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年12月 



我國個人隱私權之法源依據：隱私權雖非我國憲法明文列舉之
權力，但是在大法官釋憲585號文獻中已指出隱私權包含於憲
法第22條所指的人民之基本自由與權利，釋憲文獻也指出隱私

權保護之內容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
權利之自主控制』。 

 

領土隱私：限制入侵居家環境與其他場所，例如工作場所或特
定空間。包含入內搜查、影像監控及身份盤查等行為。 

通訊隱私：規範任何形式的通訊安全與隱私，例如電子郵件、
通信與電話等。 

身體隱私：規範對於人身有侵入性的程序，例如基因檢測、藥
物測試及身體搜查等。 

資訊隱私：規範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與利用，例如信用卡資
料、醫療記錄及公務機關相關個人記錄等。 

 



          個人資料自決權 

大法官釋憲585號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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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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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時間 

個人資料保護 

1. 個資定義 
2. 個資法架構 
3. 個資之合理利用 
4. 告知與同意 
5. 蒐集、處理及利用 
6. 當事人權利 
7. 罰則與行政責任 
8. 個資保護需求分析步驟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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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 

促進個人資料
之合理利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一條 

第 1 條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
免人格權受侵害(損害之去除、防止與求償)，並促進
個人 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 



 矯枉過正(媒體報導判決結果，可以達到預防犯罪及教育意義，
符合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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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告屬於個資法所稱的利用行為。 
 2.公告學生參加比賽得獎名單，應屬特定目的內(教育)之利用， 
   且在必要範圍內。(激勵學生與鼓勵得獎同學) 

3.基於尊重當事人的個人資料自決權，如其要求不予公告，宜 
   本於平衡比較後，為適當之處置。 

個人資料利用之平衡 



8 http://inquiry111westminster.wikispaces.com/file/view/elephant.jpg/163842267/640x477/elephant.jpg 



 最終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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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ear-uk.org/wp-content/uploads/2012/01/Judge-Trevor-Faber1.jpg 

法官說了算!! 



保護客體(保護什麼?) 

當事人之人格權(個資) 

行為主體(規範誰?) 

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 

(怎麼規範?) 

第 二 章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

集、處理及利用 

第 三 章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

蒐集、處理及利用 

(怎麼賠?) 

第 四 章 損害賠償及團體訴訟 

(怎麼罰?)  

第 五 章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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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六章 附則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施行細則共三十三條 



§2(1) 

個人資料 

公務機關 
§2(7) 

非公務機關 
§2(8) 

當事人 
§2(9) 

非公務機關 
行政處罰 

請求權§3 請求權§3 

蒐集處理利用 
§15§16 

蒐集處理利用 
§19§20 

民事賠償 刑事責任 



一般資料 §2‧1 特種資料 §6 

生存自然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特徵、指紋、婚姻、家
庭、教育、職業、聯絡
方式、財務情況、社會
活動  

醫療（病歷）、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犯
罪前科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個人資料之類別、目的、合理利用 
 

  ※「個人資料」意涵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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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姓名、地址、即時通帳號、網路平臺申請之帳號 識別類 

年齡、性別、個性。 例如：個性等之評述意見。 特徵類 

例如:前次婚姻或同居、離婚或分居等細節 家庭情形 

住家、移民、生活格調。例如：使用消費品之種類及服務之細節。 社會情況 

例如：學生考試成績、評分評等。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

他專業 

例如:僱用經過、離職經過 受僱情形 

例如：保險種類、保險範圍、保險金額 財務細節 

例如：執照之有無、市場交易者之執照 商業資訊 

例如:治療與診斷紀錄、檢驗結果 健康與其他 

例如：檢索資料、人員或建築之輻射劑量資料 其他各類資訊 

http://mojlaw.moj.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0631 



 法務部公布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
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 

14 
http://mojlaw.moj.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0631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特定目的(18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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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的公告(公務機關) 



學校蒐集個資的特定目的 

• 002   人事管理 
• 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 
            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 069   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 109   教育或訓練行政 
• 110   產學合作 
• 146   圖書舘管理 
• 157   調查、統計與研究分析 
• 158   學生(員)資料管理(含畢、結業生) 
• 159   學術研究 
• 160   憑證業務管理 
 



 公務機關(第15條) 
◦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 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非公務機關(第19條) 
◦ 一、法律明文規定。  
◦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  
◦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
之當事人。  

◦ 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 六、與公共利益有關。  

◦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
止處理或利 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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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條：不適用本法 

◦ 一、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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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動中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未與
其他個人資料結合之影音資料。 

 Google街景車蒐集我們的資料是否違反個資法? 

 在台北車站攝影時，拍到一位正妹，po 到臉書與
好友分享? (自行公開、個人資料連結…) 

 人肉搜尋是否違反個資法?(公共利益…) 

 是否侵害其他法律保障人民之權利?(肖像、秘密…) 

 

18 



19 

保險法第 177-1 條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於經本人書面同意，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病歷 、
醫療、健康檢查之個人資料：  
一、依本法經營或執行業務之保險業、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 二、
協助保險契約義務之確定或履行而受保險業委託之法人。  
三、辦理爭議處理、車禍受害人補償業務而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保險事 務
財團法人。 

個資法第 6 條(*) 
 

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
理或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略) 

*.條文 6,41,45,54 修正草案已經行政院會通過，將函送立法院審議 

保險理賠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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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第 19 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
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 
(略) 

施行細則第 27 條 

一、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間於契約成立前，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或為交易
之目的，所進行之接觸或磋商行為。  
二、契約因無效、撤銷、解除、終止而消滅或履行完成時，非公務機關與 當
事人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或確保個人資料完整性之目的所為之連繫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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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第 27 條 

一、非公務機關與當事人間於契約成立前，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或為交易
之目的，所進行之接觸或磋商行為。  
二、契約因無效、撤銷、解除、終止而消滅或履行完成時，非公務機關與 當
事人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或確保個人資料完整性之目的所為之連繫行為。 



如何解讀私立學校蒐集學生個人資料 
                       之法源依據 

非由各級政府機關設置之私立學校，屬個資法之非公
務機關→法務部101年11月1日法律字第0103109040
號函。 

私立學校法第39條：私立學校經學校主管機關許可立 
                                     案後，始得招生。 
大學法第28條：大學學生修讀本校……與學籍有關事 
                             項，由大學列入學則，報教育部備查。 



Question? 

 
學校可否蒐集校內學生健康檢查資料? 
是否需當事人書面同意? 

A:學校衛生法§8,9規定，學校應建立學生健康 
    管理制度；健康檢查及疾病檢查結果，應載 
    入學籍資料。 



蒐集 

處理 利用 

24 

告知 同意 

特定目的 

當事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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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個人資料之本人 
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 

蒐集、處理、利用個資的單位 

法定告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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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6,41,45,54 修正草案已經行政院會通過，將函送立法院審議 

•直接蒐集取得同意前 

•間接蒐集首次處理或利用前 

•第 54 條自施行日起一年內完成告知，暫緩實施 

告知時機 

•直接蒐集(第8條) 

•間接蒐集(第9條) 

告知事項 

•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

得知悉之方式 

告知方式 

•第８條 

•第９條 

免為告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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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個人資料之本人 
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 

蒐集、處理、利用個資的單位 

(直接/間接蒐集共通)告知事項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直接蒐集)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
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
權益之影響。 

(間接蒐集) 
 
個人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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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
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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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節錄自:http://www.cathaysec.com.tw/download/20121004/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受託買賣有價證券.pdf 

http://www.cathaysec.com.tw/download/20121004/%E8%92%90%E9%9B%86%E3%80%81%E8%99%95%E7%90%86%E5%8F%8A%E5%88%A9%E7%94%A8%E5%80%8B%E4%BA%BA%E8%B3%87%E6%96%99%E5%91%8A%E7%9F%A5%E6%9B%B8-%E5%8F%97%E8%A8%97%E8%B2%B7%E8%B3%A3%E6%9C%89%E5%83%B9%E8%AD%89%E5%88%B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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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6,41,45,54 修正草案已經行政院會通過，將函送立法院審議 

•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三、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四、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直接蒐集(第 8 條第二項) 

•一、有前條第二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二、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三、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 

•四、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者處理後或

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 

•五、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 

間接蒐集(第 9 條)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透過電子收費系統（ETC）蒐集
民眾車行紀錄資料 

 警政署為偵查犯罪向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調閱車行紀
錄資料 

 警政署 
◦ 非由當事人取得之個資間接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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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96 年 4 月 10 日法律決字第 0960700254 號 

第 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知： 
第 8 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刑事訴訟法)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第 9 條第一項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應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
事項。 



蒐集 

處理 利用 

32 

告知 同意 

特定目的 

當事人權利 



33 

當事人:個人資料之本人 
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 

蒐集、處理、利用個資的單位 

個資法第 7 條第一項 

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九條第五款所稱書面同意，指當事人經蒐
集者告知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書面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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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6,41,45,54 修正草案已經行政院會通過，將函送立法院審議 

• 直接蒐集 

•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取得同意時機 

• 書面同意 

• 符合電子簽章法之電子檔案 

• 單獨所為之書面意思表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取得同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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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6,41,45,54 修正草案已經行政院會通過，將函送立法院審議 

第 7 條 
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九條第五款所稱書面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 
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書面意思表示。 
第十六條第七款、第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書面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 
者明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 
後，單獨所為之書面意思表示。 

蒐集或處理 

(公務機關)15之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非公務機關)19之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利用 

(公務機關)16之七、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非公務機關)20之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將當事人同意的區塊特別獨立標示出來(信用卡申請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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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 
同意 

舉證 

http://www.teastyle.com.tw/privac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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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 
(略) 

第 19 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略)  
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略)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 
本法第七條所定書面意思表示之方式，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電子簽章法第 4 條 
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法。 
依法令規定應以書面為之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 
驗者，經相對人同意，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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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 

處理 利用 

40 

告知 同意 

特定目的 

當事人權利 



組織 

41 
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 

蒐集 

建檔、輸入、儲存、編輯、
複製、列印、內部傳送、
刪除 

處理 

利用 

個人資料 

2之三.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2之四.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

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
傳送 

2之五.將蒐集之個人資
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42 
http://www.judicial.gov.tw 

1. ? 

2. ?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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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ormationsecurity.com.tw/article/article_detail.aspx?aid=6910 

第25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施以行政處分) 
第27條: …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個人
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露 
第29條: 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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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透過電子收費系統（ETC）蒐集民眾車行紀錄資料 

 警政署為偵查犯罪向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調閱車行紀錄資料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傳送個資至外部單位(警政署)利用 

◦ 利用之目的與原蒐集之目的不相符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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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96 年 4 月 10 日法律決字第 0960700254 號 

第 5 條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
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第 7 條第二項 

第十六條第七款、第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書面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
他利用目的、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後，單獨所為之書面意思表示。 

第16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
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
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七、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國際傳輸:將個人資料作跨國（境）之處理或利用 

46 

第21條 

非公務機關為國際傳輸個人資料，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得限制之： 
一、涉及國家重大利益。 
二、國際條約或協定有特別規定。 
三、接受國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未有完善之法規，致有損當事人權益之虞。 
四、以迂迴方法向第三國（地區）傳輸個人資料規避本法。 



蒐集 

處理 利用 

47 

告知 同意 

特定目的 

當事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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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權利 

更正或補充 
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 

*.條文 6,41,45,54 修正草案已經行政院會通過，將函送立法院審議 

不是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查詢、提供閱覽
或製給複製本 

15(准駁決定) 
+ 

15(延長期限) 

不得預先拋棄或以
特約限制 

符合
除外? 

不是 

符合
除外? 

30(准駁決定) 
+ 

30(延長期限) 

可酌收必要
成本費用 

刪除 

• 蒐集之特定目的消
失或期限屆滿時 

• 違反本法 

• 當事人對該資料之
禁止處理或利用，
顯有更值得保護之
重大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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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規定行使之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約 
限制之：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第 11 條第三項 
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於本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所定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 
一、有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 
二、有理由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 
三、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 

第 10 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答覆查 詢、提供閱覽
或製給複製本。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 。  
二、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三、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聯徵中心建置全國性信用資料庫，以提供經濟主體
信用記錄及營運財務資訊予會員機構查詢利用 

 民眾請求聯徵中心刪除並停止蒐集其個人資料，聯
徵中心可否拒絕? 

 

 

 

 

 員工要求公司刪除其個人資料? 

50 

「……查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係本會依銀行法第47條之 3第 2項訂定      

之『銀行間徵信資料處理交換服務事業許可及管理辦法』所同意設置，故該中心
蒐集、建置、處理及保有個人信用資料，應屬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尚無疑
義。」。 

法務部100年12月14日法律字第1000029469號函 

「……首先，公司對於員工之個人資料之蒐集目的尚未消失或期限尚未屆滿；其

次，若對員工資料予以刪除，將有可能會影響公司業務的推行，因此，公司對於
在職員工所提出之刪除個人資料請求，應得予以拒絕」。 



 個資法之民事賠償 

賠償額度限制(§29(2)準用28(3)、(4)) 

   (1)個人請求：每人每一事件NT500元〜 2萬元計算  

                           例外：證明損害額較高，不在此限 

 

   (2)責任限制：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合計最高總額 

                                                              NT2億元 

                           例外：所涉利益超過者，以該所涉 

                                    利益為限。 

 



足生損害 

於他人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萬元以下罰金  

(告訴乃論) 

非意圖營利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 

以下罰金  

(公訴罪) 

違反第6條、
第15條、第16

條、第19條、
第20條第1項
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21條
限制國際傳輸
之命令或處分 意圖營利 

§41（違反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遞要件） 

個資法之刑事責任 



§47、§50（違反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遞要件） 

違反第6條第1項 、 
第19條、第20條第1項 
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第21條規定限 
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 
處分 

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  

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 
限期改正，代表人受 
同一額度罰鍰之處罰 

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之  

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 
、管理人或其他有代 
表權人，不能證明已 
盡防止義務者   

個資法之行政責任(非公務機關) 



一、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行為 

（一）蒐集、利用違反法律規定，逾越必要範圍 

（二）特定目的外利用 

（三）委外處理風險  

（四）書面同意條款合法性 

二、個人資料外洩、竄改   

 

駭客入侵 員工 
(含委外處理 
團體之員工) 

故意 

過失 

•將個人資料賣給別人 
•免費幫親朋好友查資料 
•竄改別人資料 

•不慎將含有個人資料 
    之業務用電腦遺失在 
    火車上 

 實務常見問題 



非公務機關保護傘之概念 

◎公司企業個資安全維護計畫之訂定與 

    安全措施之執行→非常重要，可以證 

    明無故意或過失。 

◎建構公司企業的保護傘，避免負鉅額 

    的民事賠償責任，並保護企業負責人 

    面臨行政處罰。 



間接識別 

病歷個資 

醫療個資 

備份檔案 刪除 

委託責任

及監督 

11 項安全

維護措施 

自行公開 
書面同意 

單獨意思 

告知方式 

無從識別 

特定目的消

失 

執行職務或 

業務所必須 

56 



57 

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說明 

一、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專人、專責機關負責個資保護相關事宜 

二、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個資盤點(紙本及電子資料) 

三、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個資分級分類及風險管理程序 

四、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資料外洩應變程序及通報(含當事人)流程 

五、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執行程序與標準作業流程 

六、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採取IT科技與系統保護個資 

七、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相關人員的定期教育訓練(企業舉證的證據力) 

八、設備安全管理 
保存個資的載具或系統，應該要做定期的維護
與更新 

九、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定期稽核程序 

十、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資料生命週期中存取的各項記錄(企業舉證的證
據力) 

十一、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持續更新與改善 

2012/09/26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8185/ch03/type1/gov22/num8/Eg.htm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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