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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行政院於民國 99 年核定「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後，便陸續推

動政府各部門之雲端運算計畫。在預定建置之 12 種政府雲中，衛生福利部

於民國 104 年提出「健康雲跨領域研究」計畫，期將現有全民健保資料與雲

端運算技術結合，藉以做為我國未來醫療決策之科學依據。惟探究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判決後可知，健保署究竟能否將蒐集之全民健保資料釋出供第三人

為原始蒐集目的以外之利用，恐將成為政府日後倘欲建置健康雲端資料庫時

首要面臨之法律爭議。本文以為，此爭議除應遵循大法官於相關釋字所揭櫫

憲法保障個人資訊自主權之精神外，亦應考量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修法目

的與評估雲端運算技術可能對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所造成之衝擊。據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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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將由解析歐盟、英國與美國等立法例對「雲端運算」與「個人資料」之定

義出發，進而評估雲端運算技術可能對個人資料以及隱私權所帶來之風險，

並藉由各國立法例採取之應對措施反思我國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於未來擬

建置雲端資料庫時，是否仍能同時兼顧公共利益與隱私權（特別是個人資訊

自主權）之保障。 

關鍵字：健康雲、雲端運算、個人資料保護法、隱私、去識別、再識別、個

人資訊自主權、歐盟個人資料保護工作小組（Article 29 Working 

Party）、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美國健康保險可攜與責任法（HIP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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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保資料之蒐集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四、資訊自主權 

陸、結論 

壹、前 言 

在全球雲端運算技術及應用服務發展起步之際，我國行政院於民國 99

年責成經濟部研擬「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以推動我國雲端運算計畫1。

在行政院會核定通過該方案後，已於民國 101年成立「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

發展指導小組」並預計在三年內委由政府各部門陸續建置政府雲端資料庫，

包括：文化部的文化雲、環保署的環資雲、教育部的教育雲、交通部的交通

雲、消防署的防救災雲、警政署的警政雲、內政部的圖資雲、經濟部技術處

的食品雲、農委會的農業雲，以及衛生福利部（下簡稱衛福部）的健康雲2。

中央研究院亦於民國 104 年提出「健康雲跨領域研究-巨量健康資訊科技之

研發與運用」計畫，預計透過中央研究院數理、生命與人文社會等三個組別

跨領域的合作，將我國現有之醫療基礎資料與資訊科學的雲端運算技術結

合，做為我國未來醫療決策之科學依據。 

惟值此政府大規模推動雲端運算技術以及相關產業發展之際，倘探究大

法官於釋字第 603 號解釋（民國 94 年）可知，基於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個

人主體性以及人格自由發展之精神，隱私權已成為我國憲法中不可或缺之基

本權利，更係保障國人對個人資料享有自主控制權之依據3。據此，政府須

                                                      
1行政院科技會報網站，〈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方案（核定版）〉， 

http://www.bost.ey.gov.tw/cp.aspx?n=B56ED9F993B2EFA5 （ 最 後 瀏 覽 日 ：

09/16/2016）。  
2 見行政院科技會報網站，前揭註1。 
3 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該號解釋之解釋文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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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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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精神方能基於公共利益蒐集國人之個人資料，

進而將該資料存錄或建置為資料庫4。此外，關於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簡稱

健保署）能否將國人健保資料釋出，提供衛福部統計處設立健康資料加值應

用協作中心（現已更名為「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下簡稱資科中心）5與

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下簡稱國衛院）建置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下簡

稱健保資料庫）之法律爭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雖已於民國 105 年做出 103

年訴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釋疑，惟該號判決與前審判決6均尚未觸及倘

將國人健保資料以雲端運算之方式儲存與利用時，應如何與憲法保障之個人

隱私權（尤其是個人資訊自主權）調和，以及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簡稱新

個資法）適用之爭議。 

國內雖已有部份文獻介紹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技術，並探討該

技術可能為隱私權保障帶來之衝擊，惟該等文獻多屬針對民間企業因商業活

動而獲得之資料7，抑或是針對雲端資料庫建置後可能面臨之潛在法律爭議

進行研究8。本文則欲主張，倘以大法官於釋字第 603 號解釋揭櫫之比例原

則做為調和公、私法益之依據，似亦應以該原則做為政府建置健康雲端資料

                                                                                                                       
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 

4 司法院，前揭註3。該號解釋之解釋文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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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衛福部所設置「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作中心」已於104年5月5日更名為「衛生福利

資料統計應用中心」，嗣再於104年8月12日更名為「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

並彙整原先作業規範重新制定「衛福部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為作業依據。 
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36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600號判

決。 
7 如李治安（2011），〈雲端運算相關法律問題初探〉，政治大學法學院財經法中

心（編），《財經法新課題與新趨勢》，頁541-562，臺北：元照；張乃文（2010），

〈雲端運算產業發展之策略與法制因應〉，《科技法律透析》，22卷12期，頁23-40；

劉定基（2014），〈雲端運算與個人資料保護：以台灣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歐盟個

人資料保護指令的比較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學研究》，43期，頁53-106等。 
8 張乃文（2013），〈雲端運算環境之法官遵循議題剖析〉，《科技法律透析》，

25卷7期，頁21-40；張紹斌、徐仕瑋（2011），〈從雲端運算談個資保護〉，《司

法新聲》，99期，頁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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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時保障國人隱私權之最低底線。若然，則如何建置兼顧公共利益與隱私權

保障（特別是維護個人資訊自主權）之健康雲端資料庫，則應成為該資料庫

建置前即需正視之議題。據此，本文擬從我國健保資料庫之法律爭議出發，

輔以外國立法例為藍本，藉由評析我國行政法院之判決進而提出政府建置健

康雲端資料庫時應有之措施與建議。 

貳、個人資料於雲端運算時代之定位 

於進一步探討將國人健保資料建置為健康雲端資料庫之前，首先應確認

在雲端運算技術下儲存之個人資料，其法律地位與我國目前已建置之健保資

料庫或資科中心是否不同？對於此一前提，本文認為或可從探討雲端運算之

技術與傳統資訊科技之差異以及資料在雲端運算技術中之使用歷程，藉以確

認雲端資料庫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關係及其可能面臨之法律爭議。 

一、雲端運算之定義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工作小組（Article 29 Working Party, EU；Art. 29 WP，

下簡稱歐盟工作小組）於 2012 年公布之「雲端運算意見書（Opinion 05/2012 

on Cloud Computing）」中將雲端運算定義為「集中在 『網路使用』及 『傳

遞 IP 應用』 並且由處理功能性、儲存和記憶空間之科技與服務所構成」9。

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U.K.；ICO）則直

接將雲端運算主要的三個特色：「計算機資源（computing resource）」「基於

需求（on demand）」以及「透過網路（via a network）」將之廣泛定義為「能

                                                      
9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05/2012 ON CLOUD 

COMPUTING,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article-29/documentation/opinion-recommen

dation/files/2012/wp196_en.pdf (last visited Sept.16, 2016). 該意見書中將雲端定義

為  “[C]onsists of a set of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 models that focus on the 

Internet-based use and  delivery of IT applications, processing capability, storage and 

memory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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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路近用符合需求之計算機資源」10。美國國家技術標準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U.S.）則將雲端運算定義為一種「普遍

存在且能增加便利性，同時又能符合使用需求，在服務者提供最少管理或反

應下，就能藉由更改設定持續供應與釋出分享之網路集合路徑」11，從而將

雲端運算歸納出五種特色，包括：「隨需應變自助服務（ on-demand 

self-service）」、「網路使用無所不在（broad network access）」、「共享資源池

（resource pooling）」、「快速重新佈署靈活度（rapid elasticity）」以及「服務

可計算（measured service）」 12。由於雲端運算係一種將資訊散佈

（dissemination）、處理以及儲存的技術，故亦有學者認為13，雲端運算中用

以取代電腦網路之虛擬軟體（virtualization software）就如同電腦之操作系統

（operating system），只是該軟體取代了實際存在的硬體設備，因此雲端運

算實為資訊科技中更能廣泛使用資料的一種子類別（subcategory of the 

                                                      
10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 GUIDANCE ON THE USE OF CLOUD 

COMPUTING, 

https://ico.org.uk/media/for-organisations/documents/1540/cloud_computing_guidance

_for_organisations.pdf.(last visited Sept.16, 2016). 該資訊中心將雲端定義為 

“[A]ccess to computing resources, on demand, via a network.”  
11 美國國家技術標準局，http://www.nist.gov/itl/cloud/ （最後瀏覽日：09/16/2016）。

該局將雲端運算定義為 “[C]loud computing is a model for enabling ubiquitous, 

convenient, on-demand network access to a shared pool of configurable computing 

resources (e.g., networks, servers, storage,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that can be 

rapidly provisioned and released with minimal management effort or service provider 

interaction.” 
12  雲 端 開 發 測 試 平 台 （ 財 團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 創 研 所 ） ， 

https://www.cloudopenlab.org.tw/ccipo_industryDefinition.do （ 最 後 瀏 覽 日 ：

09/16/2016）。美國國家技術標準局所歸納五種雲端運算特色之中譯方式於國內

有許多出處，本文以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創研所專設之雲端開發測試平台網

站為主要依據。See also Roland L. Trope & Sarah Jane Hughes , Red Skies in the 

Morning - Professional Ethics at the Dawn of Cloud Computing, 38 WM. MITCHELL L. 

REV. 166, 166-167 (2011). 
13 Shahid Khan, “APPS.GOV”: Assessing Privacy in the Cloud Computing Era, 11 

N.C.J.L & TECH. 259, 259-28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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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er genus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14，換言之，單從技術層面而論，

雲端運算尚未超出傳統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之本質。 

二、資料在雲端運算中之歷程 

雖然雲端運算於技術面仍屬資訊科技之範疇，但資料於此新資訊科技中

之歷程究否與現有數位資料庫不同？倘進一步觀察資料在雲端運算技術之

始終，則可發現資料亦如人類生老病死而有其生命週期（data life cycle）15，

以目前雲端運算之技術而言，資料可分為下述七種不同階段16： 

（一）資料之發生（data generation）： 

每筆資料的原點都代表一個所有權（ownership），在傳統資訊科技（IT）

的概念下，通常是由擁有資料的使用人（或組織）負責管理如何使用資料。

因此，當資料上傳到雲端空間後，自然也將面對如同建置資料庫時所面臨之

第一個問題：如何讓資料所有人繼續維持對自己資料之所有權（特別是控制

權）？尤其是個人私密資訊（private information）的所有人，不但應有權知

悉該筆資料將如何被使用，更應有權中止自己的資料被繼續蒐集或使用。 

（二）傳輸（transfer）： 

當資料在不同的雲端空間（或資料庫）之間傳輸時，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及完整性（integrity）就成為此階段最關鍵的考量。換言

之，如何透過雲端空間的保全或管理機制來防止資料在傳輸過程中被未經授

權的使用者竄改或錄製，即是此階段對該筆個人資料最重要之保障。 

                                                      
14  Id. at 263-64; see also Jay P. Kesan, Carol M. Hayes & Masooda N. 

Bashir,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Data Control in Cloud Computing: Consumers, 

Privacy Preferences, and Market Efficiency, 70 WASH. & LEE L. REV. 355 (2013).  
15 Deyan Chen & Hong Zhao,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ssues In Cloud 

Computing, 1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ICCSEE) 

647, 649 (2012). 
1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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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use）： 

過去的雲端運算技術在應用時，為了減少使用者檢索（indexing）和查

詢（query）資料的困難，資料通常不會特別加密（unencrypt），也因此這些

未加密資料之安全性（security）在超出蒐集目的以外的範圍使用或與第三

方分享時，往往需要承受較大之隱私威脅。 

（四）共享（share）： 

資料共享是資料使用之擴張。一般而言，資料的所有者會在考慮第三方

的保護機制（protection measures）以及資料之使用限制（usage restrictions）

後，透過授權（authorize）將個人資料分享出去。但若是涉及與個人私密資

訊相關之資料，通常資料所有人會額外考量個人資料之敏感資訊（sensitive 

information）是否已從原始資料中抽離，藉以避免個人敏感資訊於資料共享

時外洩。 

（五）儲存（storage）： 

倘欲利用雲端運算技術儲存資料，此時與一般資料庫相似的是，除應考

量資料於前階段傳輸時需具備之「機密性」以及「完整性」之外，尚須注重

資料之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在雲端運算技術下，金鑰管理者（key 

management）需負擔比傳統資料庫更大之管理責任，方能在確保資料機密

性及其完整性的同時，仍維持巨量資料之可利用性。此外，為避免儲存於雲

端空間之資料因遭受外部攻擊而滅失，該空間也需要充實本身備份巨量資料

之機制。 

（六）列檔（archival）： 

資料列檔之方式除影響資料是否可能外洩（leakage）之外，在雲端空

間所使用的列檔媒介，例如：建置額外儲存空間（off-site storage）或設定儲

存期限（storage duration）等，也都將連帶影響資料之可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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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銷毀（destruction）： 

一般而言，倘某筆個人資料不再被需要時就應予以銷毀。然而，不論透

過資料庫或是雲端空間儲存之資料均仍有被還原之可能，故如何確保個人敏

感資訊不會因為資料被還原而揭露，將是此階段需關注之重心。 

綜上所述，若以資料的生命週期歸納個人資料於雲端運算可能面臨之風

險，則可分為「雲端內部之資訊濫用」與「雲端外部之資訊破壞」17。具體

言之，倘提供雲端運算的服務者在蒐集與存錄巨量個人資料後，恣意地將所

持有之個人資料透過傳輸、使用或分享等方式利用（內部濫用）；抑或是因

持有巨量個人資料而導致外部未經授權之使用者入侵（外部破壞），都將成

為個人資料上傳雲端空間後對個人隱私之威脅。據此，如何透過雲端運算技

術維持個人對資料之「自主性」，並以保全機制確保資料在系統中之「機密

性」和「完整性」，同時亦能維持資料之「可利用性」，均係資料在雲端運算

技術中需被正視之議題。 

三、雲端資料庫與個人資料保護法 

關於健康雲端資料庫能否直接適用我國個資法，本文則認為可再透過雲

端運算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關係進一步確認。 

歐盟工作小組於雲端運算建議書中表示18，與資料保護相關之指令（包

括 95/46/EC 之資料保護指令與 2002/58/EC19之電子隱私指令）均應適用於

個人資料被處理之「任何情況」；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則於雲端運算使用指

南中具體指出20，英國個人資料保護法（Data Protection Act, 1998）廣泛地定

義「處理（processing）」為對資料之取得（obtaining）、記錄（recording）、

                                                      
17 張紹斌、徐仕偉，前揭註8，頁32-34；see also James Ryan, The Uncertain Future: 

Privacy and Security in Cloud Computing, 54 SANTA CLARA L. REV. 514, 514-515 

(2014). 
18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supra note 9, at 6. 
19 電子隱私指令（E-Privacy Directive）2002/58/EC隨後經2009/136/EC修正，該號指

令適用於任何以電信（telecommunication）提供之服務。 
20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supra note 10,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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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holding）及進行任何有關組織（organisation）、採納（adaptation）或

變更（alteration）；回復（retrieval）、參考（consultation）或使用（use）；透

過傳輸（ transmission）、散佈（dissemination）或其他使資料可被觸及

（available）之揭露（disclosure），以及組合（alignment）、聯合（combination）、

阻斷（blocking）、刪除（erasure）或銷毀（destruction）等操作（operation）

21。因此該辦公室認為，英國個資法之適用範圍幾乎可包含所有雲端運算對

資料之操作方式，甚至單純儲存資料（storage）亦屬之22。由此可知，歐盟

工作小組以及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均未將雲端運算切割於既有個人資料保

護之法律框架外。 

若藉歐盟工作小組與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之角度進一步探討建置健康

雲端資料庫是否應適用我國個資法，本文認為，國人之健保資料係屬新個資

法第 2條第 1款定義之「個人資料」自屬無疑，而建置雲端資料庫之行為不

論係定義為同條第 4款之「處理」抑或第 5款之「利用」23，均仍屬我國個

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範疇亦無疑義，故國內亦已有學者主張，雲端運算與

傳統數位科技間之差異反映於個人資料保護之爭議時，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

無本質之不同，本文亦採相同見解24。 

                                                      
21  Data Protecting Act (1998), PRELIMINARY (1) “processing”, in relation to 

information or data, means obtaining, recording or holding the information or data or 

carrying out any operation or set of operations on the information or data, including—  

(a) organisation, adaptation or alter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or data,  

(b) retrieval, consultation or use of the information or data,  

(c) disclosure of the information or data by transmission, dissemination or otherwise 

making available, or  

(d) alignment, combination, blocking, erasure or de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or data;  
22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supra note 10, at 7. 
23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4款：「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

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及第5款：「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24 劉定基，前揭註7，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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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綜上所述，雖然雲端運算將以虛擬軟體取代傳統電腦實體設備，但該技

術仍可謂資訊科技（IT）之一環，至於雲端運算可能對個人資料造成之隱私

風險（包含內部濫用與外部破壞），亦與傳統數位資料庫對個人資料造成之

隱私風險無本質上之差異。據此，本文認為，雖然建置健康雲端資料庫將使

用與現有健保資料庫或資科中心不同之技術，但參考歐盟工作小組與英國資

訊委員辦公室之見解後可知，只要資料庫儲存之國人健保資料仍符合個資法

對個人資料之定義，則對該資料庫之處理或利用就仍應受現行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範之拘束。 

參、健保資料於我國當前之法律爭議分析 

大法官雖於釋字第 603 號解釋中闡明政府可在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精

神下蒐集、存錄並且使用國人之個人資料25，惟若細究該號解釋所處理之議

題，實際上乃屬政府將國人之個人資料「從無（蒐集、存錄指紋）到有（建

置指紋資料庫）」所涉及之法律爭議，與能否將現已存在之全民健保資料建

置為健康雲端資料庫，應做分別之探討；此外，關於健保署將國人健保資料

釋出予國衛院與衛福部分別建置健保資料庫及資科中心之法律爭議，業已經

最高行政法院與臺北高等法院做出三號判決26。據此，本文以為於更進一步

探討建置健康雲端資料庫可能為個人資料保護帶來的隱私衝擊之前，吾人有

必要先檢視現行國人健保資料於釋出利用時所造成之法律爭議。 

                                                      
25 司法院，前揭註3及註4。 
26 包括：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訴字第36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600

號判決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訴更（一）字第12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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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事實 

我國目前之健保資料為健保署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辦法以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機構審查辦法27等

相關法令規定，因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醫療費

用及上傳健保 IC 卡之就醫紀錄而來。為促進國內全民健保相關研究以提升

醫療衛生發展，健保署於取得全國民眾納保以及就醫等資訊後，一方面於每

年 6、7 月間固定選取可供研究的檔案，並將該些資料之身份欄位加密後，

依照「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建置及管理契約」委託國衛院建置健保資料

庫28，國衛院再將資料分為學術研究以及非學術研究兩種類型對外提供給學

界以及生物技術產業依照「一般申請」29與「特殊需求」30等方式進行加值

服務；另一方面，根據衛福部於民國 96 年陳報行政院通過之「國民健康資

訊建設計畫（National Health Informatics Project；NHIP）」，健保署亦於民國

98 年起，將全國民眾個人就醫與健康保險資料定期提供衛福部統計處建立

協作中心（資科中心），做為提供政府機關及學術單位進行加值利用之平台，

故該中心亦對外提供國人就醫與健康保險資料檔從事研究。 

自民國 101年起，系爭案例之原告數次表示拒絕將自己的健保資料釋出

供第三者使用於與健保相關業務以外之目的31。然而，健保署對於原告之請

                                                      
27 該法原名稱為「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 
28 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說明，http://nhird.nhri.org.tw/date_01.html（最後瀏覽

日：09/16/2016）。 
29 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一般申請，http://nhird.nhri.org.tw/apply_03.html（最後

瀏覽日：09/16/2016）。「一般申請」係指申請制式光碟片加值資料，包括基本

資料檔、系統抽樣檔、特定主題分檔、抽樣歸人檔等。 
30 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特殊需求，http://nhird.nhri.org.tw/apply_04.html（最後

瀏覽日：09/16/2016）。「特殊需求」係指申請者依研究計畫所需，提出資料擷

取條件，經專家諮詢作業後，由本院工作人員自「門診處方及治療明細檔」（CD）、

「門診處方醫令明細檔」（OO）、「住院醫療費用清單明細檔」（DD）、「住

院醫療費用醫令清單明細檔」（DO）四個檔案擷取特定資料後提供。 
31 依判決書所載，原告分別於101年5月9日（3件）、101年5月22日（1件）及101年

6 月26日（4 件）間，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拒絕被告將其所蒐集之原告個人健

保資料釋出給第三者用於健保相關業務以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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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均回函表示，該署因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業務而擁有全民健保資料，係以符

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對外釋出，旨在促進國內全民健康保險相關研究藉

以提升醫療衛生發展，因而拒絕原告之請求32。原告因多次訴願未果，故決

定對健保署、國衛院以及衛福部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民國

102年受理此案。 

二、系爭案例之法律爭議梳理 

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業經最高法院於該院 103

年判字第 600號判決以「判決適用法規不當」為由廢棄，惟為能理解兩造（包

括原告、健保署、衛福部以及國衛院）如何主張本案健保署利用國人健保資

料之違/適法性，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外，

本文亦欲將前二號判決納入分析，作為整理兩造主張之依據。 

（一）國人健保資料之蒐集 

有關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與處理，於舊個資法係以第 7 條作為

規範之依據33，新個資法則將個人資料區分為敏感性與一般性資料，並分別

透過第 6條34以及第 15條35規範公務機關針對不同類型之個人資料於蒐集與

處理時需符合之法律要件。 

                                                      
32 依判決書所載，被告分別以101年6月14日健保企字第1010028005C號函、101年6 

月14日健保企字第1010028005D號函、101年6月14日健保企字第0000000000G號

函、101年6月14日健保企字第1010028005M號函以及101年7月9日健保企字第

1010030867號函（同文號4件，以上合稱系爭函文，即本件原處分）回復原告。 
33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7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非

有特定目的，並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一、於法令規定職掌必要範圍

內者。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虞者。」 
34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I）有關病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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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

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

公開之個人資料。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

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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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當事人均未爭執健保署於相關法令所規定之職掌範圍內，可取得由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上傳之國人各項健保資料36，符合舊個資法第 7 條第 1 款

「於法令規定職掌之必要範圍內者」之規定37。但原告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主張，雖然衛福部為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之主管機

關38，惟有關蒐集國人健保資料之權限，依照該部組織法39以及全民健康保

險法40所規定之「健保業務」，其範圍應僅限於與「財務政策規劃、管理及

監督」等有關保險爭議事項或保險業務等事宜，並非授權衛福部全面性蒐集

國人健保資料。衛福部則表示，依照統計法第 3 條41以及衛福部處務規程第

18 條之規定42，於辦理各項衛生及社會福利統計業務時，均屬該部法令職掌

                                                                                                                       
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

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六、經當事人書面

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

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II）依前項規定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意，

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35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

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

範圍內。二、經當事人同意。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36 包括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

服務審查辦法等。 
37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7條第1款，前揭註33。 
38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條：「本保險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現已更名為

衛生福利部） 
39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2條第2款：「本部掌理下列事項：（略）二、全民健康保險、

國民年金、長期照顧（護）財務之政策規劃、管理及監督。」 
40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0條第1項：「主管機關為審議保險爭議事項或保險人為辦理

各項保險業務，得請保險對象、投保單位、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

所需之帳冊、簿據、病歷、診療紀錄、醫療費用成本等文件或有關資料，或對其

訪查、查詢。」 
41 統計法第3條：「政府應辦理之統計為左列各種：一、基本國勢調查之統計。二、

各機關職務上應用之統計。三、各機關所辦公務之統計。四、公務人員及其工作

之統計。五、各機關認為應辦之其他統計。」 
42 衛福部處務規程第18條：「統計處掌理本部統計事項。」；衛福部亦另於主張衛

福部組織法第2條第1款及第12款：「本部掌理下列事項：一、衛生福利政策、法

令、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核、政策宣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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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範圍，因此依照舊個資法第 7 條第 1 款43以及新個資法第 15 條第 1

款44，可請求健保署提供國人健保資料45。  

（二）健保署對國人健保資料之利用 

有關健保署究否係將其法定職掌範圍內所蒐集之國人健保資料，以符合

個資法之規定釋出予衛福部與國衛院，除規範敏感性個人資料之新個資法第

6 條外46，舊個資法第 8 條47與新個資法第 16 條48均另要求公務機關於利用

個人資料時，需以「執行法定（令）職掌必要範圍」、「符合蒐集特定目的」

或「符合法定例外事由之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之方式為之。據此，本案健保

署將國人健保資料釋出之爭議，於參照前述條文架構後可歸納為：資料之釋

出是否逾越健保署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資料之釋出是否與健保署原蒐集

                                                                                                                       
技發展及國際合作。（後略）十二、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亦為證明該部取

得國人健保資料之依據。 
43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7條第1款，前揭註33。 
44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第1款，前揭註35。 
45 包括處方及治療明細、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醫令等各項明細檔、全民健保承保檔

及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檔等各項資料。 
46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前揭註34。 
47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法令職掌

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

的外之利用：一、法令明文規定者。二、有正當理由而僅供內部使用者。三、為

維護國家安全者。四、為增進公共利益者。五、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

由、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者。六、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有必要者。七、

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當事人之重大利益者。八、有利於當事人權益者。

九、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48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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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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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

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七、經當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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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健保資料之特定目的相符，以及倘逾越蒐集之特定目的，則資料之釋出

是否另符合法定蒐集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1. 資料之釋出是否逾越健保署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 

原告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主張健保署係在欠

缺法律授權依據及原告授權同意下，逕將國人健保資料自民國 87 年起委託

國衛院建置健保資料庫，以及自民國 98 年起提供衛福部建置協作中心（資

科中心），此已逾越舊個資法第 8 條「應於法令職掌必要範圍內為之」之規

定49。不僅如此，原告亦同時於該判決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

字第 600 號判決中主張，由於「參與『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並非健保

署之法定職務，故該署將國人健保資料提供予衛福部亦不符合新個資法第

16 條「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之規定50。 

對此，健保署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與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均中回應，依照該署組織法之規

定51，該署除職掌全民健康保險事項外，尚包括其他有關國內醫療品質提升

之研擬、規劃及執行乃至一切與全民健康保險有關之事項。因此該署將國人

資料釋出予國衛院建置健保資料庫，並藉以對外提供學術研究之用，自為該

署之法定職務必要範圍。此外，衛福部基於全民健保主管機關之身分52，本

得因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向該署間接蒐集國人健保資料53。故健保署主張其

                                                      
49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前揭註47。 
50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前揭註48。 
51 包括修正前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保局組織法第2條第5款及第8款或修正後中央健

康保險署組織法第2條第5款、第8款…等相關法令。（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組織法第2條第5款及第8款：「本署掌理下列事項：（略）五、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服務審查業務與醫療品質提升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略）八、其他有

關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事項。」） 
52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條，前揭註38；同法第7條：「本保險以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

康保險局為保險人，辦理保險業務。」 
53 健保署主張衛福部可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2項第2款、第9條第2項第1款以

及第6條第1項但書第2款等之規定，以法定職掌必要範圍內向其蒐集國人健保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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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人健保資料提供予衛福部之行為係屬協助衛福部執行法定職務54，自亦

為該署法定職掌之必要範圍。 

2. 資料之釋出是否與健保署原蒐集國人健保資料之特定目的相

符 

本案兩造均未於判決中爭執健保署將國人健保資料釋出予國衛院與衛

福部與該署原始蒐集之特定目的不相符，雖然國衛院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更（一）字第 120 號

判決均曾以「縱認被告（即健保署）將所掌健保資料提供建置健保資料庫屬

目的外利用」作為該院主張之前提，但國衛院並未另外提出健保署對之釋出

資料之目的究否符合該署原始蒐集目的之主張。 

3. 資料之釋出是否另符合法定蒐集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1)適用法規範圍55 

綜合前述，本案之爭議可再限縮為健保署在其蒐集國人健保資料之特定

目的外，將資料釋出予國衛院與衛福部之利用行為是否符合新、舊個資法相

關規定。惟本案歷審判決適逢新、舊個資法修正，健保署於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主張該署釋出國人健保資料之特定蒐集目的外

利用行為，符合舊個資法第 8 條第 7款（為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無害於當

事人之重大利益者）「或」新個資法第 16 條但書第 5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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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即足。 

                                                      
54 衛福部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訴更（一）字第120號判決中主張，建置協作中

心（改名後之資科中心）的目的係為提供健康資料作統計分析，以促進公共衛生

決策品質、相關學術研究及醫療保健服務業等相關產業研發創新之用，故衛福部

認為健保署提供國人健保資料予該資科中心具有協助該部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

性。 
55 有關本案新、舊法規適用爭議之整理，原亦應於蒐集與處理階段討論，然由於本

案兩造均未爭執健保署可於該署法定職掌範圍內蒐集國人健保資料，故本文將法

規適用爭議於健保署釋出國人健保資料之目的外利用時探討，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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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前號判決中則認為，本案系爭健保資料屬新個資法

第 6條之敏感性個人資料，然該條文於審理時尚未施行，且既新個資法已將

個人資料區分為一般性與敏感性個人資料，故屬於敏感性之健保資料自無適

用一般性個人資料規定之理，因此該號判決最後以未區分個人資料類型之舊

個資法作為審判之主要依據56。 

然原告於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判字第 600號判決中主張，新個資法透過

法規結構調整，已將舊個資法中有關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

（第 7條）及利用（第 8條）等規定，以「一般性個人資料」調整於新法第

15 條及第 16 條成為最低限度之法律保障，並另將敏感性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或利用於第 6條做更為嚴格之規定。據此，原告主張為達法律適用之整

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衡，本案爭議不應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以割裂之方式適用法律。 

最高行政法院對此爭議做出 103 年判字第 600 號判決並表示，本案系

爭健保資料雖屬新個資法中尚未施行之第 6 條所稱之敏感性個人資料，但對

健保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仍應適用新個資法有關一般個人資料之第 15

條、 第 16條規定辦理。不僅如此，最高行政法院亦闡明除適用新個資法之

規定外，並應注意其手段需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同時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

少之方式，且其利用應與蒐集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5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2年訴字第36號判決中闡明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

字第1924號、98年度判字第1211號、92年度判字第1331號以及89年度判字第1659

號判決，有關新舊法之適用除以做成處分時之事實、法律狀態為準外，事實審法

院言詞辯論程序終結前之事實狀態的變更，法律審法院裁判前之法律狀態的變

更，均應加以考量。本案系爭函文回復原告時，當時有效法律仍為舊個資法；迨

原告提起訴願後，舊個資法始修正為新個資法，揆諸上開說明，本件原則上應適

用新個資法，但然由於本案系爭健保資料屬於新個資法中所稱之敏感性個人資

料，但規範該敏感性資料所屬之新個資法第6條於本案審理時尚未施行，因此臺

北高等法院決定不予適用。另由於新個資法中已將個人資料區分為一般性與敏感

性個人資料，故本案所爭執之健保資料亦非屬新個資法第15及16條有關一般性個

人資料規定之範疇。據此，臺灣高等法院最後適用未區分一般與敏感個人資料之

舊個資法第7與8條之規定。（此判決隨後被最高行政法院於103年判字600號判決

中以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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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原告參照最高行政法前號判決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更

（一）字第 120號中主張，公務機關於「蒐集或處理」個人資料時，應受新

個資法第 6 條及第 15 條「應有特定目的」之限制；而公務機關於「利用」

個人資料時，應同時符合新個資法第 6 條以及第 16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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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不僅如此，公務機關

對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亦應同時受到憲法比例原則及正當合理關連性之限

制。 

換言之，原告認為當健保署釋出國人健保資料予衛福部及國衛院供研究

之用時，不但需符合新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公務機關或學術研

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

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之

規定，亦需符合第 16 條但書第 5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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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蒐集者依其揭

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之規定。而兩造對於該二款要件於本案中之

爭執又可再分為「資料去識別化之責任（經『提供者』或經『蒐集者』）」、「資

料去識別化之程度（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以及「基於公共利益」等三個

面向。 

(2)資料去識別化之責任（經「提供者」或經「蒐集者」） 

原告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主張健保署將國人

健保資料釋出國衛院時，僅以法律責任轉嫁之方式（即要求使用者不得進行

個人辨識）為之57，而於釋出予衛福部時，更係直接提供原始未經加密之個

人就醫與健康保險資料。據此，原告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

字第 600 號判決中進一步主張，依照新個資法第 16條但書第 5 款與第 6 條

                                                      
57 此為原告於該號判決中參考「國家衛生研究院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申請使用

作業要點」第8點第1項及「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加值服務申請原則」第9點

第1項後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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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國人健保資料釋出時是否已達無從識別特定個人之責

任，應由身為資料「原始蒐集者」之健保署確保目的外之利用為合法58。  

對此，健保署先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回應，

衛福部不但係該署之上級機關，且該部亦得因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向健保署

蒐集國人健保資料，故當該署將健保資料釋出予衛福部後，即屬該部依法蒐

集之個人資料，健保署因此對該部所屬之協作中心（資科中心）如何利用個

人資料無干涉或指揮之地位。此外，關於釋出予國衛院之資料，健保署亦於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更（一）字第 120號判決中說明，國人健保資料

釋出時已將個人身份證字號加密，並刪除出生日且無個人姓名資料，實已進

行二次加密之程序59，且健保資料庫對外提供資料時尚須進行第三次加密

60，故可知已滿足新個資法第 6 條第 1項但書第 4 款之規定。 

不僅如此，健保署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更（一）字第 120號判

決中另主張，該署將國人健保資料釋出予衛福部與國衛院之利用行為，亦可

以符合新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2款「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之規定61，且該署尚能另依同條但書第 1款「法律明文規定」將國人健保資

料提供予衛福部，是故縱使該署將未經加密之健保資料釋出予衛福部，亦可

符合個資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中其他款之規定，並無違法之情事。 

(3)資料去識別化之程度（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原告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主張，健保署釋出

予國衛院之資料僅以身份證字號欄位加密之方式處理，然而此種代碼仍可透

過直接或間接之方式（例如解碼）得知個人基本資料、就醫記錄及其相關健

                                                      
58 原告主張條文中「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之「其」

係指「原始蒐集者（及第二次利用之提供者）」，意即健保署。 
59 關於健保署釋出予國衛院之資料，健保署於102年訴字第36號判決中引用國衛院

之主張，表示該資料已先除去姓名並加密病患、醫師及藥師之ID與醫事機構代碼。 
60 依照國衛院之說明，第三道加密程序應係指將原始資料ID從10碼轉為32碼。 
61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2款，前揭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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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醫療等資料62，故健保署釋出之國人健保資料實際上仍存在識別個人之高

度危險性63。 

健保署則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字第 600號判決中主張，

該署將所掌健保資料經過二次加密之程序方提供予國衛院，輔以該院於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更（一）

字第 120 號判決之說明，其所建置之健保資料庫均先將健保資料除去姓名，

再將病患、醫師及藥師 ID連同醫事機構代碼等欄位加密後方進入倉儲資料

庫，再透過只有程式開發者知悉之加密邏輯完成二次加密後，始成為健保資

料庫之原始資料。不僅如此，健保資料庫對外提供資料時，除將原始資料之

ID 從 10 碼轉為 32 碼外，自民國 102 年起已不再提供出生日（只提供出生

年月）。據此，健保署主張該署所釋出之國人健保資料符合新個資法施行細

則第 17 條去識別化之規定64，而國衛院另主張依照法務部於民國 101 年 7

月 30 日做成之法律字第 10103106010 號函意旨65，由於健保資料庫中之資

料已非屬新個資法第 2條第1款所定義之「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

之資料，已無適用該法其他規定之必要。 

另一方面，有關衛福部協作中心（資科中心）之資料，該部於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主張，協作中心（資科中心）從健保署

                                                      
62 原告主張僅以身份證欄位加密處理之健保資料仍可透過出生年月日、性別、承保

類別、承保單位區碼等較易查得之資料，再輔以其他管道獲知之資訊。 
63 原告主張舊個資法第3條第1項規定身份證統一編號僅係其中一項，並非將身份證

欄位加密後即已達無從識別之程度。 
64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7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第四款、第九條第二

項第四款、第十六條但書第五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

第五款所稱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指個人資料以代碼、匿名、隱藏部分資料或其

他方式，無從辨識該特定個人者。」 
65 法務部法律字第10103106010號函，說明四：「末按個人資料者，乃涉及當事人

之隱私權益，故本法立法目的之一乃在個人人格權中隱私權之保護。準此，依本

法第16條第5款或第20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用於統計或學術研究之個人資料，經

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再識別特定當事人，則該筆經提供者處

理後之資料或蒐集者揭露之資料已非本法第2條第款所定『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

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即無本法（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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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國人資料後會將敏感欄位（身份證、醫療機構代碼）加密，並未留存健

保署提供之原始資料，且依照衛生福利部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作中心健康資

料庫建置及使用作業規範之規定66，該中心透過對申請使用之資格、目的有

所限制與規範，不但不提供全欄位資料，亦會於釋出資料前進行第二次加密

成流水號代碼，且不同申請案之加密方式不同，再輔以該中心其他管理措施

67，實際上已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 

對此，原告則另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字第 600 號判決

中進一步主張，個人資料是否已達「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去識別化

（anonymization）程度，至少應符合除去標定可能性（singling out）、連結

性（linkability）以及推論性（inference），而衛福部所稱之「加密」僅係將

個人身份證號以亂數取代之「假名化」處理（pseudonymization），故資料仍

可透過諸多方式將之與特定個人連結68。 

衛福部則於同號判決中表示，現行加密作業方式已改為由該部派專人至

健保署執行加密作業後方攜回，換言之，原始資料自始未曾離開健保署，縱

使該部仍保有解密工具，實則已達非一般申請人可直接或間接識別之資料。

此外，該部另以法務部於 105 年 4月 8日法律字第 10503505760 號函檢送之

                                                      
66 參照衛生福利部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作中心健康資料庫建置及使用作業規範第

5-10及12點。 
67 「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資料庫之使用及管理規定如下：1.限制資料申請資格

以政府機關之業務需求及學術研究及其他專業機構之研究用途需求。2.參加人衛

福部就所提供之資料進行以下去識別化及資訊安全保護措施，確保個人資料不致

外洩而損及當事人權益：將所提供之個人資料進行雙重加密，使資料庫所提供之

資料無從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資訊；申請人於申請時須提出IRB證明，證明申請

案無違反醫學倫理或侵害特定人或少數人個資之疑慮；資料欄位經篩選，以最小

提供為原則，審查是否符合申請目的，且僅提供部分欄位資料檔而非全欄位資料

檔；於實體隔離之獨立作業區域進行資料加值分析；使用資料庫人員需簽署使用

合約書、保密切結書及聲明書；僅允許攜出不具識別性之統計結果，個案資料不

許攜出。 
68 原告主張衛福部資科中心之個人健保資料，由於仍允許健保資料內之串連，亦允

許與其他資料庫之資料進行串接比對，故個人資料均可能從資料庫眾多資料中被

標定，或者可將同屬一特定個人之資料在相同或不同之資料庫間相互連結，或者

足以提供作為推論與該特定個人有關之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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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關利用去識別化資料之合理風險控制及法律責任」研析報告為依據

進一步主張，「可逆之擬匿名化（意即原告所稱之假名化）」符合新個資法施

行細則第 17 條69所列舉之去識別化方式70。 

(4)基於公共利益 

國衛院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表示，國內許多

學術研究成果均源自於健保資料庫中之資料，故對該資料庫之利用確有利於

公共利益或學術研究，並據此認為健保資料庫之建置與其對外釋出資料之利

用符合新個資法第 16條第 5 款「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

之要件。 

原告雖未於同號判決中針對國衛院之主張提出爭執，但在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103 年訴更（一）字第 120號判決中則指出，研究結果之發表並無法等

同實現公共利益，健保署應具體說明健保資料庫實際應用在我國醫療學術或

全民健保制度改革上有何具體研究價值或成果，否則健保署釋出國人健保資

料予國衛院及衛福部之利用行為難謂符合「基於公共利益」之要件。 

4. 資訊自主權之保障（當事人之事前同意權與事後停止權）與

比例原則 

法務部曾於民國 101年 7 月 30 日做成法律字第 10103106010 號函中說

明，倘個人資料係在非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下蒐集而得，則該資料於原始蒐集

目的外之利用行為亦非屬當事人所得限制71。 

                                                      
69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7條，前揭註64。 
70 衛福部另外主張資科中心加密後之資料另由衛福部依該部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

理要點進行控管，顯見事前與事後均已採取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亦可符合新個

資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5款「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且事

前或事後有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之規定。 
71 法務部法律字第10103106010號函，前揭註65，說明二：「按 99年5月26日修正

公布（目前尚未施行）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本法）第15條第2款規定：『公

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

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

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五、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準此，公務機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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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對此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主張此函示增

加了新個資法第 3條第 4款72所沒有之「當事人書面同意」做為主張停止利

用請求權之要件，已違反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73。此外，非經當事人

書面同意所蒐集之資料，仍應以「非違法」為前提，否則將架空行使對違法

變更目的利用行為之停止處理與利用請求權。由於原告主張健保署釋出國人

健保資料之利用行為係已逾越該署法定職掌之必要範圍，且亦未符合蒐集目

的外之任一法定例外事由，因此方對健保署行使事後停止請求權，拒絕該署

將個人資料釋出予健保資料庫或協作中心（資科中心）。 

再者，原告亦主張縱認健保署對國人健保資料之利用行為合法，依照大

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可知，資訊自主權可解釋為個人對資料的「事前」與

「事後」控制權74。在此內涵下，當「事前同意」無法被實現時，就應以「事

後退出」做為保障個人行使資訊自主權之補救方式。故雖然個資法對蒐集特

定目的外之利用訂有法定例外事由，仍不能據以解釋該法限制當事人行使事

後退出權。 

                                                                                                                       
非公務機關如係本於『當事人書面同意』所蒐集之資料，其利用範圍自應受當事

人之限制，以符當事人自決權。」；說明三：「次按本法第16條第5款規定及第

20條第1項第5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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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且該案個人資料如係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基於本法第15條第2款及第19條第1項第5款（當事人書面

同意）以外之要件而蒐集者，其利用之範圍則非當事人所得限制。惟公務機關或

非公務機關為利用時，自仍應符合本法第5條規定。」 
72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第4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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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73 原告認為法務部法律字第10103106010號函釋中申明「當事人對未經書面同意而

被蒐集之個人資料不得行使『限制原始蒐集目的外使用』之請求權」之意旨，實

已增加新、舊個資法所無之限制，故該號函釋應因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精神而不

予適用。 
74 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該號解釋之解釋文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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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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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最高行政法院做出 103 年判字第 600 號駁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後，原告再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中主張，最高行政法院既已駁回「當法律既已限制事前同意權

時，亦應同時限制事後排除權」之判斷，則新個資法第 16 條但書第 5 款雖

可為限制「事前同意」之法律基礎，仍不能作為限制「事後停止請求權」之

依據。因此，倘健保署欲另以不允許事後退出之手段將國人健保資料釋出

時，應符合憲法比例原則75。 

健保署則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主張「事前同

意權」與「事後退出權」應屬一體兩面而不可分割，故法律倘限制事前同意

權時，亦應解釋為同時限制事後停止權76，此外，該署再於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3年訴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中重申大法官於釋字第 603 號解釋中已

明示，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於有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時，仍

可以法律為適當限制之意旨77，並據此主張該署釋出之國人健保資料已促成

諸多學術研究成果並刊載於國內外期刊，顯見確有助於國內醫療衛生及全民

健保發展之行政目的達成（適當性原則）；而該署就所掌之健保資料於利用

前均已經層層加密致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程度，對於當事人之隱私已有相

當保障（最小侵害手段），就此應有該當於所謂「必要性原則」。因此，當建

置健保資料庫並提供學術單位為資料加值服務所達成之公益遠大於個人所

犧牲之利益時，即應已通過憲法比例原則之檢視。是時，不論事前同意權或

事後排除權，於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時，自應得予以限制。 

                                                      
75 原告主張「限制事後停止使用權之行使」並非健保署達成一般學術研究之必要手

段，牴觸「最小侵害原則」，且健保署亦應說明「所追求之目的何以較一般學術

研究具有更重大與迫切之利益」、「該署全面限制自主權之手段，確係為追求該

等更重大與迫切利益所必要」，方符合憲法比例原則要求。 
76 健保署主張該署係以其法定職掌範圍蒐集國人健保資料，依法務部函示之意旨，

當事人對健保資料應無停止利用請求權，而該署釋出資料之利用行為均符合個資

法相關規定，故該署並無侵害憲法保障之個人資訊自主權。 
77 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文摘錄，前揭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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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從本案兩造於歷審之主張可得知，關於健保署將國人健保資料釋出提供

衛福部以及國衛院建置協作中心（資科中心）與健保資料庫以提供學術研究

之利用行為，其法律爭議為「是否為健保署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之蒐集（第

6 條第 1項但書第 2 款與第 15 條第 1 款）」以及「該署對資料之利用行為是

否符合目的外之法定例外事由」，而本案之法定例外事由除需符合適用敏感

性個人資料第 6 條之規定，包括：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且事前或事後有無

適當安全維護措施（第 1 項但書第 2 款）「或」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

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

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第 1項但書

第 4 款）外，尚須符合規範一般性個人資料之第 16條第 1 項第 5 款所規定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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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以及大法官於釋字第 603號釋明之比例原則。 

肆、 試論健康雲端資料庫於我國現行個資法之適

用 : 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字第

120號判決為例 

一、健保資料之蒐集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依據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判字第 600號判決之意旨，將本案針對國人健保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

用分別適用新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4 款、第 15 條及第 16條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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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本案兩造並未爭執健保署蒐集國人健保資料係

依照相關法令之規定78，因此該署於職掌範圍內蒐集由相關機構上傳之國人

就醫紀錄符合新個資法第 15 條第 1款「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之規定。 

二、健保資料之利用 

此外，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健保署將國人健保資料釋出供國衛

院建置健保資料庫及衛福部建置資科中心之行為屬於新個資法中所稱之「利

用」，因此依照新個資法第 6 條及第 16條之規定，健保署原則上須符合「應

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且「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方可釋出國

人健保資料，倘需以超過蒐集特定目的外之方式利用，則需另符合法定例外

事由。 

(一) 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 

根據國衛院設置條例之規定79，該院成立之目的為從事醫療衛生研究，

而衛福部組織法亦規定該部職掌一切與衛生福利有關之事項80，且該部陳報

行政院通過之「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亦為推動健康資料加值應用，故該

號判決認為，健保署提供國人健保資料予國衛院建置健康資料庫及衛福部建

置資科中心仍符合該署組織法第 2條第 5款及第 8 款之職掌事項81。  

                                                      
78 包括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

付及醫療服務機構審查辦法（原名稱：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

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79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條例第1條規定：「為加強醫藥衛生之研究，以增

進國人之健康福祉，特設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並制定本條例。」第3條規

定：「本院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第4條規定：「本院創立基金為新台

幣20億元，由中央政府分年編列預算捐助之。」第5條規定：「本院經費來源如

下：一、創立基金之孳息。二、政府補助專案研究計畫經費。三、國內外公、私

立機構、團體或個人之捐贈。四、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80 衛福部組織法第2條規定：「本部（衛生福利部）掌理下列事項：一、衛生福利

政策、法令、資源之規劃、管理、監督與相關事務之調查研究、管制考核、政策

宣導、科技發展及國際合作。……。十二、其他有關衛生福利事項。」 
81 健保署組織法第1條規定：「衛生福利部為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特設中央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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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的外利用之法定例外事由：提供者處理或蒐集者

以無從識別方式揭露 

由於健保署係基於學術研究之目的而將國人健保資料另作加值服務之

用，因此需符合新個資法第 6 條第 1項但書第 4 款（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

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

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及第 16 條但書第 5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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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蒐集者依

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等特定目的外之法定事由。 

但將國人健保資料去識別化究竟係屬提供者（健保署）抑或係蒐集者（衛

福部、國衛院）之責任，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兩者只需其中一方完成即

符合個資法之規定；至於個人資料是否已無從辨識該特定個人，則應以資料

「接收者」而非「保有者」之角度判斷。換言之，該號判決認為，個人資料

只要經處理後無法透過與其他公眾可得之資料對照、組合、連結而識別出特

定個人，且對外釋出時不提供解密方式，則該釋出之資料即達法定無法直接

或間接識別之去識別化程度，不因資料持有者是否保留解密工具而改變。 

此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另指出，「去識別」亦可由「個人資料」於新

個資法第 2條第 1款定義之反面解釋得知，係指「透過一定程序加工處理使

個人資料不再具有直接或間接識別性」，並得以新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7條作

為判斷標準82。不僅如此，公務機關倘於進行整體隱私風險影響評估後83，

                                                                                                                       
康保險署。」第2條規定：「本署掌理下列事項：一、全民健康保險承保業務之

研擬、規劃及執行。二、全民健康保險財務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三、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給付業務、醫療費用支付業務及醫務管理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

行。四、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特材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五、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服務審查業務與醫療品質提升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六、全民健康保險制

度執行業務之綜合規劃。七、全民健康保險資訊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八、

其他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事項。」 
82 新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前揭註64。 
8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風險評估應綜合考量個人資料類型、敏感性程度、對外提

供資料之方式、引發他人重新識別之意圖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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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申請方式及安全管理措施等使資料被再識別之風險降低時84，則可將去

識別化程度放寬，意即允許提供含有個體性、敏感性之擬匿名化資料。簡言

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縱使對外提供「可逆之擬匿名化資料」，仍能

以有限制之申請與安全管理措施達到個資法對於資安保障之要求。 

至於究否健保署釋出國人健保資料予健康資料庫和資科中心之資料已

達去識別化之程度，若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因健保署提供予衛福部

之健保資料已改為由衛福部派專人至健保署執行加密作業後再攜回，且健保

署於提供健保資料庫前已去除姓名且將相關 ID與代碼進行欄位變造等第一

道加密，故可知健保署釋出之資料前已經過一定程序之加密。而衛福部與國

衛院於取得健保署所釋出之資料後，均會於對外提供前再次進行加密85，輔

以健保資料庫86及資科中心87對申請之審核與系統之安全維護措施等，臺北

                                                      
8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若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個別申請使用之資料，因資

料提供對象有所限縮，除能對資料接收者之身分、使用目的、其他可能取得資料

之管道、安全管理措施等先為必要之審查外，並得與資料使用者約定禁止重新識

別資料之義務及其他資料利用之限制等，較有利於風險之控管，則風險檻值相對

較低。 
85 參照衛生福利部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作中心健康資料庫建置及使用作業規範第

5-10及12點及國衛院ID從原10碼轉換成32碼。 
86 申請者通常會依據參加人國衛院網頁所載之聯絡電話，先洽詢相關問題，以瞭解

申請細節與應遵循之規則，後續才提出服務申請案(或不申請)。又服務申請表單

並已e化，採線上填寫，惟「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資料加值服務使用同意書」

需提供蓋章簽名正本， 另併同研究計畫書及該計畫書經任一合格之「倫理審查

委員會(IRB)」審查通過證明文件影本，郵寄予參加人國衛院。待參加人國衛院收

到該申請案後，行政人員會先檢視各項資料填寫完整性，後續再將申請案送交專

家學者(按通常為二名)，請其提供諮詢意見（專家學者為參加人國衛院所聘之委

員，委員會之組成為參加人國衛院依契約附件「加值服務申請原則」之「五、監

督管理 」規定執行），有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加值服務申請原則及申請流

程等影本在卷為憑。且參加人國衛院就資料為對外供學術研究 之提供，依全民

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加值服務申請原則第5點（三）之規定，申請人所申請資料

應符合研究所需，並遵循最少資料原則及抽樣原則，以保護個人隱私。最少資料

原則係指每件申請案以僅提供其研究所需最少資料為原則。 
87 參照「衛生福利部健康資料加值應用協作中心獨立作業區作業規範」及「獨立作

業區使用人員注意事項」，採用實體隔離之獨立作業區域提供分析人員使用，為

設有門禁管制並裝設監視設備之獨立空間、出入需配戴識別證、為單一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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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認為已符合新個資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第 4 款及第 16 條但書第 5

款中「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人」之要件。 

（三）資訊自主權與公共利益 

該號判決指出，新個資法之立法目的除保護個人隱私權外，亦包括促進

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此外，大法官雖於釋字第 585號中肯認隱私權乃為不

可或缺之基本權利，但亦於釋字第 603號中表示憲法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

護亦非絕對，倘國家基於公益之必要，仍得於不違反憲法第 23條之範圍內，

以法律明確規定強制取得必要之個人資訊。據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

當個人權益與重大公共利益相衝突時，個人資訊之自主決定權得有所退讓，

故倘醫（疫）學研究之公益利益顯大於國人對健保資料之自主權時，公務機

關即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國人健保資料。 

不僅如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進一步指出，國衛院受健保署之委託建置

之健保資料庫業經國內醫藥衛生研究人員利用並發表學術研究成果並刊載

於國內外期刊，而衛福部依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成立之資科中心亦係以促

進公共衛生決策品質、相關學術研究及醫療保健服務業等為目標，由此可知

健保署釋出國人健保資料係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不但具有公共利益，且釋出

資料後與公共利益目的之達成間具有「適當性」，而釋出供研究之資料業已

達去識別之標準，係採對國人侵害之最小手段。據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

為健保署釋出國人健保資料欲追求之公益遠大於個人資料法所保護之私

益，且有其必要性，故該當於比例原則。 

另一方面，對於原告主張欲行使事後停止請求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參

酌大法官釋字第 603 號解釋以及新個資法之立法目的後卻仍依法務部之見

                                                                                                                       
僅可於指定電腦作業、無對外網路、不可攜入實體參考文件、手機、攝（錄）影

機、筆記型電腦、個人數位處理器（PDA）、隨身碟及各類可攜式儲存攝錄設備，

如需紙筆須向值班人員申請並須於離場前繳回專用紙筆，且全天候進行監控錄

影。以確保使用者無從自行攜入其他資料，藉以進行加密資料比對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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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認為，資訊自主權之事前同意與事後停止應屬一體兩面，否則縱使健保署

可依法不經當事人同意而利用國人健保資料，當事人卻仍能於事後行使排除

權，此時非但法律欲達到合理利用個人資料、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無以達

成，更使得個人資訊自決權成為絕對權利。本文對此見解則採取保留態度，

並擬從比較法角度於後述章節提供更為細緻之分析依據。 

伍、建置健康雲端資料庫之法律爭議與比較法分析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於民國 104年 12月 30日通過修正，並於民國 105

年 2月 25日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1050154280號令發布修法自民國 105年 3

月 15 日施行，故本文於探討我國建置健康雲端資料庫之法律爭議時，將以

新個資法作為討論爭議之依據。 

由於國人之健保資料係屬修法後新個資法第 6 條所稱之敏感性個人資

料，因此健保署對國人健保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判字第 600號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之意

旨，除需符合一般性個人資料之規定外，亦應符合敏感性個人資料之規定。

另由於規範敏感性個人資料之第 6條係屬新個資法體例中之總則，故於適用

法律時亦應較規範一般性個人資料之規定優先討論。茲將本案中健保資料適

用於新個資法之相關規定整理如下： 

【表一】健保資料適用於新個資法之相關規定（※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敏感性個人資料 

蒐集與處理 利用 

第 6條 

（原則）有關病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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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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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第 2款「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

措施」；或  

第 4款「公務機關基於醫療、衛生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

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一般性個人資料 

倘健保署將蒐集而得之國人健保資

料「直接建置」健康雲端資料庫(意

即將健保資料直接以雲端運算方式

儲存為資料庫)，應係屬對資料之「處

理」，適用第 15 條之規定。 

（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

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

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

連結或內部傳送。   

倘健保署將蒐集而得之國人健保資

料「釋出以供建置」雲端資料庫之行

為，應係屬對資料之「利用」，適用

第 16 條之規定。 

（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

以外之使用。） 

 

第 15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

集或處理） 

第 16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

用） 

除第 6條第 1項所規定資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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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特定目的 (原則) 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

內為之 

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第 1款「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  

（例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第 5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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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

之當事人」 

一、健保資料之蒐集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健保署係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辦法、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等相關法令蒐集國人

健保資料，故屬該署法令職務範圍內之必要行為，因此符合新個資法第 15

條第 1 款「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倘依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

由於健康雲端資料庫內所存錄之國人健保資料即係健保署依相關法令蒐集

而來，似不生與我國個資法扞格之法律爭議。 

然本文卻認為，縱使兩造對於健保署蒐集國人健保資料究否為該署之法

定職掌範圍不為爭執，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逕以新個資法中規範一般性個人

資料之第 15 條認定健保署係以符合個資法之方式蒐集國人健保資料，顯然

漏未考量新個資法已將個人資料區分為一般性與敏感性個人資料之立法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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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公務機關蒐集個人資料之規定，雖然未區別敏感性與一般性個人

資料之舊個資法第 7 條與規範一般性個人資料之新個資法第 15 條均規定，

僅需具備特定之蒐集目的，並於符合該機關法令規定之職掌必要範圍內即可

為之。但從規範敏感性資料之新個資法第 6 條可知88，國人健保資料原則上

不得蒐集，因此健保署需依照該條但書第 2 款之規定，除符合該署之法定職

掌必要範圍外，另以具有事前或事後之適當安全維護措施方能為之。據此，

本文則欲主張，當健保署蒐集國人健保資料時，除需確認該署之法定職掌範

圍以外，尚須檢視該署是否已有適當之安全維護措施，蓋此安全措施雖事前

未具備時，仍可於事後「補正」，但新法針對敏感性個人資料之蒐集顯然已

非謂只要符合健保署之法定職掌範圍，就必然能蒐集國人健保資料。故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認為，只要有相關法令規範，健保署即可逕為蒐集國人

健保資料之結論，於新個資法第 6條施行後，顯已不能滿足蒐集敏感性個人

資料之法定要件89。 

二、健保資料之處理或利用 

我國個資法將個人資料之使用區分為「蒐集」、「處理」與「利用」三個

階段。依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之見解，健保署依

其法定職掌範圍所蒐集而來之個人健保資料在「建立檔案」或「準備利用」

的過程中，仍屬未達到利用階段的「處理」行為，必須到該署將所蒐集而來

之個人健保資料委外（由國衛院或衛福部統計處）「建置健保資料庫」時，

方屬於法律所定義之「利用」行為。因此，有關將國人健保資料建置為雲端

資料庫之法律爭議，應視健保署係直接將國人健保資料以雲端運算方式建置

為資料庫，抑或如同現有健保資料庫或資科中心係將資料釋出後方建置資料

庫分別討論。 

                                                      
88 新個資法第6條，前揭註34。 
89 為求文章精簡，有關敏感性個人資料於蒐集時須具備之安全維護措施具體內容，

將於「健保資料之蒐集特定目的外之利用」該節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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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健保資料之處理90 

倘健保署係將醫事單位上傳之國人健保資料直接以雲端運算之方式儲

存為資料庫，應屬於未達利用階段之「處理」91，此時除規範敏感性個人資

料之第 6 條外，健保署另需符合規範公務機關處理一般性個人資料之第 15

條所要求之「應有特定目的」與「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有關健保署建

置雲端資料庫是否為該署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倘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之判決意旨，只要係為從事醫療衛生之研究進而推動健康資料之加值應

用，均符合健保署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92，因此健保署能否將國人健保資料

建置為雲端資料庫將視該「處理」是否具有「特定目的」而論。 

雖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於促進國內全民健保之相關研究並以之提

升國內醫療衛生發展，仍屬健保署法令職掌之必要範圍，但健保署取得國人

健保資料係因辦理全國健康保險業務(如保險費稽核等行政目的)之緣故，因

此建置資料庫並以之對外提供資料加值服務等研究目的，實已非屬健保署辦

理國人健康保險業務之原始（特定）目的，故健保署究否能以不同於蒐集國

人健保資料之特定目的，進而以建置雲端資料庫之方式處理國人健保資料，

則成為健保署將來若欲自行建置健保雲端資料庫之首要法律爭議。 

本文認為，新個資法第 15 條之條文架構雖係將蒐集與處理整併為同一

條文，但條文係以「蒐集『或』處理」之方式要求公務機關應具有特定目的，

                                                      
90 為求文章精簡，有關敏感性個人資料於處理時須具備之安全維護措施具體內容，

將於「健保資料之蒐集特定目的外之利用」該節詳述之。 
91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4款：「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

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92 健保署組織法第1條規定：「衛生福利部為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業務，特設中央健

康保險署。」第2條規定：「本署掌理下列事項：一、全民健康保險承保業務之

研擬、規劃及執行。二、全民健康保險財務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三、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給付業務、醫療費用支付業務及醫務管理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

行。四、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特材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五、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服務審查業務與醫療品質提升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六、全民健康保險制

度執行業務之綜合規劃。七、全民健康保險資訊業務之研擬、規劃及執行。八、

其他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業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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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推知，蒐集與處理雖然適用同一條文，但似非強制規定兩者之特定目

的必須完全相同，否則立法者逕可如同第 16 條直接以條文明示「需與蒐集

之特定目的相符」。然而，由於第 15條並未明文限制對個人資料之處理需與

蒐集之特定目的相同，故健保署尚需符合法務部依照新個資法第 53 條另訂

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其一之特定目的項目93，

始可將國人健保資料以雲端運算之方式建置資料庫。 

(二) 健保資料之利用 

倘健保署欲將蒐集而來之國人健保資料釋出，委由國衛院、衛福部或其

他第三方以雲端運算方式建置資料庫並對外提供加值服務時，參照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之意旨，已屬對個人資料之「利

用」行為，故除規範敏感性個人資料之第 6 條外，健保署需另適用第 16 條

規範公務機關利用一般性個人資料之規定。換言之，此時需另檢視健保署之

利用行為是否係「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且「與蒐集特定目的相符」。

倘認委託他方建置健保雲端資料庫之利用行為與原始蒐集之特定目的不相

符時，則尚須符合同條第 5款「公務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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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

當事人」關於目的外利用之法定例外事由，方可滿足將國人健保資料釋出建

置雲端資料庫之法律保留原則。 

關於健保署釋出國人健保資料建置健保資料庫與資科中心之法律爭

議，已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36號判決及 103 年訴更（一）字

第 120號兩號判決中確認係屬對健保資料蒐集目的以外之利用行為，故本文

擬將健保署釋出國人健保資料建置健保雲端資料庫可能面臨之法律爭議，依

照新個資法之規定並比照現有健保資料庫（與資科中心）之法律爭議進一步

論述如下。 

                                                      
93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3條：「法務部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特定目的及

個人資料類別，提供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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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保資料之蒐集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綜上所述，倘健保署欲對國人健保資料為蒐集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時，除

應符合敏感性個人資料之第 6 條但書各款之一外，亦需符合一般性個人資料

第 16 條但書各款之一，若以建置健保雲端資料庫並對外提供加值服務以利

相關研究之用時，應將適用但書各款之範圍限縮解釋如下： 

(一) 敏感性個人資料法定例外事由之一（第 6條第 1項但

書第 2 款）：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

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呈前所述，本文認為縱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肯認健保署對國人健

保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均屬其法定職掌之必要範圍，仍難謂該署欲建置

健康雲端資料庫已完全符合新個資法第 6條第 1項但書第 2款規定之方式，

換言之，該署仍須採取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否則將和新個資法保障敏感性個

人資料之規範齟齬不合。 

然何謂「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倘依照我國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

規定，係指「公務機關為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而採取技術上及組織上之措施」。而該條亦列舉可達成個人資料保護目的之

措施包括：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個人資料之

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個人資料蒐集、處理

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設備安全管理；資料安全稽核機制；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以及

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等 11 項措施。然而究竟我國個資法所規

範之安全維護措施能否在雲端運算時代確實提供對個人資料之保障？此疑

義或可借鏡於外國立法例與針對個資安全隱私權保障相應之治理模式加以

說明。 

1.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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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工作小組於 2012 年發表第 196 號的意見書中特別提醒雲端運算將

為當前資訊保護帶來諸多風險，其中又以「對個人資料欠缺控制（lack of 

control）」以及雲端運算技術「欠缺透明性（lack of information on processing；

transparency）」為隱私保護之兩大隱憂94。 

(1)欠缺控制95： 

當個人資料轉由雲端服務提供者管理後，雲端客戶將因無法再對資料享

有排他之控制權而導致無法藉由技術控管或系統編制確保資料的可利用性

（availability）96、完整性（integrity）97、匿名性（confidentiality）98、透明

性（transparency）、隔離性（isolation）99、干預可能性（intervenability）100以

及可攜性（portability）。 

                                                      
94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05/2012 ON CLOUD 

COMPUTING,  NO. 01037/12/EN, WP 196, at 6,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article-29/documentation/opinion-recommen

dation/files/2012/wp196_en.pdf (last visited Sept.17, 2016).（工作小組亦曾於2013年

第203號「目的拘束原則」意見書中論及安全維護措施，李婉萍（2013），〈歐

盟個資小組「目的拘束原則」之全市集該全是對界定個資法上「特定目的」之啟

發〉，《科技法律透析》，25卷9期，頁22-23。） 
95 Id. at 5-6. 
96 Id. at 5. 工作小組指出，資料欠缺可利用性源自於欠缺互用性（interoperability），

雲端提供者可透過互用性技術向雲端客戶說明，資料、文件或資訊變動（shift）

與交換（exchange）在不同雲端系統或實體間確有其難度。 
97 Id. 工作小組指出，資料欠缺完整性起因於資源分享。雲端是一種以共享為基礎

的系統，雲端提供者所處理之個人資料來自於廣闊資訊中之資料主體或組織，且

（該資料）可能存在於不同客體和（或）彼此衝突的利益間。 
98 Id. 工作小組指出，匿名性為法律對雲端提供者最直接的要求。個人資料在雲端

的處理需接受歐盟會員國或第三國家之法律要求，唯此可能之風險為個人資料可

能在不具歐盟保護框架之外國地域中被揭露，但卻導致違反歐盟資料保護法律之

結果。 
99 Id. at 6. 工作小組指出，資料欠缺隔離性係指雲端提供者可透過物理性控制

（physical control）資料被不同客戶串連，但倘若管理者採用恰當但高風險的特

許近用權（privileged access rights），則個人資料就能在不同客戶間進行資訊串

連。 
100 Id. 工作小組指出，欠缺干預可能性係起因於委外鎖鏈（outsourcing chain）的複

雜和機能性。單一雲端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務亦可能是結合自不同的提供者，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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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欠缺透明性101： 

當資料控制者及資料主體欠缺足以瞭解雲端服務者如何處理資料之資

訊時，將導致兩方均無法意識到對資料潛在的威脅與風險，進而無法儘早採

取恰當的應對措施。對此，歐盟工作小組特別指出，欠缺透明性最可能引發

的兩種風險分別是在當資料係於複數處理者或次級承包者間進行一連串的

處理過程102；以及當個人資料係在不同地理區域間使用時所生之適法爭議

103。 

於此之際，歐洲雲端運算企業小組（Cloud Select Industry Group； 

C-SIG，下稱雲端企業小組）104 於隔年試圖草擬雲端服務提供者應如何保

護資料的守則（ Data Protection Code of Conduct for Cloud Service 

Providers），該守則主要是為確保雲端用戶能透過分析雲端之服務，進而判

斷該雲端運算技術是否已達可使用個人資料之標準，同時藉由提升透明化來

營造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者與雲端用戶間的信賴環境，並以之提供較高層級的

資料保護模式105。這份守則認為身為資料處理者（data processer）之雲端企

業小組必須以確保資料在處理階段之「匿名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

（integrity）」以及「可利用性（availability）」方能建置於技術及組織架構均

                                                                                                                       
務本身之範疇可能在契約存續期間內不斷增加或減少。於此情況下，雲端提供者

可能無法提供必要之措施或工具進一步協助資料控制者（controller）用於管理資

料之近用、刪除或更正。 
101 Id. 
102 Id.  
103 Id. 工作小組指出當個人資料移轉到非屬EEA的第三國家時，該國可能因無法提

供恰當的資料保護或適當的措施保護資料的移轉（例如：標準化契約條款或有拘

束力之合作規則）而導致違法。 
104 CLOUD SELECT INDUSTRY GROUP (C-SIG),  DATA PROTECTION CODE OF CONDUCT FOR 

CLOUD SERVICE PROVIDERS, 

https://ec.europa.eu/digital-agenda/en/news/data-protection-code-conduct-cloud-servi

ce-providers (last visited Sept.17, 2016). 該工作小組成立之目的在以與雲端服務

者及雲端使用者之間，用契約的方式協助歐盟發展符合當代技術的雲端運算服

務。 
10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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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當的資訊安全機制106。而為達此目標，雲端企業小組進一步建議除非提出

具體理由說明個人資料於傳輸（transmission）之前無法或不需要進行加密

（encryption），否則個人資料均需事前進行加密107。除此之外，雲端服務提

供者也需要說明刪除（deletion）個人資料之政策，包括個人資料於刪除前

將被保留的期間，以及如何刪除資料之處理機制、標準與方法等108，並將所

有相關安全機制之說明透明化。 

不僅如此，該雲端企業小組亦欲建置一套管理系統（governance system）

藉以確保該守則之規範內容能維持有效性（effective）及公平性（equitable），

109其組成架構包括： 

(1)指導委員會（Code of Conduct Steering Board）： 

由雲端企業小組成員、雲端運算客戶（及其代表）、官方代表或歐盟工

作小組以及學術與實務界之專家等共同組成之中立委員會，主要負責提出守

則內容之修正與提名管理系統內之其他成員等110。 

(2)代表會（Code of Conduct General Assembly）： 

由資料使用者團體（user group）、雲端服務提供者（cloud provider）等

代表組成，代表會主要任務係負責該守則內容修訂之准駁111。 

(3)主管機構（Code of Conduct Competent Body）： 

係一專業與獨立之機構，專責於協助雲端企業小組所有程序之制訂以及

監督守則內容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故其成員需經指導委員會之批准112。 

(4)秘書處（Code of Conduct Secretariat）： 

主要任務為協助指導委員會113。 

                                                      
106 Id. at 27. 
107 Id. 
108 Id. at 28-29. 
109 Id. at 33. 
110 Id. at 34-35. 
111 Id. at 33. 
112 Id. at 35-36. 
113 Id. at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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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守則於 2015 年 1 月被提交到歐盟工作小組以檢視能否符合歐盟個

人資料保護指令（95/46/EC）之要求114。工作小組於同年 9 月發表的意見書

中提出 11 項改善方針，包括：需考量未來與歐盟資料保護規則（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或個人資料保護法（DPAs）間之關係115；且其

欠缺雲端服務提供者應如何具體管理雲端之明確模式116；有關敏感性資料處

理之額外措施亦不夠周延117，以及未盡明確告知資料擁有者應盡之資料保護

義務與當雲端服務者違反法律義務時所應負之責任等118。除此之外，雖然這

份守則建議雲端服務提供者不應在雲端內進行識別個人資料的各種操作，但

工作小組認為由於該守則中未對「匿名化（anonymization）」以及「假名化

（pseudonymization）」資料提供具體處理之措施，故能否符合歐盟保護個人

資料之框架實不無疑問119。不僅如此，工作小組也建議此守則可依照資訊可

能遭受之威脅（threats）、雲端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務、設備和風險管理

之可受責難（vulnerabilities）等，區分出不同層級來強化安全風險評估

                                                      
114 Id.; see also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02/2015 

ON C - S I G  O F  C O N D U C T  O N  CLOUD COMPUTING, NO. 2588/15/EN, WP 232, p.6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article-29/documentation/opinion-recomme

ndation/files/2015/wp232_en.pdf (last visited Sept.17, 2016). 
115 Id. at 4. 工作小組建議此守則需明確指出該守則並非讓雲端服務提供者

（cloud computing providers；CSPs）豁免於歐盟法或相關個人資料保護法。 
116  Id. at 5-6. 目前該守則建議的管理模式為二：雲端服務提供者的自行評估

（self-assessments）或是透過第三方認證（third party certificate），而工作小組則

建議此二種管理模式應規範的更為具體明確（unambiguous）。 
117 Id. at 6. 工作小組指出目前該守則並未特別規範有關敏感性資料之處理，此

類敏感性資料除需符合一般性之規範外，通常需要額外的安全模式（additional 

safeguards）。 
118 Id. at 8. (Liability) 工作小組指出，於05/2012有關雲端運算之意見書中已明白

揭示從資料保護之立法角度而言，釐清不同角色之特殊義務有其重要性，故

雲端服務提供者之義務及責任亦應更為具體。據此，守則中必須避免在適用

（雲端）服務規範時，因不正當限制雲端提供者之義務和責任而造成客戶權

利之限縮所產生之不利益。 
119 Id. at 7.  (The notion of personal data) 工作小組要確認歐盟所定義之「個人資

料」亦落實在此守則中，唯其中關於「去識別（pseudonymisation）」與「匿

名（anonymisation）」目前在守則中卻漏未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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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risk assessment）以及資料保護影響評估（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方能以評估之結果作為往後建構不同屬性個人資料所需之雲端

運算安全系統120。有鑒於此，工作小組雖肯認這份守則將協助雲端服務提供

者建置更負責任之資料保護架構121，但考量執行上之成本，實際上並未正式

批准該守則122。  

2. 英國 

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認為英國個人資料保護法（DPA 1998）中第 7 原

則（The seventh principle）可做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資訊安全準則123，根據該

原則，資訊安全之適當技術與組織應考量個人資料之本質，且能對抗未經授

權或非法之處理，同時平衡因資料之意外滅失或毀損所造成之損害124。雖然

資料保護法並未定義何謂「適當（appropriate）」之安全技術與組織，但資

訊委員辦公室認為，仍可透過評估（assess）個人資料本質及其經不恰當使

用或意外滅失、損毀後可能造成之傷害，建置出符合第 7 原則所要求之資訊

安全層級，包括 125：管理與組織措施（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measures）126、工作人員（staff）127、實體保全（physical security）128以及

電腦保全（computer security）129等。 

                                                      
120 Id. at 9-11. 
121 Id. at 12. 
122 Id. at 2. 
123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 THE GUIDE TO DATA PROTECTION, 

at 75, https://ico.org.uk/media/for-organisations/guide-to-data-protection-2-4.pdf.(last 

visited Sept.17, 2016). 
124 The Seventh Principle,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 (Having regard to the stat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st of implementing any measures, the measures 

must ensure a level of security appropriate to (a) the harm that might result from such 

unauthorised or unlawful processing or accidental loss, destruction or damage as are 

mentioned in the seventh principle, and (b) the nature of the data to be protected.) 
125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ICO), supra note 123, at 76-77. 
126 Id. at 77-78. 資訊委員辦公室指出，除了資訊風險評估外，安全意識與文化

（culture of security and awareness）也很重要。此外，辦公室也建議指派專人並

給予充分之授權與資源，使該人員能每日維護系統安全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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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亦於 2012 年公布之匿名操作規範

（Anonymisation Code of Practice: Managing Data Protection Risk）中表示

130，有效且廣泛的管理架構應能顯示出個人資料在匿名化與釋出時可能遭遇

之實際風險131，因此建議個人資料之管理架構應包含下列項目： 

(1)責任（responsibilities）132： 

由具有足夠年資且熟悉技術和法律背景的人擔任授權（authorize）和監

督（oversee）之權能。 

(2)人員訓練（staff training）133： 

所有人員應知悉所採納之匿名技術及該技術可能導致之風險與降低風

險之方式。除此之外，個別人員亦應瞭解自己在確保匿名化安全下所扮演之

角色。 

(3)通報程序（procedure）134： 

一旦匿名化在操作上遇到障礙或有困難時，將直接導致系統啟動對個人

資料之「再識別風險」與「該風險對個人之影響是否劇烈」的評估，因此，

                                                                                                                       
127 Id. at 78-79. 資訊委員辦公室指出，每一位工作人員均應瞭解且熟悉個人資料保

護之重要性以及系統所採取之安全政策，不僅如此，工作人員也需接受實際操作

維護系統安全程序之訓練與演練。 
128 Id. at 79. 資訊委員辦公室指出，實務上許多安全事故均與盜取設備或淘汰舊設備

或丟棄實體資料有關，有鑒於此，實體保全（如門鎖設備或其他監視設備）就有

其重要性，但辦公室亦指出，除了實體保全之外，門禁、對訪客之過濾以及如何

處理廢紙或其他可攜設備也應一併考量。 
129 Id. at 79-80. 資訊委員辦公室指出，電腦保全系統一直在進步，因此所需採取之

複雜程度亦應配合系統之複雜程度以及相關人員技術之專業程度，並不限於該守

則中所提及之範疇。 
130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ICO), ANONYMISATION CODE OF 

PRACTICE: MANAGING DATA PROTECTION RISK 

https://ico.org.uk/media/1061/anonymisation-code.pdf.(last visited Sept.17, 2016). 
131 Id. at 39.  
132 Id.  
133 Id.  
13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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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發生障礙或困難時，即應透過特定通報程序來記錄「是否」以及「如何」

進行匿名化與個人資料之釋出。 

(4)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135： 

除了與匿名化有關之新守則、法律或法院判決之外，其他有關資料匿名

化或入侵者可能採取識別個人之新技術均需透過知識管理來擴充。 

(5)合作模式（join up approach）136： 

透過與其他組織的合作分享有關資料揭露與評估風險等資訊。舉例而

言，倘 A 機構以匿名方式揭露某地區健康資料前，便知悉 B 機構亦欲同時

對同樣地區以同樣方式揭露社福資料，此時 A、B兩機構便可共同評估風險

和採取降低風險之措施。 

(6)隱私風險評估（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PIA）137： 

PIA主要係對隱私風險做全面性地評估，包含測試匿名化技術是否具有

一定程度之有效性，並以該測試結果作為評估再識別風險之主要依據，並據

此進一步採取減輕風險之必要措施。 

(7)透明（transparency）138： 

當匿名化資料不會直接影響個人時，很可能會因此形成對於資料主體

「無須告知」甚或是「隱匿（secretive）」的趨勢。雖然並非所有個案均有

逐一告知資料主體的必要性，但仍須盡可能讓公眾清楚且容易取得隱私政策

（例如匿名化之方式及任何可能之風險等）。因此，資訊委員辦公室特別列

舉需透明化之事項包括：解釋為何需將個人資料匿名化之原因，並以一般人

能理解之用語說明匿名化所憑藉之技術；闡明個人能否在 DPA 無授權時依

然行使一般性權利（舉例而言，資料主體是否具有對其資料匿名與否之選擇

權）；說明使用何種安全模式降低資料匿名化時可能產生之風險，以及是否

會將匿名資料公開抑或是僅對部分對象揭露；闡述對於因資料公開而可能導

                                                      
135 Id. at 40.  
136 Id.  
137 Id.  
1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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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之風險及後果，資料當事人對此種資訊能有諮詢或表示意見之機會；說明

公開匿名資料之決定過程（包括所有經過衡平或未考量之因素）。由於過度

隱匿上述資訊很可能會導致公眾不信任（public distrust）與懷疑，因此資訊

委員辦公室認為透過建置公開檢視和意見傳達之管理模式，不但有助於提升

公眾信賴，更可改善做成匿名化決定時所需完備之程序。 

(8)複審（review）139： 

參考公眾意見（包括異議及諮詢）並持續對匿名化可能產生之後果進行

複審，並藉由「再識別測試（re-identification testing）」140評估個人資料再識

別風險以及應採取何種減輕風險之措施。 

(9)災害復原（disaster recovery）141： 

倘資料確實被再度識別而危及個人隱私權時，應即時採取災害復原相關

之措施，包括：告知個人災害之發生以及提供任何必要的復原協助等。此外，

一旦再識別事件發生後，即應中斷原有匿名化之程序並改以更嚴格之技術修

正或控制資訊之揭露。 

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建議在雲端運算技術下應先行考量個人資料之類

型142以及個人資料將被處理之方式143，並輔以隱私風險評估（privacy impact 

                                                      
139 Id. at 41.  
140 Id. at 43. 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稱之「再識別測試（re-identification testing）」係

指一種以侵入（penetration）之方式偵測和處理再識別之弱點的測試。此種測試

與企圖從匿名資料或資料庫中再識別出特定個人相關，倘藉由第三方來進行此種

測試時，其優點為或可意識到資料來源、技術或各種原先被忽略或尚未被發現之

弱點。此測試之第一階段需要確認即將公開之匿名資料內容，接著需判斷若藉由

與其他可觸及之資料（不論是否屬於個人資料）之串連，能否導致匿名資料被再

識別，雖然實務上因無法得知其他人能近用之資料而導致判斷上的困難，但仍可

透過確認已公開之資料（例如輕易透過網路瀏覽而得知之資料）來彌補。辦公室

亦指出，「企圖入侵者測試（motivated intruder test）」就是一種有用且適格之侵

入性測試。 
141 Id. at 41.  
142 Id. at 10. (Recommendation 42) 
143 Id. (Recommendation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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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並採取適當減輕風險的措施144。辦公室認為，雖然「安全性

（security）」是評估風險重要之依據，但絕非為唯一考量的因素145，實際上

仍須審視個人資料能否於雲端運作技術下確保該資料之「可利用性

（availability）」、「匿名性（confidentiality）」以及「完整性（integrity）」方

能有效地進行隱私風險評估146。  

另一方面，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亦指出，由於雲端運算其中一項特色是讓任

何人能在任何地方近用資料，因此如何確保只有被授權的雲端使用者能使用

雲端資料也屬系統安全維護措施之一環147，但倘若雲端服務提供者不同意讓

外人直接進入系統後台檢視其雲端運算之安全性架構時148，則應另派獨立之

第三方對系統進行仔細地安全審核，並對外提供詳實之審核結果149，如此方

能讓外界瞭解雲端提供者是否已具備適當的安全措施150。據此，英國資訊委

員辦公室另提供可作為評估雲端運算系統安全維護之清單如下151： 

【表二】雲端運算系統安全維護之評估因素（※資料來源：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

資訊安全準則，建議 58） 

風險 

Risks 

列出所擁有之個人資料以及該資料在雲端運算中將如何

被處理？ 

Make a list of the personal data you hold and how it will be 

processed in the cloud. 

                                                      
144 Id. at 11. (Recommendation 43) 
145 Id. at 13. (Recommendation 52) 
146 Id. (Recommendation 56) 
147 Id. at 15-16. (Recommendation 70) 
148 Id. (Recommendation 57) 
149 Id. at 13-14. (Recommendation 58 and 59)該副本必須具備足夠的細節，包括：物

理、技術以及安全模式之編制等。 
150 Id. at 13. (Recommendation 58) 
151 Id. at 22. (Recommendation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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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性 

Confidentiality 

是否雲端提供者能提供適當的第三方安全評估機制？ 

Can your cloud provider provide an appropriate third party 

security assessment? 

是否符合妥適使用之規則或其他質量標準？ 

Does this comply with an appropriate industry code of 

practice or other quality standard? 

倘發現安全性弱點時，雲端提供者需要多少時間作反

應？ 

How quickly will the cloud provider react if a security 

vulnerability is identified in their product? 

於創設、中止以及刪除帳號時需耗之時間與成本為何？ 

What are the timescales and costs for creating, suspending 

and deleting accounts? 

是否所有資訊傳輸都是以加密方式進行？是否該加密方

式恰當？如何管理解碼鑰匙？ 

Is all communication in transit encrypted? Is it appropriate 

to encrypt your data at rest? What key management is in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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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或保留資料所需耗之時程為何？是否包括當資料使

用週期結束後之銷毀? 

What are the data deletion and retention timescales? Does 

this include end-of-life destruction? 

倘決定從雲端中退出時，雲端提供者是否會刪除所有資

料？ 

Will the cloud provider delete all of your data securely if 

you decide to withdraw from the cloud in the future? 

確認所屬之資料或與雲端使用者有關之資料是否會與第

三方或是與其他雲端服務提供者分享？ 

Find out if your data, or data about your cloud users will be 

shared with third parties or shared across other services the 

cloud provider may offer. 

完整性 

Integrity 

採取何種審計追蹤模式來監督可近用資料之對象與近用

之資料為何？ 

What audit trails are in place so you can monitor who is 

accessing which data? 

確認雲端提供者願意於雲端使用者提出需求時提供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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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副本。 

Make sure that the cloud provider allows you to get a copy 

of your data, at your request, in a usable format. 

當遭受重大資料遺失時，雲端提供者需要多久時間以不

改變原始資料的方式回復資料？ 

How quickly could the cloud provider restore your data 

(without alteration) from a back-up if it suffered a major 

data loss? 

可利用性 

Availability 

雲端提供者是否具備足夠的能力從其他少數的雲端客戶

端複製高需求的資料？ 

Does the cloud provider have sufficient capacity to cope 

with a high demand from a small number of other cloud 

customers? 

其他雲端客戶或雲端使用者的行動對服務之品質有何影

響？ 

How could the actions of other cloud customers or their 

cloud users impact on your quality of service?  

當有需要時，是否能確保對雲端資料或雲端服務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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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an you guarantee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access the data 

or services when you need them?  

不在辦公室而欲使用硬體或連結其他雲端使用者之成本

為何？ 

How will you cover the hardware and connection costs of 

cloud users accessing the cloud service when away from the 

office?  

若雲端提供者發生嚴重的運行故障或電力中斷將造成何

種衝擊？ 

If there was a major outage at the cloud provider how 

would this impact on your business? 

適法性 

Legal 

確認和雲端提供者間有書面契約。 

Make sure you have a written contract in place with your 

cloud provider. 

若變更雲端服務可能會影響原始協議時，雲端提供者會

透過何種方式進行溝通？ 

How will the cloud provider communicate change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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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service which may impact on your agreement?  

雲端提供者會在哪個國家處理資料？在該國對資料之安

全保障為何？是否能確保資料主體之權利與自由受到保

護？ 

Which countries will your cloud provider process your data 

in and what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relating to the 

safeguards in place at these locations? Can you ensure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the data subjects are protected? 

詢問雲端提供者關於資料可能被傳遞的國家之實際情

況。 

You should ask your cloud provider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your data may be transferred to 

other countries.  

雲端提供者是否能限制資料傳遞只限於你所認為適當的

國家？ 

Can your cloud provider limit the transfer of your data to 

countries that you consider appropriate? 

3.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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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政府於 2009 年起透過「雲端運算啟動計畫（Federal Cloud 

Computing Initiate；FCCI）」152推動政府雲端採購平台「Apps.Gov」153，並

藉由該平台彙集各種雲端運算服務，使之成為各級政府機關採購雲端運算服

務時的單一窗口154。此外，美國亦於隔年推出 25 項聯邦 IT 轉型重點策略

（25-Point Implementation Plan to Reform Federal IT Management）來改善美

國政府機關之效能155，在這 25項重點策略中，「雲端第一（cloud-first policy）」

的訴求乃係要求聯邦政府各級機關找出必須轉移到雲端運算之服務項目，並

於 1年半內完成所有資料的移轉156。 

為了輔助「雲端第一」此項政策並且強化美國政府對雲端運算技術之運

用，聯邦政府在 2011 年 2 月發表了「聯邦雲端運算策略（Federal Cloud 

Computing Strategy）」157並於同年 12 月由聯邦政府資訊長（U.S. Chief 

                                                      
152 See PATRICIA MOLONEY FIGLIOLA AND ERIC A. FISCHER, OVERVIEW AND ISSU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FEDERAL CLOUD COMPUTING INITIATIVE: IMPLICATIONS FOR 

FEDER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FORM MANAGEMEN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SUMMARY, 

https://www.fas.org/sgp/crs/misc/R42887.pdf.(last visited Sept.17, 2016). 
153 Id. at 18. 根據該報告說明，Apps.gov是一個GSA（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下的計畫，提供各單位單一且聯合的SaaS應用，包括企業、生產率以及社會傳

媒，並且發展其他服務（例如儲存、處理或主機應用）。因此，Apps.gov不但可

用來減低各單位於採購時之負擔，亦可集中雲端提供者之最高性能投資。 

Andrew C. DeVore , Cloud Computing: Privacy Storm on the Horizon, 20 ALB. L.J. 

SCI. & TECH. 367, 367-368 (2010). 
154 Id. 
155 Id. at 15; see also Vivek Kundra, 25 Point Implementation Plan to Reform Feder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https://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igital-strategy/25-point-impleme

ntation-plan-to-reform-federal-it.pdf (last visited Sept.17, 2016). 
156 Vivek Kundra, id. at 6-8. 
157 PATRICIA MOLONEY FIGLIOLA AND ERIC A. FISCHER, supra note 152, at 15; see also 

FEDERAL CLOUD COMPUTING STRATEGY, OFFICE OF THE U.S.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https://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igital-strategy/federal-cloud-com

puting-strategy.pdf.(last visited Sept.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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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fficer）宣布成立「聯邦政府風險與授權管理計畫」(Federal Risk 

and Authoriz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FedRAMP)」藉以建立聯邦政府針對

雲端運算服務業者之風險評估、授權管理以及後續監控等作業之統一規範標

準158。 

對此，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成立之「國會研究服務（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於 2015 年 1月提出關於聯邦政府推動雲端運算啟動計畫之研究結

果報告159，除檢討當前美國聯邦政府推動資訊雲端化之相關政策外，該研究

結果報告同時指出政府倘欲普遍採用雲端運算技術時應考量的 7 項因素

160，包括：成本（cost）161、效能（energy efficiency）162、可利用性（availability）

163、靈敏度（agility）164、安全性（security）、可信賴性（reliability）以及

隱私（privacy）。 

                                                      
158 See PATRICIA MOLONEY FIGLIOLA AND ERIC A. FISCHER, supra note 152, at 17. 
159 Id. 
160 Id. at 5-13. 
161 Id. at 6-7. 雲端運算帶來之潛在經濟利益除了取決於不同的雲端運算模型外，主

要來自於該技術能更有效地運用IT資源。雲端運算不同於IT的地方在於，雲端提

供者可藉由對於該技術之基本投資，一方面降低使用者的成本（報告指出，當雲

端提供者投資雲端運算技術後，使用者將只需支付近用雲端硬體或軟體之費用，

本身無須參與投資），同時減輕自己在勞工和維持效能時所需之開銷。換言之，

採用雲端運算技術將會使部分經濟風險從使用者方轉嫁至提供者方，比方說資料

移轉（migration），倘使用者需要將資料由本地設備挪至雲端運算，或在兩個不

同的雲端運算中傳輸時，該移轉成本之高低將取決於許多因素，諸如資料量的大

小、移轉的方式以及資料是否需要先經過修改…等，此時若雲端提供者使用不合

標準之平台，將會提高資料移轉時之成本。 
162 Id. at 8-9. 電腦、伺服器和其他相關設備在運作時都需要大量能源的供應，反觀

雲端運算能直接透過技術提供資料做最有效率之使用而獲得「綠色運算（green 

computing）」之稱號。唯雲端運算並不以效能為其必要特徵，有時為了確保雲

端環境的可信賴性，雲端提供者會改採用較為傳統的技術，因而導致效能的降

低，甚至可能會產生對雲端環境負面的影響。此外，隨著雲端運算技術的嶄新發

展，雲端提供者也可能基於不同的使用需求採納傳統個人電腦的處理方式來因應

資料需求量大增之問題。 
163 Id. at 8. 雲端運算可能同時為資料之可利用性帶來優點與缺點。儘管雲端運算能

讓使用者單純透過網路連線近用和應用資料，且該技術具有之彈性和延展性

（scalability）還能同時減少網頁或其他服務因停工而造成之風險。然而，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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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於安全性（security）165，研究報告認為雲端運算的安全性考量

在某些情況下和傳統運算方式類似，比如說：兩種運算方式均具有潛在被攻

擊或盜取的可能，也都可能受到來自網路外部或自身內部的威脅，只是相較

於傳統運算方式，雲端運算的提供者能依據其經濟規模投資更有效的安全性

措施。此外，在傳統的運算方式中，個別使用者需要各自對資料提供安全保

護，也因此使資料被攻擊的衝擊限縮於該個別使用者及其所有之資料；反

之，在雲端運算的環境裡，由於資料的集中和分散與該技術提供之安全保護

機制相關，故當雲端提供者採用較集中之安全保護機制時，隨之而來的安全

性威脅將使該雲端容易成為潛在受攻擊的目標。換言之，當雲端運算擁有較

多集中性的資料時，將因此更容易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連帶的亦提高該雲端

在遭受攻擊後所需承受之衝擊。 

除以上之安全性顧慮外，研究結果報告也指出其他與安全性相關的因

素，比如說：雲端運算的法律保障可能因不同的技術平台而有不同；或當資

料儲存地與使用者所屬不同國家時，可能導致法律上對隱私權之保障有顯著

程度上之差異166。不僅如此，即使是在美國境內，不同的資料也對應於不同

                                                                                                                       
雲端運算對網路的依賴，一旦網路連結失效，將直接導致使用者無法近用雲端服

務。不過在實際操作時遇到網路中斷的可能性較低，且使用者仍可透過與多個雲

端服務者近用之方式來避免此風險發生時所造成之衝擊。值得一提的是，這份研

究結果報告也指出，除了網路之外，城鄉間的「網路使用率」亦將造成資料可利

用性的差異。 
164 Id. at 9-10. 雲端運算比傳統運算方式更為敏捷的原因主要有二：1.雲端運算能提

供更有效率且快速的技術升級，以及2.該技術能提供創新者更廣泛的工具應用於

研究、發展和測試。然而，雲端運算的靈敏度亦可能因為不同雲端提供者間的差

異而影響資料的可攜性以及互用性（interoperability），舉例而言，當使用者希

望更換新的雲端提供者時，由於轉換至新的雲端平台前可能需要先大幅度地修正

資料，且不同的提供者間也可能阻礙資料的互用性；換言之，資料的可攜性成為

靈敏度之重要依據。反觀傳統的運算技術由於泰半使用標準化的硬體或軟體平

台，反而不容易在資料移轉時影響其靈敏度。據此，雲端運算技術於應用時，實

有必要採納適當之可攜性與可共用性之統一標準。 
165 Id. at 10-11. 
166 Konstantinos K. Stylianou,  An Evolutionary Study of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Privacy Terms, 27 J. MARSHALL J. COMPUTER & INFO. L. 596, 596-59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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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邦法律（如健康資訊和財政資訊），實際上每個州的法律保障也不盡相

同。 

至於可信賴性（relaibility）167，研究報告指出單一雲端服務可能來自於

分散的資料中心，此時對個別資料中心而言，如何促成彼此在信賴的基礎下

使用資料就成為最重要的議題。當「信賴」成為雲端運算服務重要的構成條

件時，諸如其定義、審酌方式以及相關保障則會因不同的服務類型而有所不

同。因此，研究結果報告建議另外以下列四種項目來評估雲端服務者提供的

信賴環境是否妥適，包括： 

(1) 項目（terms）： 

正常運作時間（uptime）、還原能力（resilience）或可利用性（availability）；  

(2)相關資源（resources）： 

伺服器、高壓電流系統（HVAC system）以及顧客支援（customer   

support）； 

(3)時間長短（time periods）： 

小時、天或年； 

(4)風險保障（risk guarantees）： 

反應時間及解決時間。 

最後，研究報告還指出，在多數網路使用者期待雲端運算技術的這個年

代裡，如何藉由有效且適當的法律框架來規範雲端運算服務與隱私（privacy）

保障間之關係，也成為重要的議題168，尤其當雲端運算服務技術發展日新月

異，且漸漸融入消費者日常生活之此時，所對應之法律保障也將因社會對該

技術依賴之深度及廣度而顯得更為重要。值此之際，如何同時在個人權利與

執法之間維持妥適的平衡，則將成為立法時重大且艱鉅的任務。舉例而言，

自 1986年起，美國係以電子通信隱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of 1986；ECPA）來規範電子通信之隱私保障169。然而，ECPA在處理某

                                                      
167 See PATRICIA MOLONEY FIGLIOLA AND ERIC A. FISCHER, supra note 152, at 11-12. 
168 Id. at 12-13. 
169 Id. at 12.;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of 1986 (ECPA), P.L. 99-5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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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目前已被廣泛使用的服務技術（例如：網頁版的 e-mail 和儲存於雲端的

文件等）時已產生漏洞，歸咎其原因乃係這些服務技術均非立法當時所能預

期，也由於 ECPA規範之電子通信技術已遠遠落後於當代科技，導致該法過

於老舊且已難容於現代。據此，這份研究結果報告也指出，倘欲透過 ECPA

來解釋或預測服務範圍更為廣大的雲端運算所需之隱私保障，實際上非常困

難170。 

另一方面，為規範受保護健康資訊（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PHI）

的儲存與使用，美國亦另以「受保護電子健康資訊之安全標準（Security 

Standar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Electronic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Security Rule」作為該類型資訊所需之合理且適當的安全維護措施準則171。

該標準包含了四項基本原則：1. 於創立（create）、接收（receive）、維持

（maintain）以及傳輸（transmit）電子健康資訊時，應確保資訊之匿名化、

整體性以及可利用性；2. 能辨別出合理且可預期之威脅並提供資訊安全性

與整體性之保護；3. 對於資訊在合理且可預期之範圍內可能會遭受非經允

許之使用或揭露提供保護；以及 4. 確保員工確實遵循。為具體落實這些原

則，該標準另要求以「風險評估與管理（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行

政安全維護（administrative safeguards）」、「實體安全維護措施（physical 

safeguards）」、「技術安全維護措施（technical safeguards）」等方式踐行系統

安全維護措施。惟，因該安全準則適用之對象包含從一般提供者乃至跨州健

康計畫，故實際上仍須視資料處理機構本身的規模來彈性調整所需踐行的具

體安全維護措施。 

4. 小結 

                                                                                                                       
U.S.C. §§2701–2711 (2000).  

170 Y. Tony Yang & Kari Borg, Regulatory Privacy Protection for Biomedical Cloud 

Computing, 3 BEIJING L. REV. 149 (2012).  
171 Security Standards for the Protection of Electronic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45 

CFR Part 160 and Part 164, Subparts A an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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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將我國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2條所列舉之 11項措施對照上開立法例所

討論之資訊安全層級後可以發現，若僅就法律規範文字而言，我國個資法所

例示關於管理個人資料所需之安全維護措施，其範疇似不亞於外國立法例之

要求。然而，不論是歐盟工作小組抑或係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均認為，管理

個人資料之安全維護系統需由個人資料之「本質」與「處理方式」出發 ，

此亦可由歐盟工作小組特別批評雲端企業小組草擬的守則中，並未有針對敏

感性個人資料所需之額外安全模式（additional safeguards），以及欠缺雲端運

算具體之管理模式可得而知172。而美國則是對於應受保護之電子健康訊息另

做安全維護措施的具體規範。由此種種觀之，縱然我國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個人資料之安全維護措施需「界定個人資料之範

圍」，且明示相關措施需考量與所欲達成之個人資料保護目的間的適當比例

原則，但本文以為，在新個資法已為區分敏感性與一般性個人資料之前提

下，現行施行細則所規範之安全維護措施並未進一步界定資料之「本質」與

「處理方式」，在實際施行上則可同時適用於敏感性與一般性之個人資料，

此似與新個資法之立法體例不符173。此外，亦可能因未區分敏感性個人資料

相較於一般性個人資料所需之額外安全維護措施仍付闕如，使得我國現行法

關於安全維護之標準低於外國立法例關於建置個人資料安全維護系統建置

時所應為之考量。 

另一方面，美國國會研究報告則直指倘新技術已逾越立法當時所能預期

之科技範疇時，很可能對個人資料產生隱私保障漏洞之疑慮，雖無法預測該

研究報告是否在「暗示」美國將另立一部以雲端運算為主軸的隱私專法，但

總結這份以立法者角度來檢視雲端運算技術的報告後仍可得知，當政府欲採

取雲端運算技術時，除了要審酌建置雲端運算的成本及效能外，更需要考量

個人資料在該技術下之可利用性及其所帶來之風險。不僅如此，美國國會更

指出，當政府於推動雲端運算技術時，尤不能忽略如何透過法律具體規範提

                                                      
172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supra note 114, at 6. 
173 洪子洵（2013），〈外國法與我國健保資訊應用之比較：以美國醫療保險可攜性

及責任法（HIPAA）為鑑〉，《醫事法學》，20卷2期，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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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雲端運算系統之安全性、可信賴性以及隱私權保障174。但反觀我國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卻於 103年訴更（一）字第 120號判決中誤將系統安全管理措施

作為放寬個人資料去識別化程度中的判斷標準，175 此推論非但於我國個資

法無所依據，更將原欲以系統安全維護措施作為協助保障個人隱私之立法目

的，誤置為降低隱私保障之門檻，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二) 敏感性個人資料法定例外事由之二（第 6條第 1項但

書第 4 款）：公務機關基於醫療、衛生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

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

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關於健保署將國人健保資料釋出之目的外利用行為是否合法，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於 102 年訴字第 36 號判決中係以個人健保資料加密方式是否已達

去識別之程度做為主要判斷依據，並於該號判決中表示，因國人健保資料業

經健保署、國衛院及衛福部多重去個人化之處理，復加上各資料庫之使用申

請與管理方式，實已達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程度，據此認定健保署將個人

健保資料提供建置健保資料庫之利用行為與法無違。而此一爭議於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字第 120 號判決中則著重於究否國人健保資料於

對外提供加值服務時，已「經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達無

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程度。對此，該號判決復認為，依照新個資法施行細則

                                                      
174 Frank Pasquale & Tara Adams Ragone,  Protecting Health Privacy in an Era of Big 

Data Processing and Cloud Computing, 17 STAN. TECH. L. REV. 652, 652-653 (2013). 
17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訴更（一）字第120號（判決原文：「公務機關控管去識

別化程度，應進行整體風險影響評估，綜合考量個人資料類型、敏感性程度、對

外提供資料之方式、引發他人重新識別之意圖等因素，判斷去識別化之技術類型

或程度，若係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個別申請使用之資料，因資料提供對象

有所限縮，除能對資料接收者之身分、使用目的、其他可能取得資料之管道、安

全管理措施等先為必要之審查外，並得與資料使用者約定禁止重新識別資料之義

務及其他資料利用之限制等，較有利於風險之控管，風險檻值相對較低，其資料

去識別化之程度可相對放寬，可提供含有個體性、敏感性之擬匿名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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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176及法務部法律字第 10503505760 號函檢送之「公務機關利用去識

別化資料之合理風險控制及法律責任」報告書後，個人資料得以「可逆之擬

匿名化」方式達到去識別化。另值得一提的是，國衛院於兩號行政法院判決

中亦均主張，該院建置之健保資料庫於取得健保署提供之資料時，業已完成

去識別化之程序而不屬於個資法定義下之個人資料，故無適用個資法規定之

必要。 

我國個資法將「個人資料檔案」177與「個人資料」178分別定義為：「指

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索、整理之個人資料之

集合」與「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

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

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因此，單就條文文義而言，健康雲端資料庫及其所

存錄之資料均仍屬個資法所定義之範疇應無疑義，惟若個人資料在雲端資料

庫存錄時已經由去識別化（或加密）之方式處理，則該資料是否如國衛院主

張之法務部函釋所示179，因已達去識別化而不再屬於應受我國個資法保護之

個人資料？ 

對此，本文欲藉由歐盟、英國以及美國之相關規範與建議觀察外國立法

例如何調和「個資（隱私）保護」與「去識別化（匿名化）」間之界線，並

以之作為探討個人資料去識別之責任及其去識別化之程度和方式與我國個

人資料保護法間之關係。 

1. 歐盟 

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 95/46/EC 將個人資料定義為「能夠識別或足以

識別自然人的任何資訊」，並將足以識別解釋為「以直接或間接，特別是引

用包括身體、生理、精神、經濟、文化或社會身份等一項或多項特定因素之

                                                      
176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7條，前揭註64。 
177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2款。 
178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 
179 法務部法律字第10103106010號函，說明四，前揭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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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180。而歐盟工作小組於 2007 年以指令中對個人資料之定義為基礎，

另外針對個人資料的概念發表意見書補充說明認為181，雖然歐盟指令試圖以

較廣義的概念來解釋個人資料之範疇，但有關個人資料於處理（process）時

之隱私權保障，無論係基於「基本權利」抑或「個人自由」，均無法將個人

資料毫無限制地定義182。換言之，與個人資料或隱私權有關之法律規定只在

「當個人權利受有風險之可能而需要被保護」之情況下方為適用183，此亦可

由指令允許以彈性適用之方式定義個人資料之範圍得知，故保護個人資料之

有關單位能以適當的衡平方式來適用相關規定184。 

此外，工作小組也進一步將指令所定義之個人資料區分為四個要件來探

討，分別是「任何資訊（any information）」、「有關於（relating to）」、「可識

別或足以識別（identified or identifiable）」以及「自然人（natural person）」185。

除第四個要件「自然人」係以具有生命之個人「（living individuals）」為前提

外186，工作小組認為從「任何資訊」之定義可以清楚看出立法者試圖將個人

資料以較廣義之概念來解釋的立場187。因此，不論個人資料的本質（nature）、

內容（content）或其技術格式（technical format）為何，只要是任何有關於

個人之聲明，包括客觀（如血型）和主觀（如意見和評論）等資訊，亦不論

是否為「真實」或「經證實為真實」，在不同的科技媒介下都很可能是屬於

                                                      
180 該指令之原文為：“Personal data shall mean any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n identified 

or identifiable natural person (“data subject”); an identifiable person is one who can 

be identifi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particular by reference to an identification 

number or to one or more factors specific to his physical, physiological, mental, 

economic, cultural or social identity.” 
181 ARTICLE 29 DATA PROT. WORKING PARTY, OPINION 04/2007 ON THE CONCEPT OF 

PERSONAL DATA , NO. 01248/07/EN, WP 136, P.6, 

http://ec.europa.eu/justice/policies/privacy/docs/wpdocs/2007/wp136_en.pdf.(last 

visited Sept.16, 2016). 
182 Id. at 25. 
183 Id. 
184 Id. 
185 Id. at 6. 
186 Id. at 21-22. 
187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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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的範疇188。故工作小組認為，「任何資訊」將使個人資料包含與個

人隱私、家庭生活，甚或是個人進行的任何活動相關之資料189，因此敏感性

資料（sensitive data）自應包含在個人資料之概念中190。  

第二項要件「有關於（relating to）」則被工作小組認為係區分是否為個

人資料之重要界線191。一般而言，與個人有關之資訊需具備之前提係指與個

人相關（about）192，但這樣的標準在判斷資料與新技術之間的關係時卻往

往被忽略，因此工作小組另外提供三個判斷資料是否與個人有關之基準，分

別是「內容（content）」、「目的（purpose）」與「結果（result）」193。「內容」

即指一般社會通念下對「有關於」定義之認定，意即不論資料控制者或其他

第三人使用資料之目的為何，也不論資料本身對資料主體有何種影響，只要

該筆資料直指特定人時，即屬「有關」194；其次，「目的」則是從事實（fact）

的角度來判斷，換句話說，在衡量所有的情況後，倘某筆資料是用於（或可

能用於）鑑定、治療或其他會影響一個人之狀態或行為時，則可認為該筆資

料因其使用之目的而與個人資料相關195；而「結果」則是指當資料本身之內

容與使用之目的均不具備「有關於」該項要件時，倘綜觀所有狀態後仍認為

對該筆資料之使用將造成個人權利或利益之衝擊時，則仍可將該資料認為與

個人相關196。 

工作小組將判斷第三項要件「可識別或足以識別（ identified or 

identifiable）」之標準鎖定在資料控制者與其他人合理使用資料時，是否能

夠識別出具體個人。工作小組認為，「可識別」係指當某一特定人能從一群

                                                      
188 Id. 
189 Id. at 6-7.  
190 Id. 
191 Id. at 9. 
192 Id. 
193 Id. at 25. 
194 Id. at 10. 
195 Id. 
196 Id. at 11. 工作小組進一步指出，所謂的衝擊並不以對個人造成巨大影響為必

要，只要是因為使用該筆資料後，將導致該人受到與他人不同的對待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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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被區隔（distinguished from）出來時即屬之197；而「足以識別」則是指

雖然該特定人尚未從一群人中被區隔出來，但卻有被區隔的可能性時即屬之

198。整體而言，工作小組認為可識別即係指與特定當事人有密切關係的「識

別碼（identifier）」，亦為指令中所稱之包括身體、生理、精神、經濟、文化

或社會身份等特定因素199。 

除了定義何謂「足以識別」以外，工作小組及指令均試圖探討「足以識

別」之方法。指令中稱是否為足以識別需考慮資料控制者或其他人所有可能

合理使用資料之方式200，工作小組則補充認為，因「技術措施（technical 

measures）」於此時扮演很重要的角色201，故需另外斟酌包括該筆資料查詢

成本、使用目的、處理方式、預期或所涉及的利益，以及因科技進步或其他

因素導致被重新識別的風險等202。據此，工作小組進一步將資料區分為「假

名資料（pseudonymised data）」、「密鑰資料（key-coded data）」以及「匿名

資料（anonymous data）」及其分別與個人資料保護之屬性做出不同的解釋。 

「假名化」是指一種隱匿識別碼的過程，其目的係在進行特定資料蒐集

時，得以不知悉特定當事人之方式為之，因此常用於學術研究或數據統計

203。但工作小組認為，由於假名資料仍可藉由相似清單（correspondence list）

或雙向密碼（two-way cryptography）來回溯當事人，因此，資料雖業經假

名處理，仍具有可回溯性（re-traceable），故屬於可非直接識別之資料，仍

應認定為個人資料204；換言之，只有當資料另採取適當措施（例如：單向密

碼或已去連結儲存），並能避免從其他方式重新識別（re-identification）特定

當事人後，該筆資料方能達到匿名化205。 

                                                      
197 Id. at 12. 
198 Id. 
199 Id. 
200 Id. at 15.  
201 Id. at 17. 
202 Id. at 15；劉定基，前揭註7，頁70。 
203 Id. at 18. 
204 Id. 
20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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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工作小組將「密鑰資料」定義為常用於藥品臨床追蹤之典型去識

別化方式206，係指將個人資料透過代碼（key）取代資料本身，並將該代碼

和通用識別碼（common identifier，如姓名、生日、地址等）分別處理207。

至於此類密鑰資料是否屬於可識別之個人資料？工作小組則指出，基於臨床

追蹤或治療所需，此類密鑰資料之目的之一即為識別出特定個人208，故除非

資料控制者於處理此類資料時，能以適當之技術或明顯排除其他控制者重新

識別之方式為之，否則密鑰資料原則上仍應適用資料保護之相關法律規範

209。 

最後，工作小組將「匿名資料」定義為「資料控制者或任何人均無法透

過合理方式識別出個人之資料」210，除此之外，工作小組也說明匿名資料的

前身亦可能為可識別出個人之資料，只因不再具有被識別之可能性而成為匿

名資料211。同時，工作小組也重申，欲評估資料係屬於能夠識別出個人之資

料，抑或係屬匿名資料時，還是需要視具體情況且分析個案後始能決定212。 

由上可知，歐盟指令或是工作小組對於個人資料所定義之範疇，大致上

是以「能否透過科學技術將資料回溯成可識別特定當事人」作為判斷標準，

倘資料雖經過去識別化處理，卻仍具有可回溯至可識別特定當事人之特性

時，則依然屬於個人資料而應受相關法律之保護。 

至於去識別化之責任歸屬，工作小組於 2010 年提出針對資料掌控者

（controller）與處理者（processor）意見書中表示213，根據 95/46/EC 指令之

                                                      
206 Id. at 18-19. 
207 Id. 
208 Id. at 19. 
209 Id. at 20. 
210 Id. at 21. 
211 Id. 
212 Id. 
213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1/2010 ON THE 

CONCEPTS OF “CONTROLLER” AND “PROCESSOR”, 

http://ec.europa.eu/justice/policies/privacy/docs/wpdocs/2010/wp169_en.pdf.(last 

visited Sept.2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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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214，資料掌控者係指決定個人資料使用之目的與方法的最終決定者，而

資料處理者係扮演代替（on behalf of）資料掌控者處理資料之角色。據此，

在處理（process）個人資料時，由於資料掌控者最主要之任務係決定由「誰」

來負責遵循資料保護相關法規，意即分配責任（allocate responsibility），故

指令第 17 條規定資料掌控者必須踐行適當的技術與組織達到符合相關規定

之義務215，至於「匿名化（confidentiality）」與「安全性（security）」則由資

料處理者於處理資料時負責確保符合指令與相關法令之規定。 

而在雲端運算技術中之責任歸屬，工作小組則表示仍須以傳統對資料掌

控者及處理者所扮演之角色出發216，一般而言，由於雲端客戶（client）身

為資料處理目的之最終決定者，故應屬資料掌控者（controller）且得指派雲

端提供者（provider）選擇處理資料之方式以達遵守相關法令之義務，而提

供雲端服務平台之雲端提供者（provider）可謂代表雲端客戶處理個人資料，

故屬資料處理者（processor）。換言之，在雲端運算技術下，將由「雲端服

務提供者」負責確保資料之匿名化。 

2.英國 

英國個人資料保護法（DPA 1998）則將個人資料定義為可識別特定當

事人之資料217，故無法辨識個人之資訊即非屬個人資料，自不受該法的管制

（保護）。為促成資訊公開化，使社會擁有更多資料來源，英國資訊委員辦

公室於 2012 年公布之匿名操作規範（Anonymisation Code of Practice: 

                                                      
214 Article 2 (d) and (e) of Directive 95/46/EC. 
215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1/2010 on the Concepts 

of “Controller” and “Processor”, supra note 213, at 4-5. 
216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05/2012 on Cloud 

Computing,  supra note 94, at 7-8. 
217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 states that: “personal data” means data which relate to a 

living individual who can be identified— (a) from those data, or (b) from those data 

and other information which is in the possession of, or is likely to come into the 

possession of, the data controller, and includes any expression of opinion about the 

individual and any indication of the intentions of the data controller or any other 

person in respect of the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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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Data Protection Risk）中表示218，「有效的匿名化」仍是可行的，

惟為貫徹保護個人資料之義務，該操作規範將「匿名化」之定義限縮為「無

法再識別任何個人，且亦無法透過與其他資料之結合而再識別」。除此之外，

資訊委員辦公室進一步將「再識別」解釋為係指「將匿名化之資料透過資料

對比或其他類似之技術回溯為個人資料」之過程219。  

不過，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亦坦承，由於「個人」仍能透過各種不同方

式被識別，包括直接由某個資料庫中識別，抑或透過結合二至三種不同資料

來源識別 220，不但導致無法明確定義「識別（ identify）」與「匿名化

（anonymise）」之差異，更使得「個人資料」之定義難以適用於實務221。據

此，往往仍須透過判斷個案之情況方能決定某筆資料究竟係屬個人資料抑或

係已匿名之資料222。但在無法以統一標準劃分資料是否仍具有識別可能性

時，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另外提出三項標準做為判斷是否為個人資料之參考

依據223：  

(1) 該筆資料在合理的情況下，是否具有從其他資料中被識別出特定人

之可能性？ 

(2) 是否有其他可利用之資料（包括公開資料或是被其他組織持有的資

料）存在？ 

(3) 該筆資料是否，又如何與其他資料庫連結？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特別指出，「識別」並不以查找出

當事人的姓名為限，實際上只要特定資料與可得而知的個人間達到「可信賴

                                                      
218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CO), ANONYMISATION CODE OF 

PRACTICE: MANAGING DATA PROTECTION RISK,  

https://ico.org.uk/media/1061/anonymisation-code.pdf.(last visited Sept.17, 2016). 
219 Id., see also Rohan Massey, Anonymisation: Managing Data Protection Risk- The 

New UK Code, 19 C.T.L.R 86 (2013). 
220 The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supra note218, at 86-87.  
221 Id. at 16.  
222 Id. 
223 Id. at 17.  



404  臺大法學論叢第 46卷第 2期 

  

關連性（reliable connection）」即足224。換言之，資訊委員辦公室認為，某

筆資料究竟有無被識別，並不以該資料能否「還原」特定個人之姓名為標準，

而只需達到「足認」該筆資料與特定個人間有一定關連性即足稱被識別。然

而，事實上並不可能單純透過再識別之風險評估就能百分之百地確認某筆資

料是否具有被再識別之風險225，其評估之困難主要係因匿名化資料仍可以經

由與其他資料，特別是公開可獲得之資料（public available data），例如：選

民登記簿或網路上可查詢到之資訊等，經由不同資料間之比對連結而識別出

個人226。有鑒於此，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認為在難以判斷匿名資料是否具有

可被識別的風險時，或可再透過下列四項審酌標準判斷資料是否已達匿名化

之有效性227：  

(1) 該資料是否有被再識別的企圖性； 

(2) 是否有成功被再識別之可能性； 

(3) 匿名技術是否可行； 

(4) 該筆資料於匿名化後的品質是否仍具有原本預期的可利用性。 

除此之外，操作規範亦對資料匿名化與管理方式間之關係多所著墨。首

先，該辦公室歸納出資料可能會被再識別之兩種主要途徑，包括：1.入侵者

將本身已擁有之個人資料藉由搜尋匿名資料檔之方式比對出特定個人228；以

及 2.入侵者將從匿名資料檔中所獲得之資料，藉由與已公開之資訊比對後找

出特定個人229。據此，辦公室認為一旦進行資料串連（data linkage）後，將

難以評估資料被再識別之風險230，是以資料掌控者（controller）需意識到再

                                                      
224 Id. at 21. 
225 Id. at 18. 
226 Id. at 21-22. 
227 Id. 
228 Id. at 19.  
229 Id.  
230 Id. at 18. 工作小組指出，無法正確評估再識別之風險乃係因為永遠不知道哪些資

訊可被近用（available）或者哪些資料在將來可能被釋出（rel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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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風險會隨著時間而改變，進而須定期且持續地以「當代和可預見的威脅」

為標準檢視資料釋出之政策以及用以匿名資料之技術231。 

不僅如此，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進一步建議另以「企圖入侵者測試

（motivated intruder test）」做為評估釋出之匿名資料是否具被再識別可能性

的判斷標準232。所謂的「企圖入侵者」係指毫無任何（再識別）知識

（knowledge），卻欲識別出匿名資料與特定當事人間關係之人，而此測試之

目的即為評估此類不具有專業（再識別）技術之入侵者究否能成功識別出特

定人233。故在此測試下之入侵者僅需具備基本能力（reasonably competent）

以及擁有近用相關資源之機會，例如：透過網路、圖書館或所有公開文件，

甚至向具有此類知識的人進行諮詢等，即足以做為判斷資料是否具有被再識

別風險依據234。換言之，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認為，評估再識別風險的標準，

得以高於「非專業相關人士（relatively inexpert）」而低於「特殊專業人士

（specialist expertise）」 之折衷判斷基準較為實用235，為使個人資料能有更

安全且高度保護之措施，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亦倡議透過可信賴之第三方

（trusted third party；TTP）來處理個人資料之匿名化程序236。 

綜上所述，儘管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之匿名操作規範並不具有強制性

237，但該辦公室認為「如何減輕資料被識別風險」仍為資料掌控者（controller）

需具備之能力238。因此，為免匿名化資料因再識別成為對個人資料不恰當之

揭露239，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建議個人資料可先透過有效匿名化之四項審酌

標準（即該資料是否有被再識別的企圖性；是否有成功被再識別之可能性；

                                                      
231 Id. at 21. 
232 Id. at 22.  
233 Id.  
234 Id. at 22-23. 
235 Id. at 23. 
236 Id.  
237 Id. at 10. 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指出，這部規範提供建議均可有效的應用，唯因這

部規範之建議超過現行DPA之法律框架，故遵循該辦公室之建議並非強制要求。 
238 Id. at 6. 
239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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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技術是否可行；以及該筆資料於匿名化後的品質是否仍具有原本預期的

可利用性）做為偵測和處理資料庫中任何可能被再識別的弱點，其次再透過

匿名化資料之再識別測試以藉此設置更有效的管理模式。 

而在雲端運算技術下，資訊委員辦公室則認為，由於不同之雲端運算間

往往具有獨立性，故難以一體適用（one-size-fits-all）之標準決定其適法性，

而應視不同之雲端服務類型而定240。據此，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首先指出，

資料掌控者（controller）應瞭解個人資料在雲端運算技術下處理時，可能會

遭遇傳統 IT 科技未曾注意到之個人資料保護風險241，如此方能確保個人資

料在以該技術處理時依然能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DPA 1998）之相關規定

242。而為進一步釐清不同角色在雲端運算下處理資料時所應擔負擔之法律責

任，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特別歸類出三種在雲端運算技術下的角色，並與傳

統資料掌控者及資料處理者之責任做比較分析243： 

(1)雲端提供者（cloud provider）244： 

係指擁有及操作雲端運算服務之一方，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特別說明在

單一的雲端運算下亦可能有數個雲端提供者。但若要確認雲端提供者的角色

係僅代表資料掌控者進行個人資料處理之資料處理者（processor），抑或是

同時擁有資料所有權限之資料掌控者（controller）時，則需另藉由檢視個案

對資料處理之模式方能得知245。 

(2)雲端客戶（cloud customer）246： 

係指以特定目的委託雲端提供者提供服務之一方。在雲端運算下，雲端

客戶才是扮演決定資料使用目的及方法的角色，因此雲端客戶最有可能是傳

                                                      
240 Id. at 9. (Recommendation 35) 
241 Id. at 2. 
242 Id. 
243 Id. at 4. 
244 Id. (The organisation that owns and operates a cloud service.) 
245 Id. at 7. (Recommendation 24) 
246 Id. at 4. (The organisation that commissions a cloud service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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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個人資料保護法概念下的資料掌控者（controller）而需要負擔是否符合英

國個人資料保護法（DPA 1998）規範之法律責任247。 

(3)雲端使用者（cloud user）248： 

係指雲端運算服務的末端使用者。 

綜上所述，英國資訊委員會認為，雲端客戶扮演著傳統個人資料保護法

中資料掌控者的角色，因此除應考量其所持有之個人資料類型249以及所欲在

雲端如何處理個人資料以外250，亦需負擔隱私風險評估（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選擇「正確」並監督雲端服務及該服務之提供者，並採取適當

減輕風險的措施方符合資料保護法之規定251。 

3. 美國 

美國 HIPAA將「健康資訊（health information）」定義為 “任何資訊、

包含遺傳資訊（genetic information），不論是口頭或紀錄在任何形式或媒介

的資訊，其：（1）是由健康照顧提供者、健康計畫、公共健康主管機關、雇

主、壽險業者、學校或大學、或健康照顧中心所創造或收到的資訊：且該資

訊（2）與個人過去、現在、未來的身（生）理或心理健康情況有關：對所

提供的健康照顧有關；或與提供給個人之過去、現在、未來之健康照顧的帳

單有關”252，並將該法所保護之健康資訊（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PHI）

於原則上限定為可被識別之健康資訊253。  

                                                      
247 Id. at 7. (Recommendation 23) 
248 Id. at 4. (The end user of a cloud service.) 
249 Id. at 10. (Recommendation 42) 
250 Id. (Recommendation 41) 
251 Id. at 10-11. (Recommendations 41-48) 
252 HIPAA, sec. 262 (4). 中文翻譯：楊智傑（2014），〈美國醫療資訊保護法之初探：

以HIPAA/HITECH之隱私規則與資安規則為中心〉，《軍法專刊》，60卷5期，

頁82-83。 
253 45 C.F.R. 160.103.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means individually identifiable 

healt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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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當 HIPAA法通過施行之際，美國國會亦曾自我規定應另於 1999 年 8

月 21 日通過資訊保護之相關法案，但在未能如期通過該新法案後，則改由

該法之主管機關「健康人類服務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以行政命令之方式頒佈「可識別個人之健康資訊隱私標準

（The Standards for Privacy of Individually Identifiable Health Information）；

Privacy Rule」進一步落實 HIPAA法案中關於隱私保護之規範254。該隱私標

準指出兩種可達到「去識別化」之方式： 

(1)專家審查255： 

專家係指具備判斷資訊如何得以不再個別地被識別之知識與經驗者，並

以統計或科學之原則或方法，分析預期接受資料者（anticipated recipient）

以單獨或以與其他合理可利用之資訊結合後，對原資訊被再識別之風險是否

達到「非常小（very small）」之程度，並紀錄其判別之方法及分析結果。 

(2)將資料中特定的項目移除256： 

包括移除姓名；任何小於州的地理位置；所有與個人有關聯的日期；電

話號碼；傳真號碼；電子郵件信箱；社會安全號碼；醫療記錄號碼；健康計

畫受惠號碼；帳號；證書與執照號碼；汽車識別號和序號（含車牌號碼）；

設備識別碼和序號；網頁網址；網路 IP 位址；生物可識別資料（包括指紋

和聲紋）；全臉照相或任何對應的畫面；以及任何其他獨特可識別的號碼、

特徵或代號。 

除了 HIPAA 法案以及隱私規則外，隸屬於健康人類服務部下之公民權

利辦公室（Office for Civil Rights，OCR）亦另於 2012年 11 月提出「隱私

規則之受保護健康資訊去識別準則（Guidance Regarding Methods for 

De-identification of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ealth 

                                                      
254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SUMMARY OF THE HIPAA 

PRIVACY RULE- STATUTORY AND REGULATORY BACKGROUND, 

http://www.hhs.gov/hipaa/for-professionals/privacy/laws-regulations/index.html(last 

visited Sept.15, 2016). 
255 Expert Determination, § 164.514(b)(1) of the HIPAA Privacy Rule. 
256 HIPPA, Article 18,  § 164.514 (b)(2) of the HIPAA Privacy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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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 Privacy Rule）」257，該準

則進一步將「去識別」之過程定義為「將可識別項目從健康資料中移除」，

並表示此過程旨在降低個人隱私風險的同時，亦能支持資料的二次利用。值

得一提的是，雖然隱私規則認為已去識別化之健康資訊即非屬應被保護之健

康資訊，但該準則仍主張，即使將隱私規則中所建立的兩種去識別方式做最

適當的應用，藉以降低已去識別資料被重新識別之風險，但由於任何去識別

之資料仍可經由串連而被重新識別，故該風險即使降到最低，也只能做到使

該風險趨近於零而不等於零258。據此，除透過移除資料之特定項目外，該準

則對於如何踐行「專家審查」則建議，由於沒有一套世界通用之識別風險

（identification risk）標準能定義何謂「非常小之風險」259，故專家除需以

資料預期接收方之識別個人能力判斷外，或可採取其他步驟進一步判斷：舉

例而言，專家於評估健康資料能否被預期資料接受方識別後，可進一步提供

足以減輕該風險之統計與科學方法，直至該識別風險已達「非常小」之層級

後，再將健康資料釋出。  

4. 小結 

從歐盟、英國與美國的相關規範可以得知，雖然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的

資料非屬個人資料法保護的範疇，但實際上要達到「無從識別」的程度，美

國 OCR 認為只能以對於隱私所存在之風險來作評估，且該風險的最低狀

態，也只是趨近於零而不等於零；換言之，OCR 並不認為能做到絕對的去

識別化。不僅如此，歐盟工作小組及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雖然均已建立判斷

去識別化之標準，但亦同時指出資料去識別化之程度仍需藉由審查個案的具

體情況後才能判斷，且實際上所得之判斷結果亦難以達到完全確認之程度。 

                                                      
257 OFFICE FOR CIVIL RIGHTS(OCR), GUIDANCE REGARDING METHODS FOR 

DE-IDENTIFICATION OF PROTECTED HEALTH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 PRIVACY RULE, 

http://www.hhs.gov/hipaa/for-professionals/privacy/special-topics/de-identification/in

dex.html(last visited Nov.15, 2015). 
258 Id. at 6-8.  
259 Id. at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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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衛院主張其所建置健保資料庫中之資料均已將個人健保資料除

去姓名，並將病患、醫師及藥師 ID 連同醫事機構代碼等欄位做第一次加密，

再透過健保署「倉儲資料庫」的第二次加密，在只有程式開發者知悉的加密

邏輯下儲存，且於對外提供資料時，會將原始資料的 ID 長度從 10 碼轉為

32 碼，並於民國 102年起於資料釋出時只提供出生年月（不包含日）。若依

照歐盟指令及工作小組之建議，無論是將該資料庫中的健保資料歸類為去識

別化資料抑或是密鑰資料，依照我國現有之加密方式，均仍可透過回溯或與

其他資料結合後，將資料重新識別出特定之當事人；是以，若依英國資訊委

員辦公室建議之審查標準檢視，健保資料庫中的資料仍有從其他資料（例如

從原本醫事機構的檔案，且健保署也仍然持有全民健保資料的原始資料）中

識別出特定當事人的可能性；而倘以美國隱私規則「移除資料中特定項目」

為基準，我國資料庫中的資料亦未達美國 HIPAA 法案所列舉需予以去除的

18 項去識別標準。 

據此觀之，我國目前健保資料庫實難認定已達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中

所稱「任何人均無法識別出自然人的資料」或是符合英國個人資料保護法

（DPA 1998）中對個人資料的反面解釋（即不可識別特定當事人的資料），

抑或是符合美國 HIPAA 之隱私規則。是以縱使引用法務部法律字

10103106010 號函釋之意旨（即若資料經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揭露方式無

從再識別特定當事人，則該等資料已非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

料，因而無需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亦無法將健保資料庫中之資料

排除於我國個資法之適用範圍外260。 

                                                      
260 范姜真媺（2013），〈個人資料保護法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範圍之檢討〉，《東

海大學法學研究》，41期，頁99。惟亦有學者主張，在間接識別的標準下，應非

以「任何人」無從識別自然人資料為判準，而係以「一般外部人」能否對照、組

合及連結判斷是否仍為個人資料，參閱邱忠義（2014），〈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間接識別〉，《月旦裁判時報》，30期，頁101；此外，尚有學者認為，間接識

別係指複數個人資料連結後足以特定個人之「直接識別性」即足，參閱黃翰義

（2015），〈自直接識別性及公共利益之觀點論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缺失〉，《月

旦裁判時報》，31期，頁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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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國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之原意，應係指能達到無法辨

識之方式，或可以「代碼、匿名、隱藏部分資料或其他方式」為之，似非

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訴更（一）字第 120號判決抑或法務部法律字第

10503505760 號函檢送之「公務機關利用去識別化資料之合理風險控制及法

律責任」報告書中所稱，個人資料僅需以條文中例示之方式之一處理後，則

必然可達去識別化之程度。此亦可由歐盟工作小組建議資料之去識別化除以

「假名」或「密鑰」之方式進行外，實際上仍須另以其他適當方式（如單向

密碼、已去連結儲存或其他明顯排除重新識別之方式）並輔以個案評估方能

印證資料匿名之程度261。 

至於個人資料去識別之責任究竟應由提供者抑或蒐集者負擔？依照歐

盟工作小組之建議，雖然資料是否達匿名性與安全性之程度，則應由資料處

理者（processor）或是雲端運算中的服務提供者（provider）負責，但身為

資料掌控者仍須負責資料使用適法與否之責任。換言之，我國建置健康雲端

資料庫時，雖係由國衛院、衛福部資科中心（或其他受健保署委託建置之第

三方）確保資料已達無從識別特定個人之程度，然健保署仍應提供國人關於

國衛院及衛福部資科中心（或其他受健保署委託之第三方）等資料處理者之

身份、對資料之使用目的，以及未來對資料可能的處理等相關資訊，以盡對

個人資料保護之法律責任。 

倘依照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之建議，由於英國個人資料保護法（DPA 

1998）要求資料掌控者必須採取「適當的技術及方法以對抗非經授權或非法

的資料處理，以及因意外所造成之個人資料損失、毀損與損害」，因此在雲

端運算技術中，持續檢視所持有之匿名資料與當代科技之關係應屬資料掌控

者（controller）或雲端運算中的客戶（customer）來負擔。換言之，當我國

建置健康雲端資料庫時，健保署應確認健保資料於委外建置雲端資料庫時已

                                                      
261 莊玉如、曹怡茹（2012），〈醫療資料庫之隱私權保護技術探討〉，《電腦稽核》，

25期，頁39。（本篇作者以科學演算方式測試健保局資料庫後建議往後評量資料

時，除欄位模糊化以達匿名化之外，還需考量與原本資料的差異，方能兼顧精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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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從識別特定個人，方能確保往後對國人健保資料之利用依然符合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綜上所述，雖然歐盟工作小組不若英國資訊委員會認為應直接由資料掌

控者（controller）負責資料之去識別化，但資料掌控者無論如何均需為資料

是否合法使用負擔最終之責任。意即，我國健保署縱不需負擔去識別化之「任

務」，仍應為資料是否達到去識別化之合法利用負擔「責任」。此外，儘管歐

盟工作小組和英國資訊委員辦公室對應負擔主要去識別責任之角色認知不

同，但兩者仍同時建議，個人資料亦可透過風險評估並發掘隱私保障之弱點

後，再採取適當之資料安全維護管理措施，藉以達到維持雲端運算下「資料

正確近用」、「資料匿名性、正確性、可利用性和適法性」以及「保護個人資

訊隱私」三方面之平衡。 

另一方面，若由推動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對雲端運算技術之角度而言，美

國聯邦政府身為雲端運算計畫之主導者，另藉由「聯邦政府風險與授權管理

計畫」以確保資料之可攜性、共享性、安全性、可信賴性與隱私權保障，以

及使各級政府對雲端運算服務之風險評估、授權管理以及後續監控等作業有

一統合之標準規範。本文則欲主張，我國於建置健康雲端資料庫時，究否參

考美國聯邦政府，由我國行政院透過現行「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建立各

級機關統一化之規範，抑或係如同歐盟或英國將現行之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

至雲端運算之管理及規範模式，實應由我國相關主管機關先行審慎評估對於

雲端運算技術所欲採取的技術類型、資料性質與數量以及處理資料之目的後

再決定最適合我國之方式較為妥當。 

四、資訊自主權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02年訴字第 36號判決與 103 年訴更（一）字第

120號判決均認為，新個資法之立法目除了保障個人隱私權外，同時亦欲促

進個人資料的合理利用。故為達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若將憲法所稱之個人

資訊自主權解釋為「絕對的權利」，並非立法本意，亦非大法官之原意。據

此，於回應本案中有關個人資訊自主權之爭議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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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若基於大法官於釋字第 603號解釋中所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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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規定意旨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

之予以適當之限制」之精神，則應可採納健保署之見解認為事前同意權與事

後停止請求權係屬於個人資訊自主權之一體兩面。是以該法院認為，當法律

限制事前同意權之行使，而事後退出權亦於法無據時，則應解讀為法律已排

除了個人對其資料行使事後停止請求權。 

本文雖同意資訊自主權並非憲法保障之絕對權利，惟對於法院所表示

「由於事前同意權與事後停止請求權屬於資訊自主權的一體兩面，故當現行

個資法限縮當事人行使事前同意權時，除非法律明文授權當事人享有事後停

止請求權，否則應認為法律同時限制」之結論則不敢苟同，蓋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對個人資訊自主權之解釋恐過度限縮大法官對「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

之資訊隱私權」之意涵。隱私權雖非我國憲法明文保障之基本權利，然而大

法官已在釋字第 585號的解釋理由中再度重申釋字第 509號及第 535號之意

旨，認為憲法有保障「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以及「人格權之完整發展」

等核心價值，因而肯認我國憲法仍有確保人民私領域能免受他人侵擾以及享

有個人資料自主控制之精神262。因此，個人對其資料的自主性屬於憲法保障

之隱私權內涵，自已不待多言。 

此外，大法官進一步於釋字第 603號解釋文中表示，基於「維護人性尊

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因此肯認非憲法明文列舉之隱私權亦屬國人不可

或缺之基本權利，如此方能實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而為了維護

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大法官亦肯定「個人自主控制個

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就是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之方式，且

其內涵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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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該號解釋之解釋文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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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另

參閱李惠宗（2013），〈個人資料保護法上的帝王條款：目的拘束原則〉，《法

令月刊》，64卷1期，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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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由此可知，大法官係先肯認上述基本權

利之憲法依據及其具體內容後，方闡述由於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因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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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由大法官解釋之意旨可以推知，憲法係以「保障資訊自主權」為原則，

而以「符合比例原則之限制」為例外263。因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所稱之「事

前同意權與事後停止請求權屬於資訊自主權的一體兩面」，在大法官解釋之

意旨下，應解讀為當「其一」無法給予人民保障時，應以「另一」做為該保

障之補救措施，且倘利用行為確有違反個資法規範時，資料主體不受是否於

蒐集時得行使同意權之限制，仍應享有行使停止利用請求權，否則「兩頭落

空」勢必將無法達到憲法保障資訊自主權之原則264。據此，對於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所採之「當現行個資法限縮當事人行使事前同意權時，除非法律明文

授權當事人享有事後停止請求權，否則應認為法律同時限制」之見解，本文

認為恐違背大法官於釋字第 603 號解釋中所欲保障國人個人隱私權之立

場，且亦不符憲法保障基本人權之精神與架構，似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陸、結 論 

我國健保資料庫主要兩項法律爭議中，有關「個人資料適用範圍與資料

之匿名化或去識別化」之討論，儘管歐盟及英國仍以「資料能否直接或間接

識別個人」做為區分是否符合法律定義範圍之依據，然而兩者對於評估資料

被再識別之風險時均表示需於實際應用時考量個案，故無法一概而論。換言

                                                      
263 范姜真媺（2012），〈個人資料自主權之保護與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法學

叢刊》，57卷1期，頁76-77。（作者稱為個資之非獨佔排他性。） 
264 陳鋕雄、劉庭妤（2011），〈從「個人資料保護法」看病患資訊自主權與資訊隱

私權之保護〉，《月旦民商法雜誌》，34期，頁41（作者提及目前我國個資法很

容易規避當事人同意之立法要求而架空當事人自主決定權。）；劉靜怡（2010），

〈不算進步的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初步評析〉，《月旦法學雜誌》，183

期，頁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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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範疇除了透過制式化的「條文審酌標準」，

還需輔以「當代科技技術」做個案判斷。除此之外，美國則直指資料縱使經

過去識別化，該資料之再識別風險只能減低至趨近於零卻不等於零，因此不

再從條文的文義解釋探究隱私之法律定義，而改由「再識別風險」衡量個人

資料與法律適用間之關係。 

本文認為，歐盟與英國於認定資料是否適用法律規範的判斷標準上，實

則著重資料之「處理方式」而非資料之「屬性定義」，意即不論資料係透過

傳統之運算方式或是當代之雲端運算，甚或是未來可能發展出來於目前尚未

問世之技術處理時，該筆資料即應依其被處理之方式而適用於相對應的法律

規範，如此方能使資料主體獲得法律應有之保障，也使得資料掌控者或是資

料處理者應負擔之法律責任與義務更加明確。不僅如此，於此當代科技持續

發展與整合之際，若我國仍欲透過法律規範來定義應受保護之資料範圍以及

蒐集、處理和利用等相關法律框架，由於科技的發展將使得資料之回溯可能

性更加難以預料，則我國似有必要進一步檢討是否仍然採用「去識別/再識

別可能性」為標準，做為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起始點（或終點）。265  

至於有關「雲端運算與個人隱私權保障」之爭議，在歐盟已有企業主動

擬定如何從雲端運算服務提供者的角度出發來保障個人資料主體之法律權

利；英國亦欲提供「如何有效地匿名化」與「資料庫之安全管理機制」等更

具實效性之建議，同時進一步釐清雲端運算技術（服務提供者、客戶以及使

用者）與傳統運算技術（資料掌控者以及資料處理者）中不同角色之法律責

任與義務；美國則由聯邦政府投注大量的行政資源，並配合國會的監督試圖

完成政府雲端運算技術之整合。 

反觀我國國內不論是實務運作抑或是司法對於相關議題之探討（包括再

識別風險、當事人之同意以及資料安全管理等）似乎仍採取較為直觀的立

場，認為只要資料庫之管理方提供一定程度的去識別化以及管理模式，在現

                                                      
265 Anne S.Y. Cheung, Re-personalizing Personal Data in the Cloud, in PRIVACY AND 

LEGAL ISSUES IN CLOUD COMPUTING, ELGAR LAW, TECHNOLOGY AND SOCIETY 69, 

69-9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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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律限制當事人之事前同意權亦無明文規範事後退出權之情況下，資料主

體即對該資料失去自主控制權。倘以我國目前實務見解對比於歐盟、英國以

及美國，則我國如此限縮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範圍，顯然與外國立法例之

發展背道而馳。更有甚者，我國目前對於傳統運算方式之資料庫管理機制及

其法律規範以及實務上對於資料之風險評估應用，雖非完全付之闕如，但也

絕非充分完善，於此科技發展日益千里之際，我國政府希望繼續將現有資料

庫改以雲端運算之方式儲存及利用，是否仍能符合大法官於各號解釋中所要

求之比例原則精神，並落實人民之資訊自主權，則似不無疑義。 

據此，本文認為僅以現行個資法之規範尚不足以支應雲端運算技術對個

人資料保護可能帶來之衝擊，而鑑於考量對資料主體之隱私權保障，我國或

可參考歐盟與美國國會研究結果報告之建議，輔以對個人資料之安全維護措

施或另立關於健保資料釋出或以之建立雲端資料庫之專法或規範守則266；並

從雲端運算技術的特性、技術類型以及資料之本質出發，規範資料匿名化、

雲端空間管理以及不同角色所應擔負之法律責任與義務，以達雲端運算下統

一標準之目的。如此期能呼應大法官在釋字第 603 號所云應「配合當代科技

發展，運用足以確保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為之，並對所蒐集之資料採取組

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以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

使我國健保資料得以更為妥適地近用，進而確保國人之個人資料隱私暨資訊

自主權之保障更臻完善。 

                                                      
266 劉邦繡（2014），〈健保就醫資料之個資保護與合理利用之調和：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102年度訴字第36號判決探討〉，《月旦裁判時報》，30期，頁113-114。（作

者指出日本亦有學者倡議可將特定類型之醫療資料另立規範藉以緩和目的外之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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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Personal Health Data Protection in the Era of 

Cloud Computing: A Comparative Legal Analysis 

Yi-Lin Lou & Chih-Hsing Ho 

Abstrac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recently promoted the adoption of cloud 

services in its government agencies since the Executive Yuan (Cabinet) approved 

its “Cloud Compu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in 2010. Among the twelve 

government’s proposed cloud service schemes, the “Health Cloud Project”, which 

has been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since 2015, 

aims at applying cloud computing techniques to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atabase to help improve health care delivery.  

By analyzing the Taipei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s judgmen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ether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Bureau is entitled to release it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ata to third parties for the purpose of secondary use is 

not without controversy. It further pinpoints that in addition to recognizing 

information autonomy, which has been proposed by the Grand Justices’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considering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revision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in Taiwan, there is a need to 

re-evaluate the challenges that cloud computing techniques could have brough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This article adopts a comparative legal perspective to analyze different rules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s implemented by the EU, UK and the US in their 

various definitions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regulation of risks associated with 

applying cloud computing techniques to personal data. It plans to reflect an 

adequate way to address the balance of individual privacy and public interest, 

especially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and information autonomy that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sha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for its cloud comput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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