001 年，頁 46；Ellen Alderman & Caroline Kennedy
原著，吳懿婷譯，《隱私的權利》，台北：商周出版，2001 年，頁 206；劉建人等，同註 87，頁 78。 
91 參閱詹文凱，同註 85，1998 年，頁 18-19。 
92 參閱詹文凱，同註 85，頁 22-23。。 
93 參閱詹文凱，同註 85，頁 28。 
94 如家庭教育權與隱私權法(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of 1974)、財務隱私權法

(Rights to Financial Privacy Act of 1978)、隱私權保護法(Privacy Protection Act of 1980)、電子通訊隱

私權法(Communications Policy Act of 1986)、電腦比對和隱私權保護法(Matching and Privacy 
Protection  Act of 1988)、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of 199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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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隱私權部分 

隨傳播工具與資訊工具的發達，使得社會越趨開放，個人與社會

之連結亦越趨複雜，這使得許多個人不願他人得知之私領域，越來越

受到政府或民間企業使用的新興科技所威脅，此一「獨立不受干擾的

權利」之解釋，漸不足以積極詮釋隱私權獨立為一個權利類型所應有

之利益性。且近年來隨著電腦的發明，明顯地影響了隱私權的發展，

因為電腦之操作能將個人意思排除在外，是故隱私權從傳統消極的不

受干擾，演變至積極的的資訊揭露自我控制權
95
，意即有別於傳統隱私

權不受干擾之消極防禦權，轉向以個人資料保護(Data Protection)為

重心，以對抗資訊時代中隱私權所受之衝擊96；據此，開始有學者針對

時下電腦網路等資訊科技之擴展，提出「資訊隱私權」(Information 

Privacy)的概念，亦有學者稱為「第二代隱私權概念」97。 

資訊隱私權，源於傳統隱私權之保障，消極來說，個人資料因具

有私密性，本來就應有不受侵犯的權利；積極來說，自己得以決定個

人資料傳送給資料管理者的程度，並擁有請求政府或企業等資訊管理

者不予公開、更正錯誤資料的權利。而這部分因與個人資料息息相關，

乃為保障個人資料不當公開，故成為隱私權分支，稱為「資訊隱私權」。 

在人我關係逐漸複雜的資訊社會中，除了傳統隱私權遭侵害態樣

依然不斷產生外，個人資料在資訊洪流之中浮沈，未經同意之個人資

料蒐集與利用，成為侵害個人隱私權的一大隱憂，更是值得吾人關注。

人們慢慢開始注意到切身個人資料洩漏的嚴重性，對於傳統隱私權的

思考，重心逐漸轉向對於個人資料保護及個人資料的控制權歸屬，故

本於權利之維護，個人資料揭露自主控制及排除、防止他人侵害個人

                                                
95 參閱陸啟超，《科技發展與資訊隱私權的保護－以 RFID 與資訊隱私權的衝突為例》，東海大學法

律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5 年，頁 56。 
96 參閱陳以儒，《網際網路上隱私權保護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2001 年，頁 58。 
97 參閱張國清，〈隱私保護概念的比較探討〉，《全國律師》，第 5 卷第 6 期，2001 年，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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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概念，日漸受到重視；個人資料隱私保護觀念隨隱私權之普遍

適用，亦蔚為風潮。 

綜上所述，隱私權保障乃為美國發展出之基本權利，開始時由私

法領域出發，以個人姓名、肖像及私領域之祕密為保障之客體。其後

發展可謂百家爭鳴，在不同的環境及狀況下有著不同的解釋；但隨資

訊社會來臨的衝擊，其最重要的演變，便是近年來從傳統消極的不受

干擾，到積極的的資訊揭露自我控制權，其發展至此，實與大陸法系

有關資訊自決權概念不謀而合。 

貳、隱私權之意涵 

一、傳統隱私權部分 

傳統隱私權之概念開始於侵權行為，一般認定為習慣法的一部

分，內涵為「獨立不受干擾的權利」，性質較接近消極被動防禦國家或

他人侵害私生活，其內涵因詮釋者不同而有所差異，而法院對於隱私

侵害之判決與妨害名譽等案例亦交錯難明
98
，面對各州案例，隱私權的

觀念早為美國法律界所熟悉，但隱私權的意涵為何，下以最初 Samuel D. 

Warren 與 Louis Brandeis 所提出的概念，續以 Prosser 教授之分析，以

及近期美國「電子隱私資訊中心」 (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 

EPIC)與英國「國際隱私保護組織」 (Privacy International ,PI)之定義，

並於後說明國內學者之認定。 

(一) Samuel D. Warren 及 Louis Brandeis 的觀點 

當時 Samuel D. Warren 及 Louis Brandeis 所提的隱私權概念，係從

有關誹謗、財產權侵害、契約關係的違約案例中，推論出一個更廣泛

的原則，亦即「獨立性承認原則」(Separate Recognition Principle)，並

將其命名為「隱私權」(The Right to Privacy)，並稱其為「神聖不可侵

                                                
98 參閱徐新隆，《數位時代下資訊隱私權問題之研究-以個人資料保護為中心》，國立台北大學法學

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2005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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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之人格權」(It is the right inviolate personality)99，其內容應包含： 

1. 生活的權利 

個人資料或家居之生活狀況等與社會無關連之事項，應有不受干

擾的權利。 

2. 獨處的權利 

任何人均保有獨處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個人擁有其

自身事務的公開揭露權。 

Samuel D. Warren 及 Louis Brandeis 所提出的意涵，雖然有其歷史

地位，但其主要在於獨立不受侵擾的權利100，對於現今個人資料侵害

之現況來說，較侷限於個人資料獨立狀態不受侵犯之消極防禦權。 

(二) Prosser 之論點 

1960 年，美國教授 Prosser 發表〈Privacy〉一文，從法院各式各樣

判決及各種學說中理出四種不同但相關之隱私侵害的類型，包含101： 

1. 侵入 

未獲他人同意，高度冒犯性地以物理性或其他方式侵入他人不願

受干涉之獨立、隱密之私生活，如記者未獲同意，即拍攝醫院中患者

照片。 

2. 公開令人難堪之事實 

具高度冒犯性的公開與大眾無關的私事或私人事務，如刊登非公

眾人物之通姦照片。 

                                                
99 Samuel D. Warren & Louis Brandeis (1890), 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s, Vol.4 No.5, 
pp.193-220.，中文翻譯轉引自徐振雄，〈從國際保護原則及保護模式探討電子商務中的隱私權與個

人資料保護〉，《國會月刊》，第 35 卷第 4 期，2007 年，頁 49。 
100 參閱簡榮宗，《網路上資訊隱私權保護問題之研究》，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未出版，

1999 年，頁 59。 
101 William L. Prosser (1960), Privacy,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48, pp.383-423.中文翻譯轉引自詹

文凱，同註 85，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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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誤導 

高度冒犯性的公開宣傳某一事實而誤導他人令個人受到錯誤的公

眾印象，例如以不相干之照片來闡明報紙的一篇文章，而事實上照片

內容與文章並不相關。 

4. 盜用 

未經許可，利用他人姓名、肖像或特徵獲得不當利益。例如未經

許可即利用影歌星照片作為商品之宣傳。 

Prosser 教授的分類澄清並定義此類侵權行為，但部分仍與妨害名

譽(與誤導有關)、肖像、姓名所有權(盜用)有較大的關係。雖然如此，

其後 Prosser 教授為美國法律學社編纂美國法律第二次整編的侵權行為

法部分，藉由將隱私權的四種侵害類型編入美國法律整編中，也奠立

了隱私權在民事法領域穩固的基礎，各州的作法雖不相同102，但此後

四類侵權行為常被法院認定為是提起侵犯隱私訟訴的唯一理由。 

(三) 美國 EPIC 與英國 PI 之論點 

根據美國 EPIC 與英國 PI 所合編之 2006 年《隱私與人權》全球隱

私法律及展望調查報告中，大致上可以將隱私權區分為下列意涵103： 

1. 資訊隱私權(Information privacy)： 

保障建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有關的原則，如信用資訊、用藥資

訊和政府紀錄等隱私，而資訊隱私權亦被理解為「個人資料保護」。 

2. 身體上的隱私權(Bodily privacy)： 

保障個人之身體不受侵犯的部分，例如基因檢測、用藥檢測、體

腔檢查(Cavity Searches)等。 

                                                
102 參閱 Ellen Alderman & Caroline Kennedy 原著，吳懿婷譯，同註 90，頁 208-210。 
103 See 
http://www.privacyinternational.org/article.shtml?cmd[347]%3C/a%3E=x-347-559474&als[theme]=Priva
cy%20and%20Human%20Rights ,accessed data on 20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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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訊隱私權(Privacy of communications)： 

包含信件、電話、電子郵件和其他通訊形式的隱私權保障。 

4. 領域上的隱私權(Territorial privacy)： 

有關侵犯家庭、工作場所或其他公共場所的限制，包含搜索、監

視錄影與身分確認。 

從美國 EPIC 與英國 PI 之論點中可以發現，相較於傳統隱私權，

近年來對隱私權之意涵解釋，除了包含久經肯認的領域上的隱私權及

通訊隱私權外，整體而言趨向於具體且積極，並提出許多現代科技對

隱私權所造成的影響，以加強侵害個人對於不法侵害之防禦，而其中

有關資訊隱私權的部分，則與個人資料保護最有相關。 

(四) 我國學者之論點 

詹文凱在國內早期研究隱私權之論文中，即歸納多位學者之定義

後指出，雖然各家詮釋不同，但仍可隱私權之保障分為104： 

1. 個人空間隱私權 

2. 資訊隱私權 

3. 個人自主性隱私權 

而該文亦將隱私權定義為「隱私權是對個人領域事務的控制權。

亦即強調個人的自主權，個人對自己身體的自主、對於個人空間上的

自主以及對於個人資訊的自主」105，文中作者顯然對於隱私權意涵之

說明，較偏向個人自主控制權 

此外，大法官吳庚則指出，隱私權在性質上是防禦權的一種，國

家機關因公益必要有權取得個人提供的資料，必須法律的依據，始得

                                                
104 參閱詹文凱，同註 85，頁 291。 
105 參閱詹文凱，同註 85，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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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106。隱私權包括一切個人私密的資料，而不欲他人探知或公開宣

揚者，諸如各種生活關係的資料，如健康、財產、家庭生活、交際活

動等。此一定義較傾向資訊隱私權之保護。另外李惠宗則指出，隱私

權係指攸關個人一己，得拒絕他人知悉所有訊息之總稱。沒有法理上

之依據，他人不得刺探或加以宣揚。隱私權亦為人性尊嚴之所繫。隱

私權之內涵包括個人出身、學經歷、黨籍、思想傾向、宗教信仰、病

例、一般私生活、日記之記載等107。此一定義則融合人格權之尊重及

強調資訊揭露之自主控制權。 

綜上所述，傳統隱私權主張或有重疊、交錯運用之處，如個人空

間之隱私，需要私人獨處權的申張為前提才有可能達成；又如基於對

於個人自主性隱私權之尊重，乃有發生個人對資料自決揭露與否，具

有選擇權利的可能性，故各家理論應視條件、狀態不同而互為補充。 

二、資訊隱私權 

由傳統隱私權之發展不難看出，晚進針對資訊科技的發展，提出

各種相對應的隱私權意涵，其中以資訊隱私權與本文命題有相當之關

聯性，學者對於該權利之意涵亦相當具參考性，容述如下。 

(一) Anita Allen 之論點 

資訊隱私權為一個人可以自行決定何時、以怎樣的方式、將那些

有關個人的資訊公開給誰的權利108。 

(二) 佐藤幸治之論點 

從日本憲法第 13 條導出之隱私權為「個人在道德上自律的存在，

追求經判斷對自己係良善的目的，與他人交流，且對與自己有關的資

                                                
106 參閱吳庚，同註 77，頁 307。 
107 參閱李惠宗，《憲法要義》，台北：元照，2006 年，頁 349。 
108 轉引自林子儀，〈基因資訊與基因隱私權─從保障隱私權的觀點論基因資訊的利用與法的規

制〉，《當代公法新論（中）─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2002 年，頁 69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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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之公開擁有選擇範圍與性質的權利」109 

(三) 我國學者之論點 

根據張國清之研究，人們應擁有「使人免於資料不當公開之自

由」，而對自已資料之蒐集、輸入、累積、流通、使用，有「完全決定

及控制之權利」110；另外，任文瑗等亦指出，資訊隱私權為隱私之子

集合，在資料蒐集方面，特定人、團體與機關等，必須在合法且必要

的情況，才得以蒐集個人資料，而且在使用個人資料時，必須受到一

定程度的規範；在資料正確性方面，個人擁有存取檔案資料，以及更

正錯誤資料的權利；而在資料私密性方面，任何人、團體或組織，針

對於自身之資料，得以自己決定，何時、何地、如何及在何種程度內，

將個人資料傳達給他人的權利111。而根據徐新隆之研究，資訊隱私權

利意涵若以積極意義及消極來看，應包含112： 

1. 積極意義的資訊隱私權： 

包含發動權、停止權、內容提示權、查核權、更正權等權利，亦

即權利主體對於個人資料擁有控制蒐集、利用、修正、退出等權利，

此即與資訊自決權內容大抵相當。 

2. 消極意義的資訊隱私權： 

沿用傳統隱私獨處權的概念，強調不受干擾的權利，包括通訊內

容、匿名隱私不受打擾的權利，如不接受強制性垃圾郵件之打擾，或

是論壇文章匿名遭不當公開之權利。 

綜上所述，資訊隱私權的核心即在於原始資料本人為個人資料之

                                                
109 參閱阿部照哉等編著，周宗憲譯，同註 59，頁 93。 
110 同註 97。 
111 參閱任文瑗、范錚強、許通安，〈資訊隱私侵害行為意圖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科技

與社會』學報》，第 6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77-100。 
112 參閱徐新隆，同註 98，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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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擁有對其資料使用範圍、正確性、完整性的最終決定權者113，

換句話說，即個人有權決定如何運用有關於個人之屬性資料。伴隨資

訊時代來臨，透過電腦與網路的運用，使得政府行政效能藉此大幅提

升，各種商業活動包含新聞事業亦更加蓬勃發展，人類的生活產生重

大的變革。而此一變革的原因之一，來自於對各種管道流通資訊的掌

握，尤其個人資料的部分。而這種趨勢，使得個人資料的蒐集、利用

及處理，變得容易，毫無疑問地，這也會使得個人資料的隱私性變得

薄弱且岌岌可危。傳統隱私權部分仍受到關注，而為隱私權子集合之

資訊隱私權所別於傳統隱私權之消極防禦性質者，在於其已具有積極

請求權的性質，此種明白告知及參與決定的個人資料支配權，正是現

代個人資料保護制度的最重要機制之一。 

參、隱私權與個資保護之關係 

不同於德國直接以以個人資料保護為人性尊嚴及人格權保障為起

點，在美國的發展則以隱私權保障為重心。隱私權之內涵包括但不限

於個資保護，但關係亦十分密切，分述如下： 

一、 隱私權為個資保護之重要依據： 

隱私權在法律概念之存立，從 1890 年美國為侵權行為之制止而誕

生，到 Prosser 教授提出四種侵害的態樣而長大成人114，而近年來因應

資訊社會來臨則發展出來資訊隱私權概念則使隱私權日臻成熟並符合

資訊時代來臨之時勢所驅。 

雖然美國對於個資保護之法制發展至今乃透過歷年來的判決及零

星、分散的立法來達成民眾隱私及個人資料的保護115，並非採歐盟國

                                                
113 參閱陳河泉，〈隱私權在我國法制之規範現況與未來展望〉，《全國律師》，2001 年，第 5 卷第 6
期，頁 21-33。 
114 參閱 Ellen Alderman & Caroline Kennedy 原著，吳懿婷譯，同註 90，頁 208。 
115 參閱劉靜怡，〈資訊隱私權保護的國際化爭議-從個人資料保護體制的規範協調到國際貿易規範

的適用〉，《月旦法學雜誌》，第 86 期，2002 年，頁 19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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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系統化且保護程度較嚴格的立法模式，且美國憲法原始立意即為賦

予人民權利以對抗政府，對隱私權而言，其設計更珍惜意見表達、資

訊自由、言論自由等價值，但仍不可否認個人資料為資訊隱私權之核

心而受保護，如學者李震山即認為隱私權中屬於「資訊隱私」者應屬

「個人資料」
116
的說明意即如此。故從隱私權具體內涵發展來看，從資

訊隱私權乃由隱私權而來，並成為個資保護之重要依據來看，隱私權

為個資保護之重要依據。 

二、 個人資料為隱私權構成之具體內容： 

隱私權包含之意涵分為不同的類型，雖然眾說紛紜，但比較沒有

爭議且具體的項目即為個人資料的保護，並發展為隱私權所保護之客

體，其中包含
117
： 

(一) 個人屬性的隱私權： 

直接與個人領域相關，為隱私權保障之首要，包括個人之姓名、

身分、種族、肖像、聲音、特徵等屬之。 

(二) 個人資料的隱私權： 

當個人屬性成為文字描述的一部分，若其指涉之資料有獨一的、

個人化的特性而能輕易辨識個人者屬之。 

(三) 通訊內容的隱私權： 

個人之思想與感情原存於心中不易為他人所識，但於採電子通訊

媒介與外界溝通的過程中，即易暴露在他人之窺探下，此通訊內容應

受保護，如網路即時通、電話通話之內容屬之。 

(四) 匿名的隱私權： 

                                                
116 參閱李震山，同註 52，頁 215-216。 
117 Thomas F.Smedinghoff(editor),Online Law, 1996, pp.269-270.轉引自簡榮宗，同註 100，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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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可以對時勢及社會制度提出批判，但宥於國家機器或他人之

壓力而不可提出，若適當保障以匿名方式提出，常能鼓勵個人對群體

之參與感，有助於社會之進步，故匿名者之隱私應受保障，如各部會

之建言信箱、留言版之 IP118紀錄應受不被公開之保障。 

由上述保護之客體來看，個人資料保護實與隱私權有相關之關聯

性。首先，個人屬性或是足資識別個人屬性者即為個人資料之一部分；

另外，關於通訊內容雖非個人資料之一部分，但若為通訊監控技術視

之(即監聽，網路監聽亦同)，無先前之通訊發話、受話端之個人相關屬

性資料取得則無從實施，故應對此設限，我國「通信監察法」即是如

此。另外在匿名權的部分，由於現今網路上之行為「凡走過必留下 IP」

之故，若無適當保障追查相關個人屬性亦非難事，故仍與個人資料保

護有間接性的相關，亦值得吾人注意。 

三、 將個資保護提升至憲法保障層次 

前述隱私權在法律上的概念為美國所發展而來，且經美國憲法修

正案增補條款第 1、4、5、14 條直接或間接加以確認，故隱私權在美

國具有憲法層次之保障應無疑義。此後隱私權概念在法學界雖然有不

同的看法，卻也肯認隱私權為新興基本權利的一種，受到國際間的重

視；根據 EPIC 在 1999 年之統計，現今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均在憲法的

層次上承認隱私權這樣子的基本權利，甚至晚近一些國家之新成文憲

法(如南非)亦明文規定得以資訊自決的權利119。 

就我國來說，個資保護在憲法層次的保障則透過多次的釋憲，亦

確認隱私權為我國憲法所肯認保障之事項，其中部分亦由個資保護之

                                                
118 IP(Internet Protocol)，譯為「網際網路協議」， 網際網路中的每一台機器都需要有自己獨立且唯

一的 IP 位址，其義類似於現實生活中的門牌號碼。 
119 參閱法治斌，同註 27，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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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憲而成120，故言個資保護透過隱私權乃提升至憲法保障層次(本文將

於第三章第一節詳述，於此不贅)。 

綜上所述，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保護不可分，前者為後者之上位概

念，為個人資料保護之重要依據。且不管是美國或是我國等憲法觀之，

皆可據以將個人資料保護提升至憲法保障層次。而個人資料作為為隱

私權保障之具體內容，隨資訊科技之進步，隱私權晚近發展出的權利

意涵，即述明權利主體對於個人資料擁有控制蒐集、利用、修正、退

出等權利。 

本文認為，由此現象不難看出美國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發展雖與

歐系國家不同，但其旨趣大抵上與資訊自決權相當，顯見個人資料保

護不管以資訊自決權或隱私權為權利基礎，皆為重要的議題，同為各

方所重視，亦為本文欲以個人資料保護原則及 FERPA 規制檢視我國學

生個人資料保護之重要依據。 

                                                
120 如釋字第 293 號、第 603 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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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之法制規範 

個人資料保護，係因邁入資訊社會所形成之必然，早期對於個人

資料保護並無具體明確之規範，或以隱私權為私法保護之客體。唯 E

化後之個人資料均有可能成為政府機關或公司行號以合法手段或非法

手段來加以蒐集、處理，致使人民權利可能遭受前所未有的侵害，乃

有立法予以保障之趨勢。以下便以「憲法」、「電資法」、相關法律等三

個部分之規範加以述明。 

第一節 憲法規範下之個人資料保護 

個人資料保護，無論從德國基本法中「人性尊嚴」概念肯認當事

人擁有個人資料之「控制權」所導出的「資訊自決權」，或從美國習慣

法中由隱私權出發所導出之「資訊隱私權」解釋，皆可視個人資料保

護為人格權之直接具體化而受憲法保障。雖然我國憲法中無明文規

範，但由既有之憲法條文擴張適用、透過我國現行「憲法」第 22 條未

列舉權之解釋適用、溯自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293 號解釋所承認之「隱

私權」概念予以延伸及歷次相關的大法官解釋中，仍可見個人資料具

憲法位階之保護121，分述如下。 

壹、憲法條文之擴張適用 

我國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並未有憲法上之明文規定，僅於「電資法」

等法律層次上有所著墨，但國內學者或大法官以人性尊嚴、資訊自決

權或資訊隱私權為基礎解釋個人資料保護在憲法上之適用。我國「憲

法」第 12 條規定人民有祕密通訊自由，藉此維護人民在通訊過程中隱

密的權利保護，與個人資料保護有很大的關聯性，亦可說是隱私權的

                                                
121 參閱劉靜怡，http://www.hre.edu.tw/report/epaper/no18/topic3_1.htm ，〈數位時代隱私權保護的法

律面貌〉，《人權教育電子報》，第 18 期，2005 年，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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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態樣之一
122
。而學者徐振雄則從國際條約解釋我國憲法保障人民居

住遷徒自由與通訊祕密自由來看居住處所及通訊內容不受干擾即暗示

隱私權的概念
123
。 

若以上述學者看法解釋資訊隱私即個人資料隱私的保護。在實體

空間中，「憲法」第 12 條雖然未必可用於指涉個人資料保護，但以現

今網際空間中多數紀錄通訊以網路封包型態進行電子傳輸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其數位化的個人資料即為電子紀錄的

一種，其傳輸、蒐集、處理和利用的過程即受保護，就祕密通訊自由

而言，法條文不為人民有祕密通「信」之自由規定，而規定祕密通「訊」

之自由，即並非取狹隘之意
124
，雖論點仍有所不足，但資訊社會的發展

恰可適用於「憲法」第 12 條之規定。 

貳、第二十二條未列舉權之解釋適用 

學理上個人資料保護除基於祕密通訊自由外，其重要性隨隱私權

發展日漸提升，使得晚近隱私權在私法上人格權之概念已擴及為公法

保障權利之一，並成為國際人權條款規範內容125。如此一來，個人資料

保護之憲法基礎若僅由第 12 條解釋，顯非穩妥。故一般學理界與實務

界之理解中，應屬第 22 條未列舉之權利而受到保障126。 

「憲法」第 22 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

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本條為憲法未明列之自由與權

利之補充規定，係指立法者於立法時，盡可能列舉原則為明確規範，

但為免列舉不周，且為濟立法之窮，以概括規定之形式補充憲法本文

中，對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在隨時代變遷或制憲時可能脫漏之不足127。

                                                
122 參閱表 3-1-1 釋字第 603 號。 
123 參閱徐振雄，同註 99，頁 51。 
124 參閱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台北：三民，增訂三版，1987 年，頁 160-161。 
125 參閱李震山，同註 52，頁 196。 
126 參閱李震山，同註 52，頁 18-20、頁 33-39。 
127 參閱李震山，同註 52，頁 41；林紀東，同註 124，頁 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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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新生的人權亦可透過解釋獲得保障
128
，而相同的立法技術，亦可

見於美國聯邦憲法修正第 9 條及日本憲法第 13 條規定。以隱私權學理

觀之，個人資料保護不但不會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且能將憲法中

人格權保障具體表現在生活之中。 

參、大法官解釋之延伸運用 

雖然以未列舉權之補充規定來建立個人資料保護之基本權利為可

行之道，但在實務上，真正確立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權之權利位階則

是透過憲法解釋。透過釋憲者藉由解釋憲法方式，以個人主觀價值判

斷，以補充某種特定利益能否成為基本權利。而隱私權在我國法制發

展上，即大法官利用「憲法」第 22 條概括權利規定以解釋隱私權及與

個人資料直接相關的資訊隱私權模式進行。 

自大法官於釋字第 293 號解釋文中提出銀行個別客戶姓名、財產

上之祕密、往來資料等隱私權受憲法之保障之後，大法官陸續透過解

釋憲法與法律的方式來讓個人資料保護之基本權利地位逐步釐清。本

文茲將歷次與個人資料保護有關之大法官解釋整理如表 3-1-1，部分雖

僅提及隱私權之保障，然本文認為隱私權做為個人資料保護之權利基

礎而有直接相關，仍予以敘明： 

表 3-1-1 

字號 解釋爭點 解釋文或理由書 時間 

293 

議會得要

求銀行提

供放款資

料？ 

銀行法第 48 條第 2 項規定「銀行對於顧客之

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除其他法律或

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

旨在保障銀行之一般客戶財產上之秘密及防

止客戶與銀行往來資料之任意公開，以維護人

民之隱私權129。 

民國 81 年

3 月 13 日 

                                                
128 參閱許志雄等合著，《現代憲法論》，台北：元照，2002 年，頁 236。 
129 本案大法官陳瑞堂、張承韜、劉鐵錚提出之不同意見書肯認隱私權為人格權之一，為現代法治

國家人民應享之權利，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無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可言，非有必要情形不得

以法律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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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刑法誹謗

罪之規定

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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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為兼顧對個

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

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 

民國 89 年

7 月 7 日 

535 

警察勤務

條例實施

臨檢之規

定違憲？ 

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臨檢實施

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

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

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

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

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

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

旨。 

民國 90 年

12 月 14 日 

585 
真調會條

例違憲？ 

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依調查事項及強制方式

之不同，可能分別涉及限制多種受憲法保障之

人民基本權利，如憲法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

由、憲法第 11 條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憲

法第 12 條保障之秘密通訊之自由、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營業秘密、隱私權…………等等。

民國 93 年

12 月 15 日 

                                                                                                                                          
我國銀行法第 48條第 2項明定：「銀行對於顧客之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除其他

法律或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此項法律所規定保守銀行秘密之隱私

權亦為人格權之一種，依民法第 18條第一項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

侵害。」憲法對此雖無直接保障之規定，但依憲法第 22條規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

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第 23 條復明定「以上各條列舉之

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保護人格權不受侵害，為現代法治國家人民應享之權利，無

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可言，故此項權利自亦為憲法所保障，非有必要情形不得以法

律限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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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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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

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

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603 

戶籍法第

8 條第 2、

3 項捺指

紋始核發

身分證規

定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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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

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

參照）。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

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

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

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

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

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

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意旨之範

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 

 

 

 

 

 

民國 94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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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88 年 7 月

14 日制定

公布之通

訊保障及

監察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違

憲？ 

憲法第 12 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

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

之權利。此項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

之具體態樣之一，為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

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

領域免於國家、他人侵擾及維護個人資料之自

主控制，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本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參照），憲法第 12 條特予明定。國

家若採取限制手段，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

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

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障

人民基本權利之意旨。 

民國 96 年

7 月 2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大法官網站130 

從上述解釋文或理由書中可發現，於釋字第 293 號首先出現「隱

私權」一詞，並肯認隸屬銀行擁有之個人資料(財產上之祕密及往來資

料)為存戶隱私權之一部份，應受保護。而該案大法官陳瑞堂、張承韜、

劉鐵錚提出之不同意見書更提出：「……保守銀行祕密之隱私權亦為人

格權之一種……，故此項權利自亦為憲法所保障，非有必要情形不得

以法律限制之。」說明隱私權為人格權，並屬於「憲法」第 22 條保障

之其他權利131。對個人資料保護而言，此釋憲案為個人資料保護置於憲

法層次之開端，雖然銀行蒐集保管之個人資料是否屬客戶或屬銀行財

                                                
130 參閱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asp ，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大法官網站，

檢索日期：2007 年 11 月 27 日。 
131 該見解雖僅列於三位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但學者多肯認其將隱私權列為基本權利具有重要意

義，參閱王澤鑑，《侵權行為法(一)》，台北：三民，2002 年，頁 149；詹文凱，同註 85，頁 45；

林建中，《隱私權概念之再思考-關於概念範圍、定義及權利形成方法》，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未出版，1999 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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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並未提及，但已敘明基於人格權之維護，銀行應保守客戶之財務

祕密，亦即非個人資料原始擁有者不得為之濫用；政府亦不得透過資

訊管理者取得個人資料，若擴充至公司行號之不當取得者是否合適，

亦不言可喻。 

其後釋字第 509 號對言論自由及其限制之解釋，大法官已將隱私

權視為憲法所保障的一種權利，且可做為與言論自由權之防禦權，可

見隱私權雖非列舉之基本權，透過本釋憲案可知司法機關應具體衡量

案件中以兼顧欲保護的法益與基本權的維護，以追求個案中相衝突之

基本權調和，亦可檢視隱私權日漸受到重視的程度。而釋字第 535 號

更針對影響人民隱私等權利甚鉅之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

為之救濟，要求應訂立法律予以明確規範，以期民眾對其行為是否受

該法律所規範有預見之可能性
132
。釋字第 585 號、第 603 號則重申隱私

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並點明「憲法」第 22 條為保障隱私權之

依據。 

「資訊隱私權」則首見釋字第 603 號解釋中，並有明確的具體說

明，而本釋憲案為近年來對個人資料保護有最明確的說明。另外 603

號解釋及其後之 631 號解釋中則提出對於隱私權保障之但書，惟無損

做為個人資料保護學理基礎之隱私權、資訊隱私權受憲法保障之地位。 

綜上所述，個人資料透過為「憲法」第 12 條或第 22 條未列舉基

本權之延伸，並透過大法官歷次釋憲文中亦確認個人資料在免除於國

家、他人不法侵擾之外；國家若欲對個人資料或隱私權採取限制，應

有法律依據且要件應具體、明確，其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

是故個人資料保護在憲法層次上獲得保障之基礎應無疑義。 

此外，國際人權規範中作為普世價值之基本權利保障規定，在大

                                                
132 參照釋字第 636 號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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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解釋的過程中亦多所參考及引用
133
，肯認國際人權規範可產生憲法

化之效果
134
。雖然我國「憲法」第 141 條僅規範中華民國之外交應「尊

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且我國外交情勢特殊，多數國際性公約皆非非

簽署國之一，然各國透過國際條約或宣言所形成之共識，雖非放諸四

海皆準，但至少為最大公約數
135
，為呼應近年來「人權立國」的主張，

維護民主憲政國家之形象，我國應盡保護國際人權之義務。國際人權

規範中有關隱私權或個人資料保護部分，除「世界人權宣言」外，其

他與本文有關、具指標性之公約如「兒童權利公約」亦有提及
136
。是故，

上述公約可作為個人資料保護之釋憲基礎，亦可提升隱私權及個人資

料保護於憲法規範之保障。 

綜上所述，個人資料保護乃具憲法位階之保護，其重要性在於各

項法規中有關人民資料之處理，不得抵觸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及

自我資訊控制之權利；而個人資料保護之各項原則乃為權利之具體表

示，在一般狀況下，政府及私人機構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害之。 

                                                
133 參照釋字第 549 號、578 號、587 號等解釋文或理由書。 
134 參閱李震山，同註 52，頁 61-63。 
135 參閱李建良，〈憲法人權清單改革芻議-「台灣基本權利憲章」草案初稿〉，《現代憲法的理論與

現實－李鴻禧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元照，2007 年，頁 387。 
136 如「世界人權宣言」第 12 條、「兒童權利公約」第 16 條等皆有相關規定，參閱王浩博，〈人權

教育綱要內重要人權文獻之簡析〉，《研習資訊》，第 19 卷，第 4 期，2002 年，頁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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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 

「電資法」為我國目前與個人資料保護工作最相關之專法，故本

文單獨提出介紹，並針對本法在我國之適用情況提出評析。 

壹、電資法介紹 

一、立法背景 

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有關於個人資料諸如姓名、特徵、婚

姻、健康、財務狀況等足資識別該個人的隱私事項，為政府或企業廣

泛蒐集，並多以靜態資料庫甚至線上資料庫型態儲存、得以大量且迅

速處理、利用並傳遞。 

為因應上述資訊社會中，政府或企業對個人隱私權的可能侵害，

我國於 1990 年間及開始研擬相關規範，並於 1992 年間完成《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並於 1995 年 7 月 1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經總統於同年 8 月 11 日公布施行、8 月 13 日生效；本法之施行細則亦

於 1995 年 12 月底完成草案，經行政院審查完畢後，於 1996 年 5 月 1

日經法務部發布施行，共 6 章 45 條，成為我國保護個人資料的重要法

律依據，並具有個人資料保護的基本法地位，可以說是我國數位時代

隱私權保護的關鍵所在137。 

二、立法意旨 

「電資法」的立法，係為因應資訊化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亦足

以顯示個人隱私權益逐漸受重視138。「電資法」第 1 條規定：「為規範電

腦處理個人資料，以避免人格權遭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

用，特制訂本法。」明白說明本法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個人資料，避免

人格權遭受侵害。此一人格權之概念，依本文權利基礎之探討及其後

                                                
137 參閱劉靜怡，同註 121。 
138 同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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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法修訂一般人格權加入「隱私」之項目來看，應以隱私權為核

心，加以個人資料為資訊隱私權之具體內容，故本法制定之目的，主

要是為了避免個人資訊隱私權益受到侵害。 

另一方面，公務機關之施政及非公務機關之商業活動，仍需以大

眾之個人資料才得以運作，為符合避免個人隱私遭受侵害，透過立法

賦予當事人對於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等資訊管理者持有之個人資

料，具查詢及請求閱覽，並得請求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電

腦處理及利用及刪除之權利，以改變傳統隱私權之消極性質，讓重心

從事後之救濟轉向事前當事人行使一定之控制，以促進個人資料之合

理利用。 

三、立法原則 

「電資法」參考 OECD 規定之國內個人資料保護之八大原則，相關

條文及原則內容詳如第二章第三節所述，另整理如表 3-2-1： 

表 3-2-1 

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電資法相關條文 

限制蒐集原則 第 6 條、第 7 條、第 18 條 

正確性原則 第 13 條、第 16 條 

目的明確化原則 第 18 條、第 23 條 

限制利用原則 第 8 條、第 23 條。 

安全保護原則 第 17 條 

政策公開原則 第 10 條、第 21 條 

個人參與原則 
第 7 條第 2 款、第 8 條第 9 款、第 18 條第 1

款、第 23 條第 4 款 

責任原則 第 5 章、第 5 章有關損害賠償及罰則規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66 

四、電資法保護之權利主體及其權利 

本法之權利主體為個人資料之當事人，且以生存之自然人為限。

死亡之自然人因人格權消滅，無適用本法餘地，法人則無隱私權，故

本法保護的權利主體，以現仍生存之自然人為限。 

當事人之權利，依本法第 4 條之規定，包括請求就其個人資料得

查詢及請求閱覽，並得請求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其個人遺漏或錯

誤之個人資料、請求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不得預先拋棄

或以特約限制之，為本法賦予當事人積極防禦資訊管理者不當處理或

利用個人資料的權利。另外，當事人之隱私權益受損時，亦有請求損

害賠償之權利。 

五、電資法適用之義務主體及其保護義務 

本法規範的義務主體有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公務機關依本法

第三條第六款規定，係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而非公

務機關依同條第七款規定，係指以下所列之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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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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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依本法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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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規範之主體，應對當事人盡保護義務。本法第 17 條規定，公

                                                
139 同註 39，此處非公務機關之學校應為私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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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

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依第 23 條規定，

非公務機關亦準用上述之義務；另若有違反保護義務，主管機關得予

限期改正或科處罰鍰、撤銷許可或登記。 

六、電資法保護之內容 

立法之初，主要著眼於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無論是在儲存、

傳輸、複製等方面皆較人工處理來的快速方便，對個人隱私之侵害有

較大之威脅性，故以人工處理之個人資料，則不在本法保護範圍，如

有侵害隱私則應以傳統之民刑法相繩；是故，本法保護之內容僅限於

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為範疇。 

七、電資法之罰則 

「電資法」第 33 條至 41 條規定之事項為違反本法之罰則，除第

35 條規範公務人員加重其刑、第 36 條宣告本章之罪採告訴乃論及第

37 條法律競合說明外，可歸納為刑事犯罪部分及行政秩序部分，行政

秩序部分為非公務機關之裁罰，與本文較無相關予以略過，刑事犯罪

茲以下表 3-2-2 說明： 

表 3-2-2 

刑事犯罪部分 

條文 內容 

33 

意圖營利違反第 7 條、第 8 條、第 18 條、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23 條之規定或依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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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者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

對於個人資料檔案為非法輸出、干擾、變更、刪除或以

其他非法方法妨害個人資料檔案之正確，致生損害於他

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萬元以

下罰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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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條之規定構成要件為意圖營利，且違反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

關對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相關規定或限制命令，對他人(當事

人)致生損害，行為人不管是否得逞皆可以本條規定相繩。第 34 條之規

定為不法利益之獲得或損害他人利益之不法意思，而為非法輸出、干

擾、變更、刪除個人資料等妨害正確之行為，致生對他人(當事人)之損

害以本條相繩。 

貳、電資法內容檢討 

本法做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基本法定位，為我國資訊隱私權的主

要守護者140，在隱私權利尚未受到民眾大幅關切之時，可謂促進社會進

步之立法。然自 1996 年公佈施行以來，已歷 12 年餘，時空環境的轉

變，以及施行以後相關法條窒礙難行的部分牽制，造成當事人權益之

保障仍多有不足。就現行內容之檢討歸納以下： 

一、無法涵蓋所有個人資料的範圍 

依「電資法」第 3 條規定，其保護之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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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目前個人資料進行上述行為多經由電腦，且經電腦處理

之個人資料，亦較有發生個人權利遭受侵害的可能，故仍較人工處理

有迫切的需要141。然在現實社會中，人工處理個人資料亦可能肇生危害

個人隱私權益事件發生，此即為本法保障保人資料受到電腦處理前提

的局限。 

以學校為例，於學期初均會進行學生個人緊急聯絡名冊之填寫，

填畢收齊後予以裝訂成冊供聯繫家長用，若無妥善保管，極易遺失或

遭抄錄，此即為「電資法」所無從適用，故保護的內容限於經電腦處

理之個人資料未及於人工處理行為，可能成為保護範圍的一大罅漏。

                                                
140 參閱陸啟超，同註 95，頁 137。 
141 參閱賴靜儀，同註 82，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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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部分在本法第 2 條規定「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此種

情況，固然可以依刑法妨害祕密罪及民事上侵犯人格權進行損害賠償

等方式相繩，但以「電資法」為專法的角度及欲完成「形成資訊隱私

保護法體系」142視之，仍應予以部分範圍修正，以放寬適用內容。 

二、非公務機關界定仍有不足 

「電資法」第 3 條界定之非公務機關，受本法之約束，以本法第

18 條觀之，不可謂不嚴。但以現今侵害隱私權之態樣觀之，僅規範上

僅列上述「八大行業」實為不足，嚴格的管理規定亦無義務主體適用

之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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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其他「附隨或伴隨地」從事蒐集或電腦處理個人資料行

業者，或雖以蒐集個人資訊為主要業務，但不屬於上述八大行業者，

如網際網路服務業者、入口網站、多層次傳銷公司等，可能就有適法

上之疑義143。 

雖然第 3 條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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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非公務機關之範圍，另第五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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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往往發生個人資料遭

到更改，或經詐騙集團盜用於詐欺行為時，才會引發大眾關注，主管

機關才會在輿論壓力下予以研商納入、推動修法144，如此一來，往往迫

在眉睫的重要問題處理起來緩不濟急。此一規範上之漏洞，使「電資

法」保障隱私權益的美意，大打折扣。 

                                                
142 參閱湯德宗，〈資訊革命與正當法律程序-行政程序法施行兩週年展望〉，《月旦法學雜誌》，96
期，2003 年，頁 278。 
143 參閱陸啟超，同註 95，頁 138-139。 
144參閱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30501+1320071225
01549,00.html 〈電視網路購物業者 將適用個資法〉，中國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dec/10/today-t1.htm ，〈購物台洩個資 將修法重罰〉，自由

時報，檢索日期：2008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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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保護規範過於籠統 

「電資法」乃針對保障電腦處理個人資料而起，但時空環境的轉

變，網際網路發展迅速，其具有全球性、多元媒體、科技整合、及時

性等特徵，使得資料流通，跨越地理上、系統之間、媒體格式及時間

性等障礙，加上相關網路技術包含資料探勘、日誌(Log)分析不斷進步，

造成個人資料保護上所遭遇的困難，已遠超過 1960、1970 年代單機介

面所造成的威脅
145
，個人資料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大增，個人資料受資訊

管理者蒐集後，在儲存、傳輸安全的保護上，顯得十分的重要。 

在實務運作上，網際網路上的個人資料蒐集、利用與處理，主來

來自於連接網路的個人電腦(PC)、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網站(Web Sites)等之資訊行為，其蒐集、利用與處理

個人資料的方式非常廣泛，如入口網站基於您申請的會員服務(通常包

括電子郵件、即時通、部落格、相簿等)，而留下會員個人資料；另外，

網站用來紀錄您在該網站瀏覽足跡的誘餅(Cookie)，或是入口網站搜尋

機器人(Spider)的使用，甚至是遊走於非法邊緣的 P2P(Peer to Peer)點對

點檔案分享軟體等，皆對於個人資料儲存及傳輸等潛藏侵害個人隱私

的可能性，而駭客入侵更是使得個人資料倍受威脅。 

「電資法」在個人資料的儲存、傳輸管理上，以義務主體之範圍

界定而言，己顯左支右絀；而安全保護的規定，亦僅有第 17 條規定：

「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

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非公務

機關依第 26 條準用之。而施行細則雖有規範「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

檔案者，應訂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法令，其內容應包括資料

安全、資料稽核，設備管理及其他安全維護等事項。」併同非公務機

                                                
145 參閱熊愛卿，《網際網路個人資料保護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2000 年，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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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依第 35 條準用之等規定，但仍顯十分籠統，未體會組織與技術上措

施的科技性和發展性，對是否採取足夠的技術、組織上之措施，又無

任何效果或監督規定，是否足以保障個人資料的安全性，實堪懷疑
146
。 

除了上述問題外，「電資法」亦存在不確定法律概念與概括排除條

款過多、欠缺程序規定(資訊蒐集前自省機制及流用標準規定等)147等問

題仍待修正草案立法時一併加以考量。 

參、未來修正草案介紹 

有鑒於「電資法」施行後問題逐一浮現，如上述未考量人工處理

未納入的漏洞、非公務機關界定範圍太小等挑戰，法務部乃爰引學界

及實務界修法意見，以及各國個人資料保護立法例、具體擬定修正草

案，將本法改為「個人資料保護法」，於 2004 年 9 月 8 日交行政院會

通過後，於民國 2005 年送交立法院審議。主要修正方向為
148
： 

 

一、擴大保護個人資料內容的範圍：將保護客體予以擴大，不再以

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為限（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2 款及第 4 款參

照）。 

二、普遍適用所有的義務主體：刪除非公務機關行業別之限制，使

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除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的而

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外，皆須適用本法，且適用範圍及於我

國領域外對我國人民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8 款及第 50 條第 1 項、修正條文第 50 條第 2 項參照）。 

三、增修行為規範：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

                                                
146 參閱 http://www.is-law.com/OurDocuments/PR0004CL.pdf，陳仲嶙，〈電子商務個人資料保護法

制之研究〉，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網站，2001 年，頁 24-25，檢索日期：2008 年 1 月 12 日。 
147 參閱法治斌，同註 27，頁 71-75。 
148 參閱 https://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622116374334.pdf，〈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

正草案總說明(行政院版)〉，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檢索日期：2008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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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等五類資料為特種資料，除符合法定要件外，原則上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不論是直接或間接蒐集資料，除符合得免告知情形者

外，均須明確告知當事人蒐集機關名稱、蒐集目的、資料類別、利

用方式、資料來源等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 6 條、第 8 條及第 9 條）。 

四、強化行政監督：為加強防制個人資料之濫用，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發現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或

認有必要時，得派員攜帶執行職務證明文件，進入檢查，如發現有

違法情事，並得採取必要處分，但當事人得聲請異議。（修正條文

第 22 條、第 24 條）。 

五、促進民眾參與：為結合民間力量，發揮本法保護個人資料之功

能，爰增訂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符合本法規定者，得提起團體

訴訟，以協助隱私權益遭侵害之當事人進行民事或行政救濟（修正

條文第 32 條）。 

六、調整責任內涵：對於違法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區別

其是否具有「意圖營利」之主觀要件，課予程度不等之刑事責任（修

正條文第 40 條）；而在為提升法益保護之周延程度，中華民國人民

在我國領域外觸犯本法之罪者，亦適用本法（修正條文第 42 條），

且提高基於同一原因事實應對當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總額（修正

條文第 28 條），並提高對非公務機關所課之罰鍰額度；非公務機關

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除能證明已盡防止義務者

外，並應課以同一額度之罰鍰，以加強其監督之責任。（修正條文

第 46 條至第 49 條） 

七、補行告知當事人：明定修法前不受本法規範之行業、團體或個

人，在本法施行前已蒐集個人資料者，應於一定時間內，補行告知

當事人（修正條文第 53 條），且為使為使民眾有充足之準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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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亦能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充分宣導，爰修正規定本法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定之（修正條文第 55 條）。 

惟本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命運多舛，遭凍結 2 年後，於 2007 年底

第六屆立委任期結束前法務部即強力運作闖關，但因各方角力，尚未

通過
149
。而第七屆立委選出後，個資法相關爭議條文仍列黨團協商或保

留待院會處理
150
，尚未取得共識，致使上述「電資法」所面臨到的問題，

目前仍無較好的解決方式。 

 

                                                
149 詳參閱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Print/0,4634,110503x112007121400417,00.

html ，〈法部急於解凍個資法〉，中時電子報，檢索日期：2008 年 1 月 12 日。 
150 參閱〈立法院公報〉，第 97 卷，第 48 期，頁 120-218，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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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其他相關法令之規範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的法律相關規範，除「電資法」專法外，保護

的法規亦散見於各種法律中
151
，本文依據行政法規、刑法、民法之分

類，，舉其要者探討如下： 

壹、行政法規 

現行行政法規中與個人資料保護要為重要者有「行政程序法」、「政

府資訊公開法」： 

一、行政程序法 

為規範行政機關之行政行為能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

保「依法行政」原則，以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

行政之信賴所訂定。公立中小學是否為行政程序法所規範?依大法官釋

字第 382 號解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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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各級公立學校具有「行政機關」之性質152似

無疑義，故公立中小學應屬之。意即學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亦

為行政機關。有關資訊公開（本法第 44-45 條）、當事人之閱覽權（本

法第 46 條）、資料更正權（本法第 46 條）等程序規定，除依第三條「學

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諸如學生獎懲及成績

評量等不適用外，其他應受本法之規範。 

而有關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之條文主要為第 46 條規範「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

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即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如家長)可以向學校或教育主管機關申請與其有關之資料，以保障

                                                
151 參閱 http://law.moj.gov.tw/，全國法規資料庫，檢索日期：2007 年 12 月 8 日。 
152 參閱李惠宗，同註 47，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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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知的權利」，但同條文亦規定行政機關得拒絕涉及個人隱私或

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之資料，亦即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之

資料與其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無關者，或資料本身亦含有他人之

隱私資料者，則行政機關則無提供之必要或需將他人資料予以隱藏。

而同條文亦規定「當事人就第一項資料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

錯誤者，得檢具事實證明，請求相關機關更正。」則為行政機關處理

之個人資料內容若有錯誤經當事人發現應有更正之權利。 

本法第 46 條之規定符合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之「個人參與原則」、「正

確性原則」對公務機關保障個人資料算是明確的規範，第 44 條規定「行

政機關持有及保管之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其公開及限

制，除本法規定者外，另以法律定之。」而中小學學生之懲戒、成績

紀錄等屬個人隱私資料依第 46 條規定應視為例外，不得公開應無疑

義。另外家長可否查閱全班之成績或懲戒紀錄?本文認為依本法第 46

條之意旨應屬禁止之範圍。 

二、政府資訊公開法 

本法適用於公立國中、小學。第 18 條規定「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

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公開

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

即明白指出如「電資法」等法律及法規命令訂定相關個人資料及隱私

不得揭露之規範，或者是公開後有損及個人隱私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

提供。是故中小學學生之個人資料諸如懲戒、成績紀錄、健康紀錄等

資料個人資料既屬於隱私的重要核心，應以不公開為原則並列為不公

開之項目之一，但同條文亦規定「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

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是故有關學生之



 76 

得獎紀錄或優良事蹟得否公開於學校官方網站上?本文認為若經本人

同意應為公益之屬合理之揭露範圍，但最佳之處理模式仍應得到當事

人之同意為佳153。另外依第 18 條之意旨，如於學校網站公告行政首長

及各處室主官管姓名、社經背景或業務承辦人姓名及聯絡方式為公益

之必要應屬合法；但若於畢業紀念冊公開教職員生之住址、電話，或

是將學生之成績紀錄上網公告等，若未經當事人同意，雖有利於公益

之可能，但與個人資料遭利用之危害相比，基於利益衡量，仍有觸法

之嫌，身為資訊管理者，應謹慎為之。 

另外，尚有許多內政法規有提及「保密」或「隱私」的看法，惟

本文以學生個人資料保護為主，故如社會秩序維護法故意窺視他人隱

私之條文，即不在探討的範圍之內，而與學生、教育相關之部分整理

如表 3-3-1： 

表 3-3-1 

家庭暴力防治法 

條文 內容 

45 

法院依法准許家庭暴力加害人會面交往其未成年子女時，應審酌

子女及被害人之安全，並得為下列一款或數款命令： 

…… 

法院於必要時，得命有關機關或有關人員保密被害人或子女住居

所。 

50 

…教育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立即

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前項通報之方式及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通報人之身分資

料，應予保密。 

性騷擾防治法 

條文 內容 

12 
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

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153 但隨詐騙案日增，許多學校不敢在網站上公開表揚好學生，參閱〈詐稱老師，電訪小學生推銷〉，

聯合報，C7 版，2005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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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

要者，不在此限。 

兒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條文 內容 

9 

…教育人員…知悉未滿 18 歲之人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或

知有本條例第四章之犯罪嫌疑者，應即向當地主管機關或第六條

所定之單位報告。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條文 內容 

34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

福利業務人員，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 

第一項及第二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40 

安置期間，非為貫徹保護兒童及少年之目的，不得使其接受訪談、

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                                                

兒童及少年接受訪談、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應由社會工作人

員陪同，並保護其隱私。 

44 

依本法保護、安置、訪視、調查、評估、輔導、處遇兒童及少年

或其家庭，應建立個案資料，並定期追蹤評估。                      

因職務上所知悉之秘密或隱私及所製作或持有之文書，應予保

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上述法規若以對象來區分，可為「被害人」及「通報人」兩部分

來探討。基於保護被害人隱私權，業管之行政機關不應公開其個人資

料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教育人員基於上述法案之規定，對於性侵害案件、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規範之情事

者，負通報之義務，並有時效之規定。教育人員在通報主管機關後，

其身分資料應享有不被公開的權利，此立法意旨在鼓勵通報人勇於出

面告發加害人，斷絕通報人受恐嚇等後顧之憂，並可間接降低被害人

資料不被公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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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政法規中有關教育科學文化部分，乃針對我國教育基本方

針、教育單位、教育人員等有詳細說明，為本文探討之重點，對於學

生個人資料保護亦有重要規範，相關部分整理如下表： 

表 3-3-2 

教育基本法 

條文 內容 

8 

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教師

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 

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

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 

…… 

15 

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

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

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教師法 

條文 內容 

17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擔任導師。 

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學校衛生法 

條文 內容 

9 

學校應將學生健康檢查及疾病檢查結果載入學生資料，併隨學籍

轉移。 

前項學生資料，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洩漏。但應教學、輔導、醫

療之需要，經學生家長同意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不在

此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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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基本法」中提及學生之「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

等為學生之基本權利，國家應予保障；其文末雖於 2006 年修法加註「使

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使其立法意旨趨向於防止學生

遭受各種形式之體罰，避免身心之侵害，旨在說明強調學生在遭受體

罰時可以基於學生自主發展而可「拒絕」之。惟如本文中對人性尊嚴

之研究，人格為展現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之重要法益，故筆者肯認

本條為學生拒絕體罰之防禦性條文，但其所明列之「人格發展權」不

僅僅於展現「拒絕」行為的自主性，更有其他內涵包括在其中。如本

文重視之隱私權之保障亦為人格發展之重要權利，於釋字第 631 號理

由書中亦有提及，基於保障學生權利，雖無明列，為保障學生權不可

偏廢。故於本法第 15 條中，體罰為侵害學生權為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侵害之態樣之一，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應無疑義；若基於保障人權觀點

視之，隱私權或個人資料遭受侵害，應可基於本條文予以適用。 

「教師法」規定教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

資料」，則明白指出教師有義務不得洩漏學生個人資料或其家庭資料，

若違反義務，則有可能受第 18 條之規定，由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

委員會評議後，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輕則有行政處分或民事

責任相繩之，重則有妨害祕密罪及「電資法」所規範之刑責。 

而學生屬健康方面之個人資料，依「學校衛生法」應隨學籍轉出，

教育單位之人員(不限校護)應予以保密，但應教學、輔導、醫療之需

要，經學生家長同意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不在此限。在實

務上，如為了照護特殊疾病學生之安全，而有「特殊體質學生清冊」

之發送，其目的在於提醒教師教學過程中能夠特別注意特殊疾病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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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能夠在更安全的教學環境中成長，即為因應教學、輔導之需

要而為例外，但教師無故漏露本清冊則需可能依「教師法」之規定，

負法律上之責任。 

貳、刑事法規 

一、刑法 

現行「刑法」本文之中針對資訊隱私權及個人資料多以侵害、洩

漏「祕密」等之罰責存在，「祕密」的定義，若從主觀的立場來看，依

本人的意思，其不欲他人知悉的事項；另外若從客觀的標準來看，應

不問本人的意思如何，以一般人立於本人的立場而不欲他人知悉之事

項。但為顧及法的安定性及比較折衷的看法為「以一般人的立場觀察，

任何人皆不欲他人知悉，本人也不欲他人知悉的事項就是秘密。」154。 

而學生個人資料是否構成「刑法」中所規範之「祕密」?雖然部分

個人資料項目如姓名、性別等在隱私保護與公共利益之競合中應有較

小的保護限制，但多數個人資料項目仍為「不欲他人知悉之事項」本

文認為應屬「祕密」應無疑義；但「刑法」相關規定乃為告訴乃論，

仍需參照其本人之主觀認定。以第 315 條規定「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

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者」觀之，個人資料若以紙本形式出現並加

以封緘，若無故開拆或隱匿則有本條之適用，若學校人員非有相關正

當理由或權利者，不應進行開拆審閱。另外以妨害電腦使用罪中第 359

條規定「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

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來看，若學校存放之學生個人資料以電磁

紀錄之形態儲存於資料庫中，若非有相關正當理由或權利者之學校人

員取得、刪除或變更電磁紀錄且對公眾或學生致生損害者則有本條之

適用，不得不慎。 

                                                
154 參閱甘添貴，〈圖利與保密(下)〉，《日新法律》，第 5 期，2005 年，頁 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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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相關法規 

除了刑法本文之直接規範外，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規範，亦見於

刑事相關法規之中，與學生個人資料保護最有關為「少年事件處理法」

茲整理如表 3-3-3： 

表 3-3-3 

少年事件處理法 

條文 內容 

83 

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

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其

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依法予以處分。 

83-1 

少年受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轉介處分執行完畢二年後，或受保護

處分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三年後，或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

分之裁定確定後，視為未曾受各該宣告。 

少年法院於前項情形應通知保存少年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之機

關，將少年之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予以塗銷。 

前項紀錄及資料非為少年本人之利益或經少年本人同意，少年法

院及其他任何機關不得提供。 

83-2 
違反前條規定未將少年之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塗銷或無故提供

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 83 條規範對象為「任何人」，意指所有知悉少年保護或刑事案

件之人皆應保障少年之個人資料或其他足資識少年之資料不被公開揭

示；另 83 條之 1 另有規範司法警察機關、少年法院將少年之前科紀錄

及相關資料予以塗銷之規定，意在保障未成年之少年在保護事件或刑

事案件中之隱私權，並給予少年重生的機會。 

現今媒體發達，資訊流通快速，學校若發生危安事件，往往成為

媒體的焦點。學校或教師在於處理少年保護事件或刑事案件時，在滿

足大眾「知的權利」當下，仍應基於保護當事人隱私權及未來發展，

不應提供媒體本人姓名、住址、電話等基本資料，並應教育家長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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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學生才是正確之作法。 

參、民事法規 

「民法」第 195 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

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個人資料部分如前章所述，為隱私

權之重要內容，有關婚姻狀況、家庭、教育、職業、健康、病歷、財

務情況、社會活動、醫療、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等資料若

遭到不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其侵害法益應屬特別人格權的一環，其

所肇生非財產上之損害，可向侵權者進行求償。 

以學校處理學生個人資料的部分來看，有關學生學籍資料、成績

評量紀錄、輔導管教紀錄等內容，依據各縣市學籍管理辦及成績評量

規定等觀之，皆有明定學校對學生個人資料有保密或妥善保管之義

務，學生之個人及家庭的資料不應提供給不相關之個人或單位。上述

紀錄之內容既然在客觀上認定為隱私資料，若學校將學生資料揭露而

未獲同意，若當事人對侵害其資訊隱私部分依據「民法」進行求償之

動作，揭露之承辦人員或教師可能陷於較不利的地位，故學校在處理

學生個人資料時需相當謹慎。 

綜上所述，從憲法條文之擴張適用或第 22 條未列舉權之解釋適

用，乃至於大法官解釋之延伸運用，可見我國個人資料保護具憲法上

之基礎。而為使我國個人資料保護跟上國際潮流並符合國際間通用之

個資原則，業於 1995 年制定「電資法」以形成我國資訊隱私保護法體

系之始，惟其規範尚無法含蓋所有個資項目且義務主體範圍太小而使

保護資訊隱私並授予個人資訊自決之美意大打折扣，仍有修正之必

要。另外個人資料保護之規範亦散見於各行政、刑事、民事法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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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訊管理者產生約束力。 

本節探討之法律規範係為學生個資保護制度之依據，而所欲探討

之對象中，公立國中小即具有行政機關地位，除需符合行政程序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之外，另外亦是學生個人資料保護之義務主體，需遵

守「電資法」之規範，私立學校亦適用非公務機關之規定；而國中小

教師除以教師專業從事日常教學活動外，在法律上基於「教師法」、「教

育基本法」等規範，亦需注意對學生隱私保障之規範，尤其應避免學

生個人資料保護不當揭露或應注意而未注意造成學生個人資料受到侵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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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他山之石：美國「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 

規制與啟示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以下簡稱 FERPA) 為美

國眾多隱私權立法之一，於 1974 年國會通過後實施，為一部保護學生

資訊隱私權利的聯邦法。本文之所以採取 FERPA 法案作為我國規制上

之啟示，乃因各國並無針對學生資訊隱私權而有單獨立法之舉，而我

國之「電資法」對於未成年人及學生身分之適用亦無明確規範，且該

法案對於實務上學校處理學生教育紀錄作為已有相當詳細之規範，是

故，乃採該法案之主要意涵及規制為說明之主軸，輔以相關判決為根

據，以作為我國學生個資保護之參考。 

第一節 法案之主要意涵 

FERPA 立法後迄今三十餘年，除處理學生教育紀錄的方式與傳統

紙筆或電腦單機運作不同外，多數教師對於本法亦無深入之認識155。於

是美國教育部在 2007 年 10 月公布 K12156及大專院校的 FERPA 指導方

針，並在 2008 年 3 月針對 FERPA 提出「建議補充規定」(Proposed 

Rules)157，以調整法案之說明158。雖然建議補充規定為未定案之規範，

                                                
155 有鑑於 2007 年 4 月 16 日維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校
園槍擊案件的調查報告顯示，許多教師曾發現兇手有跟蹤女學生的可疑行為，並在作文裡透露行兇

動機，但教師多半不知道彼等向有關單位回報並不觸犯隱私法；該案發生後，維吉尼亞州州長凱恩

(Tim Kaine)建議國會和教育部修改 FERPA 以澄清該法疑議部分，讓校方得以合法程序向特定第三

者公開學生資訊，以保障其他學生安全。 
156 K12 為幼稚園至高中三年級之學習歷程；K 為幼稚園(Kindergarten)字首，12 則是指從小學一年

級開始到高中三年級 12 年。 
157 See http://edocket.access.gpo.gov/2008/pdf/E8-5790.pdf , Federal Register Vol. 73, No. 57 Monday/ 
March /24/2008 ,Proposed Rules, accessed on 2008/06/22.內容為 FERPA 法案執行規則之修正，主要配

合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校園性犯罪防治法案(Campus Sex Crimes Prevention Act)之立

法，並加入聯邦最高法院最近兩次審判中關於 FERPA 的裁定內容及相關部門之實務經驗，以解釋

FERPA 並修正規則。 
158 Proposed Rules 為相關美國政府相關行政部門或機構在美國聯邦法規資料庫(Federal Register)公
開的建議補充規定，係為了在採用之前供公眾回顧或提出建議之用，在形成正式規定(Final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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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本文相關且資料較新，以近年來法院判決為基礎並解釋資料電子

化後所產生之疑義，具相當參考價值。是故，本節除採法案原文說明

及學者研究外，另外加入美國教育部建議補充規定以加強本文之內

涵。以下就法案之立法精神、權利保護之範圍與限制作說明，並用於

檢視我國學生個人資料保護之得失。 

壹、立法精神 

FERPA 法案之立法精神，為保障學生隱私權利及家長對學生教育

紀錄之控制權，主要提供家長使用與修正其子女之教育紀錄，並對於

教育機構(主要為各級學校)一些揭露學生教育紀錄的行為行使同意

權，以避免教育機構在沒有家長同意的狀況下，分享學生紀錄或個人

可資識別資訊給第三者，若未遵守法案所規範的事項，聯邦政府可以

取消或減少對該教育機構之補助。 

美國在還未有 FERPA 規範前，學生並不容易得到校方的同意以取

得屬於自己的教育紀錄。但普遍認為作為權利主體者或其法定代理

人，對於其本身之紀錄應有審閱或修正之權利；事實上，在 Van Allen v. 

McCleary(N.Y.1961)一案中，法院即認為由一個擁有權益者來檢視某些

紀錄是合於習慣法(Common Law Rule)的，意即家長有權對校方所維護

的學生資料進行檢視，是一項未經立法但被認可的權利。在其他案例

中，法院亦肯認學生家長有移除學校傳遞到第三者的教育紀錄中某些

項目的權利159。 

而針對這些學校侵害學生或家長之資訊自決的案例，校方一般處

於弱勢，學生或家長常要求得到賠償，但是校方一般而言沒有可靠的

判例法或其他指導方針以作為可信賴的依據。立法之後，美國才有提

                                                                                                                                          
前並沒有法律的強制力。See http://www.genome.gov/15014431, Genome.gov -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accessed on 2008/10/25. 
159 Kerw Alexander & M.David Alexander(2003),The Law of Schools,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a 
Nutshell, Eagan :Thomson/West,pp.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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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中小學、高中及大學對於處理學生紀錄的一致的規定。 

身為一個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的從業人員，在執行職務時會使用

部分個別學生的紀錄。在 FERPA 下，捍衛任何學生機密資訊是教育從

業人員法律上與道德上的責任。FERPA 所稱教育機構(Educational 

Agency or Institution)指的是任何接受美國聯邦補助的公、私立學校及

機構，一般而言教育機構作為規範的對象無太大的疑義，本文所研究

之中小學亦屬於這個範圍。FERPA 規範之主要立法精神，在於學校處

理學生教育紀錄的標準，除非有家長的同意下，學生教育紀錄不得為

持有的學校隨意揭露；而家長由這個法案而取得檢視小孩在學的各項

紀錄，並對於這些紀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權利。此外，當學校將教育

紀錄釋出給外面機構時，除部分例外，其他皆需得到家長的書面同意。

而年滿 18 歲的或高中以上學生 (Postsecondary School) 160可以取代父母

而有權填寫同意書，未依照規定程序的學校有失去教育部補助的風

險。以下就 FERPA 立法中重要之定義及學生家長、學校之間的權利關

係做說明。 

貳、權利保護的範圍 

一、保護之對象及其權利 

FERPA 所保障之主體為家長及學生。法案所稱學生(Student)，係

指在學(In Attendance)或曾經在學者，而其教育紀錄或可供識別個人資

料為教育機構所持有，現行的標準認為到校上課者、函授或研究生，

皆屬於學生的範圍；而合於資格的學生(Eligible Students)係指滿 18 歲

以上或高中以上者，一般被認為是成熟的學生而有該法賦予家長之權

利，亦即所有 FERPA 賦予家長之權利，將被轉移到學生身上。 

                                                
160 意指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以後的正式體制教育體系內的教育計劃系統，包括大學、職業教育、

在職教育與成人教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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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上學生身分的定義，現行定義並未提出以電子方式由遠端

進行教學的學生是否屬之。但若從 FERPA 所欲保護的對象而言，遠端

教學(以視訊、網路、衛星等電子通信技術進行教學)的學生雖然沒有實

際在教室內上課，但師生仍為教學上之關係，學校亦需進行課程、出

缺席、學籍管理等學校行政業務，以 FERPA 立法保護就學學生個人資

料的角度來看，應予以釐清並且納入
161
。 

而家長(Parent)一詞係指學生的父母，包括生父母、養父母、合法

之監護人和父母或監護人不在時所委託擔任父母職責者，但不包括已

遭法院裁定喪失監護權者，若為其生父、生母亦然162。 

FERPA 對於學生及家長的權利保護有下列幾個方面： 

(一) 知悉權 

家長及滿 18 歲的學生擁有了解學校處理學生教育紀錄的政策以及

申請查閱紀錄的權利。在 FERPA 規範下，每所學校應公開處理學生紀

錄的政策，家長和超過 18 歲的學生每年必須收到學校的政策通知書

163；學校得提供名錄指引資訊(Dictionary Information) 164如生日、學生、

參加的社團等資訊給外界，但 FERPA 亦同時規範學校必需讓家長知悉

名錄指引資訊將提供何種資訊給外界，並應獲得同意。 

另外，權利主體得向學校提出書面申請，以查閱與其相關之具體

紀錄；申請表的格式一般由州統一訂定或地方學區自行訂定，申請表

對聯邦與州的相關法律進行解釋並詳述申請的流程、對口部門等資

訊。申請表向學校領取填畢後送交學校承辦人員，該員會以電話與家

                                                
161 Supra note 157,p15575. 
162 Kerw Alexander & M.David Alexander, supra note 159, pp.340-341. 
163 參閱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info/studentprivacy/pdf/ferpaForm07-chinese.pdf，美國

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 在 2007-2008 年給家長「學生隱私的通知」，檢索日期：2008 年

10 月 25 日。 
164 同上註。本處「名錄指引資訊」為該通知之中文版翻譯。 



 88 

長聯絡以確認是否有提出申請，並可要求家長提出與學生關係的證明

文件；學校在收到申請書的 45 天內通知申請人查閱教育紀錄的時間與

地點。查閱的內容若包含其他學生的資料，申請人僅能就與自身相關

的部分進行查閱，且不可收取查閱費用；但學校沒有提供副本的義務，

若因申請人特殊原因不能親自查閱，學校仍可提供且可收取公定的副

本費用。 

(二) 修正權： 

在 FERPA 規範下，家長擁有要求修改學生教育紀錄中錯誤或者容

易引起其他人誤解的紀錄。家長和學生可以向學校提出書面申請，申

請書中需詳述提出申請並要求修改紀錄的原因，並明確指明他們所要

修改的項目及具體內容；學校需在合理的期限內決定是否要修正學生

紀錄中不正確或誤導他人的部分，並將結果通知申請人，申請人並有

權就校方之回覆提出聽證會。 

(三) 向第三者揭露同意權： 

家長對學生教育紀錄可公開之部分，擁有揭露同意權。在 FERPA

規範下，除了不經權利主體同意下而可公開的教育紀錄外，權利主體

具有公開教育紀錄中一些個人可資識別資訊的權利給特定第三者的權

利。公開並非將教育紀錄公告給所有人知道，而是意指學校在不損害

學生教育上的利益下，允許特定第三者查閱教育紀錄，或以書面、口

頭、電子等方式傳輸、公布給特定第三者。學校在接獲第三者之申請

時，可以請家長填具書面同意書，同意書中必需包括公開紀錄的原因、

公開紀錄的具體內容及範圍、接受紀錄的單位或個人與授權者的簽

名、日期等，而校方有責任確認同意書的真偽，同意書及被公開的教

育紀錄亦須存檔保存直到學生教育紀錄銷毀時。第三者應填寫書面具

結，保證學校提供的學生教育紀錄不被公開給無關的人，以保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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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四) 救濟權： 

在 FERPA 規範下，學生教育紀錄若受到侵害而有損隱私時，家長

可向教育部成立之家庭政策執行辦公室(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FPCO)進行申訴，該部門會針對家長所提出的意見，對學校進

行調查之後，裁決是否違反 FERPA 並回覆家長相關結果；學校若遭裁

定行政上有違反 FERPA 的行為，將導致聯邦經費補助的減少或保留，

但家長無權依據 FERPA 對學校提出損害賠償的要求。 

為了上述權利的行使，學校的政策也必須符合幾個必要的要求 (一)

個別學生的紀錄，包含個人可資識別的資料必須保持機密，校方不能

在沒被同意下揭露(二)未滿 18 歲學生的家長以及已滿 18 的學生，必須

擁有檢視所有相關紀錄的權利(三)為了父母易於找出他們小孩資料，校

方的資料系統必須充分詳細(四)有權取得學生紀錄者必須能被識別，並

且在繳回學生教育紀錄時必須要有註記併同保存
165
。 

二、保護之內容及其載體 

FERPA 所保護之內容為教育紀錄(Education Records)，其中亦包含

個人可資識別資料。教育紀錄係指由相關教育機構或代表這些機構者

所維護的資料，其內容一般認為包含(一)家庭資料：包括家長或監護人

電話、住址等聯絡方式或兄弟姊妹數量等(二)學生個人資料：社會安全

碼、照片及其他可資識別的資料(三)學生評定等級、考試分數、學歷、

學分、學位及學生在校身分有關的證明(四)特殊教育紀錄(五)違反校規

的紀錄(六)醫療與健康紀錄(七)出缺席紀錄(八)團體或學生本人的錄影

等166。 

                                                
165 Kerw Alexander & M.David Alexander, supra note 159, pp.336-337. 
166 劉素亞、王治國，〈家庭教育權與隱私法對學生教育檔案信息的保護〉，《當代教育科學》，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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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可資識別資料則包含學生姓名與其他個人可資識別者，例如

學生社會安全號碼、學號等；而家長姓名、其他成員、地址、家庭、

個人特徵或其他用於學生本身追蹤等可間接識別資料亦包含在內，其

揭露亦需經過家長的同意。美國教育部建議補充規定將在個人識別項

目中增加生物特徵紀錄及諸如出生時間、地點等資訊，以排除有關個

人特徵和其他易於追蹤學生個人資料的揭露，並提供單項或合併個人

可資識別資料作為替代(如單一且繫屬個人之代號)，而被學校允許可檢

視學生教育紀錄的人員，在適當情況下仍得藉此連結並檢視特定學生

的部分紀錄，但並無法取得學生個人相關細節167。 

教育紀錄的載體，則包括與學生直接相關的履歷、檔案、文件和

其他形式存在的資料，實務上認定之素材包含印刷物、電磁紀錄、錄

影、錄音乃至於手寫紀錄(非教師隨手筆記，乃指已被蒐集具有完整資

料之紀錄)等皆可列入。 

教育紀錄之中有一些是可以被學校所公開揭露168 (仍需經家長的

同意)為名錄指引資訊。該資訊在 FERPA 的定義裡，係指為學校揭露出

來時，亦不會對隱私造成侵害之教育紀錄，其中包括在 FERPA 裡列舉

的資料，例如學生的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位址、註冊的身分

和照片。在 FERPA 下，學校系統在決定何種資料是名錄指引資訊具有

一些彈性，大部分包含學生姓名、家庭成員姓名、住址與學校活動，

連運動員身高體重亦可能包含在內169。 

一般認為學校應該在指定名錄指引資訊時特別小心，因為一旦被

                                                                                                                                          
期，2006 年，頁 47-49。 
167 Supra note 157,p15577. 
168 FERPA 中所謂揭露（Disclosure）意指使用、釋出或傳遞教育記錄或者個人可識別資料，在某

些限制條件下應得到父母或監護人的允許。 
169 Supra note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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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學校人員便可能分發這些資訊給任何想要這些資料的人－不管

是校外或校內。揭露名錄指引資訊的學校必須給予此項政策公開的通

知，並向家長解釋有什麼資訊包含在內，此通知也必須表明家長可以

拒絕學校所指定的資料項目(部分或所有)，一般而言學校可運用幾個

公開週知的管道，包含註冊資料、刊載地方報紙、年度的學生手冊或

公告在學校網站上等。此外，FERPA 並要求通知上要詳細說明家長擁

有多少時間來告訴學校任何他們不願釋出的部分
170
。 

參、權利保護的限制 

FERPA 列舉上述規定以保護學生的隱私權與資訊自決權，但基於

社會利益及學校行政上的需要，毋需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仍可對第

三者揭露學生教育紀錄，意即家長的第三者揭露同意權並不及於下列

教育資訊的揭露
171
，本文分為揭露對象及揭露內容兩部份敘述如下： 

一、非經同意仍可揭露之對象 

(一) 擁有正當教育權益(Legitimate Educational Interest)的學校工

作人員或老師 

身分為學校教育人員或老師，即便非屬管理學生教育紀錄者，基

於履行自已職責且符合學生教育利益下而查閱教育紀錄，例如行政人

員、校護、執法人員、與學校簽約而履行契約者及其他輔助人員等，

可以在不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下而查閱學生教育紀錄，但學校有責任

讓家長知悉相關揭露，在每年的政策通知書中亦應告知家長有那些人

員可以合法使用教育紀錄。 

(二) 學生欲就讀或將轉入的其他學校 

若學生申請轉學，學校應告知家長資料將會被轉移，並交給家長

該學生教育紀錄複本，在家長有機會向校方提出異議的條件下，若無

                                                
170 Id . 
171 Kerw Alexander & M.David Alexander, supra note 159, 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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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之表示即為默示同意，得揭露給學生欲就讀或將轉入的其他學校。 

(三) 包括州教育當局等被授權的政府代表 

在審計和評鑑聯邦或州教育計畫，或執行與該計畫有關的法律過

程中，聯邦或州政府可授權代表就其與該計畫相關的部分，查閱學生

的教育紀錄。 

(四) 學生申請助學貸款或獎助學金的協辦處(Financial Aid 

Officers) 

協辦處協助學生處理申請的條件、金額及檢視可申請的對象，為

了達成申請的要件而需揭露學生的個人資料者。 

(五) 實施研究的組織或教育機關的代表所為之個人資料蒐集，而

個人資料在研究後被銷毀者。 

(六) 為學校合法所委派的機構。 

(七) 被法律認可的個別家長。 

(八) 以管理學生醫療與福利為目的的教育人員 

二、非經同意可揭露之內容 

(一) 交換批改(Peer Grading)時對全班成績的揭露 

原 FERPA 法案未提出交換批改與教育紀錄有關。教育紀錄包含所

有教育機構或代表教育機構一方所持有的紀錄，但在學生成績被教師

蒐集與紀錄前的批改作業而言，FERPA 並未提供任何說明。交換批改

係為尋常的教育練習，學生交換並批改其他同學的試卷並向老師唸出

分數或交上作業，美國教育部建議補充規定為實行美國最高法院對

Owasso 一案中對交換改的裁定(詳見下節相關案例分析) ，澄清交換批

改作業中未被教育蒐集與紀錄的資料，非屬 FERPA 中的「教育紀錄」

172。在 Owasso 一案中，法庭認為這樣子的常規並未違反 FERPA 的規

                                                
172 Supra note 157, p1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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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為在學生作業上的成績不屬於 FERPA 所稱之教育紀錄－直到教

師蒐集、紀錄在其成績登記簿中。 

 

(二) 在 1974 年 11 月 19 日前採行的州法律，而其要求州與地方官

員所為蒐集的資料。 

(三) 司法命令或依法發出的傳喚。 

其他諸如學校保全人員的執法紀錄(Law Enforcement Unit Record )

及學校監視錄影的資料算不算是教育紀錄?美國教育部在 2007年 10月

提出 K12 的校園安全與學生隱私指導方針引用研究報告指出，學校雇

用保全來監控校園安全的執法紀錄不屬於教育紀錄的項目，因此校方

可以揭露執法紀錄給任何一方而毋需父母的同意，但必須於每年給父

母的政策說明書中告知。 

學校保全人員為符合 FERPA 的委派而具有正當教育權益，有責保

護其所獲得學生資料的前提下，在危安事件中可揭露學生個人資料給

適當第三者。而校園中為執法單位所控管的監視錄影帶不屬於 FERPA

下的教育紀錄，因此有其小孩影像的錄影內容可被該家長觀看，另外

校外的執法當局亦可合法取得影片片段；而學校可指派受雇員工負責

管理、保養這些維安監視器與衡量情勢決定學校是否提供監控影帶173。 

綜上所述，教育人員經常要面對學生安全與隱私利益之間的拉

距，近年來 FERPA 受到美國教育界重視並尋求澄清與理解之部分原

因，即是對於學生隱私保護之界線認識不清，太過於保護反而無法預

防危安事件的發生。FERPA 要求學校在揭露學生個人資料給第三者前

需獲得父母的同意，但同時也允許學校採取維繫學校安全的相關政

                                                
173 See http://www.ed.gov/policy/gen/guid/fpco/brochures/elsec.pdf , Balancing Student Privacy and 
School Safety: A Guide to 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or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ccessed on 2008/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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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學校得揭露部分學生個人資料給執法人員、公共衛生官員與受過

訓的醫護人員
174
以執行相關任務，保障其他學生或個人的健康與安全。 

                                                
174 See 34 CFR§99.31(a)(10) and §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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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相關案例之分析 

FERPA 提供家長使用與修正其子女教育紀錄的權利，亦提供揭露

紀錄資訊之控制權，同時也賦予學校、州與地方教育當局維護學生個

人資料的義務與責任。但因某些定義與實際狀況不符或未能解釋下，

藉由判例法可以更清楚了解 FERPA 在美國的運作，並在本文中作為檢

視我國對於各項學生個資的借鏡，以下就 FERPA相關的判決作為說明。 

壹、Falvo v. Owwaso Indep. Sch. Dist. No.I-011175 

FERPA 是否禁止教師在課堂上要求學生互相批改試卷或作業嗎

(Peer Grading)？這個問題的答案，在 2002年 Falvo v. Owwaso Indep. Sch. 

Dist. No.I-011 (S.Ct2002).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一致裁決 FERPA

並未禁止交換批改的作法。 

一、 案件背景 

Falvo 是一位母親，她的小孩全在學區的學校就讀，她獲悉許多孩

子的教師有時會叫他們的學生評比彼此的作業和測驗，然後向老師大

聲唸出自己的分數。在 1997-98 年和 1998-99 年就學期間，Falvo 對老

師及學區負責人抱怨這種評分方式，她聲稱這種方式等於允許其他同

學得知她的小孩得分，嚴重地使她的孩子感到尷尬。雖然 Falvo 被告知

她的孩子總是有祕密報告他們分數給教師的選擇，但學區拒絕停止這

種評分方式。在 1998 年 10 月，當 Falvo 的孩子在 6 年級、7 年級以及

8 年級時，她提出訴訟並控告這個學區的主管、副主管和校長(個別的

被告)，聲稱交換改的評分方式違犯憲法第 14 號增補條款和 FERPA。

地方法院推斷此種評分方式並不構成 FERPA 中「教育紀錄」的要件，

                                                
175 Owass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 No. I011 v. 
Falvo ,http://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000&invol=00-1073, accessed on 
200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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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違背憲法第 14 號增補修款和 FERPA，因此作出有利於被告的判

決。Falvo 要求地方法院再議並說明地方法院的判決，要求法庭應該要

承認有利於他的小孩 Philip 關於第 14 號增補修款的主張，因為作為特

殊教育學生，在障礙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DEA)下，他的成績上有合法隱私期待。地方法院否決了這項請

求，因為 Falvo 當初沒有做出在 IDEA 下的主張，不能以第 14 號增補

修款為前提下提出賠償。在上訴時，Falvo 認定地方法院錯誤地裁定有

利於那些被告的簡易判決，因為評分方式違反了第 14 號增補修款和

FERPA。 

Falvo 提出上訴，並在美國第十巡迴法院中獲得勝訴。巡迴上訴法

院法官 Murphy 表示「單純就法條字面上的意思來說，法庭認為學生交

換批改考卷和作業的成績然後向老師回報的行為，已經構成了聯邦法

令（FERPA）上規定的『教育紀錄』」。Murphy 法官並指出「巡迴上訴

法院對 FERPA 的解釋，與國會的立法精神是相呼應的，目的是為了保

護學生成績不被隨意公布。」176巡迴上訴法院判決中提出學生交換批

改的考卷中包含了與學生直接相關的資訊，而且當考試成績登記到老

師的成績登記本上時，這些資訊就應被教育機構所維護。其後本案上

訴至聯邦最高法院。 

二、 主要爭點 

本案主要爭點在於：Owasso 學區教師的評分方式(交換批改並當眾

唸出成績)是否構成 FERPA「教育紀錄」的範圍而受保護? 

三、 判決結果 

本案在 2002 年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時，最高法院的見解是交換批改

                                                
176 See Falvo v. Owasso Indep. Sch. Dist. No. I-011 (10th Cir. 
2001) ,http://www.wrightslaw.com/law/caselaw/2001/10th_falvo_owasso.htm, accessed on 200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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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態並未違反 FERPA。 

四、 判決理由 

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判決文中說明案件背景與上訴程序並且加以

論證，其中對於主要爭點，也就是學生在課程中交換批改的評分方式

是否為 FERPA 中的「教育紀錄」? 法官解釋課間學生互改答案的工作

不構成被教育機構所持有(Maintain)的「教育紀錄」，法庭指出學生作業

並非被學校所持有，而學生亦非機關保有教育紀錄的代理者，即使登

記在教師成績登記本上的成績為「教育紀錄」，在學生被分派交換改的

同時所產生的成績也非為 FERPA 所規範的「教育紀錄」－直到教師將

分數登記起來。法官認為第十巡迴法庭犯了兩個錯誤：一是誤判學生

作業為 FERPA 中「持有」的層級，二是誤認為學生在課程上處理交換

改時為學校機構的代理者；最高法院認為「持有」是指 FERPA 紀錄為

教育機構「保管在檔案室或安全地方的紀錄」，而學生在課程上處理其

他學生試卷時僅為根據教師所唸答案的短暫的評分者，非學校機構的

代理者。 

五、 本案評析 

本案在美國引起教育界廣泛的注意。在上訴的過程之中，包含「美

國教師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AFT)及「全國教育協會」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等重要教育團體都加入了討論

177，其受矚目的原因在於交換批改普遍運用在日常教學活動之中，若法

官判決這種評量方式違反 FERPA，則教師教學活動將綁手綁腳，並可

能經常面對隱私權訴訟，永無寧日。 

在這方面，聯邦最高法院支持校方的想法，主審大法官 Kennedy

                                                
177 參閱林盈君，《美國公立中小學生權利與自由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研究所，

未出版，2004 年，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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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出若將交換改的過程納為 FERPA 教育紀錄的解釋「將強加這個國

家的教師更多負擔」、「將強迫所有的教師花其他原本用於教學與備課

的精力在每日學生功課的分別上」
178
，加上第十巡迴法院錯誤解讀學生

作業為 FERPA 中維護的層級，且誤認為學生在課程上處理交換改時為

學校機構的代理者，故推翻第十巡迴法院對 Falvo 有利之判決。 

以本判例來看，雖然法庭限制教育紀錄的定義以排除尚未被蒐

集、紀錄在教師成績登記簿上的學生成績，並解決交換改之過程並未

違反 FERPA 的規定，但這樣的定義，遺留下開放性的問題：教師的成

績登記簿本身在 FERPA 下是否構成教育紀錄?另外，法庭亦未決定一

個教師在課程中公開說出學生成績是否為 FERPA 所不容許179。 

貳、U. S. v. Miami University; Ohio State University180 

一、 案件背景 

本案起源為大學學生報紙與大學行政單位的爭論。在 1995 年春

天，邁阿密學生報(Miami's students)的總編輯，試圖從大學紀律審查委

員會中追蹤校園犯罪趨勢，邁阿密大學最初根據 FERPA 關於隱私的規

定，拒絕釋出其所要求的紀錄，但邁阿密大學仍擬定釋出「身分、性

別、被控告者的年齡與日期、時間與引起紀律控訴事件的地點等」紀

錄給該報，但報紙總編輯並不滿意邁阿密大學揭露的內容，並向俄亥

俄州最高法院申請職務履行令(Mandamus)以尋求紀律審查委員會的全

盤揭露，包含任何被控訴者或已認罪者之姓名、社會安全碼或學號等

資料。 

對此州最高法院依俄亥俄州資訊公開法案要求邁阿密大學提供外

                                                
178 Supra note 175 . 
179 Kerw Alexander & M.David Alexander, supra note 159, p343. 
180 See http://www.ed.gov/policy/gen/guid/fpco/pdf/miami-fulldecision.pdf,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Miami University; Ohio State University, accessed on 200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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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使用所有公開紀錄，除非要求之資料為法案所表列的例外事項，批

准並發給該總編一份職務履行令。而該州資訊公開法中與本案有關的

條文為「得公開紀錄並不包含被州或聯邦法禁止釋出的紀錄」，最後州

最高法院裁定懲戒紀錄不屬於 FERPA 下的教育紀錄，故不包含俄亥俄

州資訊公開法中所規範被聯邦法所禁止公開的事項內，於是法院准予

該總編一份職務履行命令，以要求邁阿密大學提供其所要求的紀錄，

邁阿密大學尋求聯邦最高法院重新檢視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的決定，但

聯邦最高法院拒絕受理該案。 

緊接在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的決定，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依據俄亥俄州資訊公開法，對邁阿密及俄亥俄州立

大學寫了一份書面要求，欲取得 1995-1996 年間的懲戒紀錄，因為俄亥

俄州最高法院裁定學生懲戒紀錄不是 FERPA 下的教育紀錄，高等教育

紀事報根據俄亥俄州資訊公開法，要求取得包含姓名完整無缺的懲戒

紀錄。在收到請求的當下，邁阿密大學聯繫美國教育部並說明依照俄

亥俄州最高法院的裁定，無法遵守 FERPA 的規定，教育部回覆邁阿密

大學，表示該州最高法院錯誤地把學生懲戒紀錄視為非教育紀錄，教

育部確定 FERPA禁止大學釋出包含學生懲戒紀錄等與個人可資識別的

資訊。 

在 1997 年 12 月，邁阿密大學遵從高等教育紀事報的要求提供從

1995 年 11 月到 1996 年 11 月懲戒紀錄作為新聞使用，邁阿密大學通知

教育部他們打算遵照高等教育紀事報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告知教育部

已經採取釋出學生懲戒紀錄的給任何第三者要求者的政策。 

在 1998 年 1 月，俄亥俄州立大學向美國教育部證實也收到高等教

育紀事報要求揭露 1995-1996 年的學生懲戒紀錄，俄亥俄州立大學通知

美國教育部已準備釋出學生懲戒紀錄，之後並通知美國教育部它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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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高等教育紀事報的要求。 

在教育部得知邁阿密與俄亥俄州立大學打算要揭露有關未經學生

同意釋出懲戒紀錄後的短時間內，向地方法院提出請求以對抗大學的

決定。在請求中，教育部尋求永久性的保全程序以禁止大學揭露學生

有關個人可資識別資訊的懲戒紀錄－除非被 FERPA 所同意。教育部立

即提出申請禁止大學釋出學生懲戒紀錄，而地方法院裁定同意其請求。 

1998 年 2 月，高等教育紀事報亦提出請求以介入本案，而地方法

院亦准予請求，高等教育紀事報迅速提出申請來免除駁回釋出懲戒紀

錄的行動，並請求建立一個程序上的命令。要求駁回的請求中說明教

育部缺乏立場採取來這樣的行動，原因在於 FERPA 要點中，教育部的

執法行為僅限於行政補救，再則該報聲明提出一些事實的質疑，並要

求一個合理的期限來發現額外的證詞來支持構成這個要件。 

教育部對高等教育紀事報作出回應，並請求地方法院進行簡易判

決，而地方法院否決高等教育紀事報駁回程序命令的請求，並決定學

生懲戒紀錄為教育紀錄，法院准予教育部簡易判決的申請並永久地禁

止大學釋出違反 FERPA 的學生懲戒紀錄。高等教育紀事報於是向第六

巡迴上訴法院提出上訴。 

二、 主要爭點 

本案主要爭點在於：學校對於學生進行懲戒之紀錄是否為 FERPA

所規範之教育紀錄? 

三、 判決結果 

在 2002 年 6 月 27 日第六巡迴上訴法院三位法官無異議地確認地

方法院有關大學懲戒紀錄為 FERPA 所稱之教育紀錄的裁定，而在沒有

學生同意下揭露這類紀錄係違反 FERPA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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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判決理由 

首先高等教育紀事報主張在本案中美國(教育部)沒有提出履行命

令的地位，國會並沒有賦予行政機關是項權利，若國會沒有明確地賦

予機關權利或隱含必要的部分權利，則是項權利不存在。因此巡迴法

院檢視 FERPA 是否賦予教育部有關權利。 

法官指出 20 U.S.C. § 1232g(f)規範教育部可提出「適當的行動」

(Appropriate Actions)來執行 FERPA 並且處理有關違反 FERPA 的行為，

而在 20 U.S.C. § 1234c(a)中亦提出教育部可以「對接受補助者採取任何

其他法律所授權的行動」(take any other action authorized by law with 

respect to the recipient)來處理有關違反 FERPA 的行為181。 

再則高等教育紀事報主張，國會並未企圖提供法院以採取頒布永

久禁制令來預防違反 FERPA 的情況，而教育部沒有權利對尚未發生違

反 FERPA 的行為提出預防，僅能於事後進行行政補救(指減少或拒絕對

教育機構的補助)。 

法官則指出高等教育紀事報主張沒有說服力，並肯認行政補救方

法圍繞著各式具前瞻性的救濟，讓聯邦補助的接受者能順應 FERPA 的

規範。而根據規定，教育部可以保留補助款項使受補助者停止或打消

違反 FERPA 的念頭，並考慮順從保護教育紀錄的規範，並沒有任何條

款暗示國會不同意教育部進行尚未發生前的救濟。顯示國會對聯邦補

助款接受者未能符合 FERPA 規範之補救，在「事前禁制」182 (Prior 

Restraint)原則中有較寬鬆的認定。因此法官認為教育部有立場可在本

                                                
181 Id . 
182 亦有譯為「事前限制出版」，為言論自由之大忌，尤以美國相當忌諱內容審查（Censorship）或

是事前禁制的行為，因為涉及到違反憲法所賦與人民的基本言論自由的保護，而此處法官肯認為了

保護學生個人資料，國會對此有較鬆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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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進行永久禁制令的聲請183。 

另外有關俄亥俄州的資訊公開法是否能強制大學公開學生的懲戒

紀錄?法官則採否定的看法。法官肯認本案並未違反州資訊公開法，原

因在於在學生懲戒紀錄為 FERPA(聯邦法)下為教育紀錄，禁止未獲同

意下公開給第三者；而該州資訊公開法並未同意違反聯邦法規範之公

開。 

法官解釋該案為教育部在 FERPA 規範下，對地方法院聲請禁制令

以對抗大學公開學生資料，並要求地方法院決定學生懲戒紀錄是否為

FERPA 下的教育紀錄，而地方法院全然根據聯邦法斷定並肯認學生懲

戒紀錄為 FERPA 下的教育紀錄。 

聯邦巡迴法院肯認地方法院之解釋，雖然州最高法院判決學生懲

戒紀錄非屬 FERPA 下之教育紀錄，但聯邦法院若需聽從州法院判決的

情況下，並不需要遵守州法院對於聯邦法之解釋。據於上述原因，第

六巡迴上訴法院判決，維持地方法院原判
184
。 

五、 本案分析 

本案之判決肯認學生之懲戒紀錄為 FERPA 所保護的教育紀錄之

一，雖然美國各州多有政府資訊公開的要求，並視為資訊自由的一部

分，而這些法案可能與受 FERPA 保護的懲戒紀錄公開與否有關185，但

屬於聯邦法的 FERPA 顯然優於各州資訊公開法之適用。是故，在

FERPA 禁止揭露懲戒紀錄時，不得以各州之資訊公開法來要求校方揭

露。 

                                                
183 Supra note 180. 
184 Id. 
185 Tamu K. Walton (2002), Protecting Student Privacy: Reporting Campus Crimes as an Alternative to 
Disclosing Student Disciplinary Records, Indiana Law Journal Vol.77, pp.143-166.該文誤植 FERPA 為

Ferderal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應為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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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巡迴法院對於各州言論自由與隱私權之競合，肯認國會當初立

法時對於 FERPA 規範之保護與言論自由事前限制原則間，有較寬鬆的

認定；在本案中行政機關(教育部)對於受補助之對象(大學)可能發生隱

私權侵害前，有聲請法院實施禁制令以避免侵害之產生，故對於現今

媒體欲循各種管道知曉他人隱私者，有一定的限制作用。而對於大眾

「知的權利」此一利益的滿足，另依據美國「校園安全法」(Campus 

Security Act,CSA)之規定，由相關單位所提供的精確犯罪統計中即可獲

得，而受害者、犯罪者及證人等亦可保有其隱私
186
，或許為兩者折衝下

的兩全其美之道。 

而對於本案，美國教育部家庭政策執行辦公室的主管 LeRoy 

Rooker 表示「我們始終相信懲戒紀錄受 FERPA 保護」，認為學生懲戒

紀錄不斷的流出將無可挽回的傷害美國及教育部，這個判決十分重

要，因為：(一)巡迴法院與地方法院一致認為學生知的權利與校園安全

法案都提供家長與學生關於校園犯罪的型態與數量的統計資訊；(二)

巡迴法院重申教育部司法部門對國會 1998 年修正允許高中以上教育機

構揭露紀律審議會議的最終結論的看法和陳述，表示當時一定已經打

算把懲戒紀錄為教育紀錄否則這修正案將變得沒有必要；(三)巡迴法院

也支持在此案件中，教育部基於他的權責以尋求州立法院對揭露懲戒

紀錄命令的解除，因為沒有任何 FERPA 授權的行政補救將可以停止這

樣子的侵害，實際上，法院支持部門可以進行先發制人的行動來執行

FERPA，而不是僅於侵害發生以後，以法院的陳述來看「一旦個人可

資識別資訊被公開，傷害是無法彌補的」187。 

                                                
186 Id. 
187 See http://www.ed.gov/policy/gen/guid/fpco/courtcases/miami.html, Six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Upholds Protection of Education Records, accessed on 2008/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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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其他相關案例分析 

一、教師的個人筆記是否為 FERPA 所規範的教育紀錄之一? 

在一個 2002 年的案例之中，個人筆記被免除於教育紀錄而不需要

父母的同意188。個人筆記一般被認為是個人所持有的紀錄。譬如身為一

個指導老師，在輔導學生後為了備忘所作之紀錄；這些個人筆記不能

提供給其他同仁，同時只能為原本的紀錄者所運用。另外，在一個 IDEA

的訴訟中
189
，父母宣稱他們的小孩被其申請就讀的學校所拒絕，其原因

之一，即在該導師在年終銷毀了有關他們小孩個人筆記，而這個行為

是違反 FERPA 的，但法庭認為在 FERPA 下，個人筆記並非屬於教育

紀錄。 

二、公告學生的成績是否違反 FERPA? 

把學生成績公布在學校門上或將成績以其他方式列出是一件尋常

的事，但是否違反 FERPA 呢?在最近的一個案例中，一位家長尋求迫

使教育委員會釋出一個班級共計七十五位學生的成績，法庭認為假如

是拼湊且無顯示姓名的成績是符合 FERPA 的。在這個案例中家長要比

較成績且非對成績有任何特定的要求，基於上述理由，教師與校方可

以繼續公告成績只要成績不能被個別的辨識190。 

三、可否以 FERPA 作為個人權利損害賠償的依據? 

這個問題在 U.S. Supreme Court in Gonzaga University v. 

Doe(S.CT.2002)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為否定的答案191。剛

薩加大學的行政人員無意間聽到學生討論另外一個學生可能通姦，當

疑似通姦學生請求他的老師給予推薦證明時遭到拒絕，而所持的原因

為操行上的缺失，他遂控告校方違反 FERPA 和公民權利法案並要求損

                                                
188 J.P. v. West Clark Community Schools(SD.Ind.2002) 
189 Jensen v. Reeves(D.Utah 1999) 
190 Kerw Alexander & M.David Alexander, supra note 159, p341. 
191 U.S. Supreme Court in Gonzaga University v. Doe(S.CT.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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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該案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法庭認為 FERPA 沒有創造加強的

個人權利，家長或學生可以向教育部家庭政策執行辦公室投訴關於法

案的違反，但 FERPA 未賦予直接的私人權利去進行損害賠償訴訟。主

審大法官 Rehnquist 指出 FERPA 的保密規定未賦予加強的權利，他說

FERPA 的觀點不同於 1964 公民權利法案第 6 條款，故只能因為校方不

恰當揭露學生紀錄而受聯邦補助的拒絕，而這樣子的結果是由教育部

長所決定，未允許一個學生或家長藉以提出賠償訴訟的訴因。 

綜合本節判例所述，FERPA 法案常為家長與學校、學區之間處理

有關學生個人資料之重要依據，法案雖立法悠久，但其意涵及觀念透

過各級法院之判決而歷久彌新。而隨隱私權意識高漲，各級學校對於

FERPA 只有更加重視，一旦疏於學生個人資料之良善管理人責任，其

後影響除了依據 FERPA 有聯邦補助款遭保留之外，尚可能引發學生權

利受損之損害賠償責任，而這些都將驅使學校加強對學生個人資料之

管理與維護。透過法院的判決，可以釐清 FERPA 法案中有爭議或未明

的定義或說明，讓法案內涵更融入實際教學現場；另一方面則是可釐

清學校及教師對於日常教學活動中所需觸及學生個人資料保護的界

線，讓諸如交換批改、公開張貼成績單是否違反 FERPA 等議題能獲得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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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我國學生個人資料保護現狀之啟示 

相較於美國等先進國家，我國對於個人資料保護的觀念顯然起步

較晚，對學生個人資料保護觀念亦然。雖然憲法、刑法、民法及各式

各樣行政法中，不乏有與祕密、保密、隱私等與個人資料保護有關詞

彙出現，但直到「電資法」出現後，才算真正就個人資料保護之意義

內涵救濟等作出明確的規範，就保障的目的來說，也最為直接。 

「憲法」第 12 條明文規定人民祕密通訊的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

不公開意見的權利內涵，若從其內涵中再擴大解釋為保障隱私空間之

生活利益亦無不可，在憲法未就個人資料保護有明確規範前，作為個

人資料保護之學理基礎之一相當適合，然在實務上與個人資料保護之

直接相關性較低。 

其次在刑法中亦有妨害祕密的規定，但整體來說，個人資料保護

及隱私權包含但不限於「祕密」這個觀念的運用；另外民法在 1999 年

修法中加入不法侵害「隱私」人格法益可要求撫慰金，然在個人資料

落入民事之侵害但又屬於不能回復之侵害，以本條要求損害賠償以金

錢為主，額度是否到達「相當之金額」沒有一定的標準，以目前法院

審理人格權受侵害案件中，所准許之金額可說是少得可憐。由上觀之，

若無專法保護，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定義與救濟程序將莫衷於是。 

據此，在我國 1995 年「電資法」公布後才對個人資料保護有較完

整的說明，並希望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保護。不過由於「電資法」陳

義甚高，規範甚嚴但管制對象狹窄罰責過輕，對於公務機關、非公務

機關蒐集、運用個人資料的行為沒有產生實際上的約束性，一般認為

沒有達到當初立法目的，以致於現今社會上詐騙、身分盜用等案件頻

傳；而學生個人資料相較其他社會上有名望者的個資來看，「投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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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一定最高，但可以使用的「年限」可謂最長，若未好好保護，

將明顯侵害國家未來主人翁長時間的隱私權及資訊自決權。 

吾人希望學生個人資料有法律層級的保護，但我國對於學生個人

資料保護之規定散落在各類法律條文中，以現今立法現狀來看，尚不

敢言有專法的出現，但對於美國 FERPA 規範及修法趨勢來看，倒不乏

有許多值得我國在學生個人資料保護工作可學習的地方： 

壹、明定學生個人資料的內涵 

我國對於學生個人資料的內涵並沒有詳細的規定，就「電資法」

規範個人資料內涵包括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特

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健康、病歷、財務情況、社會

活動等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但目前未修法前僅限於以電腦處理

者。筆者認為包含但不限於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除婚姻、職業等學

生較為無關之項目外，上述內容皆屬於學生個人資料範疇應予以保

護；另外以 FERPA 對教育紀錄的定義來看應加入與學生直接相關之日

常活動資訊之學生輔導紀錄、特殊教育紀錄、獎懲紀錄、成績紀錄、

犯罪紀錄、出缺席紀錄及針對個別學生之照片、錄影等，以收保護之

效。 

以輔導紀錄為例，該資料為教師對學生進行心理輔導之歷程紀

錄，一般分為導師處理之輔導紀錄及認輔教師之輔導紀錄，內頁通常

包括學生自填包含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家庭背景資料及興趣、專

長等個人資料，另外空白頁面則由導師或認輔教育就其輔導歷程加以

紀錄，內容除家長、具相關正當教育權益者(填寫者、呈核輔導主任、

校長)外不應外洩。特殊教育紀錄為輔導室特教組所維護之輔導紀錄，

一般分為導師(肢障)及特教老師(學障、智障)所填寫之個別化教育計

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s,IEP)，特教法並未規定此類紀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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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保密，但可由「教師法」中教師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的

義務來加以規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FERPA 規範之「名錄指引資訊」雖屬學生

之教育紀錄，但一般認為當被揭露時不會侵害學生隱私，如姓名、電

話、地址等資訊，任何人均可向學校取得學生是項資料。以現今身分

盜用（Identity Theft）192案件與日俱增的狀況下，名錄指引資訊明顯地

可能會成為學生隱私遭受侵害的源頭，對小孩及家庭成員資料上的隱

私(資訊隱私權)影響甚巨。是故，學校通知家長同意將小孩個人基本資

料放進名錄指引資訊時，家長多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 

我國並沒有像美國 FERPA 屬於教育紀錄的名錄指引資訊，類似的

名錄乃為學校基於與家長互動及聯絡之必要所建立的學生通訊錄或緊

急聯絡名冊，但依其利用之目的乃屬內部使用，不對外公開；我國學

校對於外界要求獲知學生姓名、生日、電話、地址等基本資料的申請，

由於沒有法源依據，多數學校不可能也不會將其公開給無關但有需要

的第三者得知。多年前唯一可以取得學生基本資料的管道－畢業紀念

冊，也因為補習班向學生取得後不斷以電話、郵件騷擾畢業生後，大

多數學校已逐漸取消通訊錄頁面的設計，但補教業者的動作並沒有因

此減少，主因乃是透過不法的手段從學校或協助學校進行學務系統建

置或資訊委外廠商取得。 

為此，我國是否適合採取類似名錄指引資訊的設計，讓外界得以

合法一窺學生基本資料？以筆者的看法應建立學生通訊錄但僅供校內

擁有正當教育權益者使用並妥慎保管；在對外公開的部分，站在學生

個人資料保護的立場來看諸如姓名、生日、住址等「電資法」已列舉

                                                
192 意指盜用身分資料，在美國為快速成長的犯罪型態，受害人數隨資訊科技的發展日增。See 
http://www.identitytheft.org/ ,accessed on 200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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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個人資料不應做為目錄性質的公開或供查詢檢索。 

貳、界定學校揭露的合理程序 

在建立學生個人資料之內涵後，參考 FERPA 之規範，應界定揭露

學生個人資料的合理程序。而我國學生個資得否揭露?以我國現有法令

觀之，「教師法」與「電資法」相關規定值得探討。 

「教師法」第 17 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非

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的義務。「教師對於學生個

人或其家庭資料不得洩漏」意指教師在教育現場所蒐集、處理及利用

學生個人或家庭之資料，不得洩漏給不相關之第三者，而但書內容「非

依法律規定」則頗具玩味，若以「學校衛生法」第 9 條規定來看應有

「應教學、輔導、醫療之需要，經學生家長同意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應

予提供者，不在此限」等例外；若以「電資法」第 23 條規範，學校蒐

集之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範圍外之利用應有「為增進公共利益者、為

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者、為防止他人

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者、當事人書面同意者」等例外，是故教師

並非全然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當然「教師法」使用「洩漏」一詞應指將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交付不符正當教育權益者之不當利用，其用詞較重，筆者認為若改以

「揭露」來看，教師其實可以基於上述法律之規定將學生個人或其家

庭資料交付給合法的第三者（即「電資法」上「利用」之定義），但問

題是，我們並沒有所謂合理揭露程序，各校對於第三者取用學生個人

資料亦頗具「彈性」。 

學校在面對第三者取用學生個人資料時，可能面臨的狀況有三： 

一、 因應資訊委外之需要，將學校全部或部分資料委外第三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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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 第三者要求學校提供個別或少數之學生教育紀錄或個人資料

之申請。 

三、 針對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

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者、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

者」提供給第三者。 

針對上述三種情況，本文試圖以美國 FERPA 對揭露的規範，擬出

學校合理的揭露程序： 

一、 在資訊委外模式下，應明定權利義務並應有下列程序：請求

服務委託、學校審查(個資洩漏風險責任歸屬、緊急應變等)、

通知家長並請求書面同意、揭露(服務委託)、追蹤是否以交

付時之特定目的使用。 

二、 在第三者要求學校提供個別或少數之學生教育紀錄或個人資

料之申請，應包含下列程序：要求申請、學校審查(合乎法律

規定之要件審查、決定揭露範圍等)、通知家長並請求書面同

意、揭露、追蹤是否以交付時之特定目的使用。 

三、 針對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

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者、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

者」提供給第三者(一般為執法單位或醫療機構)個別或少數

學生教育紀錄或個人資料應包含下列程序：要求申請、學校

權責單位判斷(合乎當事人急迫危險或造成他人重大危害等

要件)、揭露、追蹤是否以交付時之特定目的使用。 

一般而言，學校揭露學生教育紀錄或個人資料後必然產生學生隱

私權危害的可能，但透過合理程序的制定甚至完成學校對處理此類事

件之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OP)可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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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後的個資遭受不當洩露的風險，另外在隱私權意識高漲的今日，

亦可降低學校遭致訟累的可能。 

參、訂定權利內容與救濟程序 

我國有關家長對於學生個人資料權利除由「電資法」據以引用外，

並無法律層次之規定，僅有「國民教育階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

法」
193
有資訊公開或徵求同意之規定。而有關學生個人資料之說明，一

般散見於教育部及各縣市教育局(處)頒定之學籍管理辦法及成績評量

辦法中。 

若以 FERPA 賦予學生及家長知悉權、向第三者公開揭露權及救濟

權來看，我國應可就上述權利制定相關規範。在現行辦法中，有關知

悉權部分之規定，一般認定家長即為法定代理人，擁有學生資料之查

閱、瀏覽權利，但僅於成績紀錄部分受家長重視程度較高，有明文規

範每學期應至少通知家長一次外，有關學校是否應每年公開處理學生

資料的政策，在各項辦法中並無特別提出。 

在向第三者公開揭露權部分，教育部於 96 年修正之「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194第 10 條規定「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

量結果及紀錄，應本保密及維護學生權益原則，非經學校、家長及學

生本人同意，不得提供作為非教育之用。」顯見我國家長對於其國中

小子弟之學校成績評量擁有如美國 FERPA 向三方揭露同意權之設定。 

而在修正權部分，參酌高雄市 96 年修正之「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

量辦法」第 11 條規定「…學生或其家長對成績有疑義，應於接獲成績

單後一週內向學校申請複查，逾期不予受理。」則可見家長應有相當

之修正權，各縣市之成績評量辦法亦有類似規定。惟與美國不同的是

我國並無聽證會之形式，筆者參閱各縣市之國中小學籍、成績評量辦
                                                
193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六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50098188C 號令訂定發布施行。 
194 2001 年 3 月 29 日教育部臺（九０）參字第 090042578 號令訂定發布；2007 年 5 月 1 日教育部

臺參字第 09600061341c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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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亦無修正權行使之標準程序，僅就提出時間、對象有所規範，是否

容易衍生教師就其專業自主權而侵害家長修正權及救濟權之情事，值

我吾人後續之關注。 

另外有關於救濟權之行使，FERPA 所提供之司法救濟為行政申

訴，學生個人資料遭受侵害時，家長能向教育部家庭政策執行辦公室

進行申訴，但無權依據 FERPA 要求學校賠償。我國對此並無專法或相

關規範因應，依現行法規處理，公立學校可以進行的行政救濟管道為

訴願、行政訴訟或國家賠償，另外可依據民法對一般人格權的侵害據

以求償。 

綜上所述，由 FERPA 推導出的知悉權、揭露權、修正權等家長權

利，在我國雖有相關之規定但略顯分散，且部分辦法為「國民教育法」

授權各縣市訂定，縣市之單行法規視其需要訂定並無一致，且其權利

內容經分析仍較瑣碎不全。筆者建議應立法將家長權利內容提升到法

律的層次，由法律授權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進行細部規範是比較好的

方式，對於家長權利更有保障。另外有關家長修正權之行使建議應由

教育部指導各縣市訂定標準作業流程，我國雖無聽證會之形式，仍可

由各縣市組成特別委員會，委請無利害關係且具法律素養之第三者加

入討論，以求得家長、學校皆可接受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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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中小學處理學生個人資料之現況與侵害 

第一節 學校處理學生個資之內容與規範 

學生於入學時由學校所蒐集之個人基本資料如姓名、聯絡方式、

家庭狀況、家庭氣氛、興趣、專長等紀錄，為教育行政及教師進行教

學、輔導及管教之基礎；而在學時所新增之各項紀錄，則又成為個人

資料的一部分為各級學校所保管，並可能隨個人求學歷程如轉學、升

學而移轉。學生個資既然為學校所保管運用，對於個資應受保護之權

利是否得為國中小學生權利之一環?其權利保障程度是否與成年人相

同?在探討學校處理學生個資之前應先敘明。 

根據學者研究指出，在校園環境中，學生的權利應包含表達權、

隱私權、正當程序及行動的權利195。另參考美國「學生模範法」196來

歸納，應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隱私權、人身自由及宗教自由等
197
部

份。其中隱私權一項就本文第二章之探討，個人資料屬於是項權利之

具體內容，就被動接受學校保護之主體而言，應不受學生身分而有所

影響；另外，未成年學生的權利能力並不等同於行為能力，就憲法自

然人之法律地位平等及民法第 13 條觀之，雖然限制了未成年學生的法

律行為能力，但不會剝奪其享有權利、負擔義務的資格。是故，不是

所有未成年人所擁有的基本權利都要因此而限縮或消失198。由上觀

之，個人資料受保護之權利為國中小學生權利應無疑義。 

                                                
195 Tony Knight (2001),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Theory: Democracy and the 
Classroom,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Vol.16 No.3, pp.251-253. 
196 參閱曾建元，〈美國學生模範法之研究—序說、學生權利總論〉，《律師雜誌》，第 254 期，2000
年，頁 94-106。美國「學生模範法」規範之學生權利主要為：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隱私權和人

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及聽審權)；其立意主要在於規範大專院校學生行為管理規則之參考，但也不

排斥各州教育法規命令據以納入相關內容。 
197 參閱林盈君，同註 177，頁 23-24。 
198 參閱林佳範等主編，《老師，你也可以這樣做!》，五南：台北，2004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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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未成年學生權利受保障之程度上，雖然可能受「法律保留原

則」而影響其權利199，但就個資保護這方面來看，未成年學生年齡及

心智尚未成熟，心理承受能力較弱，其隱私應受最大限度的保護以利

於其健康成長200，是故程度應不能亞於成年人且內容亦無二致。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國中小學生之個資應受保護，雖然國中小學

生為民法之未成年人，但其擁有之基本權不受學生身分或年齡而有所

不同201。此外，依本文資訊自決權及隱私權之探討，學生個資本應受

到最大限制的保護，而學校及教師則負有對學生資料保密之義務202，

且擔負保障學生權利的第一線職責203，不可不慎。 

學生個資保護既然為學校所需負擔之責任，了解國中小階段學生

個資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現況，才能對學生個資保護概念有所理解。

是故本文擬將學生在學紀錄分為學籍處理、成績評量及輔導管教三個

部分進行探討204，分別說明學校進行紀錄之法源依據及進行蒐集處理

利用之程序及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壹、學籍處理部分 

所謂「學籍」，乃指一個學生隸屬於某個學校的一種身分或資格，

通常於入學、轉入時取得，於轉出、畢業時喪失，學籍紀錄，則為該

身分之基本資料及就學期間的各項紀錄。雖然轉出、畢業時會喪失學

籍，惟學籍資料為學生個資處理之核心，依法需永久保存不得銷毀或

                                                
199 例如學生對於其個資之公開、修正等自決權可能受到法律保留之限制，即限縮未成年人部分權

利或交由法定代理人行使，但不影響學生個資應受保護之權利。 
200 參閱解立軍、劉桂美，〈未成年學生隱私權與相關權利衝突問題的研究〉，《中國教育學刊》，第

10 期，2003 年，頁 52-55。 
201 參閱李惠宗，同註 47，頁 103-104。 
202 如「教師法」第 17 條、「行政程序法」第 44 條等均有相關規範，詳如本文第三章所敘。 
203 參閱林佳範，〈憲法入校園 淺論學生人權的法律保障〉，《師友月刊》，第 449 期，2004 年，頁

8-14。 
204 一般而言，校務行政 E 化後有關成績紀錄、輔導管教紀錄、健康紀錄皆可納入系統之中(即學籍

紀錄)毋需獨立說明，但成績及輔導紀錄因具其他法源基礎及其重要性故仍予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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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揭露
205
。 

一、學籍紀錄之法源 

我國中小學生學籍紀錄之蒐集處理乃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6 條

之規定辦理，明定學籍作業之流程及管理之權責機關，另責成各直轄

市、縣(市)依本法制訂學籍管理辦法，以供轄內之中小學遵循。 

二、學籍紀錄之處理 

以學籍作業之流程來看，依「國民教育法」第 6 條規定，國小之

學籍資料乃從戶政機關調查 6 歲之學齡兒童，經造冊後送經直轄市、

縣 (市) 政府按學區分發，並由鄉、鎮 (市) 、區公所通知進入國小就

讀，據此國小取得學生最初始之學籍紀錄；國中部分則由國小將當年

度畢業生資料造冊，經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按學區分發入國中時移

轉。而紀錄之方式同第 6 條之規範，應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切實紀錄，

內容需永久保存並依法使用。而管理學籍作業之權責單位依本法施行

細則第 17 條規定，由教務處負責，一般而言劃歸註冊組進行管理。 

三、學籍紀錄之內容 

「國民教育法」及該法施行細則中並未論及學籍紀錄之內容，但

一般具體出現在各直轄市、縣(市)之學籍管理辦法(要點)之中。地方政

府訂定之學籍管理辦法，對於紀錄之範圍或有差異但大體上相同，但

僅有臺北市訂有應載事項，故本文以臺北巿「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

辦法」206為例說明，其內容應包含(一)核准學籍文號及學生照片(二)學

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戶籍地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外籍學

生國籍及護照號碼、僑生僑居地）(三)家長或監護人姓名、性別、出生

年月日、戶籍地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入學身分別、學歷及入學年月

                                                
205 參閱「國民教育法」第 6 條。 
206 2006 年 5 月 3 日臺北市政府(95)府法三字第 09579004000 號令訂定發布；2008 年 5 月 6 日臺北

市政府(97)府法三字第 09731054700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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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中途輟學或復學紀錄(五)轉入轉出紀錄(六)學期成績(七)畢業年

月及其他學籍管理之有關事項。若將其分項歸納，大體上有個人基本

資料、家庭資料、就學紀錄及成績紀錄等部分。 

貳、成績評量部分 

國中小學生成績評量旨在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激發學生多元潛

能，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肯定個別學習成就，並作為教師教學改進及

學生學習輔導之依據。一般而言國中小學生之成績評量以量化紀錄為

主，並輔以文字描述，而描述之內容應依評量內涵與結果予以說明，

並提供具體建議。 

一、成績評量之法源 

我國中小學生之成績評量乃依「國民教育法」第 13 條之規定辦理

學生之成績評量，其評量內容、方式、原則、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準

則，則應由教育部訂定之，並責成各直轄市、縣(市)依準則制訂符合該

管國中小學之成績評量辦法。據此教育部制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供參，而直轄市、縣 (市) 政府則依該準則，訂定

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辦法及補充規定。 

二、成績評量之處理 

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 6 條之

規定，教師對於成績評量之處理，應依教學計劃在學期初向學生及家

長說明並負責評量，評量方式可依各學習領域內容及活動性質，採取

筆試、口試、表演、實作、作業、報告、資料蒐集整理、鑑賞、晤談、

實踐等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並得視實際需要，參酌學生自評、同儕

互評方式來進行。 

另依該準則第 8 條之規定，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紀錄，每學

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一次；其次數、方式、內容，由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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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而管理成績評量之權責單位依「國

民教育法」第 17 條規定，由教務處負責，一般而言亦劃歸註冊組進行

管理。 

三、成績評量紀錄之內容 

成績評量之內容依評量準則第 3 條規定為： 

(一)學習領域評量：依能力指標、學生努力程度、進步情形，

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層面，並重視各領域學習結果之分

析。 

(二)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學生出缺席情形、獎懲、日常行為表

現、團體活動表現、公共服務及校內外特殊表現等。 

參、輔導管教部分 

教師對學生之輔導與管教作為是教師應盡之義務，旨在透過正

當、合理且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以達到積極正向協助、教育、輔導

學生之目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可以通訊、面談或家訪等方式，對

學生實施生活輔導，必要時做成紀錄。一般來說輔導管教紀錄之型式

常以文字描述的方式記載於輔導紀錄表或認輔學生之個人輔導紀錄

中，另外依據各直轄市、縣(市)之獎懲辦法，亦可能以功過之方式存

在於學生紀錄之中。 

一、輔導管教之法源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責，乃依「教師法」第 17 條規定，以導引

學生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之人格為目標。至於輔導管教之細項辦

法，依同條文之規定應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據此教育部並不需要訂

定相關辦法或準則供參，惟多數學校並無實際制定辦法，僅以各縣市

學生獎懲辦法實施各種輔導與管教作為；直到 2006 年底，「教育基本

法」公布並納入禁止各種型式體罰之規定，乃由立法院通過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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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教育部與全國教師會於 6 個月內研擬完成「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後，多數學校才依教育部 2007 年 6 月公布「學校訂定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207及「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須知」208為基礎，訂定適用之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成為

各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準。 

二、輔導管教之處理 

教師對於學生之輔導與管教處理，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可分三部分：(一)對學生之輔導應以通訊、面談

或家訪等方式，對學生實施生活輔導，必要時做成紀錄；若學生身心

狀況特殊，需要專業協助時，教師應主動要求輔導單位或其他相關單

位協助。(二)若需採管教作為則採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口頭糾正、調

整座位等一般管教方式進行。(三)學生若發生如自殺、攻擊他人等行

為，教師得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以制止、排除或預防危害。 

而教師在一般管教無效時，可委託訓導處或輔導室進行特殊管教

作為，教師並需告知已實施之輔導管教措施或提供輔導管教紀錄以供

參考；若須監護權人到校協助處理者，應請監護權人配合到校協助學

校輔導該學生及盡其管教之責任。訓導處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可

採取交由其監護權人帶回管教、規劃參加高關懷課程、送請少年輔導

單位輔導，若欲移送警察或司法機關等處置時，應依該校學生獎懲辦

法，簽會導師及輔導室提供意見，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議決後為之。

而有關負責輔導與管教紀錄之權責單位在注意事項中並無敘明，但依

內容分析，應以輔導室為主而訓導處為輔。 

                                                
207 2003 年 5 月 30 日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20074060 號函訂定，2007 年 6 月 22 日教育部台訓

（一）字第 0960093909 號函修正。 
208 2007 年 6 月 22 日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60093909 號函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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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管教紀錄之內容 

教師對學生之輔導管教作為，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之規定，未詳載教師進行紀錄之內容為何，但一般認

為應包含輔導或管教之時間、地點、主要事實及採取之措施。另外輔

導與管教紀錄中有關教師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

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或洩漏；而學生或監護權人得依政

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

向學校申請閱覽學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確有必要者為限。 

綜上所述，學校依據「國民教育法」及其授權行政機關自訂之行

政規章之規定，保管並維護學生之個人資料，主要有學籍、成績評量

及輔導管教等紀錄。從本節之探討可發現學校對學生個資蒐集、處理、

利用雖有法源依據，但有關學生個資之實際內容、紀錄之項目規範及

其受保護之權利說明不甚明確。若學生個資遭學校之誤用或濫用，學

生在團體生活中極可能造成基本權之侵害或招致其多元發展之限制，

並違背人格尊嚴作為基本權之基礎。尤以現今資料處理多以電腦進

行，擁有快速處理及傳輸之能力，教育主管機關應重視問題發生的可

能性，而學校應該要小心處理並維護跟學生有直接相關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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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校務 E 化對學生個資保護的影響 

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各行各業莫不以業務內容電子化、線上化

為目標來提升效率並節省成本。同樣的，在學校校務經營管理上，國

中小學亦不能免於 E 化之潮流，配合教育部之規劃，逐步將學籍管理、

成績評量及輔導管教紀錄進行系統及資料庫之建置，此即所謂「校務 E

化」的過程。不過隨著資料上線，業界普遍因為惡意入侵或管理失當

面臨資料外洩、不當揭露等問題，同樣落在學校經營管理上頭。不同

於以往紙本的逸失，一旦出現上述情形，也許是一封電子郵件，亦或

是一隻隨身碟，便可將全校之歷年資料一掃而空。 

基於上述之情形，本文認為欲討論學生個資保護，不免探討校務 E

化對學生個資保護的影響，其主因在於校務系統資料庫涵蓋所有學生

學籍、成績評量、輔導管教等資料，若系統在管理上出現問題，其侵

害乃全面且迅速，對學生個資侵害之大者莫過於是。故在探討學生個

資保護時，應對中小學校務 E 化有全盤之了解，以避免個資侵害之產

生。 

壹、中小學校務 E 化之發展 

教育部為迎接資訊時代的來臨，於 1997 年至 2007 年持續推動「資

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預期達到「將資訊教育向下扎根，普及全民資

訊教育，使國民具基本資訊素養，輕鬆邁入資訊化社會；由資訊基礎

環境之建置暨網路科技，使各校共享教育資源，縮短城鄉教育差距；

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科，使教材、教法、教學媒體多元化，建立啟發式、

互動式學習環境」等效果209。 

                                                
209 參閱 http://rs.edu.tw/information/infpln/bascont.htm，〈教育部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內容概要〉，檢

索日期：200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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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教育部執行「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內需方案實施作業

計畫」210，補助中小學資訊教學軟硬體設備、中小學連線設備建置及

偏遠地區學校通信費用、推動台灣學術網路(TANet)到中小學，補助各

縣市教育網路中心連線機房及各網路中心設備費、運作維護費及業務

推廣費等方式，以投入近 64 億 7 千餘萬元之經費，充實國民小學資訊

教育設施，並在 1999 年 6 月底前，讓全國 2500 所國民小學都有電腦

教室，並連上網際網路，而這項資訊教育政策執行的規模是歷年來最

大的一次，也讓全國中小學在近十年前即完成電腦軟硬體及資訊傳輸

網路之建構，奠定中小學 E 化之基礎。 

而隨著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之推展，學校的行政單位亦以校務

及行政管理資訊化為目標，辦理學校校務行政與教育行政電腦化的推

展，從單機版的學生成績、會計出納、人事系統的建立，到目前以線

上資料庫整合的校務行政系統，逐漸將不同處室的工作內容一併納入

系統之中，另一方面，為考量組織運作的整體性，更以資訊整合的觀

念，將各處室的相關作業包含進來，避免資料在輸入之初即面臨表格、

內容格式不一產生正確性問題。 

隨著教育行政電子化的發展，各國中小配合電子化政府推動方

案，在 2001 年完成電子公文交換系統，並配合九年一貫於 2002 年公

布「九年一貫課程成績評量及學籍電子資料交換規格標準 2.0 版」以

提升整體教育行政 E 化效能；2006 年為使學生成績及學籍電子資料交

換規格需求其更符合實際需要，並增加健康電子資料交換規格，故更

名為「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籍／成績／健康資料交換規格標準 3.0

版」，並於 2007 年 4 月公告211，6 月行文各縣市政府，於 2008 學年度

                                                
210 參閱 http://rs.edu.tw/information/expand/extplan.html ，〈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內需方案實施

作業計畫〉，檢索日期：2008 年 9 月 4 日。 
211 教育部 2007 年 4 月 3 日台電字第 096004023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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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全面實施學生成績及學籍資料電子交換。 

根據「國民中、小學－學籍／成績／健康資料交換規格 3.0 版」之

說明，乃為「進行九年一貫之實施，為考量現代化教改業務有賴資訊

科技技術協助始能竟其功，乃積極規劃推動學校資訊教育及行政電子

化工作，並強化學生學籍資料管理，作為全國各縣市學籍電子化資料

交換之依循標準，務期提高電子化資料流通性，逐步邁向顧客導向服

務型政府之理想」而設計。此後，我國學籍資料除延續以往各校「電

子學籍」方式進行登錄管理外，並確認以「電子交換」的方式進行學

籍的移轉，希望「藉由電子化資訊科技資料電子化之優勢，減少學校

對於學籍資料保留之負擔，並增進學籍資料運用之效益」。 

交換規格之標準確定後，各校系統資料庫需配合欄位之設定並鍵

入相關資料，對國民中小學學生個人資料管理之影響十分深遠，而該

標準規範所包含成績評量及學籍電子資料如表 5-2-1 所示，管理之學校

除鍵入外，基於「電資法」對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的規範及限制，學

校亦應妥善處理、利用學生個資，並對學生個資保護負起保管維護之

責。 

表 5-2-1 

學生基本資料 

紀錄學生最新基本資料，每一學生所有在學期間之基

本資料，全部只有一份資料，如姓名、出生年月日、

性別、血型、身分證號碼等。 

學生學期資料 

紀錄學生各學期分項基本資料、成績資料、輔導資料

等，每一學生每一學期各紀錄一份資料，如段考成

績、輔導紀錄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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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異動資料 
紀錄學生在學期間轉學等異動資料，依其轉學異動情

形，逐項列記資料，如更換戶籍地址資料等。 

學生期中資料 

紀錄學生轉學時，期中出勤、學科成績等相關資料，

只用於轉學時紀錄之用，各校可視需要於轉入後作為

銜接教學之參考，並可考量列作學籍資料之參考。 

健康資料 

紀錄學健康基本資料、經常性檢查及缺點矯治、在學

期間重大傷病事故、預防接種、體檢結果、意外傷害

等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我國資訊教育基礎之硬體建設已達相當之水準，教師

之資訊能力亦達相當之程度，學校相關業務應在資訊科技之協助下完

成教育之現代化。早期單機版的成績輸入、計算、排名、列印表單等

處理，已進步到目前開放教師網路登錄成績，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由

單一操作人員的模式轉換到目前普遍使用多元操作的網路平台模式，

並可即時提供家長、學生相關資訊。 

以學生個資保護的角度觀之，校務 E 化的好處並非在於有利整合

及有效利用行政、教學資源，而是E化的學生紀錄可更進一步與各方(學

生、家長)互動，如將學生學籍資料更新權以帳號密碼的形態授權給家

長，將有助於落實資訊自決權的可能性，惟仍需嚴肅面對資料流失或

外洩的可能性。就時程來看，我國中小學依規定應於 2008 年實施學生

成績及學籍資料電子交換，意即所有學生之相關紀錄應予以電子化並

存放於資料庫備便使用，有關國民中小學 E 化後之學生個人資料保護

及管理將成為「顯學」。 

貳、各縣市中小學校務 E 化採行方式分析 

在電腦及網路環境尚未普遍於家庭使用時，我國中小學即以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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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進行校務行政系統的運用，該套校務行政系統雖然因凍省因素

未繼續開發212，當時仍為多所國中小所使用。直到九年一貫開始實施，

該系統因成績評量分式丕變而停止。在省教育廳單機版校務行政系統

走入歷史後，中小學面臨系統資料庫轉換及維護的難題；部分資訊教

師為維持該系統堪用，免費為國中小修改資料庫欄位及修正程式碼

213，但多數國中小選擇不再使用單機模式的校務行政系統，此後系統

軟體即陷入各行其道的現象。有縣市以預算支應招標委外，建置全縣

性之校務行政系統，部分縣市則由各校自行決定，有經費的學校則以

委外的方式請電腦公司代為設計程式並委託管理，沒經費的學校則改

採自由軟體之校務行政系統。各縣市採行方式如表 5-2-2 所示，儘管

方式不同，但同樣的特徵就是讓教師以帳號、密碼登入網站之線上資

料庫取得相關權限進行學籍、成績紀錄之操作。 

表 5-2-2 

各縣市校務行政管理系統建置方式 

建置方式 採用縣市 

委外開發 台北市、台北縣、新竹縣、宜蘭縣 

自行開發 台中縣、台南縣、台南市、嘉義市、南投縣 

分享其他縣市開發之系統 
苗栗縣、嘉義縣、彰化縣、金門縣、屏東縣、

台東縣 

統一購買或各校自行建置 
高雄市、高雄縣、花蓮縣、基隆市、桃園縣、

馬祖縣、新竹市、雲林縣、澎湖縣 

資料來源：同註 212 

以資通發展的腳步來看，以線上資料庫的型態進行學校行政以及

學生學籍、成績紀錄是無可避免的。首先，可以提供教育行政機關或

                                                
212 參閱陳頡、張瑞觀，〈國民中學教師對校務行政管理系統之接受度及滿意度初探─以屏東縣與台

東縣為例〉，《2008 數位科技與創新管理研討會論文集》，2008 年，頁 880-891。在 1999 年 7 月台

灣省政府因應凍省而進行業務及組織調整，教育廳改隸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後，原校務行政電腦團

隊解散不再維護。1999 年 11 月九年一貫課程標準公佈，教育政策逐漸由中央集權控制逐漸轉為

各地方政府自主發展，且學生成績評量及學籍資料內容也大幅度變動，原有廳版教育行政應用軟體

已不適用。 
213

 參閱 http://www.psjh.cy.edu.tw/~coding/ ，〈國中校務行政電腦化軟體〉，該站以外掛軟體的方式讓

省教育廳之校務行政系統得以沿用，最後檢索日期：2008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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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合的工具，讓學校人員可以處理人工無法完成或人工處理曠日

費時的事務，如人工作業無法完成資訊平衡處理及瞬間傳送，而如今

透過電腦網路系統可達成
214
。再則於工作效率之提升及學校人力資源的

運用彈性，如教師及行政人員在校園中可以直接上網進行相關資料的

建檔與維護，毋需由專人或儲存媒介之傳遞便可完成份內的工作，若

需在家中(甚至國外)進行建檔與維護，亦可連線回學校或縣市統一維

護之校務行政系統進行，十分便利且有效率。 

以教育行政之職權分類，從教務處的學生學籍管理與成績評量、

訓導處的出缺席管理與獎懲紀錄、輔導室學生輔導資料與中輟生通報

追蹤處理
215
等，均已由人工化的紙本作業轉為電腦操作的資訊系統，從

而達到「無紙化」的境界。電腦與網路徹底改變了學校教師教學方式

與環境，電腦與網路的普及與應用，可以提升教育行政的績效與服務

品質，且能達成資訊流通與分享的功用。 

綜上所述，中小學 E 化在軟硬體之發展，從 80 年代至今已相當完

備，在校務行政系統上不管開發的模式為何，平台之功能可完成多數

以往人工、紙本方式進行的工作。對許多學校的行政處室而言，校務

行政的內容往往並沒有很大差異性，但經年累月所累積的資料量則十

分可觀，以往採取人工作業方式費時且易生錯誤，改採電腦化作業後，

除可簡化處理流程外，並有效管理資料。另一方面，使用網路平台的

校務行政系統，更能及時提供老師及管理者所需之資訊及管理之管

道，對於提高學校教學服務品質有所助益。 

參、中小學校務 E 化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校務 E 化系統固然對學校提升服務品質及效率上有很大的幫助，

                                                
214 參閱陳頡、張瑞觀，同註 212，頁 882。 
215 如教育部統籌「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http:// http://www.mlss.edu.tw/)即以線

上服務提供全國各校中輟生通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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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平台之設計者、使用學校及後端使用者三者之間權利義務關係及對

學生個人資料保護工作責任歸屬，目前而言應視個案而定，實難有一

定之規準。其中校務行政系統中之學生學籍及成績資料依「國民教育

法」可為電子形式處理利用，但電子形式較紙本處理利用有易遭非法

揭露或逸失的問題，若以學生個人資料保護的觀點來看可能會遭遇某

些挑戰，筆者分為系統平台及使用管理兩個部分進行探討： 

四、系統平台部分 

系統平台依各縣市採取之作法不同，而有下列委外開發、自行開

發及分享開發兩種方式，茲討論如下： 

(一) 委外開發 

「資訊委外」是政府機關處理資訊軟硬體常見的模式，其優點在

於可藉由民間資源與生產效率來加速政府 E 化的腳步，並節省軟硬體

所需費用，但亦衍生各種問題，如服務品質難以掌控、資訊安全與保

護、廠商對業務不夠了解、易受廠商牽制等問題
216
。 

若校務行政系統採行委外開發或管理的模式，不管是縣市統一招

標、學校自行招標或直接與廠商簽訂維護合約，在系統操控權與廠商

共享資源的狀況下，學生個資被廠商惡意出賣或不當揭露給不相關之

第三者的可能性便大增217，雖然廠商可以「刑法」妨害祕密罪、背信罪

及「電資法」相繩，但學校與廠商契約中對於個資不當揭露之責任歸

屬若定義模糊不清者，教育機關或教師可能因此產生民事上賠償責

任。而值得關注的是，個資一旦外洩則無法搶救回來，僅能以事後賠

償的機制來進行補償，對於學生而言，此一無法彌補的錯誤將造成長

                                                
216 參閱馮震宇，〈從司法院法學資料庫隱私權問題看政府資訊委外的發展與問題〉，《月旦法學雜

誌》，第 154 期，2008 年，頁 5-20。 
217 參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jun/14/today-life5.htm#，〈基測個資外洩 偵訊補教

負責人〉，一般而言廠商為維護系統仍保有超級使用者(Administrator)權限，即擁有系統之最高權限

可閱讀、寫入、執行系統之程式碼與資料庫，可能肇生將學生個資販賣牟利的狀況，檢索日期：200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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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的傷害。 

(二) 自行開發及分享開發： 

一般而言財政較為拮据的縣市，多數採用自行開發或分享開發模

式的系統，其中以 SFS3 居多(由台中縣市、彰化縣為開發主力)，X 學

務系統(台南縣為開發主力)居次。以上系統係由熱心之教師撰寫程

式，並以自由軟體 GPL(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模式進行授權
218
，各校可

以免費使用、修改及傳播。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上述模式，使用者(學

校)必須了解其中之免責聲明(Limitation of Liability)
219
： 

除非適用法或書面協議的要求，在任何情況下，任何

版權所有者或任何按許可證條款修改和發佈程式的人們都

不對您的損失負有任何責任。包括由於使用或不能使用程

式引起的任何一般的、特殊的、偶然發生的或重大的損失 

(包括但不限於數據的損失，或者數據變得不精確，或者您

或第三者的持續的損失，或者程式不能和其他程式協調運

行等) 。即使版權所有者和其他人已被告知這種損失的可

能性也不例外。 

上述根據 GPL 的說明意即程式開發者本身基於「無償免責」的概

念，對於使用者所產生的任何損失不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的預先聲明。

而程式開發者授權執照之對象為使用軟體建置校務行政系統平台的學

校，而非輸入學生基本資料或成績的老師，故學校在使用時應了解免

責條款的內容，萬一學生個資因軟體本身漏洞而遭到非法使用之第三

者(如駭客)等入侵盜取學生個資後的法律責任歸屬問題。 
                                                
218 參閱 http://zh.wikipedia.org/wiki/GPL，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簡稱 GPL)用於軟體對使用者之授

權(或自由)：以任何目的運行此程序的自由、以學習程序工作機理為目的、對程序進行修改的自由

（前提是能得到原始碼）、再發行複製件的自由、改進此程序，並公開發布改進的自由（前提是能

得到原始碼）。檢索日期：2008 年 9 月 4 日。 
219 參閱 http://www.linux.org.tw/CLDP/OLD/doc/GPL.html，本文為 GNU/GPL 之官方中文翻譯，英

文請參閱 http://www.gnu.org/copyleft/gpl.html，檢索日期：200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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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國民法第 222 條規定「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不得預先

免除。」，而著作權人「未蒙利益不負責任」之聲明在某些因果關係明

顯或顯失公平的狀況下，亦有介入調整的可能，並非訂立免責條款後

就必然能夠完全免責220，但以程式開發者安排線上修補機制(以 SFS3

系統為例，以 UPSFS 軟體可由學校端設定定時安裝修補系統)，且基於

原始碼公開，使用者可以自行修補漏洞或直接移除下，主控權應變成

學校本身，意即責任轉移在學校身上，若是學生個資外洩肇生在學校

本身未按時更新系統，所引發的行政甚至是民、刑事責任歸屬問題，

應值得相關單位重視。 

五、使用管理部分 

這個部分在學生個資電子化後多與資通安全有關，由於資通安全

面向相當廣泛，本文以一般中小學常面臨之權限設定、駭客入侵兩方

面進行探討： 

(一) 權限設定 

所謂權限(Permission)設定，即對教師、行政人員、學生、家長或

匿名者(以上簡稱公眾)在使用校務 E 化系統時，對於某部分資料是否有

使用權之設定。公眾欲將資料、程式或新增之目錄上載到系統平台中，

或欲將系統平台中之資料刪除，系統為安全起見，均先設定為不許公

眾執行或修改，就像預設了一把鎖，不許別人啟用。因此，要讓公眾

執行程式，或讓公眾把他們所輸入的資料儲存在系統中，我們得先開

鎖，打開程式及目錄的權限，讓公眾得以執行或修改、刪除。 

校務行政系統管理者多為學校授權管理之教師(一般為兼任之資訊

組長或系統管理師)，首先必須在系統中定義角色(Role)並依各處室之

                                                
220 參閱
http://www.openfoundry.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Itemid=353&id=518&lang=en&task=view
林誠夏，〈授權條款免責聲明的法律意義〉，OSSF 自由軟體鑄造場，檢索日期：2008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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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掌完成任務管理，如設定校長、主任、組長、導師、專任教師、家

長、學生等角色，並增加諸如學生獎懲、缺曠課紀錄、成績輸入等任

務以設定不同的管理權限。 

好的權限設定，讓進入系統者僅取得相對應有之權限，而非所有

權限或不相稱之權限。例如導師僅能取得該導師班之學生個人資料，

並得以對該班學生個人資料進行修正、輸入成績或列印相關資料等，

但對於同年級之學生個人資料即無法得知；又如生教組需取得學生之

緊急聯絡人及聯絡方式，但不應得以在系統內得知學生之身分證字號

及生日等不相關之資訊。錯誤或太過於寬鬆的權限設定，即可能會引

發學生個資外洩的問題。 

(二) 駭客入侵 

有了良好的權限設定，並不一定可以避免如駭客221(hacker)等「不

速之客」對校務 E 化系統的入侵。而駭客所為何來?根據知名防毒軟體

公司塞門鐵克表示，早期的駭客發佈病毒之目的在於在駭客世界揚名

222，但近年來他們的動機已經轉向利用更有針對性的惡意軟體獲取經

濟利益223。近年有相當多案例顯示學生個資之外洩，乃經由駭客入侵

的管道進行224，而其目的即在於經由盜賣學生個資以獲取經濟利益。 

一般系統管理者對於外來駭客入侵多採網路防火牆225(Firewall)、

                                                
221 駭客原意指的是各方面之電腦專家，但一般多用於貶抑用法，指的是電腦入侵者或罪犯，意似

「cracker」（獪客）或「black-hat」（黑帽），以破壞、竊取個資等違法之電腦高手。 
222 參閱〈攻各校網站 高中駭客為炫耀〉，聯合報，A8 版，2006 年 7 月 29 日。 
223 參閱 http://big5.ce.cn/cysc/it/home/net/200509/20/t20050920_4735502.shtml，〈上半年病毒增至

11000 個 駭客動機由名轉利〉，中國經濟網，檢索日期：2008 年 9 月 16 日。 
224 如最近即發生補習班請駭客入侵多所國中竊取學生個資出售之情事，高雄市國中校務系統遭駭

後僅要求廠商加強網路安全防護，參閱〈17 歲駭客，竊 80 餘所國中個資〉，中國時報，A10 版，

2008 年 6 月 26 日。 
225 網路防火牆是一套是指一套用來明顯區隔兩個(或以上)網路之間的一組軟硬體裝置，使網管人

員得以事先制定種種安全規則，針對網路交通及安全程度，進行過濾控制和調整，最大的目的在於

防止網路遭受入侵。參閱 http://linux.tnc.edu.tw/techdoc/firewall/，Linux 防火牆入門，檢索日期：

2008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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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偵測226(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入侵防禦227(（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IPS)等方式進行控管，但一般中小學面臨到的問題是

受限於經費或技術能力，且實際負責校園網路安全之資訊組或系統管

理師多為教師兼任，其心力多分散於教學工作及行政業務等方面，對

於面對瞬息萬變的資訊時代，其因應之效率乃大打折扣，常無法達到

普遍安全性之要求。一旦發生資安事件，多僅能被動接受區域網路中

心或教育部計算機中心之通知，並完成事後之通報及系統補救作業

228。但對學生個資而言，一旦遭到外洩傷害常常是無法彌補的。 

綜上所述，學校在面臨校務 E 化之進程乃勢不可擋，隨教育部於

2007 年 6 月行文各縣市政府，定於 2008 年起全面實施學生成績及學

籍資料電子交換學生資料後，電子化、線上化之處理模式乃成為常態，

面對 E 化後學生個資保護之挑戰乃無可以避免，在各縣市對於國中小

學校務系統要求不同下，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應加強因應，除遵循法

律對於個人資料保護規範原則外，必須以科技方法輔佐，以減少個人

資訊隱私遭受侵犯229。 

                                                
226 入侵防禦系統是用於防禦網路攻擊的基本配備之一，它的功能主要是用來檢測網路流量當中，

是否夾雜可能存在的惡意封包，並且阻斷傳輸。參閱 http://www.itis.tw/node/1818，資安之眼網站，

檢索日期：2008 年 9 月 15 日。 
227入侵防禦系統系以預防性的措施抵禦各種安全威脅，不需承擔流失合法網路封包的風險，能精準

地辨識、分類、以及阻止惡意的網路封包，參閱

http://www.cisco.com/web/TW/solutions/threat_control/threat_control_solutions/ips.html，CISCO(思科)
網站，檢索日期：2008 年 9 月 15 日。 
228 中小學發生資安事件時，須於 24 小時內通報國家資通安全會報及循內部程序上報行政體系督導

長官，其流程請參閱 https://www.ncert.nat.gov.tw/exer/image/workflow.jpg ，〈國家資通安全會報通

報與應變作業流程〉，資通安全通報應變網站，檢索日期：2008 年 9 月 15 日。 
229 參閱甘大空，《公眾人物隱私權與新聞採訪、報導自由的衝突及其解決之研究》，台北：司法院，

2005 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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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生個資遭受侵害之可能態樣 

在學生參與社會化的過程之中，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其個人資料受

學校的掌握，若遭學校誤用或濫用，對學生隱私權來說是相當大的侵

害。可怕的是這樣子的事件屢見不鮮，例如日前某國小將未繳營養午

餐費的學生姓名及欠繳金額公開在學校網站上
230
，即嚴重侵害學生個人

資料上的隱私權，此舉將家長的問題歸咎於學生身上，以未成年人對

於同儕異樣眼光的耐受度而言，此舉對學生的自尊及成長必然留下陰

影。雖然許多新聞事件過後便平息下來，不一定會成為訟源，但由學

校一方所引發之個人資料侵害仍時有所聞。 

是故，在了解現今中小學學生個資在學校蒐集處理之現況及挑戰

後，本節乃從學校角度來探討學生個資遭受侵害之可能態樣及所招致

的法律律責任，並於次章進行檢討時配合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之檢視，

提出制度上之改進。 

壹、不當揭露 

一、學生個資遭不當公開 

公開，為資訊之持有或維護者即對不特定對象釋出各種資訊，任

何人皆可對釋出之資訊進行閱覽。各級學校資訊公開的優點除可讓外

界對學校有更深的了解外，更重要的是學校與家長資訊對等，家長不

會有受矇蔽之感覺而較容易達成共識；另就公立學校而言，乃有保障

人民「知的權利」231的目的。但承辦人員在公開之前，應確認是否不

當公開學生個資，以免公開之優點沒有達成，又造成學生隱私權之侵

                                                
230 參閱 http://www.ttv.com.tw/097/06/0970620/09706204921702I.htm，〈欠繳營養午餐費 學校公布挨

轟 恐洩隱私傷自尊 校方急撤網頁〉，台視全球資訊網，最後檢索日期：2008 年 7 月 2 日；類似

案例亦可見於〈助學金名單 我家收入 PO 網站〉，聯合報，C4 版，2008 年 1 月 5 日。 
231 參閱「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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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有而面臨訴訟之風險。 

不當公開之侵害依筆者之歸納，又可分為承辦人員不慎公開及「善

意」提供，分別探討如下： 

(一) 遭校方不慎公告 

以中小學而言，學校網站及公告欄常等皆為對大眾公開之管道，

在進行公告前，承辦人員應對含有個人資料等事項進行保護或經當事

人同意以保護個人之隱私權。尤其學校網站現在已成為外界得以一窺

學校運作之重要管道，若有權於網站上公告者不慎公開學生個資，有

可能造成與學生不相關之第三者取與學生聯繫資料或身分資料，而對

學產生危害232。 

(二) 遭校方「善意」提供 

一般見於畢業校友為尋找同學或老師，憑該校畢業生之姓名或級

別，請求校方提供畢業紀念冊或以調閱學籍資料的方式來尋求特定人

之聯絡資料。此種侵害的模式，以多年前某綜藝節目代藝人尋找同學

或老師單元為代表。 

該節目往往會先播出一段自錄之短片以介紹當事人之間的關係，

然後主持人根據尋人者提供之部分線索到處去「蒐集資料」，常見到的

模式便是前往學校或公務機關請求協助，受到請求的學校或機關成

員，往往基於「好心」的提供相關資料給主持人。而在溫馨故事的背

後，我們看到當事人的「個人資料」竟然可以被第三者輕易取得233。

由此案例可知，當時承辦人員對於個人資料保障的法律認知上並不是

很清楚，且對於該管之個人資料在心態上並未重視。 
                                                
232 相關案例請參閱 http://www.itis.tw/node/1346，〈台師大學生個人資料 Google 一覽無疑〉，資安

之眼網站；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3/08/HK0703080041.htm ，〈教院 200 學生資料外洩〉，

香港文匯報，檢索日期：97 年 9 月 15 日。 
233 參閱呂啟元，http://www.npf.org.tw/particle-634-1.html，〈電視節目與個人隱私〉，《國政評論》，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檢索日期：2008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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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當公開之情形一般僅引起大眾關注，但在校方主動撤下公

告或對當事人補行同意後，在我國甚少引發對簿公堂的情形，但若學

生個資見於補教業者或參考書等業者對學生之商業行為，則可能引起

家長的反感而提高訴訟的風險。早期相關業者運用技巧或關係取得學

生名單與聯絡方式，在學生畢業或學期初密集聯絡學生及家長，常造

成學生本身及家長之困擾；近年來補教業者亦隨電腦網路發展而「資

訊化」，使用各式軟體或搜尋引擎從中小學網站得知學生姓名、班級及

電子郵件，若學校有不當之公告，亦可從中得知學生之成績甚至聯絡

方式及經濟狀況234，並從中謀取利益。 

學生個資遭學校不當公開學生資料而起，則當事人除有權提出移

除公告之資料外，若為電腦處理者，相關承辦人員可能面臨「電資法」

規範之刑責；另外不管是否為電腦處理，相關承辦人員可能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235，公立學校人員若對第三者之申請判斷錯誤亦可能面臨行

政處分236。 

二、學生個資遭不當閱覽 

正當教育權益(Legitimate Educational Interest)者，乃指能接近、使

用個別學生之相關資料的權益，一般而言擁有者多為與學生相關之行

政人員、導師及受學校聘僱者237。但並非所有與學生有關之人員皆可

                                                
234 同註 230，若學生經濟狀況遭公開，除有道德風險外，若遭有心業者蒐集利用則可能引發法律

問題。 
235 依電資法第 30 條規定：「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公務機關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非公

務機關適用民法之規定。」，另外若為非電腦處理者，在民法上也應該認為構成侵害學生之隱私權

法益，得適用民法第 184、195 條請求賠償；另遭商業行為使用者若因果關係成立，亦可能面臨連

帶賠償責任。 
236 參閱法務部 2005 年 11 月 1 日法律字第 0940033446 號函。本人（資訊之主體）就其個人資料依

個資法之規定行使權利時，自應優先適用該法(電資法)之規定處理。但本人以外之第三者，向政府

機關申請提供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時，因該個人資料亦屬政府資訊之一部分，故除須符合個資

法有關利用之規定外，尚須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判斷有無限制公開或提供之情事；如有限制公開

或提供之情事，縱使符合個資法有關得利用之規定，仍不得公開或提供之。  
237 See http://nces.ed.gov/pubs2004/2004330.pdf , Forum Guide to Protecting the Privacy of Student 
Information: State and Local Education Agencies, p51, accessed on 2008/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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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學生所有個資，例如同為導師，A 班之導師可擁有閱覽學生之姓

名、生日、電話、住址及所有科目之成績紀錄，但同樣任教 A 班之 B

導師僅能擁有姓名及任教科目之成績等權限。若學校在設定學生個資

閱覽取用之權限上未予以注意，致使無正當教育權益者可以在未經同

意下，對學生個資進行閱覽甚至抄錄、影片、複製或傳播某些學生個

資，因其對於所閱覽之學生個資保護並不帶相對之責任，除學生個資

遭受侵害外，若無相關使用紀錄備查，承辦人員容易招致不當公開之

民、刑事及行政責任。 

此外，無正當教育權益者之閱覽亦有可能造成閱覽者對學生個人

之片面了解，而對其形象錯誤的解讀或剖繪，而此錯誤的解讀若遭到

傳播，亦有可能會引發妨害名譽等刑責並造成損害賠償的可能性238。 

貳、不當維護 

一、學生個資未妥善保存 

學生個資之保存可分為於紙本紀錄與電子檔案兩種載體，紙本形

式之紀錄若未以上鎖等方式加以妥善保存，很容易遭到未具正當教育

權益者或不相關之第三者窺探，另外亦有可能造成載有學生個資紙本

之遺失而造成侵害；而電子形式之個資檔案若未予以加密處理並儲存

於權限清楚之個人使用之電子產品內，則與紙本紀錄之形式未上鎖雷

同，亦容易造成學生個資之侵害。 

以紙本紀錄來說，如學生聯絡名冊(通訊錄)因常使用於通知家

長，而被置放於電話旁或是押於透明之桌墊下而遭窺探或竊用；另外

若以檔案形式存在之學生個資遭置放於公用電腦內，除容易遭窺探

外，若檔案遭刪改會影響學生個資之正確性，而在遭複製時亦難以發

                                                
238 Nathan L Essex (2004), Confidentiality and Student Records: Ten Ways to Invite Legal Challenges, 
The Clearing House, Vol.77 No.3, pp.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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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資料已外流而造成學生個資之侵害，相關人員需負損害賠償責任
239
，

公立學校之相關人員則可能另負行政責任。 

二、學生個資未更正 

學生個資之蒐集，乃為學校行政及教學活動之必要，除需符合「特

定目的原則」外，個人資料應為正確、完整並應依利用目的為必要之

更新。更正請求乃源自於資訊自決權，其發動應由學生本人或法定代

理人提出，除了更正外，亦可提供資料之補充。 

若學生個資不正確或未予以更新，則儲存機關有可能做出錯誤之

決策，或造成利用該資料之相關人員無法完成其業管工作而影響學生

之權益，例如因成績資料未正確而影響其獎學金資格、或學生之身分

別錯誤影響其接受補助資格與否等，皆屬對學生個資之侵害，對學校

而言，學生個資不正確將造成行政及教學效率降低之外，若造成當事

人之權益受損，相關人員需負損害賠償責任240，公立學校之相關人員

則可能另負行政責任。 

參、不當評核 

一、置入與事實不符之內容 

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18 條之規定，

教師應以通訊、面談或家訪等方式，對學生實施生活輔導，必要時做

成紀錄。而學校對於學生之而一般學校為輔導績效會要求處理之導

師、認輔教師或訓導處進行輔導管教過程之紀錄，若該紀錄中對於學

生日常生活發生之事件未予以正確記載人、事、時、地、物和證據，

                                                
239 電腦處理者，依電資法第 17 條規定：「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

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但對於該公務機關專人辦

理安全維護事項未有罰則，但一般肯認應負相關之行政責任，並對權利受損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非

公務機關則可由目的主管機關限期改正、罰鍰、撤銷許可或登記，並應對權利受損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另外非電腦處理者在民法上也應該認為構成侵害學生之隱私權法益，得適用民法第 184、195
條請求賠償。 
240 同註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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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可能在未來處理紛爭及救濟時引發另外的危機，若屬故意為之，

則涉及偽造文書之刑責；如不當的紀錄內容導致學生的錯誤形象或未

正確之資料遭媒體引用即有可能導致妨害名譽之刑責及相關的損害賠

償責任問題，公立學校老師亦需負相當之行政責任。 

二、置入過度主觀之陳述 

類似上述置入非事實之陳述，學生個資若有評核性質者，例如依

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成績評量準則第 7 條之規定，除量化紀錄外，另

輔以文字描述時，應依評量內涵與結果予以說明，並提供具體建議。

而文字描述乃帶主觀之價值判斷，其正確與否因屬於價值評論之內容

而非「正確性原則」所能拘束241。但若該內容過度主觀且帶有負面價

值之陳述，則該學生個資容易對閱覽之相關人員產生錯誤之個人形

象，若對其有外在的批評，可能有人格權侵害之可能，甚至引發妨害

名譽等刑責。 

以學期之文字描述而言，不管是學生本人或家長，甚至同學都有可能

閱覽(本人同意下)，若任教老師對於學生之描述，採用過度主觀且負面

之描述，雖未必引起法律問題，但易引起學生及家長之反彈；但若老

師於課當上公開陳述其文字描述則有妨害名譽及損害賠償責任的問

題，公立學校老師更需負相當之行政責任。 

綜上所述，學生個資之侵害主要在於不當揭露、不當維護及不當

評核，而學校教育人員在發生上述侵害態樣之後，可能招致民、刑事

訴訟風險，而公立學校另外可能面臨行政處分，不可不慎。 

                                                
241 參閱許文義，同註 14，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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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中小學學生個人資料保護之檢討 

第一節 以個人資料保護原則檢視現行法制規範 

學校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需對學生成績、輔導管教進行紀錄，而

行政處室基於業務必要，亦需維護學生之學籍資料、成績評量紀錄及

輔導管教紀錄；而各國中、小學在進行上述各項紀錄之管理上，已經

隨資訊基礎建設的發展，成為 E 化的重點工作，而這個部分已然與「電

資法」產生相當之關聯性。故本文認為有關之學生個資蒐集、處理及

利用之規範，除依「國民教育法」授權訂定相關辦法外，有關學生個

資保護的部分，當以「電資法」為上位法規，基於學生之人格權等保

障下受到相當之約束；而學校對於學生個資保護之達成，端視是否符

合「電資法」中所規範之個人保護原則。 

據此，本節乃依「電資法」所認定之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作為檢

視我國學生個資保護法制之基準；而檢視的方法，乃以第五章所論及

之學籍、成績評量及輔導管教辦法為對象，以有無提出與個人資料保

護原則相關文字之說明為標準，進行分析並提出檢討。 

 

壹、學籍處理部分 

學籍紀錄之處理，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6 條之規定，直轄市、

縣（市）應對於學生學籍資料之建立、管理及使用事宜訂定辦法。筆

者乃以我國首善之都「臺北巿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為例作為

說明，該辦法若以個人資料保護之一般性原則來檢視，可歸納為表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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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相關條文 說    明 

限制蒐集原則 第 1 條 為達成「國民教育法」第 6 條規定之

法定任務必要時建立 

正確性原則 第 8 條 

未明文強調需保持資料之正確性，僅

提出學生轉出、轉入時，應立即登錄

在轉出、轉入紀錄簿內，每學期應繕

造學生異動名冊備查 

目的明確化原則 第 1 條 為規範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資

料之建立、管理及使用事宜訂立辦法 

限制利用原則 第 11 條 學生之學籍資料，非依法令不得提供

閱覽、抄寫、複印、複製或攝影 

安全保護原則 第 11 條 
學生學籍資料之有關文書、簿冊或電

磁紀錄，應專人妥慎保管，並列入移

交 

政策公開原則  
未提及，但學籍管理辦法上網公告方

式對一般人公開 

個人參與原則  
未明定學生或家長可以對個資行使

控制之程序 

責任原則 第 11 條 

如有遺失、毀損或非依法令交付他人

或使他人知悉學生個人資料者，依相

關規定辦理，但未說明責任之歸屬(若
依「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則

應為教務處之職掌範圍)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6-1-1 之整理，透過對於學籍管理辦法之檢視，可以看出來

臺北市於 2008 年修訂之辦法較符合限制蒐集原則、正確性原則、目的

明確化原則、限制利用原則、安全保護原則、責任原則等個人保護原

則，但對於個人參與原則則無相關敘述，其主要原因可能為國中小依

據「國民教育法」第 6 條之規定，即可取得學生個資(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按學區分發入國民中學(資料亦隨之移轉)；另外國小部分則由由戶

政機關調查造冊，送經直轄市、縣 (市) 政府按學區分發，並由鄉、鎮 

(市) 、區公所通知其入國民小學)，並毋需家長之同意，自然亦無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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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限制行為能力之未成年人(滿 7歲未滿 20歲) 是否得以行使其資訊

之自決權242，也沒有規定當事人是否得以抗拒學校之蒐集行為243。此

外，雖然對於政策公開原則並無相關之規定，但配合政府資訊公開之

作業，相關法制規範由臺北市法規委員會公告，可輕易從網路上獲悉，

雖然方式為被動得知，雖可認定部分符合政策公開原則，但可於入學

通知或學期初進行個資保護政策說明。 

貳、成績評量部分 

成績評量管理部分中小學成績評量之處理，乃由直轄市、縣(市)

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制定具體辦法，

一般而言仍以準則之規範為主。為求正本溯源，筆者乃直接以教育部

頒「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為例，輔以「臺北市國中學生成

績評量辦法」244加以說明。以個人資料保護之一般性原則來檢視之，

可歸納為表 6-1-2： 

表 6-1-2 

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相關條文 說    明 

限制蒐集原則 第 1 條 為達成「國民教育法」第 13 條規定

之法定任務必要時建立資料庫 
正確性原則  未明文強調需保持資料之正確性 

目的明確化原則 第 2 條 

為達成「學生成績評量旨在了解學

生學習情形，激發學生多元潛能，

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肯定個別學習

成就，並作為教師教學改進及學生

學習輔導之依據」建立 
 

                                                
242 根據本文對美國 FERPA 法案之理解，中小學生年齡之資訊自決權仍由其家長(法定代理人)行使

之，我國目前則無年齡之相關規定；但原電資法修正草案初稿第 18 條提出「未滿 12 歲之兒童蒐集

其本人或家庭成員個人資料時，應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規定，後因以「12 歲」為界限，

與民法 20 歲前未成年之規定迥異而取消，請參閱《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研究修正實錄(上)》，

法務部：台北，2004 年，頁 481。 
243 家長若依「電資法」之規定要求學校停止電腦處理可能成為法律競合問題。 
244 2003 年 5 月 14 日臺北市政府(92)府法三字第 09202875400 號令訂定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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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利用原則 第 10 條 

成績評量結果及紀錄，應本保密及

維護學生權益原則，非經學校、家

長及學生本人同意，不得提供作為

非教育之用 

安全保護原則 第 10 條 

成績評量結果及紀錄，應本保密及

維護學生權益原則，非經學校、家

長及學生本人同意，不得提供作為

非教育之用 

政策公開原則 第 6 條 

1. 成績評量方式，由任課教師依教

學計畫在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

說明，並負責評量 
2. 準則以上網公告方式對一般人

公開學生成績評量方式 

個人參與原則 第 10 條 

1．未明定學生或家長可以對個資行

使控制之程序 
2．成績評量結果及紀錄，應本保密

及維護學生權益原則，非經學校、

家長及學生本人同意，不得提供作

為非教育之用 

責任原則  

未明定個資不當蒐集、處理及利用

之責任歸屬，但依據「臺北市國民

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第 18 條之

規定，直接指定學習領域評量負責

處室為教務處，日常生活評量紀錄

則應由訓導處或學生事務處主辦，

各任課教師及導師應配合辦理，是

故亦可解釋上述處室及人員應就其

成績評量個資保護負責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對成績評量準則之檢視，可以看出來準則較為符合限制

蒐集原則、目的明確化原則、限制利用原則、安全保護原則、政策公

開原則、個人參與原則等個人保護原則，但對於正確性原則、責任原

則等則無相關敘述。實務上雖然未提及正確性原則，但因家長、教師

對於成績正確性十分重視，一般不會出現太大的爭議；而系統安全保

護及責任歸屬亦無規定，但一般由教務處註冊組、資訊組負責，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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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課教師及導師亦應就其所處理、利用之學生個資負維護之責。不過

就法論法，各縣市對於相關人員之權利義務應予以明定，以建立學校

依法行政之遵循管道。 

參、輔導管教部分 

輔導管教部分，以教育部頒「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注意事項」為例，輔以「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說

明，以個人資料保護之一般性原則來檢視，可歸納為表 6-1-3： 

表 6-1-3 

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相關條文 說    明 

限制蒐集原則  
未明定紀錄之依據，且未說明輔導

與管教紀錄之蒐集內容及範圍 
正確性原則  未明文強調需保持紀錄之正確性 

目的明確化原則  
僅說明輔導與管教之目的，未論及

紀錄之目的 

限制利用原則 注意事項

第 17 條 

教師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

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

得對外公開或洩漏 

安全保護原則 注意事項

第 36 條 

未就普遍之紀錄規定保密，但提出

學校通報家暴、性侵等事件時，應

以密件處理，並注意維護被害人之

秘密及隱私，不得洩漏或公開 

政策公開原則 注意事項

第 16 條 

1. 學校應對學生及監護權人公開

學校所訂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校規、有關學生權益之

法令規定、權利救濟途徑等相關

資訊 
2. 注意事項及須知以上網公告方

式對一般人公開學生成績評量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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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第 15 條 
教師應依學生或其監護權人之請

求，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 

注意事項

第 16 條 

1.訂有監護權人或學校家長會對學

校所訂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及其他相關事項有不同意見時，得

向教師或學校提出意見，但未明文

規範可否對紀錄本身提出意見 
2.教師或學校於接獲意見時，應溝

通協調及說明理由，認為監護權人

意見有理由時，應予修正或調整；

認為無理由時，應提出說明 

注意事項

第 17 條 

學生或監護權人得依政府資訊公開

法、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

向學校申請閱覽學生個人或家庭資

料 

個人參與原則 

須知 
第 6 條 

家長向學校申請閱覽學生個人輔導

資料，除學校依法令負有保密義

務，或知悉該家長有遭停止親權、

監護權或不適格之情形外，不得拒

絕 

責任原則  
未明定個資不當蒐集、處理及利用

之責任歸屬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教育部頒「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及「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之檢視，可以看出來輔

導與管教紀錄部分之規定較為符合限制利用原則、安全保護原則、政

策公開原則、個人參與原則，尤其是對於個人參與原則部分與學生本

人學習成長有密切的相關，有相當篇幅的論述，但對於限制蒐集原則、

正確性原則、目的明確化原則等則無相關敘述；其主要原可能為上述

輔導與管教辦法非針對紀錄而規定，故其目的及限制蒐集之規定並未

說明，而對於個資不當蒐集、處理及利用之責任歸屬亦無敘明。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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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對於安全保護及責任歸屬一般則由各承辦處室負責；但同成績

評量之說明，仍應對於相關人員之權利義務予以明定為佳。 

綜上所述，檢視有關於學籍紀錄、成績評量紀錄及輔導管教紀錄

之各項辦法，普遍上對學生個資保護皆有相關論述，但僅為其中一小

部分；其主因在於上述辦法為規範學校教育行政業務之程序及內容，

對學生個資保護之規定為其行政作為之附帶條件。故從本節討論觀

之，各項辦法雖已融入資訊公開、保密等規範，但以八大個人資料保

護之原則檢視，仍顯分散且破碎，有待教育主管機關改善，讓學校有

所依據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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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以美國 FERPA 法案規制檢視現行法制規範 

除了透過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來檢視中小學學籍、成績評量及輔導

管教辦法外，藉由本文所介紹之美國 FERPA 法案規範來檢視我國學生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等制度性規範，亦有助於補足現行制度之

缺失，並可提供我國未來修正的方向。 

FERPA 規制之內容，主要提供家長使用與修正其子女之教育紀

錄，並對於學校揭露學生紀錄的行為行使同意權，並避免學校在沒有

家長同意的狀況下，揭露學生紀錄或個人可資識別資訊給第三者。相

較於個人資料保護原則有跡可循，FERPA 所規定之內容較為繁瑣，本

文擬根據第四章之研究，以是否明定教育紀錄之具體內容、當事人權

利(知悉權、修正權、救濟權、向第三者揭露同意權)內容及權利限制說

明與否三項權利內涵，作為檢視之基準。以下仍循上節作法，分為學

籍處理、成績評量、輔導管教三個部分，以進行分析並提出檢討。  

壹、學籍處理部分 

以下以「臺北巿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為例說明，該辦法

若以美國 FERPA 法案規制來檢視準則，可歸納為表 6-2-1： 

表 6-2-1 

FERPA 規制 相關條文 說    明 

教育紀錄之內容 第 4 條 明定學生學籍紀錄表應載明各

項學生個人資料 

當

事

人

權

利 

知悉權  

1. 未說明當事人是否得以申請

獲得學籍紀錄相關資訊以及

相關程序 

2. 學籍辦法上網公告方式對一

般人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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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權  
未明文規定當事人是否得以修

改學籍紀錄中錯誤或者容易引

起其他人誤解的紀錄 

救濟權 第 11 條 

未說明當事人若對學校處理學

生的學籍紀錄有受到侵害而有

損隱私時，是否得以進行申

訴。僅於第 11 條有「學生學籍

資料之有關文書、簿冊或電磁

紀錄，應專人妥慎保管，並列

入移交，如有遺失、毀損或非

依法令交付他人或使他人知悉

學生個人資料者，依相關規定

辦理」之規定 

向第三者揭

露同意權 
 

未說明向第三者公開時之同意

權行使 

權利的限制 
第 11 條 

 
第 8 條 

1. 學生之學籍資料，非依法令

不得提供閱覽、抄寫、複印、

複製或攝影。但學校教職或

輔導人員，因實施教學或輔

導學生而有使用學生學籍資

料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2. 第 8 條有關轉學之規定亦表

示轉學需有資料之移轉當事

人並不得拒絕之意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6-2-1 之整理，透過對於學籍管理辦法之檢視，「臺北市國

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明確指出學籍紀錄應登載之事項，符合

FERPA 規制中明定教育紀錄之內容，但辦法中對於當事人權利中之知

悉權、修正權及向第三方揭露同意權無明確之敘述，而救濟權僅說明

「依相關規定辦理」，而其相關規定究竟意指失職人員懲處規定或是救

濟規定亦不夠明確。其主要原因可能為該辦法規範學校資料之建立、

管理及使用事宜，較偏重於學校一方，並未考量「管理」亦需與當事

人進行對等之溝通，忽視家長及學生能依據資訊自決權以參與學籍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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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建構之權利。雖然未明確談到當事人權利，但對於權利之限制倒是

提到符合「正當教育權益」之教職人員，應不受當事人權利之限制，

在實施教學或輔導學生而有使用學生學籍資料時，並不需要家長之同

意，此乃明顯失衡，主管機關應予以修正。 

 

貳、成績評量部分 

成績評量部分，仍以教育部頒「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為例，輔以「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245說明，以美

國 FERPA 法案規制來檢視，可歸納為表 6-2-2： 

表 6-2-2 

FERPA 規制 相關條文 說明 

教育紀錄之內容 第 7 條 
明定成績評量紀錄為學習領域

成績評量紀錄、學生日常生活

表現紀錄 

當

事

人

權

利 

知悉權 第 8 條 

1. 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紀

錄，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

知家長及學生一次；其次

數、方式、內容，由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定之。 
2. 「臺北市成績評量辦法、第

22 條則依上述準則規定「學

生成績評量紀錄，學校應分

別於實施定期評量及學期結

束後，以書面通知家長或法

定代理人及學生」 
3. 準則以上網公告方式對一般

人公開學生成績評量方式 
 

                                                
245 2005 年 6 月 1 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4)北市教中字第 09434117800 號函訂頒，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 2006 年 9 月 11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536965200 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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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權  
未明定家長是否擁有要求修改

學生成績評量紀錄中錯誤或者

容易引起其他人誤解的紀錄 

救濟權  
未明定當事人若對學校處理學

生的成績評量紀錄有有損隱私

時，是否得以進行申訴 

向第三者揭

露同意權 第 10 條 

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結果

及紀錄，應本保密及維護學生

權益原則，非經學校、家長及

學生本人同意，不得提供作為

非教育之用 
權利的限制  未明定當事人之權利限制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6-2-2 之整理，透過對教育部頒「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

準則」之檢視，可以看出來該準則明確指出成績評量紀錄應登載學習

領域成績評量紀錄及學生日常生活表現紀錄，符合 FERPA 規制中明定

教育紀錄之內容。而辦法中對於當事人權利中之知悉權有所著墨，規

定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紀錄，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

及學生一次，而臺北市之補充規定中，更明定更規定所轄中小學應於

「實施定期評量及學期結束後」通知家長知悉評量結果，對於知悉權

之行使有相當明白的規定，其原因可能在於成績變動較為頻繁，另外

又與升學相關，家長較為關心，故對於當事人知悉權利多所著墨。 

除了知悉權，對於當事人權利中向第三者揭露同意權亦明確規範

需經學校、學生、家長同意才能進行「非教育使用」，但成績評量拿來

用於「非教育使用」如司法案件調閱等狀況不多，但諸如公布全班甚

至全校成績「教育之用」作法亦違反學生隱私權益246，究竟有須分為

教育之用或非教育之用?似有衡量的空間。此外相較於知悉權及揭露同

                                                
246 須注意就算在校內課程使用符合「教育之用」的前提，學生成績評量紀錄亦可能遭到未具正當

教育權益者窺視而使其權益受損，詳參前章學生個資遭受侵害之可能態樣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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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權，修正權、救濟權及對於權利的限制亦無說明，故仍不完整。 

 

參、輔導管教部分 

輔導管教部分，仍以教育部頒「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

法注意事項」為例，輔以「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

說明，以美國 FERPA 法案規制來檢視，可歸納為表 6-2-3： 

表 6-2-3 

FERPA 規制 相關條文 說明 

注意事項第 18 條 

有「教師應以通訊、面談或家

訪等方式，對學生實施生活輔

導，必要時做成紀錄」之規定，

但紀錄內容為何未明定 
 

教育紀錄之內容 

注意事項第 44 條 

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起申訴。…言詞作成之紀錄，

應載明學生或代理人姓名、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就學之年級

及班級或服務單位、住居所、

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等事

項 

注意事項第 15 條 教師應依學生或其監護權人之

請求，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 

注意事項第 16 條 

學校應對學生及監護權人公開

學校所訂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校規、有關學生權益

之法令規定、權利救濟途徑等

相關資訊 

當

事

人

權

利 

知悉權 

注意事項第 17 條 

學生或監護權人得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

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及相關規定，向學校申請閱覽

學生個人或家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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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第 6 條 

家長向學校申請閱覽學生個人

輔導資料，除學校依法令負有

保密義務，或知悉該家長有遭

停止親權、監護權或不適格之

情形外，不得拒絕 

修正權  
未明定家長可擁有要求修改輔

導與管教紀錄中錯誤或者容易

引起其他人誤解的紀錄 

救濟權  
未明定當事人若覺學校紀錄有

損隱私時，是否得以進行申訴 
向第三者揭

露同意權  
未明定向第三者公開時之同意

權行使 

權利的限制  
未同於學籍處理辦法之規定，

明定為輔導學生而有使用之必

要者不在此限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 6-2-3 之整理，透過對教育部頒「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及「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之

檢視，有關輔導管教紀錄之內容並未明定，僅說明實施生活輔導時應

作紀錄，另外在進行申訴的程序時應以書面載明學生個人相關事項，

不符合 FERPA 規制中應明定紀錄之內容，主要原因可能在於其具體內

容由學校單位統一提供，並不須於辦法中明定247。 

另外，有關家長及學生知悉權部分，係屬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說

明，基於資訊公開之故，說明十分詳盡。有關修正權及救濟權248部分

未予以明定，其原因應為注意事項非專為個資保護設計有關。另外，

向第三者揭露同意權之行使亦無明定，但以美國案例來看，這部分之

紀錄(包含個人資料之懲戒紀錄)一般不得揭露，在我國除非基於通報義

                                                
247 參閱「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第 44 條。 
248 注意事項及須知中之救濟權為針對輔導管教作為失當部分之救濟，非指侵害個資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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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者，否則不得將學生相關個資揭露於第三者249；且未同於學籍處理

辦法之規定，明定為輔導學生而有使用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綜上所述，有關於學籍紀錄、成績評量紀錄及輔導管教紀錄之各

項辦法，對於教育紀錄之具體內容大體上皆有規範，但對於當事人權

利部分則有相當大的落差，其中以知悉權最為符合，但修正權及救濟

權部分則多無規定，而權利限制部分亦為如此。是故，經美國 FERPA

法制規範檢視我國相關規範，仍可見規定分散且不完整亟待改進。 

                                                
249 參閱「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第 35 條，惟該條亦未敘明通報是否仍需

經當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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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現行學生個資保護體系之破與立 

本章第一、二節分別以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並參考美國 FERPA 法案

規制，對我國中小學現行有關處理學生個資之辦法進行檢視，發現與

學生個資保護有相當關係之學籍、成績評量及輔導管教辦法之規定在

體系上並非十分完整。經本文之研究，其中部分原因乃為上述辦法規

範學校行政行為及處理師生關係的依據，學生個資保護僅為其中的一

部分，故無法完全予以說明。 

個資保護既為學生為維護隱私權、實現資訊自決權之基礎，教育

主管機關應提出可行且明確之規準以供學校遵行。再則學校教育人員

對於學生個資之侵害不斷發生，除了分散而複雜之規準讓教師無法清

楚理解個資保護體系的觀念外，沒有正視校務 E 化後對學生個資保護

的挑戰亦是主因。是故，隨學生資料電子化且可線上存取的時代來臨，

藉由制度規準之訂定，以促進教育人員個資保護之認知為必要且具急

迫性。 

本文認為，以學生個資保護之重要性，需跳脫現有學生資料蒐集、

處理、利用辦法中分散之保護規定，應由教育部統籌規劃原有學籍、

成績評量及輔導管教辦法中有關個資保護的部分，考量學校、學生、

家長三方之權利義務，並配合校務 E 化之發展，訂定學生個人資料保

護準則或注意事項，以整合各種辦法中有關個資保護的部分，以建立

較完整之學生個資保護體系。 

由教育部統籌規劃的原因，乃因學生個資保護具有權利之普遍

性，不宜由地方政府設定，以避免各方對學生權利看法不同、一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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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產生爭議250；另以法律保留原則來看，有關學生權利事項，本應

在法律上予以明定，但考量為學生權利單獨立法困難度頗高，而學生

之個資受保護權利已可由「電資法」等法所延伸，故由教育部籌畫並

基於職權以行政規則頒行似較為可行251。而有關訂定準則中之規範，

根據本文對於「電資法」及美國 FERPA 法制之研究，應包含下列三項： 

壹、明定蒐集、處理學生個資之目的與內容 

「電資法」規定對個資之蒐集或電腦處理非有特定目的，並符合

法令規定職掌必要範圍內者、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對當事人權益無

侵害之虞者不得為之，意即蒐集或電腦處理學生個資之特定目的為必

要之條件，而該特定目的應於準則或辦法中敘明。 

環顧學籍、成績評量及輔導管教辦法，經歸納雖然可以看出蒐集

處理學生個資之目的，為學校行政或教學活動所必需，除學籍辦法較

為明確外，其他離「明定」之境界仍有不足。是故，基於目的明確化

原則、限制蒐集原則及限制利用原則，應對學生個資(包括但不限於學

籍、成績評量及輔導管教資料)蒐集或處理(包含非自動化之處理)之特

定目的予以明文規範。 

若以 FERPA 規制來看，學校保有之學生個人資料，可再分為個人

可資識別之個人資料及有關成績、獎懲等紀錄。我國若制定相關準則

或辦法，除了參考國外之法制外，其細項其實可根據「國民中小學－

學生學籍／成績／健康資料交換規格標準 3.0 版」交換規格標準文件

中之基本欄位及交換欄位進行設定。該標準提出電子化之學生資料至

                                                
250 學生權利以特別權力關係說、消費者保護說、契約關係說等理論視之，會有不同之結果，參閱

林盈君，同註 177，頁 26-28。 
251 以教育部制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為例，乃由立法院通過「教育基本法」修

正案時採附帶決議，要求教育部與全國教師會於 6 個月內研擬完成，以使基層教師對於輔導管教有

一明確可循之處理原則，參閱 http://140.111.34.180/news_detail.php?code=01&sn=289，教育部愛的

教育網，檢索日期：2008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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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應有基本資料、學期資料(含學期總成績、訓導紀錄、輔導資料) 、

學生異動資料(已有在籍、轉出、畢業、休學、繼續就讀等相關資料) 及

期中資料(含學期中各科目現有成績) ，其中諸如學期資料、學生異動

資料、期中資料即類似於 FERPA 之教育紀錄，而基本資料即為可資識

別之個人資料，是故，本文認為以上紀錄項目經歸納後，即可用於學

生個資保護之具體內容。 

上述資料形成之紀錄應受到學校保護，惟需注意的是，除了經電

腦處理之個人資料外，有關學校內與學生個資有關之紙本紀錄應予以

納入；而根據本文對美國 FERPA 之研究，對於何者屬於教育紀錄之內

容，仍不斷經由判決及社會共識，透過行政解釋予以擴充更新。如美

國其對於教育紀錄最新之定義為 2008 年提出252，其新穎且考量資訊化

影響之說明，可為我國訂定相關辦法之參考。 

貳、明定當事人權利及行使程序 

當事人乃指在學中之學生及其家長(法定代理人)，就參考美國

FERPA 之規制而言，應明確定義學生及家長253之身分，而後才規範當

事人之權利及其義務。有關當事人之權利根據「電資法」之規範，應

包含查詢及請求閱覽權、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電腦處理及

利用、刪除；就中小學生部分，經本文之歸納當事人應具有知悉權、

修正權、向第三者揭露之同意權及隱私權遭受侵害之救濟權。其中知

悉權對學生及家長而言較常接觸且多無疑義，而現行之學籍、成績評

量及輔導管教辦法亦多所著墨，惟部分行使資訊自決權如修正權部分

                                                
252 同註 157、158，其內容即為美國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補充規定，俟公眾提出建議並檢討後，形

成正式規定。 
253 「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第 6 條即訂有「家長向學校申請閱覽學生個人輔導

資料，除學校依法令負有保密義務，或知悉該家長有遭停止親權、監護權或不適格之情形外，不

得拒絕。」之說明，已提及家長身分若在法律上之地有所變動即不可閱覽學生個人輔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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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家長發動，而救濟權亦是如此254，但依法律保留原則，仍應予以

明文規範較為適宜。 

救濟權為實現正當法律程序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以美國 FERPA 法

案為例，當事人若覺得相關權益受損，可要求學校召開聽證會進行處

理，另外亦可向美國教育部家庭政策執行辦公室進行申訴。以我國而

言並無聽證會之制度，根據「電資法」規範，則僅能以請求國家賠償

或民事上之賠償為救濟255。但若未來有法源基礎下，亦可成立個資遭

受侵害之申訴管道，並於準則中說明申訴之步驟，一則節省司法資源，

二則成為保障當事人救濟權的好方法256。 

而當事人權利限制之部分，以參考美國 FERPA 法制並配合我國國

情來看，就當事人之知悉權、修正權部分較無所謂限制，而未經同意

即可揭露的部分至少應包含符合正當教育權益之教育人員、欲轉學之

學校相關人員、教育主管機關授權之代表、學校合法委任之組織團體

等對象，應在訂定準則或辦法時予以敘明。 

參、明定學校之義務及責任歸屬 

學校之義務，除了維護當事人權利外，主要在於實現對學生個資

安全保護原則及責任原則之達成。 

在安全保護原則下，依「電資法」之規定，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

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販賣或洩漏，

而本法施行細則亦有規範公務機關應訂定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安全維護

                                                
254 救濟權應可分為行政上之權利救濟及民事上之損害賠償。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請求權，在國中

小階段學生為限制行為能力者下，一般由法定代理人發動；但法定代理人以限制行為能力者之名義

代理為之時，仍需注意不能違反其明確之意思為限，參閱曾世雄，《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學林文

化：台北，2002 年，頁 153-154。 
255 依「電資法」對公務機關之規範，以電腦處理者才能依法進行國家賠償，非電腦處理者仍需以

民事賠償為主，此部分仍待新法修正統一。 
256 即便是「電資法」修正草案亦無提及申訴之管道，若能如「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性騷

擾防制法」第 6 條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7 條之規定設立相關

申訴處理委員會，將對於學生個資之保護可收、即時處理、就近預防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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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其內容包括資料安全、資料稽核、設備管理及其他安全維護等

事項，可作為制定相關準則之依據。 

實務上所有學生學籍、成績評量及輔導管教紀錄之建置，多數皆

已採數位化並存放在資料庫中，在面臨系統安全可能遭受侵入的威脅

下，準則中應明定疌供學生個資儲存、修改或查詢之主機，除嚴格設

定權限、資料之傳輸應以加密處理外，在實體安全方面，儲存個人資

料之主機、主機所在機房亦應有適當之管制；教育主管機關應不定時

稽核下轄學校對於資訊安全維護的程度，以維護學生個資之安全257。 

另外，對於教育人員侵害學生個資者，依責任原則來看應負相關

法律責任。對此「電資法」規定若公務員有違法侵害人民權利，應負

賠償責任，受侵害之當事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程序請求之，若為非公務

機關(私立學校)有不法侵害個人權益者，則可依民法採民事途徑進行求

償；若有故意或意圖營利而違「電資法」或「刑法」妨害祕密或妨害

電腦使用罪部分，則應負刑事責任。 

依本文對現行制度之研究，教師及教育人員處理日常活動之資料

保護應由其個人負責；行政處室部分，學籍及學習領域成績評量資料

屬教務處負責，日常生活成績評量由訓導處負責，輔導管教紀錄部分

則由輔導室負責(訓導處亦可能相關)。依據目前現行辦法職掌之規定，

視侵害個案之不同，在釐清責任歸屬後，由相關人員負責應無疑義。 

此外，學校若發學生個資侵害情事，究竟由誰負安全保護之責？

本文參考教育部頒「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

辦法」258、「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作業程序」259之規定，

                                                
257 對於資訊安全之規範主要包含有上網安全、系統安全、實體安全、人員安全與對相關法令之基

礎認知等，請參閱《國中、小學資通安全管理系統實施原則》，台北：教育部，2007 年，頁 1-6。 
258 1997 年 2 月 12 日教育部 (86) 台參字第 86013398 號令訂定。 
259 1996 年 10 月 15 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85)北市教統字第 85246225 號函訂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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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僅設定應為「專人」管理或稽核，並未明確指定。本文認為，除非

校長指定專人，否則依據學校行政工作職掌來判定，至少教務處資訊

組、註冊組及輔導室資料組應為管理學校個人資料之專人。 

綜上所述，現行學生個資保護之規準多分散於各種處理學生事務

之辦法中，基於學生個資保護之重要性與急迫性，本文認為，思惟上

需跳脫現有學生資料蒐集、處理、利用辦法中分散之保護規定，由教

育部統籌規畫訂定學生個人資料保護準則或注意事項。訂定之準則或

注意事項至少應包含蒐集、處理學生個人資料之目的與內容、明定學

校之義務及責任歸屬、明定當事人權利及行使程序，以確認學生個資

保護符合個人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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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文首先說明個人資料之定義，並陳述個資保護的相關概念，並

依據文獻介紹個人資料保護原則通說，來探討個資保護之權利基礎及

法制規範。另外，介紹美國保護學生個資專法 FERPA，以作為我國相

關規範之啟示；接下來說明我國現行中小學對於學生個資保護的制度

規範，並探討校務 E 化的現狀及影響。最後依據以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及美國 FERPA 規準，檢視我國現行蒐集、處理及利用學生個資的各項

辦法以提出檢討與建議。根據本文之研究，提出下列結論： 

壹、學生個資應受良好的保護 

基於下列理由，國中小學生個資應受良好之保護： 

一、基於個資保護之權利基礎 

個資保護之權利基礎，始於對人性尊嚴的保障。而源自於人性尊

嚴的資訊自決權，肯認個人對於提供國家或私人機構利用資料之控制

權，是個人自決、自治表現之基礎，為個資受保護之具體呈現。另外，

以美國所形成的隱私權及其後發展之資訊隱私權，亦指出個人屬性等

隱私內涵為個資保護之重要內容。是故，從上述權利基礎來看，就普

遍適用來說，所有人之個資應受保護並得以自決，學生個資亦不例外。

雖然國中小學生係屬未成年人，但其權利能力並不等同於行為能力，

基於憲法自然人之法律地位平等及民法第 13 條、第 16 條之規定，對

於未成年學生的法律行為能力有所限制，但不會剝奪其享有權利、負

擔義務的資格。另外，未成年之國中小學生年齡及心智尚未成熟，若

其個資權利遭受侵害將影響久遠，故學生之個資應受最大限度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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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以利其健康成長。 

二、基於個資保護之法制規範 

我國個資保護之法制規範，從「憲法」條文之擴張適用、第 22 條

未列舉權之適用，乃至於大法官解釋之延伸運用，皆肯認個資保護具

憲法位階之基礎；而 1995 年制定之「電資法」，更形成我國資訊隱私

保護法律體系的開始，亦為個資保護之具體規範。另外，個資保護之

規範亦散見於行政、刑事、民事法規，對於資訊管理者產生約束力，

國中小自然也不例外；除了學校身為學生個資保護之義務主體需遵守

「電資法」規範外，教師本於職責及專業以從事日常教學活動，在法

律上亦應基於「教師法」、「教育基本法」等法令，注意對學生隱私保

障之規範，以避免因過失而造成學生個人資料受到侵害。 

三、美國保障學生個資之啟示 

美國為保障學生之隱私權利及家長對學生教育紀錄之控制權，乃

立 FERPA 專法明確規範，後續並以行政命令補充的方式，隨時勢變化

賦予學生個資更佳的保護。本文闢專章討論美國 FERPA 法案及相關案

例，並據以對我國學生個資保護進行探討，發現我國對學生個資保護

之規範多分散於日常教育行政業務之辦法中，因此也較無具體之保護

作法，即使學校肯認學生個資需要保護，但對於運用學生個資之範圍

與限制無實際上之了解，可能會有保護作為上過與不及的困擾。是故，

本文透過美國 FERPA 專法的啟示，為達成「良好」之學生個資保護，

我國應將學生個資內涵及權利內容明確訂立，並界定學校揭露學生個

資之合理程序，綜合上述內容為相關準則或辦法，給學校及教師有所

遵循的方向，方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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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生個資受保護之權利內涵與作法 

一、學生個資受保護之權利內涵 

根據本文對美國 FERPA 法案之研究，學生及家長在個資上應有知

悉權、修正權、向第三者揭露同意權、救濟權等權利內涵。知悉權乃

透過資訊公開說明，讓家長及學生瞭解學校在處理教育紀錄上之作法

及程序；修正權則是讓家長及學生進行更正錯誤紀錄的權利；向第三

者揭露同意權則為對可公開之部分個資進行同意與否的選擇；而救濟

權的設計，則是在個資遭受不當侵害時，得以依法進行申訴或求償。 

二、學校應有之具體作法 

而為了讓家長及學生得具體實現上述 FERPA 各項權利，學校的作

法必須符合幾個必要的要求(一)個別學生的紀錄，包含個人的可資識別

的資料必須保持機密，且校方不能在沒被家長或合於資格的學生同意

下揭露。(二)未成年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以及成年的學生，必須擁有檢

視所有和他有關學校紀錄的權利。(三)為了父母易於找出他們小孩資

料，校方的資料系統必須充分詳細(四)有權取得學生紀錄者必須能被識

別，並且在繳回學生教育紀錄時必須要有註記併同保存。 

參、學生個資保護面臨挑戰 

一、校務 E 化的危機 

學校為配合資訊、網路科技的長足進步，逐漸加入校務 E 化的行

列，乃切合資訊革命之變遷，為不可逆之發展。教育主管機關為邁入

二十一世紀之教育現代化，戮力從事國中小之資訊基礎建設，至今已

可就學生成績及學籍資料進行電子交換，成就不可謂不大；但伴著校

務 E 化發展腳步，許多書面紙本資料轉成電子檔方式處理，個人資料

及隱私遭受侵害的機率相對增加，就管理上亦產生困難。 

目前國中小學生資料管理常見模式為資訊委外或採自行開發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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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開發方式進行系統建置，各有其優缺點，但同樣需面對使用管理上

權限設定、駭客入侵等問題。在資訊基礎建設完成後，資訊安全方面

的投資近年來才正式開始重視，許多資安問題便從防護較弱的政府機

關網站發生，而投資比率佔整體預算較小、防護較差的國中小學，因

資訊網管人員不足或教育訓練上的問題，便常成為駭客練功的好場

所。是故，從近年案例來看，採線上資料庫模式建立之學籍系統普遍

完成後，所有學生的個資及教育紀錄將完整紀錄在伺服器中，無妥善

的資訊安全防護，全校師生個資流失或外洩的後果將十分嚴重。 

二、保護規範無整體規劃 

隨著詐騙及身分盜用等案件不斷發生，個資保護議題已然受到全

民的重視，其中對於中小學生個資保護的問題上，並沒有因為其為未

成年人而受到忽略或排除。 

針對個資保護，我國目前雖有「電資法」專法作為保障，但本法

尚無法涵蓋非電腦處理之個人資料，在安全保護規範上亦過於籠統，

且「電資法」明文規定學校乃屬非公務機關，但 1996 年「執行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事項協調連繫會議」又將各級公立學校歸為公務機

關，對一般學校而言，在公、私立學校分屬於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

之規定有所混淆下，可能造成法適用上的誤解。 

另外，目前處理學生個資乃依「國民教育法」之規定辦法，就本

文探討之學籍紀錄、成績評量紀錄及輔導管教紀錄來看，除成績評量

部分由教育部訂有「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較有統

一之規準外，學籍紀錄及輔導管教紀錄因授權地方政府或國中小校務

會議訂定之，並沒有整體之規劃，大部分條文僅用於規範學校之行政

行為及處理師生關係之依據，其紀錄之學生個資處理及應注意事項僅

為其中一小部分，而我國尚未就家長及未成年人權利行使作明確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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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能不利於學生個資內容之認定及資訊自決權之行使。 

三、學校的誤用或濫用 

以往在「特別權力關係」下，教師對於學生個資的看法，常認為

其為教學或親師連繫之「工具」，個資應受保護的概念並沒有相當的認

識，雖然在人權教育及友善校園的推動後有所改善，但教師對學生個

資尊重與捍衛的認知仍有改善空間。現時教育現場學生個資遭不當公

開，不管是誤植於網站上或遭告知無關之第三者等皆時有所聞；另外，

只要是「師長」基於關心，要瀏覽學生個資大致上也不會有受到阻止

的可能；而學校對於學生個資之保存不恰當，致使紙本資料人人皆可

翻閱，或權限設定過於寬鬆致使學生個資外洩亦屬常見。 

除上述問題之外，學生個資遭不當評核亦屬於個資受侵害項目之

一。學校或其教育人員對學生所作成之紀錄，若未予以正確登載，無

論屬於故意或過失，皆會對學生權益造成極大的影響，如不當之輔導

紀錄內容中若對學生形象錯誤剖繪，或置入過度主觀且負面之文字陳

述，一旦遭到公開可能導致學生人格受損；而係屬成績評量部分若有

不當之評核如竄改成績等，則可能對學生未來升學產生重大影響。 

由於「教師法」明文規定「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

家庭資料」，明白指出教師有相當之義務保護學生個資及其家長個資，

隨詐騙案件日增，家長對於學生個資保護之要求日益強烈，教師在蒐

集、處理、利用學生個資之行為上若未留意，可能有行政上之責任，

若嚴重者可能肇生民、刑事責任；而對學生的不當評核紀錄，屬於學

生個資保護上之挑戰，亦容易成為親師間衝突的原因之一，不可不慎。 

肆、我國學生個資保護規範之檢討 

一、以個人資料保護原則來看 

本文乃以個人資料保護之八大原則來檢視我國學生個資保護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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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學籍管理部分，本文乃以「臺北巿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為例作為說明。透過對於學籍管理辦法之檢視，該辦法較符合限制蒐

集原則、正確性原則、目的明確化原則、限制利用原則、安全保護原

則、責任原則、政策公開原則等個人保護原則，但對於個人參與原則

則無相關敘述。 

成績評量部分，本文乃直接以教育部頒「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

量準則」為主，輔以「臺北市國中學生成績評量辦法」及「臺北市國

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加以說明。透過以上成績評量準則之

檢視，可以看出來準則較為符合限制蒐集原則、目的明確化原則、限

制利用原則、安全保護原則、個人參與原則等個人保護原則，但對於

正確性原則、政策公開原則、責任原則等則無相關敘述。 

輔導管教部分，本文以教育部頒「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及「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進行檢

視。透過檢視可以看出來輔導與管教紀錄部分之規定較為符合限制利

用原則、安全保護原則、政策公開原則、個人參與原則，尤其是對於

個人參與原則部分與學生本人學習成長有密切的相關，有相關篇幅的

敘述；但對於限制蒐集原則、正確性原則、目的明確化原則等則無相

關敘述，其主要原因為上述輔導與管教辦法非針對紀錄而規定，故其

目的及限制蒐集之規定並未說明，而對於個資不當蒐集、處理及利用

之責任歸屬，亦無敘明。 

二、以美國 FERPA 法案規制來看 

本文乃以美國 FERPA 法案規制中對教育內容之明定、當事人之知

悉權、修正權、救濟權、向第三者揭露同意權及上開權利之限制為基

礎作為我國學生個資保護規範之檢視。學籍管理部分，可以看出來「臺

北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明確指出學籍紀錄應登載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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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FERPA 規制中明定教育紀錄之內容。但辦法中對於當事人權利中

之知悉權、修正權及向第三方揭露同意權無明確之敘述，而救濟權僅

說明「依相關規定辦理」，其相關規定究竟意指失職人員懲處規定或是

救濟規定亦不夠明確。其主要原因可能為該辦法規範學校資料之建

立、管理及使用事宜，較偏重於學校一方，本位的設定並未考量「管

理」亦需與當事人進行對等之溝通，忽視家長及學生能依據資訊自決

權以參與學籍紀錄建構之權利。 

成績評量部分，透過對教育部頒「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之檢視，可以看出來該準則明確指出成績評量紀錄應登載學習領域成

績評量紀錄及學生日常生活表現紀錄，符合 FERPA 規制中明定教育紀

錄之內容。而辦法中對於當事人權利中之知悉權多所著墨，向第三者

揭露同意權亦明確規範需經學校、學生、家長同意才能進行「非教育

使用」，但相較於知悉權及揭露同意權，修正權、救濟權及對於權利的

限制亦無說明，仍不完整。 

輔導管教部分，透過對教育部頒「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為例及「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之

檢視，可以看出來有關於輔導管教紀錄之內容並未明定，僅說明實施

生活輔導時應作紀錄，另外在進行申訴的程序時應以書面載明學生個

人相關事項，不符合 FERPA 規制中，主要原因可能在於其具體內容由

學校單位統一提供，並不須於辦法中明定。另外有關家長及學生知悉

權部分，基於資訊公開之說明十分詳盡，但有關修正權及救濟權部分

則無說明；而有關向第三者揭露同意權之行使亦無規定，但在我國除

非基於通報義務者，否則亦不得將這部分個資揭露於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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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訂立學生個資保護之相關準則 

本文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建立較完整之學生個資保護體系，跳脫

現有學校蒐集、處理及利用學生個資規定之模式，由教育部統籌規劃，

將原有學籍辦法、成績評量準則及輔導管教辦法中有關個資保護的部

分抽出，整合為獨立之學生個資保護準則，其具體內容根據本文之研

究，應明定學校蒐集、處理及利用學生個資的具體目的，並清楚列出

學生個資的內涵，界定學校揭露學生個資的合理程序，並且說明家長

及學生權利的行使與程序及學校之義務及安全責任歸屬。如此一來，

一則呼應近年友善校園之議題，二則配合校務 E 化之進展，學生或其

家長之資訊自決權才得以實現。 

二、正視校務 E 化之挑戰 

本文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在資訊安全工作上應發揮主導的力量，除

整合現有資源外，應投注心力在加強學生個資的防護上，以現有「教

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國中、小學資通安全管理系統實施原則」

等規範，監督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及各級學校對學生個資防護進行規

劃。 

三、加強教師對個資保護之認知 

本文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積極對教師宣導學生個資保護之規定，

培養個資保護之相關法學知能，以加強有關於學生個資保護的認知；

而對於學校之學生資料管理人員如資訊組長、註冊組長等，則宜另施

以相關之專業訓練，例如舉辦個人資訊安全研習或建立網站隱私權政

策等方式，以協助學校建立正確之學生個資保護制度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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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學校單位之建議 

一、說明學校在個資保護的作法並徵求同意 

本文建議學校短期內可就現有各項辦法之規定，整合為「蒐集、

處理及利用學生個資政策通知暨同意書」，給家長閱覽並同意學生個資

保護之相關規定與作法，並允許學生及家長對學校蒐集、處理及利用

學生個資之相關作法提出意見。學校對處理此類事件之標準作業程序

的告知，在教育主管機關並未明確規範下，雖未必產生明確之法律效

力，但就學校作業而言相當簡易且可行性高，更重要的是讓家長及學

生能夠理解學校在學生個資保護上之努力，可明顯減少個資外洩或誤

用時責任歸屬之爭議，並降低訴訟發生的可能性。 

二、妥善保管並維護學生個資之安全 

本文認為學校單位應設置專人進行保管與維護，以便在蒐集之初

即能進行個資項目控管，並明確掌握學生個資受處理、利用的情形(如

每次閱覽應紀錄閱覽人、時間及用途等)；而資料管理者應採取各種必

要之安全維護措施，防止他人在未經授權不當地截取、利用、修改或

洩露個人資料，並就學生個資作即時之備份，以防資料滅失。學校專

人在現有員額的限制下，並無增設之可能，本文建議在多數資料皆已

完成電子化的情況下，其實際運作建議可附加於原管理學生資料之教

務處註冊組及輔導室處資料組，教務處資訊組則進行系統維運，並由

各校資訊安全長(副首長以上，一般由教務主任兼任)進行監督。 

參、對教育工作人員之建議 

一、避免向無關之第三者揭露學生敏感個資 

本文研究發現，在目前法律規範之可揭露事項中，皆不包涵學生

本人或家長所不欲人知之紀錄，未獲同意下之揭露，可能引發行政責

任或民、刑事問題；基於資訊自決權的保障，且為免其他人對學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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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了解，而對其形象有錯誤的解讀或剖繪，教師不應對無關之第三

者揭露學生機敏個資(如就醫紀錄、懲戒紀錄等)。 

二、進行學生紀錄時應正確、具體及恰當 

本文認為輔導管教事實、學生個人特質或學習成就之教育紀錄，

由於常常與可資識別學生本人之姓名、學號等個資繫屬，基於正確性

原則，教師應在進行紀錄時應盡可能詳實且具體，包括人、事、時、

地、物等應詳細紀錄，以避免在未來處理師生衝突、校園霸凌等紛爭

時引發爭議；而對於負面、主觀情緒性用詞之使用更應慎重，以免導

致學生的錯誤形象而引起糾紛。另外，根據個人參與原則，亦應賦予

家長或學生適當的更正或說明的權利。 

肆、對未來研究者之建議 

一、研究方法方面 

本文以文獻分析及比較法為主，探求個資保護之概念原則及權利

基礎，再合以目前中小學校務 E 化之議題進行研究，並加入個人資料

保護原則及美國 FERPA 法案規制，以檢視學校進行學生個資保護之各

項辦法並提出建議，惟對於教師及學生之實際感受無相關統計數據，

為求深入了解本議題在我國中小學之普遍現狀，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進

一步實施量化研究。 

二、研究對象方面 

本文研究對象為我國中小學學生個資保護，然從學校教育至社會

教育之就學者皆可稱之為「學生」，在縱的方面，建議未來之研究者可

將高中職或大學以上之學生納入研究對象；在橫的方面，亦可將主題

擴大為未成年人(或兒童)之個資保護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