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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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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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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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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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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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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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
一定程序所為蒐集、處理或利用
之個人資料。
前項第四款個人資料蒐集、處理
或利用之範圍、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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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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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同法務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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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五款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
集者告知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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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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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允許之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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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明確告知
當事人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應告知事項
時，當事人如未表示拒絕，並已提供
其個人資料者，推定當事人已依第十
五條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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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規定表示同意。
蒐集者就本法所稱經當事人同意
之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第八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
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
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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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
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
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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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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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
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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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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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
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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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五、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六、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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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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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第十一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 第十一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
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
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依當
事人之請求更正或補充之。
事人之請求更正或補充之。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主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主
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
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
用。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
用。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並註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
明其爭議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
者，不在此限。
在此限。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
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
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
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
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
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
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
個人資料。
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之事由，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人
資料，應於更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
供利用之對象。

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
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
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
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
求，刪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該
個人資料。
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
關之事由，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人資
料，應於更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
利用之對象。

第十五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
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
外，應有特定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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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
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
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二、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三、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第十六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
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

第十六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
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
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
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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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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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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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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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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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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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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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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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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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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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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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
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
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
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
用該個人資料。

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
料之處理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
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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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

第二十條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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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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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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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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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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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
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
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
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

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
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
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
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
支付所需費用。

並支付所需費用。
第四十一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第四十一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
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
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
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
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
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
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元以下罰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下罰金。
第四十五條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 第四十五條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但
但犯第四十一條之罪者，或對公務機
犯第四十一條第二項之罪者，或對公
關犯第四十二條之罪者，不在此限。
務機關犯第四十二條之罪者，不在此
限。
第五十三條

法務部應會同中央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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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條

本法所定特定目的及個人

業主管機關訂定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

資料類別，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

類別，提供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參
考使用。

業主管機關指定之。

第五十四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
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條文施行
前，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於
本法○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後為處理或利用者，應於處理或利用
前，依第九條規定向當事人告知。
前項之告知，得於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首次
利用時併同為之。
未依前二項規定告知而利用者，
以違反第九條規定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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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非由當事
人提供之個人資料，依第九條規定應
於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為告知者，
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
告知，逾期未告知而處理或利用者，
以違反第九條規定論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