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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中國大陸《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作為「三

駕馬車」，共同構成中國大陸網路安全與資料合規領域三部最重要的基礎性法

律。《網絡安全法》自 2017 年 6月 1日起施行；《數據安全法》自 2021 年 9

月 1日起施行；《個人信息保護法》自 2021 年 11 月 1日起施行。此外，大量

的配套法規、規範性文件及標準也陸續制訂、頒佈實施。

上述三法的定位各不相同，內容互有交叉。《網絡安全法》重點在保護網

路安全，其中也涵蓋了關於個人資訊保護和網路資料安全。《數據安全法》適

用於所有主體處理網路資料和非網路資料的行為，監管對象主要是資料處理活

動。《個人信息保護法》適用於個人資訊保護，個人資訊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

方式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資訊結合識別自然人個人身份的各種資訊。

對企業來說，短期內會增加資料使用合規的壓力，企業需要投入更多的資

金、人力等成本，來實現資料合規及保護資料安全，規避風險。面對上述三法，

企業應當將三者進行一體化資料合規管理。

當企業違反規定時，將因此受到經濟處罰，包括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企

業人員。此外，還可能停業整頓、吊銷營業處分，甚至有些還會被追究刑事責

任。

為何企業需要重視呢？ 2021 年是中國大陸個人資訊和資料保護立法的關

鍵一年，企業將面對個人資訊保護及企業資料合規的風險及危機，行業發展也

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未來企業因《個人信息保護法》衍生的勞資糾紛，可能會

比 2008 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還要多且嚴重。因資料安全而觸法的案例，

將會極大的困擾許多企業。

為何撰寫本書？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有五：一是協助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降

低資料安全及個人資訊保護的風險；二是協助企業降低因《個人信息保護法》

衍生的勞動爭議；三是協助企業建立個人資訊保護及資料合規的管理體系；四

是協助企業掌握行業（例如：金融業、電商、網路平台）經營及產品開發（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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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智慧產品、汽車）合規的要求；五是協助相關職能部門（例如：人力資源、

行銷部門、業務部門、法務部門）因應資料安全及個人資訊保護。

閱讀本書有何好處，對企業能起到什麼作用？對於企業來說至少有七大好

處：一、降低人力資源管理生命週期各種場景的風險：簡歷的收集及運用、員

工入職面試、員工的背景調查、指紋、人臉識別或地理位置考勤打卡、辦公區

域安裝監視鏡頭、對候選人簡歷的使用及銷毀、員工資訊如何建檔保管、請病

假及病歷、辦公設備的使用情況監控、手機的使用監控、獎懲公告、績效考核、

離職人員檔案管理。二、降低企業產品開發設計的風險：APP 告知同意規則、

汽車及智慧產品開發。三、降低企業行銷過程的風險：推送精準廣告、個性化

行銷、自動化決策廣告、大健康醫療產業行銷。四、降低資料出境安全的風險：

個人資訊出境、資料跨境傳輸、伺服器存放境內或境外。五、避免因個人資訊

保護問題帶給企業不必要的訴訟、仲裁及聲譽的損失。六、降低法人、人力資

源、個人資訊處理者被處罰、罰款及承擔民事、刑事責任的風險。七、降低被

中國大陸央視在「315 晚會」上曝光報導的商譽損失風險。

本書有哪些亮點？本書有六大亮點。亮點一：引導企業如何建立合規體系；

亮點二：系統及全方位的介紹資料監管對相關產業及行業的影響與因應；亮點三：

針對企業資料跨境傳輸的影響與因應提出對策；亮點四：提供企業因應資料監

管對企業上市審查的對策；亮點五：提供企業各職能部門的因應對策；亮點六：

簡明扼要的介紹資料監管相關法律法規，縮短學習曲線。

本書兩岸用語使用說明？中國大陸法規名稱統一使用中國大陸的用語，例

如：《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均沿用中國

大陸用語，不改為臺灣習慣用語。中國大陸相關主管部門均沿用中國大陸用語，

例如：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不改為臺灣習慣用語。法規章節標題亦沿用中

國大陸用語。有引用法規第幾條並以「」將法律條文內容原文放在裡面的，沿

用中國大陸用語。此外，為使讀者熟悉台灣習慣用語，本文內容部分一律採用

台灣用語（例如：信息改為資訊，數據改為資料）。但本文有出現「大數據」、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等專業用語的，則保留中國大陸用語，不改為大資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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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資訊基礎設施」。參考文件引用中國大陸的資料，則保留原來中國大陸的用

語。台灣的法規稱呼，則保留臺灣用語，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請讀者

閱讀時注意用語陳述的不同。 

如何閱讀本書？「中國大陸數據監管法規對臺商的影響及因應實務手冊」

一書的架構共分十篇，共計 71 則 Q＆ A。第一篇數據監管相關法律法規篇、

第二篇數據監管對企業人力資源的影響與因應篇、第三篇數據監管對企業生產

經營的影響與因應篇、第四篇數據監管對企業行銷的影響與因應篇、第五篇數

據監管對企業跨境營運的影響與因應篇、第六篇數據監管對金融及企業上市的

影響與因應篇、第七篇數據監管對汽車企業的影響與因應篇、第八篇數據監管

對科技企業的影響與因應篇、第九篇數據監管對智慧製造的影響與因應篇、第

十篇數據監管對智慧產品（含APP）的影響與因應篇。讀者可根據自己的需求

或感興趣的章節來閱讀。

本書涉及的法律範圍及行業領域較廣，需要不同領域專業的臺商張老師參

與撰寫，以確保本書的品質及如期完成。本書的參與人員分工如下：臺北企業

經理協進會高長榮譽理事長提議撰寫本書的構想及方向，袁明仁召集人負責草

擬本書計畫書及校稿專書內容，姜志俊總召審查計畫書及專書內容，臺北企業

經理協進會李永然理事長主持全體撰寫人員的分工及撰寫注意事項會議，並確

認專書內容。感謝參與撰寫的臺商張老師 :李永然、石賜亮、林永法、林志宏、

林震岩、林耀欽、姜志俊、洪永沛、袁明仁、張明杰、陳振祥、黃鋆鋇、楊雅惠、

盧鐵吾、蕭新永共 15位，特此致謝。

大陸委員會為了協助臺商掌握中國大陸最新的資料安全及個人資訊保護相

關政策法規規定，協助臺商因應，以降低可能衍生的風險，特委託臺北企業經

理協進會撰寫本書，並公開出版，提供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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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數據監管相關法律法規篇

壹、網絡安全法

子題一、中國大陸為建立網路安全環境，相繼實施《網絡安全法》

及《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其規定要點為何？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已經頒布了《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

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參考附件一：本手冊與中國大陸網路安全等相關法

律法規彙總表。綜合目前的法律法規架構及具體的規定，可以看出企業資料合

規的兩大核心為資料安全和個人資料保護。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人民的生活

方式也逐漸與世界有所往來。然而由於網路經濟的興起，因為網路無國界，中

國大陸人民接觸世界各國之網路資訊越來越頻繁，導致網路犯罪興起，發生利

用網路進行非法活動事件，甚至發生影響國安之事件。為建立網路安全環境，…

2017 年 6月開始實施《網絡安全法》，並於 2022 年 2月 15 日…發布施行《網

絡安全審查辦法》。其立法宗旨在於網路安全與資訊化發展並重，遵循積極利

用、科學發展、依法管理、確保安全的方針，推進網路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

通，鼓勵網路技術創新和應用，支援培養網路安全人才，建立健全網路安全保

障體系，提高網路安全保護能力。…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網絡安全法》共有 79條文，分別就網路安全支持與促進、…網路運行安

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行安全、網路資訊安全、法律責任等加以規

定。凡在中國大陸境內建設、運營、維護和使用網路，以及網路安全的監

督管理，均受其規範。其適用對象包括任何個人和組織使用網路、網路運

營者、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依據《網絡安全法》第 5條規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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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採取措施，監測、防禦、處置來源於中國大陸境內外的網路安全風

險和威脅，保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免受攻擊、侵入、干擾和破壞，依法懲

治網路違法犯罪活動，維護網路空間安全和秩序。此外，《網絡安全法》

引入網路實名制，網路運營者為用戶辦理網路接入、域名註冊服務，辦理

固定電話、移動電話等入網手續，或為用戶提供資訊發布、即時通訊等服

務，在與用戶簽訂協議或者確認提供服務時，應當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

信息。用戶不提供真實身份資訊的，網路運營者不得為其提供相關服務。

(二 )…《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共有 23 條文，臺商如符合以下條件者應受網路安

全審查：

1.…臺商如屬於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採購網路產品和服務，網路平

臺運營者開展資料處理活動，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應進行網

路安全審查。（第 2條）

2.…臺商如屬於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採購網路產品和服務，應預判

該產品和服務投入使用後可能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影響或可能影響

國家安全的，應當向中國大陸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路安全審查。

（第 5條）

3.…對於申報網路安全審查的採購活動，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應通過

採購合約、協議等，要求產品和服務提供者配合網路安全審查，包括

承諾不利用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便利條件，非法獲取使用者資料、非法

控制和操縱使用者設備，無正當理由不中斷產品供應或者必要的技術

支援服務等。（第 6條）

4.…掌握超過 100 萬使用者個人資訊的網路平台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

向網路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路安全審查。（第 7條）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網絡安全法》與《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之精神，是藉由採取網路監管等

手段，以完善社會治理為目標，臺商應特別注意《網絡安全法》第 12 條

之列舉式規定，主要分為九項禁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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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得危害網路安全；

2.…不得利用網路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

3.…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4.…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

5.…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

6.…宣揚民族仇恨、民族歧視；

7.…傳播暴力、淫穢色情信息；

8.…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擾亂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

9.…侵害他人名譽、隱私、知識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等活動。

(二 )…此外，依據《網絡安全法》第 48 條規定，臺商應注意發送的電子資訊、

提供的應用軟件，不得設置惡意程式，不得含有中國大陸法律、行政法規

禁止發布或傳輸的資訊。臺商如屬於電子資訊發送服務提供者或應用軟件

下載服務提供者，應履行安全管理義務，知道其用戶有上述行為者，應停

止提供服務，採取消除等處置措施，保存有關記錄，並向有關主管部門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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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臺商在中國大陸經商，其利用網路平台從事營業活動可能

觸犯《網絡安全法》之行為有哪些？

一、背景簡要說明

臺商在中國大陸之營業活動，早期是以開實體商店為主，從經營批發、門

市零售、到經營量販店，都有臺商經營，而且有些臺商還經營得非常成功，例

如臺商在中國大陸各地級市廣泛開設的門市及連鎖量販店，幾乎是家喻戶曉。

後來因為網路經濟的興起，臺商也隨之轉型經營網路電商，可分為實體與虛擬

網路結合的線上線下營運模式，抑或是經營聚集許多不同品牌產品上架的通路

型電商平台，以及網路開店平台，網路的運用成為臺商營業活動不可或缺之工

具，當然收集、使用個人信息也帶來一些管理上之問題。尤其自中國大陸開始

實施《網絡安全法》後，電商的世界已經受到比以前更嚴格的規範。因此臺商

利用網路平台從事營業活動，收集、使用個人資訊應注意中國大陸對於網路安

全之相關規定。…

二、法律規定要點

利用網路平台從事營業活動，以下行為屬於違法違規行為：

(一 ) 涉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路活動

由於互聯網已經成為未成年人獲取資訊的重要來源，然而，一些低

俗、庸俗、媚俗的不良資訊也隨之而來。未成年人心智尚不健全，對不良

內容缺乏鑒別力，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因此，中國大陸對可能危

害未成年人的網路不良內容採取“零容忍”，不能讓網路“三俗”污染孩

子純潔的眼睛和心靈。1 所稱“三俗”，是指低俗、庸俗、媚俗。依據中

國大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網路視聽節目管理司及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局

《關於加強網絡視聽節目平台遊戲直播管理通知》(http://www.nrta.gov.

cn/art/2022/4/15/art_113_60105.html… (last…visited…Aug.…31)）：「3、

加強遊戲主播行為規範引導。各平台應引導主播與用戶文明互動、理性表

1… 祝佳祺，對網絡“三俗”要零容忍，2021 年 08 月 13 日 08:17…………來源：人民網－人民日
報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1/0813/c64387-321916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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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合理消費，共同維護文明健康的網絡視聽生態環境。網絡主播應堅持

健康的格調品味，自覺擯棄低俗、庸俗、媚俗等低級趣味，自覺反對流量

至上、畸形審美、“飯圈”亂象、拜金主義等不良現象，自覺抵制有損網

絡文明、有悖網絡道德、有害網絡和諧的行為。」此項通知可以做為判斷

是否構成網路“三俗”污染孩子純潔之認定依據。因此在《網絡安全法》

第 13 條規定，依法懲治利用網路從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路“三

俗”活動，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網路環境。

(二 ) 非法收集、使用個人資訊

臺商收集、使用個人資訊有以下情節可能被認為違反《網絡安全法》：

一、被認定為“未公開收集使用規則”的行為；二、被認定為“未明示收

集使用個人資訊的目的、方式和範圍”的行為；三、被認定為“未經使用

者同意收集使用個人資訊”的行為；四、被認定為“違反必要原則，收集

與其提供的服務無關的個人資訊”的行為；五、被認定為“未經同意向他

人提供個人資訊”的行為；六、被認定為“未按法律規定提供刪除或更正

個人資訊功能”或“未公佈投訴、舉報方式等資訊”的行為。2

( 三 ) 利用電商平台銷售藥品

目前中國大陸藥品網路銷售平台有自營業務也有第三方業務，但是自

營佔比較大。也有透過第三方平台進行銷售，作為自營的業務補充。中國

大陸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擬修訂規定，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得直接參與藥

品網路銷售活動。本次修訂與平台是否可以販賣藥品的規定在第 83 條：

「【第三方平台管理義務】藥品網絡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應當向所在

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備案，未經備案不得提

供藥品網絡銷售相關服務（第一款）。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應當建立藥品網

絡銷售質量管理體系，設置專門機構，並配備藥學技術人員等相關專業人

員，建立並實施藥品質量管理、配送管理等製度。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得

2… 《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行為認定方法》簡介，http://www.shhxqh.com/up-
loadfile/2020/0415/%E5%85%A8%E6%B0%91%E5%9B%BD%E5%AE%B6%E5%AE
%89%E5%85%A8%E6%95%99%E8%82%B2%E6%97%A5%E7%B3%BB%E5%88%9
7%E7%9F%A5%E8%AF%86%E6%99%AE%E5%8F%8A%E4%B8%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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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參與藥品網絡銷售活動（第二款）。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應當對入駐的

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藥品經營企業資質進行審查，對發布的藥品資訊進

行檢查，對交易行為進行管理，並保存藥品展示和交易管理信息。發現藥

品交易行為存在問題的，應當及時主動制止，涉及藥品質量安全的重大問

題的，應當及時報告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第三款）。」3…臺商如有利用設

立的第三方電商平台銷售藥品，應關注法規的變動。

三、重點建議事項

由於《網絡安全法》第 14條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有權對危害網路安全

的行為向網信、電信、公安等部門舉報。收到舉報的部門應當及時依法作出處

理。」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對於網路安全之重視。臺商利用網路平台從事營業

活動，比較可能觸犯《網絡安全法》之行為，主要為涉及低俗、庸俗、媚俗的

不良資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網路活動，以及非法收集、使用個人資訊，

未經客戶同意收集使用個人資訊；違反必要原則 , 收集與其提供的服務無關的個

人資訊等。此外，中國大陸擬修訂規定，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得直接參與藥品

網路銷售活動。因此，臺商利用網路從事營業活動，應注意《網絡安全法》之

相關規定。…

3… 大陸擬禁電商等平台參與藥品網售，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
ry/5604/6407988?from=ednap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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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臺商經營網路設備或資訊服務業在中國大陸營運，可能涉

及之《網絡安全法》規定有那些？

一、背景簡要說明

通信網路產業為開發利用有線或無線傳輸以接受符號、信號、文字、影像、

聲音與其他訊息之廠商，產業鏈上游為組成各類通訊終端之零組件供應商，下

游則為各類終端應用產品與服務之供應商。臺商經營網路設備，主要產品有數

據機、網路卡、閘道器、路由器、交換器與機上盒等。4…依據中國大陸《網絡安

全法》與相關法令，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II）之認定，無論依《網絡安全法》或《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

皆係指公共通信與資訊服務、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務、電子政務、

國防科技工業等重要行業與領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壞、喪失功能或者資料

洩露，可能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公共利益之重要網路設施、資訊系

統等。中國大陸之 CII 並非專指特定領域或廠商，凡被各主管機關認定可能危

害國家安全、國計民生或公共利益，都可能屬之。例如滴滴出行APP 被認為涉

及國家資料安全風險，因此被認定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5…其原因是滴滴出行

APP 已經發展成為在中國大陸人人搭出租車必須使用的工具，已經構成國計民

生與公共利益有關的重要網路設施，因而被認定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一般而

言，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通信網路產業之規模並不大，因此尚難構成被認定為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至於臺商如發展到其設施「一旦遭到破壞、喪失功能或者

資料洩露，可能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公共利益之重要網路設施、資

訊系統等」情事，則在中國大陸極有可能被認定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

而受到《網絡安全法》比較嚴格的管理。

二、法律規定要點

依據《網絡安全法》第三章第二節關於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行安全規定，

4… 通信網路產業鏈簡介，https://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I000
5… 陳宏志，中國嚴管資訊建設與個資　西進者避禍須熟知法規，2022-02-24…
… htt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zh-tw/viewpoint/C5024143EAE64EB89B72CF

79CF8E13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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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對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務、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務、電子

政務等重要行業和領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壞、喪失功能或者資料泄露，可

能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公共利益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在網路安全

等級保護制度的基礎上，實行重點保護（第31條），但也規定嚴格的遵守義務。…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要遵守的義務如下 :

( 一 ) 一般義務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應依《網絡安全法》第 21 條規定，履行安

全保護義務，保障網路免受干擾、破壞或者未經授權的訪問，防止網路資

料泄露或者被竊取、篡改。

(二 ) 網路安全保護特別義務（第 34條）

除了上述一般義務外，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還應當履行下列網

路安全保護義務：

1.…設置專門安全管理機構和安全管理負責人，並對該負責人和關鍵崗位

的人員進行安全背景審查；

2.…定期對從業人員進行網路安全教育、技術培訓和技能考核；

3.…對重要系統和數據庫進行容災備份；

4.…制定網路安全事件應急預案，並定期進行演練；

5.…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義務。

(三 ) 採購網路產品和服務之審查義務（第 35及第 36 條）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採購網路產品和服務，可能影響國家安全

的，應通過國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的國家安全審查，並應

按照規定與提供者簽訂安全保密協議，明確安全和保密義務與責任。

(四 ) 資料應當在境內存儲（第 37條）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在中國大陸境內運營中收集和產生的個人

資訊和重要資料應當在境內存儲。因業務需要，確需向境外提供的，應當

按照國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的辦法進行安全評估。

(五 ) 每年進行網路安全風險檢測評估（第 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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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應自行或委託網路安全服務機構對其網路

的安全性和可能存在的風險每年至少進行一次檢測評估，並將檢測評估情

況和改進措施報送相關負責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工作的部門。…

三、重點建議事項

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網路設備或資訊服務業，極有可能被認定為關鍵信息

基礎設施的營運者，而受到《網絡安全法》比較嚴格的管理。臺商應加注意有

關網路安全保護特別義務，除了應強化網路安全的內部管理外，採購網路產品

和服務應通過審查，在中國大陸境內運營中收集和產生的個人資訊和重要資料

應當在境內存儲等等，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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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有哪些個人網路行為可能涉及《網絡安全法》或構成其他

法律責任問題？

一、背景簡要說明

隨著網路時代的到臨，人民日常生活皆與網路脫不了關係，電信網路詐騙

和侵犯個人資訊成為網路時代的新興犯罪，《網絡安全法》正式在此背景下應

運而生。電子及網路科技之發展方興未艾，消費者人手一或二支智慧手機已經

是時代潮流，利用智慧手機拍照記錄上傳網路分享，蔚為潮流。其中有些內容

不涉網路安全管理範圍，有些則有涉及國家安全或社會公序良俗，以及有傷國

家形象等之疑慮。因此個人使用網路資訊，應注意哪些行為可能涉及《網絡安

全法》，以免觸法。

二、法律規定要點

《網絡安全法》針對任何個人和組織使用網路之安全規範甚多，針對任何

個人和組織使用網路之禁止行為主要內容如下：

(一 )…不得利用網路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

社會主義制度，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

宣揚民族仇恨、民族歧視，傳播暴力、淫穢色情信息，編造、傳播虛假信

息擾亂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譽、隱私、知識產權和其他

合法權益等活動。（第 12條）

( 二 )…不得從事非法侵入他人網路、干擾他人網路正常功能、竊取網路數據等危

害網路安全的活動；不得提供專門用於從事侵入網路、干擾網路正常功能

及防護措施、竊取網路數據等危害網路安全活動的程式、工具。（第 27

條）

( 三 )…不得竊取或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個人資訊，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

提供個人資訊。（第 44條）

( 四 )…不得設立用於實施詐騙，傳授犯罪方法，製作或者銷售違禁物品、管制物

品等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羣組，不得利用網路發布涉及實施詐騙，

製作或者銷售違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資訊。（第

4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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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發送的電子信息、提供的應用軟件，不得設置惡意程序，不得含有法律、

行政法規禁止發布或者傳輸的資訊。（第 48條）

以上規範內容廣泛，大致可分為國家安全、社會安寧秩序、公序良俗以及

網路正能量之保護等為目的。

三、重點建議事項

中國大陸廣電總局及文旅部於 2022 年 6月 22 日聯合發布《網絡主播行為

規範》共 18條，要求網路主播需有正確政治方向，反拜金、畸形審美等觀念，

引導用戶共建文明網路生態環境。網路主播在提供表演及視聽節目服務過程中，

不得出現顛覆國家、歪曲否定中共領導等 31 種行為。6 歸納而言，臺商如從事

網路主播在提供表演及視聽節目服務過程中，應有政治敏感度，注意下列網路

行為：

1.…發布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危害國家安全，

洩露國家秘密，損害國家尊嚴、榮譽和利益、傷害民族感情的內容。

2.…宣揚淫穢、賭博、吸毒，渲染暴力、血腥、恐怖、傳銷、詐騙，教唆

犯罪或者傳授犯罪方法，暴露偵查手段，展示槍支、管制刀具。

3.…傳播擾亂社會治安和公共秩序，破壞社會穩定資訊。

4.…炒作緋聞、醜聞、違反公序良俗之內容。

5.…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之內容。

6.…宣揚封建迷信文化習俗和思想等內容。

7.…營銷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產權商品，以及交易、關注度、瀏覽量、點

讚量等數據流量造假。

8.…展示無節制奢靡生活的炫富行為。

因此，臺商要以在地化思惟，無論在收發資訊、傳遞郵件、網路發表文章

等網路行為，均應避免有批評、毀謗、反動、有損榮譽、不當行銷、非法產品

當網紅，以及出現政治性言論、出現敏感性文字等行為，以避免因誤解而引發

觸法之疑慮。…

6… 魏有德，陸公布「網路主播行為規範」否定共產黨領導、炒熱點等 31 條明文
禁 止，ETtoday 新 聞 雲 2022 年 06 月 22 日…17:21，https://www.ettoday.net/
news/20220622/22785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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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五、中國大陸《網絡安全法》規定對違反者之處罰與法律責任

為何？

一、背景簡要說明

2017 年 6月開始實施《網絡安全法》以來，已經逐步落實執行，並對違規

者依法加以處罰。例如重慶一網路公司未留存使用者登錄日誌被網安查處，重

慶公安局網安總隊在日常檢查中發現，重慶市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自《網絡安

全法》正式實施以來，在提供互聯網資料中心服務時，存在未依法留存用戶登

錄相關網路日誌的違法行為。公安機關根據《網絡安全法》相關規定，決定給

予該公司警告處罰，並責令限期 15日內進行整改。7…由於《網絡安全法》之強

制性與禁止性規定甚多，而且對於違反者也有諸多法律責任規定。《網絡安全

法》規定對違反者之罰款處罰，可分為對網路營運者之罰款、關鍵信息基礎設

施的運營者之罰款、以及對任何個人或組織之罰款。因此臺商有必要正確了解

違反《網絡安全法》可能受到的處罰以及應負的法律責任，以免誤觸法網。

二、法律規定要點

依據《網絡安全法》第六章有關法律責任之主要規定如下：

(一 ) 對網路營運者以下違法情節之罰款

1.…未按網路安全等級保護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護義務者，由有關主

管部門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拒不改正或導致危害網路安全等後果者，

處以罰款。（第 21條、第 25條、第 59條）

2.…未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資訊，或對不提供真實身份資訊的用戶提供

相關服務者，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處以罰款，或吊

銷營業執照。（第 24條第 1款、第 61條）

3.…侵害個人資訊依法得到保護的權利者，責令改正，並處以罰款可以根

據情節單處或者並處警告、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以罰款，情節嚴重者

吊銷營業執照。（第 22條第 3款、第 41-43 條、第 64條）…

7… 中國招標投標服務平台，來源：…公安三所網絡安全法律研究中心…時間：2017-09-19，
http://cebpubservice.cn/monitorindustry/exindustry/2017/09/92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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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禁止發布或傳輸的資訊未停止傳輸、採取消除等處置措施、保存有

關記錄的，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情節嚴重的，處以罰款並可吊銷營

業執照。（第 47條、第 68條）

( 二 ) 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之罰款

1.…不履行網路安全保護義務者，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導致危害網路

安全等後果者，處以罰款。（第33條、第34條、第36條及第59條）

2.…使用未經安全審查或者安全審查未通過的網路產品或服務者，責令停

止使用，並處以罰款。（第 35條、第 65條）

3.…在境外存儲網路數據，或向境外提供網路數據者，責令改正，並處以

罰款，並可吊銷營業執照。（第 37條、第 66條）

( 三 ) 對任何個人或組織之罰款

1. 從事危害網路安全的活動，或者提供專門用於從事危害網路安全活動

的程序、工具，或者為他人從事危害網路安全的活動提供技術支持、

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處以罰款，情節較重的，可處拘留。（第

27條、第 63條）

2.竊取或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個人資訊，

處以罰款。（第 44條、第 64條）

3. 設立用於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羣組，或利用網路發布涉及

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資訊，處拘留，並處罰款。（第 46條、第 67條）

三、重點建議事項

違反《網絡安全法》之行為除了上述處以罰款之外，《網絡安全法》第 74

條更規定：“違反本法規定，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違反本

法規定，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違反《網絡安全法》之行為，除了處以罰款外，可

能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臺商在中國大陸從事網路活動，無論

是作為網路商業運營者、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還是個人或組織，均應

遵守《網絡安全法》之規範，以免被處以罰款或吊銷營業執照，以及要承擔民

事、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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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據安全法

子題一：《數據安全法》的架構及內容如何？

一、背景簡要說明

為了規範資料處理活動，保障資料安全，促進資料開發利用，保護個人、

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屆第二十九次會議於 2021 年 6 月 10 日通過《數據安全

法》，同日公布，自 2021 年 9月 1日施行。

該法共分七章 55 條，其第一章為總則（第 1條到第 12 條），第二章為數

據安全與發展（第 13 條到第 20 條），第三章為數據安全制度（第 21 條到第

26 條），第四章為數據安全保護義務（第 27 條到第 36 條），第五章為政務

信息安全與開放（第 37 條到第 43 條），第六章為法律責任（第 44 條到第 52

條），第七章為附則（第 53 條到第 55 條）。因攸關臺商在中國大陸境內或境

外經貿活動，並影響臺商經貿權利義務至鉅，臺商自有全面認識與瞭解之必要。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第一章總則

本章分別規定資料、資料處理與資料安全的定義，並規定資料處理活

動的原則，並對於各地區各部門有關資料安全的分工等內容；其中所稱資

料，是指任何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對資訊的記錄。資料處理，包括資料的

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等。資料安全，是指通過採

取必要措施，確保資料處於有效保護和合法利用的狀態，以及具備保障持

續安全狀態的能力。（第 3條）

( 二 )…第二章數據安全與發展

本章主要規定國家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以資料開發利用和產業發展

促進資料安全，以資料安全保障資料開發利用和產業發展，並規定國家實

施大數據戰略，支持開發利用資料提升公共服務的智慧化水準，支援資料

開發利用和資料安全技術研究，同時，推進資料開發利用技術和資料安全

標準體系建設，建立健全資料交易管理制度，規範資料交易行為，培育資

料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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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章為數據安全制度

本章規定國家建立資料分類分級保護制度，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

的資料安全風險評估、報告、資訊共享、監測預警機制，同時，建立資料

安全應急處置機制，並建立資料安全審查制度。

(四 )…第四章為數據安全保護義務

本章規定資料安全保護義務，並規定重要資料的處理者應當明確資料

安全負責人和管理機構，落實資料安全保護責任。

(五 )…第五章為政務信息安全與開放

本章規定國家機關為履行法定職責的資料安全與開放規定，其中特別

規定對在履行職責中知悉的個人隱私、個人資訊、商業秘密、保密商務資

訊等資料應當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洩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六 ) 第六章為法律責任

本章規定違反資料處理活動的組織或個人，按其違反情節的輕重大小

分別予以責令改正、給予警告、處以罰款、暫停相關業務、停業整頓、吊

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等處罰，並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

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分別處以罰款；此外，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民

事責任；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七 )…第七章為附則

本章規定展開涉及國家秘密數據處理活動，適用《保守國家秘密法》

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在統計、檔案工作中展開資料處理活動，展開

涉及個人資訊的資料處理活動，還應當遵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此外軍事資料安全保護的辦法，由中國大陸中央軍事委員會依據本法另行

制定。

三、重點建議事項

由於科技進步，臺商在中國大陸境內從事投資或在境外從事貿易活動，經

常利用網路資料設備，因此對於《數據安全法》相關規定自應充分認識瞭解，

並建立資料分類分級保護制度，建立資料安全的檢測與評估機制，盡到資料安

全保護義務，以避免違法而受到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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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臺商應如何建立資料分類、分級保護制度？

一、背景簡要說明

《數據安全法》第 21條規定：「國家建立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制度，根據數

據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一旦遭到篡改、破壞、洩露或者非法獲

取、非法利用，對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個人、組織合法權益造成的危害程

度，對數據實行分類分級保護。國家數據安全工作協調機制統籌協調有關部門

制定重要數據目錄，加強對重要數據的保護。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

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數據屬於國家核心數據，實行更加嚴格的管理制度。

各地區、各部門應當按照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制度，確定本地區、本部門以及相

關行業、領域的重要數據具體目錄，對列入目錄的數據進行重點保護。」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資料處置策略：不同級別的資料將採取不同的處理策略，當然，各個企業

可根據風險偏好制定相應的策略，常見的幾種處置方式如下：1. 脫敏處

理；2. 資料加密；3. 資料溯源；4. 許可權管控；5. 技術工具。8 中國大陸

相繼發布實施《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

各部門、組織也陸續頒布了各種資料分類分級的實施指南，例如《金融數

據安全…數據安全分級指南》（JR/T0197-2020）、《證券期貨業數據分

類分級指引》(JR/T0158-2018）、《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

（工信廳信發 [2020]6 號）、《政府數據…數據分類分級指南》（DB52/

T1123-2016）等，作為資料治理或資料管理的一部分，資料分類、分級

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不僅是企業做好資料安全管控的第一步，也是滿

足合規要求、資料價值化的基礎。

(二 )…資料的來源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第一源於企業內部，如交易、營運、財

務、人力等部門產生的自有資料。第二源於三方資料，如網路資料、通信

資料、信用資料、客戶資料等。第三源於採集資料，如通過感測器、圖像

8… 孔超、關鎖匠，《企業如何開展數據分類分級》，2021 年 08 月 28 日，https://mp.weix-
in.qq.com/s/C21fPLjdLY93-mbB9Gnkjw，最後瀏覽日 2022 年 8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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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社交媒體、物聯網等途徑接收到的資料，都將作為企業的資料資產，

納入資料分類分級範圍。

(三 )…資料分類是指根據組織資料的屬性或特徵，將其按照一定的原則和方法進

行區分和歸類，並建立起一定的分類體系和排列順序，以便更好地管理和

使用組織資料的過程，例如將資料分為核心商密、重要商密、普通商密、

內部公開、外部公開五個等級，是建立統一、準確、完善的資料架構的

基礎，是實現集中化、專業化、標準化資料管理的基礎。資料分級是指在

資料分類的基礎上，採用規範、明確的方法區分資料的重要性和敏感度差

異，按照一定的分級原則對其進行定級，從而為組織資料的開放和共享安

全性原則制定提供支撐的過程。

(四 )…在資料管理方面，目前絕大多數企業仍然停留在資料收集、整理、存儲和

使用等初級階段，而在資料分類、分級管理方面都存在1.資料本身雜而亂；

2.資料定義模糊；3.制度流程管控不足；4.資料管理意識不強等幾項問題。

因此，資料分類、分級必要性，必須符合下列情況：1.滿足合規要求；2.滿

足自身發展；3. 提升資料使用價值；4. 減少資料安全風險。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資料分類、分級是企業組織資料治理和資料安全的核心任務之一，也是一

個長期工程。《數據安全法》公布實施之際，滿足監管要求的同時，釐清

的資料資產，在保證資料安全的情況下，不斷的挖掘資料價值。

(二 )…資料分類分級工作並非一次做完就萬事大吉，它是一個不斷更新和完善過

程。根據公司的監管要求、業務需求和風險可接受水準，持續動態的更新

資料分類、分級策略，積極引導公司每位員工自主參與，以做好監控與維

護工作。

(三 )…《數據安全法》鼓勵對違法行為的投訴舉報，對投訴、舉報人的相關資訊

予以保密。換言之，內部員工的舉報，將是中國大陸臺商可能面對的風險，

建請臺商務必依法行事，做好資料安全的合規工作，並建立良好和諧的勞

資關係，以避免內部員工的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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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臺商應如何建立資料出境安全的評估工作？

一、背景簡要說明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中國大陸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布了《數據出境

安全評估辦法（徵求意見稿）》，規定了在目前的《網絡安全法》、《數據安

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體系下，企業就資料出境如何進行安全評估手續。

2022 年 7月 7日，《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正式發布，

並自同年 9月 1日起施行，全文共 20 條，其中對資料出境安全評估的辦理流

程等相關事項，分別做了詳細規定，值得臺商特別注意。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所謂資料出境，是指資料處理者將在境內營運中收集和產生的資料傳輸、

存儲至境外；也包括資料處理者收集和產生的資料存儲在境內、境外的機

構、組織或者個人可以訪問或者調用的資料。因此，對於在中國大陸境內

營運所產生或收集的個人資料，只要伺服器或訪問人員其中之一在境外即

為資料出境。包括：系統伺服器位於中國大陸境外，服務團隊在中國大陸

境內；系統伺服器位於中國大陸境內，服務團隊在中國大陸境外，或允許

境外人員遠端存取。9

( 二 )…臺商有資料出境需求時，應當首先考慮資料出境的目的、範圍、方式等的

合法性、正當性、必要性。根據本辦法，企業進行資料出境應當滿足目的、

範圍、方式等方面的合法性、正當性、必要性，缺一不可。在以往的實務

中，例如某些企業以提升服務水準等非常模糊的概念為目的向境外母公司

提供資料，但境外母公司實際並不參與服務的提供及升級；或者境外母公

司只是為了獲取境內子公司或孫公司的資料；或者境外母公司僅出於在境

外存儲或備份這些資訊的目的要求境內公司進行國際傳輸；以上這些情況

下資料出境可能將缺乏必要性，無法滿足《個人信息保護法》10 和本辦法

9… 新港數據監管與合規，企業如何為《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的實施做好準備，2022 年
7 月 14 日，https://mp.weixin.qq.com/s/pE_dK592IQbq4CeTEqnY2A，最後瀏覽日 2022
年 8月 3日。

10… 請參照後述第三章《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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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料出境的前提條件要求。

(三 )…依照本辦法第 4條規定，以下四種情況，企業應當事先進行自評估，並

通過所在地省級網信部門向國家網信部門申報安全評估，按照規定提交材

料：

1. 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資料；

2.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和處理 100 萬人以上個人資料的資料處理者

向境外提供個人資料；

3. 自上年 1月 1 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 10 萬人個人資料或者 1萬人敏感

個人資料的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資料；

4. 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其他需要申報資料出境安全評估的情形。

(四 ) 依照本辦法第 6條規定，企業申報出境安全評估者，應當提交以下材料：

1. 申報書；

2. 資料出境風險自評估報告；

3. 資料處理者與境外接收方擬訂立的法律文件；

4. 安全評估工作需要的其他材料。

(五 )…本辦法要求安全評估堅持風險自評估與安全評估相結合。因申報安全評估

應當提交的材料中包括資料出境風險自評估報告，因此企業在申報安全評

估之前，應當事先進行自評估。自評估是申報安全評估的前置條件。關於

自評估，企業可以自行內部展開，也可以在外部專家協助的情況下進行。

依據本辦法第 8條規定，資料出境安全評估重點評估資料出境活動可能對

國家安全、公共利益、個人或者組織合法權益帶來的風險，主要包括以下

事項：

1. 資料出境的目的、範圍、方式等的合法性、正當性、必要性；

2. 境外接收方所在國家或者地區的資料安全保護政策法規和網路安全環

境對出境資料安全的影響；境外接收方的資料保護水準是否達到中國

大陸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強制性國家標準的要求；

3. 出境資料的規模、範圍、種類、敏感程度，出境中和出境後遭到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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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洩露、丟失、轉移或者被非法獲取、非法利用等的風險；

4. 資料安全和個人資料權益是否能夠得到充分有效保障；

5. 資料處理者與境外接收方擬訂立的法律文件中是否充分約定了資料安

全保護責任義務；

6. 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情況；

7. 國家網信部門認為需要評估的其他事項。11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已正式生效，為企業就資料出境辦理安全評估

提供了實施路徑，開啟了安全評估辦理手續。對於符合本辦法中四種應申

報安全評估的情況且確有資料出境需求的企業，應當儘早梳理資料出境情

況，委託專業機構或自行進行自評估，與境外接受方簽訂符合要求的資料

出境合同等法律文件，儘早進行安全評估申報。

( 二 ) 本辦法雖給予了六個月寬限期，但考慮到首先要做自評估，做自評估時首

先需要進行資料處理情況，發現問題後及時整改，為順利通過安全評估，

通常需要提交整改完成後的自評估報告，考慮到自評估、整改、修改自評

估報告均需花費較多時間進行處理，建議符合條件的臺商儘快展開相關工

作，積極調整資料出境業務架構，並建立相關機制，以確保在合規的前提

下展開業務。

11… 楊錦文、李圓圓、君合法律評論，君合法評丨企業如何辦理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數
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正式發布，2022 年 7 月 8 日，https://mp.weixin.qq.com/s/PX-
aLQOtpLbIZ7mbkKtZtiw，最後瀏覽日 2022 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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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臺商應如何履行資料安全保護義務？

一、背景簡要說明

資料安全保護義務的基本規定，分別規定在《數據安全法》第 27 條、第

29 條、第 30 條和第 31 條，其中第 27 條規定資料安全保護的一般規定，第

29 條規定展開資料處理活動應當加強風險監測及補救措施，第 30 條規定重要

資料的處理者應當按照規定對其資料處理活動定期展開風險評估，第 31條規定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及其他資料處理者在中國大陸境內收集和產生的重

要資料的出境安全管理措施分別適用法律的規定。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資料安全保護的一般規定

《數據安全法》第 27 條規定：「展開數據處理活動應當依照法律、

法規的規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數據安全管理制度，組織展開數據安全教育

培訓，採取相應的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數據安全。利用互聯網

等信息網絡開展數據處理活動，應當在網絡安全等級保護制度的基礎上，

履行上述數據安全保護義務。重要數據的處理者應當明確數據安全負責人

和管理機構，落實數據安全保護責任。」

(二 ) 展開資料處理活動應當加強風險監測及補救措施

《數據安全法》第 29 條規定：「展開數據處理活動應當加強風險監

測，發現數據安全缺陷、漏洞等風險時，應當立即採取補救措施；發生數

據安全事件時，應當立即採取處置措施，按照規定及時告知用戶並向有關

主管部門報告。」

(三 ) 重要資料的處理者應當按照規定對其資料處理活動定期展開風險評估

《數據安全法》第 30 條規定：「重要數據的處理者應當按照規定對

其數據處理活動定期展開風險評估，並向有關主管部門報送風險評估報

告。風險評估報告應當包括處理的重要數據的種類、數量，展開數據處理

活動的情況，面臨的數據安全風險及其應對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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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及其他資料處理者在中國大陸境內收集和產生

的重要資料的出境安全管理措施分別適用法律的規定

1. 重要資料 12：《數據安全法》第 31條前段規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

的營運者在中國大陸境內營運中收集和產生的重要數據的出境安全管

理，適用《網絡安全法》的規定。」

2. 其他資料：《數據安全法》第 31條後段規定：「其他數據處理者在中

國大陸境內營運中收集和產生的重要數據的出境安全管理辦法，由國

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

3.《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簡述：中國大陸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於

2022 年 7 月 7日發布《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共 20條，該辦法明確規定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國大

陸境內營運中收集和產生的重要資料和個人資料的安全評估，必須提

出資料出境安全評估，堅持事前評估和持續監督相結合、風險自評估

與安全評估相結合等原則；同時又規定了應當申報資料出境安全評估

的情形，包括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資料、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

運者和處理100萬人以上個人資料的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資料、

自上年 1月 1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 10萬人個人資料，或者 1萬人敏感

個人資料的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資料以及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

其他需要申報資料出境安全評估的情形。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臺商在中國大陸展開資料處理活動，應當注意資料安全保護的一般規定、

加強風險監測及補救措施、定期展開風險評估，以善盡履行資料安全保護

義務。

( 二 ) 臺商在中國大陸如從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或從事其他資料處理

者，在中國大陸境內收集和產生的重要資料的出境安全管理措施，除適用

《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相關規定外，更

12… 重要資料的定義，請參照子題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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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 2022 年 9月 1日起施行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提出資料

出境安全評估，做好事前評估和風險自評估，以遵守中國大陸最近公布實

施的相關法律法規，以避免觸法受罰。

( 三 ) 目前中國大陸將資料分類分級保護制度授權給地方及各行業，但企業資訊

哪些會被認定成「國家核心資料」或「重要資料」，因而納管，基本上仍

有很大的自由心證空間，建議臺企聯及各地臺商協會應向中國大陸主管機

關提出普法要求，或舉辦專項說明會，俾讓中國大陸臺商瞭解其具體事項

及範圍，以免觸法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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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五：臺商應如何因應《數據安全法》的域外適用效力？

一、背景簡要說明

《數據安全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在中國大陸境內展開數據處理活動

及其安全監管，適用本法。」此外同條第 2款又規定：「在中國大陸境外展開

數據處理活動，損害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

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其中第 1款規定的適用範圍係在中國大陸境內，而第 2

款規定的適用範圍則包括在中國大陸境外，換言之，為反制國外相關法律的「長

臂管轄」原則，在「損害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

益的」前提下，《數據安全法》也具備一定的「域外效力」。從而，不論中國

大陸公民、港澳臺同胞、外國人或者無國籍人、雙重國籍人，只要在中國大陸

境外展開資料處理活動，並且「損害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

組織合法權益的」，均有《數據安全法》「域外效力」相關規定的適用。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2017 年 6 月 1日起施行的《網絡安全法》第 2條規定「在中國大陸境內

建設、營運、維護和使用網絡，以及網絡安全的監督管理，適用本法」，

其適用範圍僅在中國大陸境內，而不及於中國大陸境外。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數據安全法》第 2條第 1款雖規定：「在中國大陸境內展開

數據處理活動及其安全監管，適用本法。」惟該法第 2條第 2款又規定：

「在中國大陸境外展開數據處理活動，損害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公共利益

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此為反制國外相關

法律的「長臂管轄」原則所做的更進一步規定，此為「域外效力」管轄提

供了法理依據；此與《網絡安全法》相比，《數據安全法》的適用效力顯

然更為廣泛，值得大家注意。

(二 )…所謂「長臂管轄」（long-arm…jurisdiction），是美國民事訴訟體系中的一

個說法，其試圖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對非居民行使管轄權。美國長臂管

轄的本意是在跨州和跨境訴訟中盡可能地保護原告的利益，防止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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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管轄權的損害。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時代，美國社會對長臂管轄

的需求自然是水漲船高，有利於保護作為原告的美國企業和公民的利益主

張。就以最近發生的事件而言，美國以違反對伊朗制裁和金融欺詐為由要

求加拿大政府扣押孟晚舟一案，讓長臂管轄一詞在整個世界幾乎都耳熟能

詳。21 世紀以來，不少中國企業和普通公民都曾經與美國「長臂管轄」

產生過聯繫，從空難賠償、金融服務、對外貿易、上市企業違規到專利費

訴訟，不少領域均有過震動一時的判例。13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數據安全法》除了具有中國大陸「國內效力」外，同時在具備一定條件

下更有「域外效力」（參見該法第 2條第 2款規定），因此，臺商在中國

大陸投資經營或從事經貿活動，除應遵守《數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外，

縱使在中國大陸境外投資經營或從事經貿活動，也應該遵守《數據安全

法》的相關規定。

《數據安全法》「域外效力」的適用條件為「損害中國大陸國家安全、

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其中國家安全、公共利益均為不確

定法律概念，涉及的法律層面甚廣，值得國人及臺商審慎注意，以免稍一

疏忽而誤觸法典。

13　…蕭河，美國的長臂管轄：概念、實踐及其回應…|…DataLaws，2019年 8月 4日，《光明網》
https://mp.weixin.qq.com/s/6OgWWXAkiu2iNnLjWwz56w，最後瀏覽日 2022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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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六：臺商違反《數據安全法》的法律責任為何？

一、背景簡要說明

依據《數據安全法》第 27 條、第 29 條、第 30 條規定，展開資料處理活

動的組織、個人應善盡資料安全保護義務；違反國家核心資料管理制度，危害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同法第45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處罰規定。

此外違反該法第 31條規定，向境外提供重要資料的；從事資料交易仲介服務的

機構未履行該法第 33 條規定的義務的；違反該法第 35 條規定，拒不配合資料

調取的；違反該法第 36條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批准向外國司法或者執法機構提

供資料的；《數據安全法》第 45條、第 46條、第 47條、第 48條分別定有行

政處罰之規定，值得在中國大陸境內、境外從事中國大陸投資、經貿活動的臺

商應當特別注意。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違反資料安全保護義務的法律責任

《數據安全法》第 45 條第 1款規定：「展開數據處理活動的組織、

個人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規定的數據安全保護

義務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可以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以處一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大量數據洩露等嚴重後果的，處

五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款，並可以責令暫停相關業務、停業整頓、

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

接責任人員處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款。」

(二 ) 違反國家核心資料管理制度

《數據安全法》第45條第2款規定：「違反國家核心數據管理制度，

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處二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款，並根據情況責令暫停相關業務、停業整頓、吊銷相關業務

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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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違法向境外提供重要資料

《數據安全法》第 46 條規定：「違反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向境外

提供重要數據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可以並處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以

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款，並可以責令暫停相關業務、停業整頓、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

吊銷營業執照，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款。」

(四 ) 違反仲介服務義務的

《數據安全法》第 47 條規定：「從事數據交易仲介服務的機構未履

行本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義務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

得，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

十萬元的，處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款，並可以責令暫停相關業務、

停業整頓、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

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

(五 ) 違法拒不配合資料調取

《數據安全法》第 48 條第 1款規定：「違反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

拒不配合數據調取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五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一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

(六 ) 未經批准向外國司法或執法機構提供資料的

《數據安全法》第 48 條第 2款規定：「違反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未經主管機關批准向外國司法或者執法機構提供數據的，由有關主管部門

給予警告，可以並處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

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以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造成嚴重後果

的，處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款，並可以責令暫停相關業務、停業

整頓、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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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違反《數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除了上述的行政處罰責任外，該法第

52 條第 1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

責任。」第 52 條第 2款前段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構成違反治安管理

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該法第 52 條第 2款後段規定：「構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臺商更應格外注意，以免造成經

營管理上的重大損失。

(二 )…中國大陸的《治安管理法》，相當於我國的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違反《數

據安全法》規定而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應依照中國大陸《治安管理

法》第 29 條規定辦理：「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五日以下拘留 ; 情節較

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一 )違反國家規定，侵入電腦信息系統，

造成危害的 ;( 二 ) 違反國家規定，對電腦信息系統功能進行刪除、修改、

增加、干擾，造成電腦信息系統不能正常運行的 ;( 三 ) 違反國家規定，對

電腦信息系統中存儲、處理、傳輸的數據和應用程式進行刪除、修改、增

加的 ;( 四 ) 故意製作、傳播電腦病毒等破壞性程式，影響電腦信息系統正

常運行的。」



30

中國大陸數據監管法規對臺商的影響及因應實務手冊

子題七：《數據安全法》與《網絡安全法》的異同為何？

一、背景簡要說明

為規範資料處理活動，保障資料安全，促進資料開發利用，保護個人、組

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21 年 6月 10 日通過《數據安全法》，同日公布，自同年 9月 1日起施行，

共七章 55條，主要內容為第一章總則、第二章數據安全與發展、第三章數據安

全制度、第四章數據安全保護義務、第五章政務數據安全與開放、第六章法律

責任、第七章附則。

此外，為保障網路安全，維護網路空間主權和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

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促進經濟社會資訊化健康發展，中國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6 年 11 月 7日通過《網絡安全法》，同日公布，自

2017 年 6月 1日起施行；該法共七章 79 條，主要內容為第一章總則、第二章

網絡安全支援與促進、第三章網絡運行安全、第四章網絡信息安全、第五章監

測預警與應急處置、第六章法律責任、第七章附則。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立法目的不同：

《數據安全法》的立法目的為規範資料處理活動，保障資料安全，促

進資料開發利用，保護個人、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網絡安全法》的立法目的為為保障網絡安全，維護網絡空間主

權和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促進經濟社會信息化健康發展。

(二 ) 對於資料有無定義不同：

《數據安全法》對「數據」概念進行了補充和延伸，《網絡安全法》

並沒有對「資料」進行定義，而採用「網絡數據」（通過網路收集、存儲、

傳輸、處理和產生的各種電子資料）和「個人資料」（以電子或其他方式

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資訊結合識別自然人個人身份的各種資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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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概念，兩個概念事實上已涵蓋了公民參與網路活動中使用各類電子資料

和涉及個人資料的部分線下資料。由此可見，《數據安全法》直接簡明扼

要地將「資料」定義為「任何以電子或非電子形式對信息的記錄」，其保

護範圍較《網絡安全法》大大擴展，這一改變將電子化記錄與其他方式記

錄的資訊一併納入資料範疇，既符合數位化時代的資訊安全要求，又適應

了數位經濟時代整體資訊保護和整體資訊安全的新要求。

(三 ) 對於重要資料有無定義不同

《網絡安全法》與《數據安全法》均提到了「重要資料」這一概念，

但受限於實踐中掌握尺度問題，均未明確界定其範圍。詳言之，《網絡安

全法》對重要資料的分類保護以及出境做了規定，即該法第 21 條規定網

路營運者應「採取數據分類、重要資料備份和加密等措施」。《數據安全

法》第 25 條對重要資料的處理者應當設立資料安全負責人和管理機構也

做出了規定。雖然該二法律均未對重要資料範圍進行界定，但是，《數據

出境安全評估辦法》第 19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重要數據，是指一旦遭

到篡改、破壞、洩露或者非法獲取、非法利用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經

濟運行、社會穩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的數據。」14

( 四 ) 對於有無域外效力規定不同

《數據安全法》已具備一定「域外效力」（參見該法第 2條第 2款規

定），為反制國外相關法律的「長臂管轄」提供了法理依據；此與《網絡

安全法》「在中國大陸境內建設、營運、維護和使用網絡，以及網絡安全

的監督管理，適用本法」相比，《數據安全法》更進一步，規定「中國大

陸境外的組織、個人展開數據活動，損害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

者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參見該法第 2條第 2

款規定）

14… 國家互聯網信息化辦公室於2019年5月28日公布《數據安全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
其中對於重要數據的界定為：「重要數據，是指一旦洩露可能直接影響國家安全、經濟安
全、社會穩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的數據，如未公開的政府信息，大面積人口、基因健康、
地理、礦產資源等。重要數據一般不包括企業生產經營和內部管理信息、個人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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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對於資料安全評估範圍大小不同

《數據安全法》確立了全新的「數據安全評估制度」，評估範圍更廣。

詳言之，在《網絡安全法》及《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中，均規定了資

料出境的安全評估制度，但上述制度僅限於資料或重要資料出境過程中的

評估。例如《網絡安全法》第 37 條規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在

中國大陸境內營運中收集和產生的個人資料和重要資料應當在境內存儲。

因業務需要，確需向境外提供的，應當按照國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

部門制定的辦法進行安全評估。而《數據安全法》所規定的資料安全評估，

範圍更廣，針對重要資料處理者的全部資料活動。《數據安全法》第 28

條規定：「重要數據的處理者應當按照規定對其數據活動定期展開風險評

估，並向有關主管部門報送風險評估報告。風險評估報告應當包括本組織

掌握的重要數據的種類、數量，收集、存儲、加工、使用數據的情況，面

臨的數據安全風險及其應對措施等」。

(六 ) 主要責任主體不同

《網絡安全法》主要責任主體為網路營運者，對於臺商而言，根據《網

絡安全法》第 76 條第 3款的規定，網路營運者是指網路的所有者、管理

者和網路服務提供者。結合執法案例具體而言，責任主體主要集中在以下

三類：具有資訊發布功能的網站及平臺（比如新浪微博、微信公眾平臺、

百度、今日頭條）的營運者；網路科技 /技術公司；學校、學院及其他事

業單位。《數據安全法》的主要責任主體是重要資料的處理者，在第 27

條重要資料的處理者應當明確資料安全負責人和管理機構，落實資料安全

保護責任。

(七 ) 主要執法機構不同

《網絡安全法》主要執法機構為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但是，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財政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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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保密局、國家密碼管理局等 13 個單位於 2021 年 12 月 28 日聯合修

正公布《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共23條，自2022年2月15日起施行。而《數

據安全法》第 6條規定主管部門和行業監管，包括工業、電信、交通、金

融、自然資源、衛生健康、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門承擔資料安全監管職責；

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承擔資料安全監管職責；國家網信部門負責統籌

協調網路資料安全和相關監管工作。

三、重點建議事項

……綜觀《網絡安全法》與《數據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與內容，臺商的合規風

險主要集中在網路安全等級保護、個人資料保護、網路資訊內容審核、網路產

品和服務等五個方面；此外對於在中國大陸從事網路安全之臺商，有助於避開

企業網路、資訊安全雷區，完善企業自身網路安全防禦體系，因此大商對於兩

部法律的主要責任主體及主要執法機構應該有所認識，並於經營、管理時有所

布局並做相應之作為，以免違法而受處罰。參考附件二：中國大陸網路三法實

施 1週年典型案例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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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個人信息保護法

子題一：《個人信息保護法》如何規定「收集個人信息之處理原則」？

其與臺灣《個人資料保護法》有何不同？《個人信息保護

法》規定「個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規則」為何？中國大陸「國

家網信部門」其功能為何？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企業時，

應注意哪些事項？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於 2021 年 8

月 20 日通過《個人信息保護法》，係針對大數據時代，填補中國大陸先前就個

人資料保護不足之處 15，故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企業收集、處理客戶個人資料

時，應瞭解關於「收集個人資訊之處理原則」規定為何？藉以避免觸法。再者，

中國大陸目前為「資料大國」，也衍生許多違法收集個人資料，導致整個公司

所有員工被檢察機關依法批准逮捕 16，且《刑法》第253條之 117 特別規定「侵

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因此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企業如有處理個人資料，而屬

於個人資料處理者18應瞭解《個人信息保護法》，才能自行評估19是否符合相關

規定。

15… 個人信息保護課題組，個人信息保護國際比較研究（第二版），中國大陸金融出版社，
2021 年 3 月第 2版，頁 5以下：「一、社會各界對個人信息為何要保護？要保護到什麼
程度？如何保護？皆無概念，單純認為只要「本人同意」即可。二、先前個人信息保護散
落在中國大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
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中國大陸《刑法修正案（九）》、中國大陸《國家網絡安全法》
及中國大陸《民法典》等相關法規中，並無一致性規定。三、先前並無專門個人信息保護
之部門，導致無專門部門實施常規性的行政執法、處罰與保護。」…

16… 丁振贛主編，網絡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法律實務，海天出版社，2021 年 7 月第 1版，頁
200…

17… 中國大陸《刑法》第 253 條之 1：「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
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資
料，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
處罰金。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上述資訊，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單
位犯前兩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
照各該款的規定處罰。」，中國大陸國家信訪局，…https://www.gjxfj.gov.cn/gjxfj/fgwj/
flfg/webinfo/2014/05/1601761496854132.htm

18…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73條第 1款。…
19… 丁振贛主編，網絡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法律實務，海天出版社，2021 年 7 月第 1版，頁

204：（1）是否經過個人信息主體同意；（2）是否最小化收集，符合合法、正當、必要原則；
（3）是否明示收集的目的、方式和範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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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中國大陸針對個人資料的定義：

最早為 2013 年 7月工信部發布《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

定》20。嗣後於 2016 年間《網絡安全法》首次從法律層面對「個人信息」

為定義規定。2020 年通過《民法典》，「人格權」獨立成編，並於第六

章為「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而《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4條第 1款規

定，個人資料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與已識別或者可識別的自然人

有關的各種資訊，不包括匿名化 21 處理後的資訊 22。

( 二 )《個人信息保護法》就收集個人資料之處理原則：

1. 處理個人資料者應當取得個人同意 23。

2. 個人應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願、明確作出同意 24。

3. 處理個人資料前先向個人告知相關事項 25。

4.個人有權撤回其同意 26，且個人資料處理者27應當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

的方式。

(三 ) 個人在個人資料處理活動中的權利：…

1. 享有知情權、決定權 28：

2. 有權查閱、複製其個人資料 29：

3. 有權請求更正、補充 30：

20… 丁振贛主編，網絡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法律實務，海天出版社，2021 年 7 月第 1版，頁
5

21…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73 條第 4項規定：「（四）匿名化，是指個人信息經過
處理無法識別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復原的過程。」…

22…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21-08/20/
content_4892505.htm

23…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3條規定。…
24…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4條第 1款前段規定。
25…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7條第 1款規定。…
26…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5條第 1款前段規定。
27…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73 條第 1項規定：「（一）個人信息處理者，是指在個

人信息處理活動中自主決定處理目的、處理方式的組織、個人。」…
28…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44條。…
29…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45條。……
30…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4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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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權請求刪除個人資料 31。

( 四 ) 個人資料處理者的義務：

1.…應採取相關措施確保個人資料處理活動符合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並防止未經授權的訪問以及個人資訊洩露、篡改、丟失 32。

2.…中國大陸境外的個人資料處理者，應當在中國大陸境內設立專門機構

或者指定代表，負責處理個人資訊保護相關事務，並將有關機構的名

稱或者代表的姓名、聯繫方式等報送履行個人資訊保護職責的部門 33。

3.…提供重要互聯網平臺服務、用戶數量巨大、業務類型複雜的個人資料

處理者，應當履行相關義務 34。

( 五 ) 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企業時應注意哪些事項：

1.…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與臺灣《個人資料保護法》就公務機關

規定重點不同：

在公共場所安裝圖像採集、個人身份識別設備應當為維護公共安

全所必需 35；且《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0 條後段強調國家安全絕對

化，即「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個人信息處理活動。」，

基本上可在公共場所安裝採集個人資料之設備（「天眼」人臉識別系

統）36。反之，臺灣公務機關應避免侵害人民之「人格權」，且針對「有

31…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47 條第 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個人信息處理
者應當主動刪除個人信息；個人信息處理者未刪除的，個人有權請求刪除︰（一）處理目
的已實現、無法實現或者為實現處理目的不再必要；（二）個人信息處理者停止提供產品
或者服務，或者保存期限已屆滿；（三）個人撤回同意；（四）個人信息處理者違反法律、
行政法規或者違反約定處理個人信息；（五）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32…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51條規定：「（一）制定內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規程；（二）
對個人信息實行分類管理；（三）采取相應的加密、去標識化等安全技術措施；（四）合
理確定個人信息處理的操作權限，並定期對從業人員進行安全教育和培訓；（五）制定並
組織實施個人信息安全事件應急預案；（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措施。」…

33…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53條。…
34…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58 條：「（一）按照國家規定建立健全個人信息保護合

規制度體系，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員組成的獨立機構對個人信息保護情況進行監督；（二）
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制定平臺規則，明確平臺內產品或者服務提供者處理個人
信息的規範和保護個人信息的義務；（三）對嚴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處理個人信息的平
臺內的產品或者服務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務；（四）定期發布個人信息保護社會責任報告，
接受社會監督。」

35…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6條規定。…
36… 羅印冲，聯合新聞網，全民公敵真實版！…6 億支「天眼」監控…記者實測 7分鐘被識破，

https://theme.udn.com/theme/story/6775/378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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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信息」，

原則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俾

促進個人資料的合理利用，兩者規定重點不同。

2.…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企業時應注意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避

免觸法而遭受處罰：

(1)…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拒不改正，並處一百萬元以

下罰款 37。

(2)…「情節嚴重 38」，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五千萬元以下或

者上一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五以下罰款，並可以責令暫停相關業務、

通報吊銷相關業務許可或吊銷營業執照 39。

3.…綜上，大數據時代是一個網路生活全覆蓋的時代，網路用戶是主動的

資訊和資料生產者 40，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企業時，應注意個人在個人

資料處理活動中的權利；更要注意個人資料處理者的義務，尤其，中

國大陸境外的個人資料處理者，應當在中國大陸境內設立專門機構或

者指定代表，負責處理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務；臺商如未遵守，就有

觸法而遭受處罰之虞，故應特別加以注意。

37…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66條第 1款規定。
38…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於 2017 年間發布《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

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如非法獲得、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具有下述情
形之一的，即為「情節嚴重」：（1）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被他人用於犯罪的，（2）
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利用公民個人信息實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3）非法獲取、
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徵信信息、財產信息 50條以上的，（4）非法獲
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紀錄、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響人身、
財產安全的公民個人信息500條以上的，（5）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第（3）項、第（4）
項規定以外的公民個人信息5000條以上的，（6）數量未達到第（3）項至第（5）規定標準，
但是按相應比例合計達到有關數量標準的，（7）違法所得人民幣 5千元以上的，（8）將
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他人，數量或者數額達
到第（3）項至第（7）項規定標準一半以上的，（9）曾因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受過事處罰
或二年內受過行政罰，又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10）其他情節嚴重
的情形。…

39…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66條第 2款規定。
40… 王秀哲，公共視頻監控中的個人信息保護研究，法律出版社，2022 年 2月第 1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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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個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規則」為何？

中國大陸「國家網信部門」其功能為何？臺商在中國大陸

經營企業時除應注意前開規則外，還有哪些應特別注意的

事項？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為全世界網路人口最多，且跨國網路資料最高，行動通訊與網

路交易發達之國家，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企業，如為搜尋引擎、平臺網站、手

機遊戲、網路購物等可能因業務而涉及個人資料跨境傳送的行業 41，就要注意

2021 年 11 月 1日正式生效的《個人信息保護法》。…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個人資料跨境提供的規則：

首先，臺商如果為個人資料處理者 42，依《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38

條第 1款規定，個人資料處理者因業務等需要，確需向中國大陸境外提供

個人資料，應當具備相關條件之一：

1.…依照《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40條的規定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

評估。

2.…按照國家網信部門的規定經專業機構進行個人信息保護認證。

3.…按照國家網信部門制定的標準合同與境外接收方訂立合同，約定雙方

的權利和義務。

4.…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其他條件。…

再者，臺商也應採取必要措施，保障境外接收方處理個人資料的活動

41… 王韻，中共施行「個人信息保護法」及其影響，大陸委員會，頁 29…https://ws.mac.gov.
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jk1L2NrZmlsZS8yZDVlYTg3NC03ZG-
FkLTRlZTgtODkyMi01Zjk5MWQzZjc2MjgucGRm&n=5YWt44CB5Lit5YWx5pa96K-
GM44CM5YCL5Lq65L%2Bh5oGv5L%2Bd6K235rOV44CN5Y%2BK5YW25b2x-
6Z%2B%2FKOeOi%2BmfuykucGRm

42…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73 條第 1項規定：「（一）個人信息處理者，是指在個
人信息處理活動中自主決定處理目的、處理方式的組織、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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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本法規定的個人資料保護標準 43。臺商更應向個人告知境外接收方的

名稱或者姓名、聯繫方式、處理目的、處理方式、個人資料的種類以及個

人向境外接收方行使本法規定權利的方式和程序等事項，並取得個人的單

獨同意。

(二 )…中國大陸「國家網信部門」的功能：

依《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42 條規定，境外的組織、個人從事侵害中

國大陸公民的個人資料權益，或者危害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個

人資料處理活動，國家網信部門可以將其列入限制或者禁止個人資料提供

清單（「黑名單」），予以公告。例如臺商如果接受遭列為「黑名單」之

國際特赦組織…等資助如涉及個人資料，除可依 2021 年 9月 1日施行的

《數據安全法》第 46 條加以處罰，更可依《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66 條

規定雙重的處罰 44。

( 三 )…臺商應特別注意「敏感個人信息的處理原則」：

1. 敏感個人資料：敏感個人資料一旦洩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

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故《個人信息

保護法》第 28條第 1款規定分為以下二類：

(1)…生物識別、宗教信仰、特定身份、醫療健康、金融帳戶、行蹤軌跡

等個人資料。

(2) 未滿十四周歲之未成年人的個人資料。

2. 敏感個人資料處理原則：

(1)…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並採取嚴格保護措施的情

形下，方可處理 45、46 敏感個人資料 47。

43… 符合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同法第 13 條可以處理個人信息之特定條件，並應於處
理個人信息前先依同法第 17 條第 1款規定，以顯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語言真實、準確、
完整地向個人告知相關事項。

44… 王韻，中共施行「個人信息保護法」及其影響，大陸委員會，頁 33…
45… 個人信息的處理包括個人信息的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刪除等。…
46… 丁振贛主編，網絡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法律實務，海天出版社，2021 年 7 月第 1版，頁

199…
47…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8條第 2款規定。…



40

中國大陸數據監管法規對臺商的影響及因應實務手冊

(2)…應當取得個人的單獨同意；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處理敏感個人資料

應當取得書面同意的，從其規定 48。

(3)…除依同法第 17 條第 1款規定向個人告知相關事項外，還應當向個

人告知處理敏感個人資料的必要性以及對個人權益的影響 49。

(4)…未滿十四周歲之未成年人個人資料的，應當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監護人的同意 50。

3. 臺商若未遵守「敏感個人資料的處理原則」，違反時，就會被依《個

人信息保護法》第 66條規定處罰，故不可不慎。

48…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9條規定。
49…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30條規定。…
50…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31條第 1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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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事業時，在《個人信息保護法》規範下，

有哪些要注意的「敏感個人信息」？臺商在處理這些「敏

感個人信息」時，有哪些要注意的法律義務？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於 2021 年 8

月 20 日通過《個人信息保護法》，針對科技時代強化對個人資料的保護，由於

本次立法將個人資料區分為「一般個人資料」、「敏感個人資料」並分別賦予

不同程度的保護，臺商也應注意針對本次立法中特別規定之「敏感個人資料」

的相關規範。

二、法律規定要點

《個人信息保護法》中規範的「敏感個人資料」，是指該法第28條所規定：

「一旦洩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

產安全受到危害的個人信息，包括生物識別、宗教信仰、特定身份、醫療健康、

金融帳戶、行蹤軌跡等信息，以及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而該

條第 2項同時也規定：「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並採取嚴格

保護措施的情形下，個人信息處理者方可處理敏感個人信息」。

如果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事業時，遇到了需要收集、處理或分析「敏感個

人資料」的情況，《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範要求此時臺商應至少要遵守下列

事項：

( 一 ) 取得個人的單獨同意；而如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處理敏感個人資料應當

取得書面同意的，從其規定（第 29條）。

( 二 ) 以顯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語言真實、準確、完整地向個人告知處理者的名

稱、姓名和聯繫方式、處理目的、處理方式等事項，並且應向個人告知處

理敏感個人資料的必要性以及對於個人權益的影響（第 30條）。

( 三 ) 處理未滿 14 歲未成年人個人資料，應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

人的同意，同時並應制定專門的個人資料處理規則（第 31條）。



42

中國大陸數據監管法規對臺商的影響及因應實務手冊

( 四 )…事前進行「處理敏感個人資料」的「保護影響評估」，並對處理情況進行

記錄（第 55條第 1項）。

若未遵守上開《個人信息保護法》對於「敏感個人資料」的規範，《個人

信息保護法》第 66 條也同時規定行政機關可以命令改正或給予警告，並且可

以對經營者「命令暫停或者終止提供服務」，若未改正，則行政機關可以「處

100 萬元以下罰款」並且「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 1萬

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款」。

此外若經營者並未遵守上開「敏感個人資料」的規範，《個人信息保護法》

並不排除追究違反者的民、刑事的責任，且最應注意的是《個人信息保護法》

第 69條規定：「處理個人信息侵害個人信息權益造成損害，個人信息處理者不

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等侵權責任」，亦即一旦違反，在

民事訴訟上即須由「經營者」證明自己「不可歸責」，對於民事賠償等訴訟上

的影響可謂非常巨大。

三、重點建議事項

基於上述說明，建議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事業時，在展開任何業務的「事

前」即應注意隨時可能接觸到的「敏感個人資料」，並且應遵守《個人信息保

護法》的相關規定，在進行任何收集、取得或利用之前，事先評估對於處理敏

感個人資料對於個人的影響性，再以詳實、具體的事前說明取得個人的同意，

避免遭受行政機關命令暫停服務，或甚至遭受裁罰或被追究民、刑事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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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若臺商運用 AI、大數據等方式分析消費者個人資料並交由

電腦進行「自動化決策」時，應如何處理，方不至於違反

《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範？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於 2021 年 8

月 20 日通過《個人信息保護法》，針對科技時代強化對個人資料的保護，故臺

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企業並「運用科技收集、分析個人資訊」時須注意相關規範，

藉以避免觸法。

二、法律規定要點

在AI、大數據等技術逐漸受到重視、利用的時代，企業經營者利用此種科

技收集、分析消費者個人資料，並交由電腦判斷最適合的推播廣告、作出「最

佳商業決策」的情況已經相當常見。

而所謂「自動化決策」，《個人信息保護法》中第73條第2項規定即定義為：

「通過計算機程式自動分析、評估個人的行為習慣、興趣愛好或者經濟、健康、

信用狀況等，並進行決策的活動」，對於此種利用AI 進行精準行銷、有效管理

的情況，雖然能有效了解消費者需求，但也可能會在經營者與消費者都無法察

覺的情況下過度侵犯個人的隱私，縱使將個人資料「去識別化」，仍可能透過

科技分析重新獲得重要的「個人資訊」51。

因此，如果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事業時收集消費者或員工的個人資料並交

由「電腦自動化分析、決策」，或以此種方式向個人進行推播廣告及行銷等行

為，《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範要求此時應至少要遵守下列事項：

(一 )…應保證「該科技自動化決策」的透明度和結果公平、公正，不得對個人在

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行不合理的差別待遇（第 24條第 1項）。

( 二 )…應當同時提供不針對其個人特徵的選項，或者向個人提供便捷的拒絕方式

（第 24條第 2項）。

51… 個人信息保護課題組，個人信息保護國際比較研究，中國大陸金融出版社，2021 年 3 月
第 2版，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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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如果交由電腦進行自動化決策而作出對個人權益有重大影響的決定，個人

有權要求業者說明理由，並有權拒絕業者僅以電腦自動化決策的方式作出

決定（第 24條第 3項）。

( 四 )…事前進行「自動化決策」的「保護影響評估」，並對處理情況進行記錄（第

55條第 2項）。

從上述規範可以理解，在利用個人資料並透過AI、大數據等科技進行商業

分析及決策時，由於其科技所具備的「黑盒子」特性，導致吾人介入的自動化

決策過程不透明，經營者有義務確保其利用的科技「公平、公正、合理與無歧

視」52，其不得基於個人的性別、種族、膚色、宗教、文化、階級、社會經濟情

況或國別等差異給予不利待遇或判斷，並且應保障、提供個人「選擇」不被電

腦等科技分析、自動化判斷的權利。若經營者並未遵守上開規範，《個人信息

保護法》除了給予行政上的懲罰以外，也不排除追究違反者的民、刑事的責任。

三、重點建議事項

基於上述說明，建議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事業時，在利用AI 或其他電腦科

技協助進行「消費者分析」或「商業決策」之前，應遵守《個人信息保護法》

相關規定。首先，臺商應於事前主動、積極確認利用的AI、大數據科技是否能

夠「公平、公正、合理與無歧視」地進行分析決策 53，並「保存」相關討論、研

究的紀錄；其次，應在實行前評估「自動化決策」對於個人的影響性；而實際

運用時，再以詳實、具體的將利用的個人資訊進行說明，以取得個人同意，並

且提供個人不被「AI 科技分析、判斷」的選擇權，避免遭受行政機關命令暫停

服務，或甚至遭受裁罰或被追究民、刑事上的責任。

52… 陳宏志，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簡析，展望與探索月刊，2021年，第 19卷 10期，
頁 119。

53… 丁振贛主編，網絡安全與個人信息保護法律實務，海天出版社，2021 年 7 月第 1版，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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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五：臺商為增強消費者分析，透過網路或其他方式蒐集、處理

消費者「自行公開」或「已經公開」的個人資料時，要如

何處理，才符合《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範？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於 2021 年 8

月 20 日通過《個人信息保護法》，針對科技時代強化對個人資料的保護，故臺

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企業時，應注意蒐集、處理消費者「自行公開」或「已經公開」

之個人資料時的相關規範。

二、法律規定要點

對於「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的個人資料」，臺灣《個人資料

保護法》基本上規範為「不得利用」以及「事前履行告知義務」的「例外規定」。

也就是說，如果個人資料已經「自行公開」或以其他方式已「合法公開」，臺

灣《個人資料保護法》原則上允許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僅在「個

人表示拒絕時且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時」例外禁止使用。也因此，臺商很

可能認為《個人信息保護法》也採取相同態度，進而在中國大陸直接使用個人

「自行公開」或「已經公開」的個人資料；然而，《個人信息保護法》在此部

分仍與臺灣《個人資料保護法》「略有不同」。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3 條第 6項規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個人

信息處理者方可處理個人信息︰……（六）依照本法規定在合理的範圍內處理

個人自行公開或者其他已經合法公開的個人信息」，外觀上與臺灣《個人資料

保護法》的規定相近；但《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7條同時規定：「個人信息處

理者可以在合理的範圍內處理個人自行公開或者其他已經合法公開的個人信息；

個人明確拒絕的除外。個人信息處理者處理已公開的個人信息，對個人權益有

重大影響的，應當依照本法規定取得個人同意」。也就是說，《個人信息保護法》

針對「自行公開」或「已經公開」的個人資料設計了以下限制：

(一 )…在「合理的範圍」內，可以處理個人自行公開或者其他已經合法公開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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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

(二 )…個人明確表示拒絕的情況下，即不得使用個人「自行公開」或「已經公開」

的個人資料。

(三 )…即使是個人「自行公開」或「已經公開」的個人資料，如果該項個人資料

對於個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也應取得其同意。

從上述規定可以理解，在利用個人「自行公開」或「已經公開」的個人資

料時，首先仍應符合《個人信息保護法》「合理範圍」的要求，並且其特別規

定有個人資料「重要影響時」應事前取得同意，也應尊重個人「拒絕提供使用」

的意願；然而上開條文的設計受限於「合理範圍」、「重大影響」的抽象性，

若行政機關或司法單位沒有提供足夠的指引或累積足夠的案例，可能使臺商在

利用公開個人資料時無所適從。

此外如果經營者針對消費者進行公開訴訟紀錄的「背景審查」，在消費者

「明確拒絕」提供經營者利用其訴訟紀錄的情況下，從法規文義上觀察，似乎

只要「個人明確表示拒絕」，就將一概禁止使用該公開訴訟紀錄，對於經營者

如何在遵守《個人信息保護法》同時「確認交易對象的信用」產生疑慮。因此，

在中國大陸行政機關或司法單位尚未有明確指引或相關案例的情況下，臺商對

於「自行公開」或「已經公開」之個人資料的利用，應該謹慎為之。

三、重點建議事項

基於上述說明，臺商在中國大陸經營事業時，由於《個人信息保護法》實

行上還存在部分抽象性及不確定性，在利用個人「自行公開」或「已經公開」

的個人資料時，應先確認蒐集與使用時有「合理的範圍及理由」；若是認為相

關資訊對於個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也應該在處理前盡可能取得個人「書面」同

意；而在個人明確表示拒絕的情況下，應立即暫停處理相關資料，並向律師諮

詢尋求適法性的建議，以避免遭受行政機關命令暫停服務，或甚至遭受裁罰或

被追究民、刑事或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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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網絡安全審查辦法

子題一：在中國大陸做生意，什麼情況下需要通過網路安全審查？

審查的程序如何？

一、背景簡要說明

網路安全審查的施行主要依據《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是因應《國家安全

法》、《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

等所建立的安全審查制度，其審查重點包含 54：

( 一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使用該產品或服務，是否讓有被非法控制、干擾或破壞

的風險；

(二 )…使用的產品或服務中斷，是否會危害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服務的連續性；

(三 )…所使用的產品和服務的安全性、開放性、透明性、來源多樣性、供應管道

可靠性，以及因政治、外交、貿易等因素導致供應中斷的風險；

(四 )…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是否遵守中國大陸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

(五 )…核心資料、重要資料或大量個人資料是否有被竊取、洩露、毀損、非法利

用、非法出境的風險；

(六 )…因上市而使得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核心資料 55、重要資料或大量個人資料

發生被外國政府影響、控制、惡意利用的風險，以及網路資訊安全風險；

(七 )…其他可能危害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網路安全和資料安全的因素。

二、法律規定要點

什麼情況下需要通過網路安全審查？ 2022 年 2月 15 日修正公布的《網絡

安全審查辦法》提到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在採購網路產品、服務時，或是

網路平臺營運者進行資料處理活動時，都需要評估對國家安全的可能風險，並

通過網路安全審查及資料安全審查。從前述文字可以得知，網路安全審查的審

54… 王春暉，「《網絡安全審查辦法》規則與適用」，《網絡社會變革與管理》，第24卷第1期，
2022 年 2月，P.…5。

55… 核心數據的定義由主管機關制定。例如，工業、電信、交通、金融、自然資源、衛生健康、
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業、本領域數據安全監管職責，包含對核心數據、重要數
據、公共利益的數據資源等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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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對象主要包含「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以及「網路平臺營運者」。

針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主要是要求關鍵信

息基礎設施營運者需透過採購文件及合約來要求產品和服務的供應商配合網路

安全審查，供應商並需承諾不能利用提供服務的便利性非法獲取用戶資料、操

控用戶設備，無正當理由不得中斷產品供應或必要的技術支援。同時，《網絡

安全審查辦法》也要求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需要負擔監督供應商的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採購都需要進行網路安全審查，主要是針對核心網路

設備、重要通信產品、高性能計算機和服務器、大容量儲存設備、大型資料庫、

應用軟件、網路安全設備、雲計算服務，以及其他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

網路安全、資料安全有重要影響的產品和服務等，才需要進行安全審查。

在網路平臺方面，符合以下條件的網路平臺營運者也一定要申報網路安全

檢查：

( 一 ) 掌握大量關係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公共利益的資料資源 ( 即核心資料、

重要資料 )56 的互聯網平臺營運者進行合併、重組、分立，影響 (或可能影

響 ) 國家安全者；

( 二 ) 掌握超過 100 萬用戶個人資料的網路平臺赴國外上市者；

(三 ) 資料處理者赴香港上市，影響 (或可能影響 ) 國家安全者；

( 四 ) 屬於重要資料因業務需求需向境外提供者；

(五 ) 個人資料處理者因業務需求需向境外提供個人資料者；

(六 ) 其他影響 ( 或者可能影響 ) 國家安全的資料活動。

三、重點建議事項

臺商如符合前述的受審條件 (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採購網路產品或服

務、網路平臺營運者 )，應事先評估該活動對國家安全的可能影響性，並在採購

前事先申請安全審查，不要心存僥倖，以免誤觸法律；輕則罰款，重則停業。

根據《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依法所作出的安全審查決定為

56… 核心資料的定義由主管機關制定。例如，工業、電信、交通、金融、自然資源、衛生健康、
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業、本領域資料安全監管職責，包含對核心資料、重要資
料、公共利益的資料資源等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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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決定，沒有覆議、異議及訴訟救濟的機會或途徑，臺商所從事的活動一旦

涉及網路安全審查，建議在提出審查申請前做好完善的準備工作。

臺商如要申報網路安全審查需先備妥申報書、影響 (或可能影響 )國家安全

的分析報告書，以及採購文件、協議、預定簽定的合約，或預定提交的首次公

開募股 (IPO) 上市申請文件及合約，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提出申請。依據

《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的規範，接獲申報案件後「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會在

10個工作日內通知該案件是否真的需要審查，如確定需要審查，網路安全審查

辦公室將自通知書發出後 30-45 個工作日內完成初審，並提出審查結論建議給

網路安全審查機制成員單位或相關部門徵求意見。網路安全審查機制成員單位

或相關部門會於 15個工作日內書面回覆意見，如各方意見一致，「網絡安全審

查辦公室」會以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審查結果 ( 是否通過 )；如意見不一致則依

特別審查程序處理，重新徵詢意見以達成共識。整體來說，一般審查應該會在

90個工作日內完成。



50

中國大陸數據監管法規對臺商的影響及因應實務手冊

子題二：在中國大陸進行互聯網行銷要注意網路安全審查的規定？

一、背景簡要說明

在中國大陸，互聯網行銷十分盛行，提供行銷的管道也非常多元。幾個比

較常被使用的互聯網行銷管道包含：社交及通訊軟件 ( 如微信、QQ)、大型網上

購物平臺 (如淘寶、天貓、京東、拼多多、唯品會等 )、微博、搜尋器 (如百度、

360搜索、搜狗等 )、短視頻平臺 (如抖音及快手 )、影片搜尋平臺 (如愛奇藝、

優酷網、嗶哩嗶哩 (Bilibili)、騰訊視頻、好看視頻、西瓜視頻等 )、消費體驗分享

平臺及網上評價平臺 ( 如小紅書、大眾點評、馬蜂窩等 )、知識分享平臺 ( 如知

乎 )、團購平臺 ( 如美團 )。企業在這些行銷管道上投放廣告、策畫內容文案、

提供優惠、透過網路直播建立品牌的支持群、網紅行銷、社交零售等手段，以

達到增加知名度、建立品牌形象、實質銷售的目的。57

二、法律規定要點

關於在中國大陸進行互聯網行銷所需注意的問題，可分與中國大陸數據三

法直接相關及數據三法以外之其他法律相關等兩個面向來討論，本文僅就與數

據三法直接相關的面向來討論。中國大陸近年來對於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

貫徹網路安全審查，例如，中國大陸最大學術期刊平臺「知網」於 2022 年 5

月因涉及壟斷行為被市場監管總局立案調查，接著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依據《國

家安全法》、《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並按《網絡安全審查辦法》

對知網啟動網路安全審查 58，此舉對學術界的論文交流與查搜造成很大的影響。

另一個知名的個案則是滴滴出行在美上市不到六個月又火速下市的事件，

該公司在美上市才兩天，「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就責令對其進行網路安全審

查，顯見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網路安全審查的決心與速度。姜首領律師曾分析滴

滴出行被依《網絡安全審查辦法》進行審查的原因 59，認為滴滴出行雖非屬於關

57… 潘焯匡，< 中國內地網上營銷渠道及方法簡介 >，載於：https://research.hktdc.com/tc/
article/NzI2MDI2MTUz( 最後閱覽日 2022.10.15)。

58… < 二十大臨近中國嚴控網路：要求業者嚴格檢查使用者真實身份、學術平臺「知網」
再遭網安審查 >，載於：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8937( 最後閱覽日
2022.10.15)。

59… 姜首領，<從滴滴的“罪與罰”看出行服務企業網絡安全審查的“道與術”>，載於：
https://new.qq.com/omn/20220512/20220512A0BVJJ00.html( 最後閱覽日202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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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信息基礎設施，但為網路平臺營運者，且從其掌握的資料數量、種類和複雜

性來看皆具有影響國家安全的可能性。從「知網」的案例顯示中國大陸官方對

於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的監管力道強勁，而滴滴出行的案例則顯示非屬關

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也有被監管審查的可能，前述絕大部分企業常用的數位

行銷管道皆具有類似特性，皆具有極大的法遵風險。

三、重點建議事項

《網絡安全審查辦法》雖經過數次修訂，但因為產業活動多元且差異很大，

現階段尚有許多灰色的模糊地帶待釐清，各大平臺皆兢兢業業避免觸法。臺商

在中國大陸進行互聯網行銷時，建議多元選擇不同的數位行銷管道，透過分散

行銷資源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同時也是數位時代下較佳的整合行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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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如果將服務掛在中國大陸境內的雲上（例如阿里雲），要

不要進行網路安全審查，例如：ICP 備案審查？

一、背景簡要說明

ICP(Internet…Content…Provider) 的中文意思係指網路內容服務商，而 ICP 經

營許可是一個備案審查制度，企業將網站向所在地的通訊管理局進行備案或審

查，通過核准後網站方可正式營運。根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和《非

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登記管理辦法》，中國大陸對非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

採備案制，對經營性互聯網資訊服務採許可制。至於經營性和非經營性網站要

如何區分呢？如果企業只是要建立一個靜態的網站 ( 如公司官網 )，免費提供產

品或服務的相關資訊，這屬於非經營性的網站只需要進行 ICP 備案即可，企業

需要準備的資料比較少；如果企業所建立的網站除了提供資訊，另外也希望在

線上產生交易，例如線上提供收費服務、線上銷售商品、線上購買點數…等，

則屬於經營性網站，需申請 ICP 經營許可，企業需要準備的資料及審核過程會

比較複雜。

二、法律規定要點

如果臺商只是想建置一個官網提供靜態資訊，只需申請「互聯網資訊服務

備案證明」，準備好企業的營業執照影本、網站負責人身份證影本、互聯網資

訊服務備案登記表以及資訊安全責任書等即可進行申請。但如果要申請的是「互

聯網資訊服務經營許可」，需要準備的資料就多很多，包括：營業執照、公司

概況、財務報表、股東資訊、公司章程、資安技術資料等數十項資料，相對複

雜許多。60

有人會問，我只是要做個官網，ICP 備案審查的步驟雖然比較簡單但也是

有點繁瑣，是否可以省略這個步驟？答案是不行，原則上所有向中國大陸提供

服務的網站都必須先獲得 ICP 備案，如果想合規在中國大陸經營事業，縱使只

是單純的官方品牌網站，也一定要遵守法令進行 ICP備案審查。也可能有人問，

60… 蠶豆豆，<…ICP 許可證辦理需要什麼材料？ >，載於：https://kknews.cc/tech/ryv9gpx.
html…( 最後瀏覽日 202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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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服務掛在中國大陸境內的雲上（例如阿里雲），是不是就可以不申請 ICP

備案或審查？答案也是不行的，企業把網站放在有信譽的中國大陸網路主機商

的虛擬主機上，僅代表在資訊安全及服務提供的穩定性可能會有較好的保證，

但不代表 ICP審核一定會通過，所以縱使企業將服務掛在中國大陸境內的雲上，

還是需要依據網站的性質提出 ICP 備案或經營審查申請。

三、重點建議事項

可能不是所有臺商都在中國大陸有設立分公司或機構，雖然 ICP 備案允許

在中國大陸有固定住所的外國人以個人身分提出申請，只是以個人名義提出申

請、內容卻都與企業相關，可能會有備案不通過的風險；再者申請過程中也需

要申請者本人到中國大陸辦理備案手續 ( 如：拍照、提交資料 )，對有些臺商而

言不是很方便。還有，縱使備案通過了，如果未來被主管機關查到備案資訊不

符合現況，還是會有被註銷的風險。

所以，如果臺商企業本身不在中國大陸，或沒有在中國大陸設立子公司、

分公司或辦事處等機構，建議可以找一個沒有被中國大陸封鎖的境外網路主機

商61協助申請網域、租用虛擬主機，然後將網站內容製作為簡體中文，一樣可以

對中國大陸提供資訊服務。

61… 例如 Godaddy.com，是美國最大的虛擬主機 /功能變數名稱提供商，但遭到中國大陸防火
牆封鎖，想要進軍中國大陸市場的企業就不該使用Godaddy.com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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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數據監管對企業人力資源的影響與因應篇

子題一：臺商如何在個人資料保護的基礎上合法合規地建立人資管

理制度、勞動合同等協議及制度 ?

一、背景簡要說明

《勞動法》第 4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立和完善規章制度，保障

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勞動法》第 16條規定，「勞動合同

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係、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建立勞動關

係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 4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

立和完善勞動規章制度，保障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利、履行勞動義務」。

上述勞動法律規定的勞動合同制度與人資管理制度是人資管理的基礎，

都需要收集與處裡大量的個人資料以充實完備勞動合同及規章制度的程序及內

容。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的保護精神，在一定的法律規範下，企業可以收

集與處裡個人資料。本法第 13 條第 1款第（2）項規定，「為訂立、履行個人

作為一方當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勞動規章制度和依法簽訂

的集體合同實施人力資源管理所必需」的個人資料。此個人資料的取得與處理，

依據本法第 13條第 2款規定，「不需取得個人同意」。62

這種「不需取得個人同意」的條件，使得企業取得的個人資料就是建立「勞

動合同」及規章制度所需的基本個人資料。

二、法律規定要點

企業員工是《個人信息保護法》的保護對象，保護的內容是員工個人資料。

而處理個人資料的單位稱為「個人資訊處理者」，包含經營者、人資管理者、

其他相關的管理者以及第三方的「個人資訊處理者」。

無論需不需要經由個人同意，企業在人資管理上需要處理員工個人資料的

62… 依《個人信息保護法》第13條第1款第（2）項及第2款的規定，「實施人資管理所必需」
的個人信息，不須取得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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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與種類越來越多，企業應該完善「人資管理制度 ( 員工手冊 )」以及「勞動

合同」關於處理個人資料處理的合規程度，否則就有違法之嫌，所遭致的法律

責任與社會形象對企業的影響更大。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規章制度內增設相關個人資料處理的保護章節及制度

臺商應在規章制度內建立相關個人資料保護章節以及協議制度，茲分

述如下：

1.…建立個人資料保護章節：例如「個人資訊保護隱私政策」、「個人資

訊保密制度」、「個人資訊分類制度」、「個人資訊調用制度」、「個

人資訊投訴以及舉報制度」等等。

2.…建立相關的協議制度：主要在與第三方協力機構簽訂的協議制度內增

列相關個人信息的條款。

(1)…企業向第三方協力廠商機構提供個人資料之情形：例如由往來銀行

提供員工帳戶及金融卡、由人資代理機構代辦人事及社會保險等，

或是向境外機構提供個人資料，例如臺商向臺灣母公司提供員工個

人資料以方便處理員工的薪資管理作業等等。

此時企業應當向員工個人告知接收方（第三方）的名稱或者姓

名、聯繫方式、處理目的、方式和種類，並取得員工的「單獨同

意」，63 建立並簽訂《員工個人資訊處理同意書》，這些規定都應

當規範在規章制度內。

(2)…企業委託第三方背景調查機構協助調查新員工的履歷背景，企業要

提供個人資料之情形：此種情況下，背景調查機構受到企業的委託，

因此在企業已經就個人資料之處理取得員工同意 ( 包含背景調查事

項 ) 的基礎上，無需再就該等委託處理取得同意。如果企業自己調

查，則應當取得應徵者的《背景調查個人資訊處理同意書》，以符

63… 單獨同意：《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基於個人同意處理個人信息的，該同意應
當由………個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願、明確作出。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當
取得個人…單獨同意或者書面同意的，從其規定。有關「單獨同意」的法條在第 23條、第
25條、第 26條、第 29條、第 39條等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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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定。

但是企業在委託之前，應當與背景調查機構簽訂協議文件，將

委託處理目的、期限、方式、種類、保護措施以及雙方的權利義務

等進行明確的書面約定。在將個人資料交付受託方進行處理後，企

業更應對受託方處理活動進行監督，例如要求受託方定期對處理活

動進行報告，同時要求受託方不得將個人資料轉供給其他「個人資

訊處理者」等等的行為。

(3) 勞務派遣機構向用工單位 (臺灣稱為「要派單位」)派遣勞務工，並

提供員工個人資料時，應事先與用工單位在《勞務派遣協議》內增

設個人資料處理條款，明確雙方個人資料處理目的、期限、方式、

種類、保護措施等權利義務。並且取得「員工個人資訊處理同意書」

的授權，這些規定都應規範在規章制度內。

從《勞動合同法》的立場來講，勞務派遣機構是用人單位，勞

資雙方是勞動關係，其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的法律責任顯然大於用工

單位，除非雙方協商確定違法罰款的比例。因此在確定派遣之前，

反而要審閱用工單位內部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的合規政策等等文件、

並要求用工單位簽署「處理個人資訊保護合規承諾書」等等文件。

(二 )…勞資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中增加個人資料處理條款

《勞動合同法》第 8條規定，用人單位有權瞭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直

接相關的基本情況。一般來說，姓名、年齡、身份證號、聯繫地址、學歷

學位、工作經歷等在內的個人資料均屬於「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而員

工的婚育狀況、宗教信仰、與崗位無關的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等個人資料

則與勞動合同的簽訂和履行並沒有必然的關聯性。

因此臺商應在「勞動合同」內應增加個人資料處理的條款，包含前述

的個人基本資料。另外，《個人信息保護法》對於「敏感個人資料」64 的

處理有「單獨同意」之規定，則需要單獨取得員工授權。

64… 敏感個人信息是指本法第 28 條的規定，即一旦洩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
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的個人信息，包括生物識別、宗教信仰、特
定身份、醫療健康、金融帳戶、行蹤軌跡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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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臺商在面試及錄用員工階段如何依法取得、處理、提供，

以保護員工個人資料？

一、背景簡要說明

人資管理的目的在為組織選才、育才、用才與留才。關鍵在選才，也就是

招募人才，經由通知面試 (口試、筆試或操作 )程序獲得所需要的人才。企業經

營者的理想是才德兼備，如果才能不足，起碼德行要好。

關於德行這一點，在勞動法律規範上有一個很關鍵的規定就是「誠實信用、

如實說明」的原則，《勞動合同法》第 8條規定，「用人單位有權瞭解勞動者

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意即企業需要收集

與了解應徵者的個人資料，例如年齡、學歷履歷、知識技能以及就業現狀等情

況，這些資訊是擔當某一職位必備的基本情況。

二、法律規定要點

《勞動合同法》第 8條的「如實說明」之規定，是站在企業用人的立場，

要求應徵者就相關職位擔當之個人資料必須提供出來，同時寫入「面試資訊表」

內，以供用人單位參考抉擇之用，在一般情況下，應徵者都會如實說明。

然而自從《個人信息保護法》發布後，「如實說明」的規定面臨一個破口

問題。

企業可以收集及處裡員工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7條第

1款規定，要告知應徵者收集處理這些個人資料的目的、期限、方式、種類、

保存期限；又依據同法第 13 條第 1款第項規定，要取得個人同意，這是「告

知+同意」模式，是一般的法則。但基於企業實施人資管理的需要，在程序上，

依照本法第13條第2款規定，「不需取得個人同意」，這是「告知+不需同意」

模式，所以應徵者必需「如實說明」，這一點與《勞動合同法》第 8條的規定

相符合。但如口頭訊問或在「面試信息表」內要求填寫家庭成員、成員工作、

聯繫方式、婚育狀況等非關就業崗位的資訊，其中若涉及「敏感個人資訊」時，

企業必須取得應徵者個人「單獨同意」，此為「告知+單獨同意」模式，應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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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法可以回答，也可不回答。因此從這些規定來分析，《勞動合同法》第 8

條的「如實說明」原則，就有適法性的問題。

三、重點建議事項

臺商在招聘及錄用的人資管理階段必需做到個人資料保護的合法與合規。

(一 ) 招聘面試：

用人單位於通知應徵者面試時，為了瞭解應徵者背景狀況 (如前述 )，

這些個人資料是企業執行人資管理必知的基本情況，雖然依照《個人信息

保護法》第 13 條第 2款規定，「不需取得個人同意」，惟從風險防範的

角度出發，建議還是要取得個人同意，可要求應徵者簽署《背景調查個人

資訊處理同意書》。

再者，企業不得收集法律禁止在招聘階段詢問收集的個人資料，例

如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宗教信仰等等個人資料，因為這些屬於法定的

「敏感個人資料」範圍，再加上前述的家庭成員、成員工作、聯繫方式等

隱私權資訊，按照《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9 條的規定，應當先取得個人

的單獨同意，才能收集與處理。

(二 ) 背景調查：

用人單位委託第三方的背景調查機構對應徵者進行背景調查，背景調

查機構受到企業的委託，因此，在企業已經就個人資料的處理取得員工同

意 ( 包含背景調查事項 ) 的基礎上，無需再就該等委託處理取得同意。但

企業與被委託的第三方背景調查機構應事先在《委託背景調查協議》內增

設個人資料處理條款，明確雙方個人資料處理目的、期限、方式、種類、

保護措施等權利義務。

(三 ) 入職體檢：

由於入職體檢可能會涉及到應徵者的敏感個人資料，企業應當取得應

徵者的單獨同意。另外，為了避免就業歧視，根據人社部發 [2010]12 號

《關於進一步規範入學和就業體檢項目維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入學和就

業權利的通知》，企業「不得要求提供乙肝專案檢測報告，也不得詢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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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為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另根據2019年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門《關

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企業「發布招聘信息、招

用人員過程中，不得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臺商企業應對這些

規定要了解，以免觸法。

(四 ) 勞動合同：

企業可在「勞動合同」內增加有關「個人資訊處理」的條款，並說明

《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定。

再者員工正式入職時被要求填寫「員工人事資訊表」，如同上述的面

試情形，應徵者被要求在「面試資訊表」內填寫家庭成員等非關就業崗位

的資訊，其中有涉及「敏感個人資料」的處理，則必取得個人單獨同意，

但「敏感個人資料」是否涵蓋在「不需個人同意」的範圍之中，目前法

律法規尚不明確，因此仍需要與員工對於敏感個人資料簽署單獨同意的必

要，以避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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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臺商擬以臉部、指紋等生物識別方式進行電子考勤，企業

如何合乎規定依法處理？

一、背景簡要說明

《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生效後，隨之而來的是企業員工學習並實踐關於

個人資料的自我保護觀念和隱私權意識的逐漸理解。相對的，作為「資訊處理

者」的用人單位 ( 企業 )，更要熟悉與遵守《個人資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否

則人資管理作業會產生或大或小的法律風險，高額的罰款等相關法律責任65如影

隨形，影響企業的社會責任與雇主品牌形象。

某臺商擬以人臉、指紋等生物識別方式進行電子考勤，他詢問如果員工拒

絕向公司提供生物識別資訊，拒絕參與指紋、面部識別考勤，公司如何處理？

相信這個問題，在《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實施後，會陸續出現在人資管理實

務操作裡面，如果處理失當可能形成勞動爭議的熱點，由於缺乏有效的司法實

踐來論述個人資料保護在人資法律領域裡的表現，目前只見對於《個人信息保

護法》條款及體系的解讀，尚無勞動爭議的實際案例。僅就法律的規定，收集

分析，提出下列的見解。

二、法律規定要點

以臉部、指紋等生物識別方式進行電子考勤一事，為具有個人隱私權的「敏

感個人資訊」，《個人信息保護法》對此有詳細的規定，這個問題必須回到法

律層面來探討。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6條規定，「在公共場所安裝圖像採集、個人身份

識別設備，應當為維護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國家有關規定，並設置顯著的提

示標識。所收集的個人圖像、身份識別資訊只能用於維護公共安全的目的，不

得用於其他目的」。亦即用於「維護公共安全」以外的目的時，必須受到法律

的規範。例如，企業在辦公區域安裝攝像頭 ( 監控攝影機 )、使用人臉識別與記

65… 關於高額罰款法律責任問題，可參閱《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7章第 66 條的規定。例如單
就就罰款金額來講，情節嚴重的，沒收違法所得，並處 5000 萬元以下或者上 1年度營業
額的 5%以下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 10 萬元以上 100 百萬
元以下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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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員工的行動軌跡等等作業，作為員工出勤及績效考核的工具，甚至追蹤員工

在公司內部的行動軌跡，進而做出人資管理的決策。這是用於「維護公共安全」

以外的目的，企業必須取得個人的「單獨同意」，否則有違法之嫌。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臺商對員工進行日常考勤作業時，如有需要，應向員工告知臉部、指紋等

識別資訊的收集及使用的目的、方式和範圍，以及存儲時間、刪除等嚴格

的保護措施，並在員工的「單獨同意」下才能進行後續作業。如果員工拒

絕提供上述敏感個人資料，則企業只能另外採取其他考勤方式，不能強行

將臉部、指紋等生物識別等具有隱私權的「個人敏感信息」直接應用在電

子考勤作業上。

( 二 ) 臺商可以在收集資訊前，主動向員工發送一份「個人資訊採集告知書」，

首先告知採集及使用目的、範圍等等保護員工個人資料的法律規定，避免

員工疑慮。

( 三 ) 在收集資訊前，員工如有疑慮，可以要求與公司簽訂一份相關的「個人信

息保密協議」，明確雙方在資訊保密上的權利義務，一旦發生洩密，責任

方應該承擔由此引起的相應法律責任。

( 四 ) 臺商使用人臉、指紋等識別方式是用於掌握個別員工的上下班記錄，以進

行工作與休息休假、績效考核與工資架構等管理項目的統計，亦即事實認

定上，必須符合勞動法律的要求；當企業不進行對某員工的打卡考勤或員

工離職時，以前留在企業內的原始圖像等個人資料應當在合法、合理的情

況下有權要求企業刪除其個人資料，不得再儲存。對於企業而言，個人資

料儲存的期限越長，其安全風險和維持成本也越來越高，故企業最好按照

「必要最短時間」的原則保存未錄取應徵者與離職員工的個人資料；當企

業因某種管理需要將員工個人資料提供給第三方時，尚須取得個人單獨同

意。但當員工拒絕提供上述個人資料，而企業無法說明其必須使用人臉識

別方式進行考勤的理由的，依據法釋〔2021〕15 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

審理使用人臉識別技術處理個人信息相關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

定》的規定，建議企業應當提供其他替代性識別方式進行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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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企業員工解除或終止勞動關係後，臺商如何保護員工個人

資料 ?  

一、背景簡要說明

《勞動合同法》有關員工解除或終止勞動關係的條款集中在第 36 條、第

37條、第 38條、第 39條、第 40條、第 41條等解除條款以及第 44條的終止

條款。66無論「勞動合同」尚未到期被企業解除或員工自動申請離職，或者是合

同到期終止勞動關係，以及該法的第 50條提到解除或終止時的勞資雙方都必須

履行附隨義務，例如員工有辦結工作交接的義務；企業有出具員工離職證明的

義務。以上所有的合同及協議書文本都充滿著員工在職時的個人資料，且「勞

動合同」文本，企業至少保存 2年備查等等。換言之，配合各種合同或協議文

件的保存期限，個人資料的保存期限也相應延長。

連結到《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核心重點，從員工寄履歷表到通知參加面試，

都要提供個人基本資訊，且落實在簽訂的「勞動合同」後，就成為正式員工。

一直到離開公司為止，一路累積下來的員工個人資料不知凡幾，基於《個人信

息保護法》第4條第 2款的規定，個人資料處理包括收集、存儲、使用、加工、

傳輸、提供、公開、刪除等內容，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規範及保護。

員工離職後，勞資雙方的勞動關係不復存在，《個人信息保護法》所規定

的「同意」，「單獨同意」之規定或「實施人資管理所必需」，所以「不需取

得個人同意」之規定，已無存在的合法性基礎。那麼這些個人資料應該如何處

理？可以刪除嗎？企業被約束的法律責任是否可以馬上卸下，以避免違法的風

險？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合同或協議書文本的保存期限是否等於個人資料的保存期限？

如前所述，《勞動合同法》第50條規定，用人單位對離職員工的「勞

動合同」文本，至少要保存 2年備查。按《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47 條的

規定，由於個人資料在員工離職時已經失去處理目的，所以企業應當主動

66… 關於勞動合同解除與終止條款的具體內容詳閱《勞動合同法》的相關條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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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也就是說，雖然《勞動合同法》僅僅要求合同文件保存以備查，但

可確定為企業不得將「勞動合同」文件保存備查期間內的個人資料只用於

備查，不能用於其他目的，除非有其他的合法性基礎。

至於協議書文件也是一樣，例如競業限制的規定，《勞動合同法》第

24 條規定某些負有保密義務的員工於離職後，可能涉及競業限制行為，

企業可以要求簽訂離職後至多兩年期限的「競業限制協議書」。因為這些

協議書文件都承載了員工的個人資料，具備了處理個人資料的合法性基

礎，由於文件有效期限之規定，意味著個人資料需要相對應的保存期限。

(二 ) 履行合同或協議之必要

員工在職期間，會和公司簽署「勞動合同」、「專項技術培訓協議

書」、「競業限制協議書」等等合同文件。在離職後可能受到法律的強制

性規定或雙方的約定條款的約束，還要繼續履行合同，此時個人資料的有

效性也應當繼續保留至履行合同結束，才能刪除員工的個人資料。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依據合同文件保存期限確定個人資料保存期限

企業於員工入職後簽訂勞動合同或其他協議書文件時，應充分考慮到

員工離職後需要處理個人資料的合法性基礎，而將離職後的個人資料處理

規定，事先在「勞動合同」或其他協議書中確定。例如「勞動合同」文本

是保存 2年備查，則個人資料保存期限至多也是 2年，競業限制的有效期

限也是 2年。臺商應於 2年後儘快刪除員工的個人資料，以避免未來個人

資料處理時產生勞動爭議。

(二 ) 保存最短時間的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定，臺商作為「個人資訊處理者」，只

能保存最短時間的個人資料，法律法規對此有特殊規定除外。

員工在職期間，當保存的某一類個人資料的時間到期，或者處理目的

已實現，或者員工要求刪除某類資訊時，企業應視情況依法刪除。

另外，有些應徵者被要求在面試時，基於人資管理的需要提供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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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萬一該員工不被錄取時，基於《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的第 47 條第

1款第（1）項之規定，個人資料的「處理目的已實現、無法實現或者為

實現處理目的不再必要」時，企業應及時刪除個人資料的內容。

(三 )「員工個人資訊處理同意書」、規章制度

離職的員工可能會向公司要求刪除其個人資料。但是，員工離職並

不意味著企業已無處理員工個人資料之必要，員工離職後確需基於特定目

的要處理其個人資料的，建議臺商應告知員工並重新取得其同意。例如履

行競業限制協議，或者可能的勞動爭議事件，以及法律法規對於工資憑證

等資訊保存期限的要求等等情形。因此建議建立「員工個人資訊處理同意

書」，對於前述狀況，是否需要一定的授權期限？並且在規章制度中明確

離職後個人資料的處理目的、處理方式、個人資訊種類，當然，在未刪除

之前，企業應當持續進行必要的安全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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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五：臺商如何正確處理中國大陸員工個人資料的跨境處理作業

才能防範法律風險 ?

一、背景簡要說明

《個人信息保護法》中涉及對臺商影響較大且有切身關係的條款，主要是

關於境內儲存及國際傳輸限制的條款規定。

從人資管理的立場來講，這些條款規定對臺商提供員工個人資料經由國際

傳輸到境外地區機構 ( 例如臺灣的母公司 ) 進行人資管理作業時構成相當的衝

擊。

在中小型臺商中，有些相關的人資管理作業，涉及到決策 (Decision-

making) 程序時，都需要傳輸到臺灣母公司統一處理，例如員工薪資核發作

業，其核決權限在臺灣母公司，必需經由臺灣母公司核准才能進行發放作

業；又如臺灣母公司將幾位候選的臺籍幹部的個人資料傳給在中國大陸的臺

商，經過他們討論後依程序將這些個人資料再傳回臺灣母公司進行後續的聘任

作業。因此臺商避免不了在人資管理上會涉及到個人資料的國際傳輸操作之法

律規範。

中國大陸關於個人資料的儲存是屬地原則，也就是本土化管制。所有產

生自中國大陸的個人資料，原則上應當儲存在當地的伺服器，只能作境內處

理，若有實際的業務需要可以傳輸境外，但需經過申請及核准，可見國家監

管相當嚴格。無論你是想要把中國大陸員工或客戶的個人資料傳輸到臺灣母公

司，或者是與中國大陸業者配合而需要接收個人資料時，都將會直接或間接落

入這一規範的監管範圍。67

二、法律規定要點

依照《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38 條、第 40 條的規定，國際傳輸個人資料的

被管制對象是所有的「個人資訊處理者」，包含個人與單位。對臺商企業而言，

因人資管理之需要，將員工的個人資料傳輸到臺灣母公司或者需要聘請臺籍幹

67… 中國大陸《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施行，個資出境法遵實作搶先看…-…達文西個資暨高科技
法律事務所…(davinci.id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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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駐中國大陸，而將其員工個人資料傳輸到境外機構時，需要滿足以下幾個

條件之一，才能進行國際傳輸提供個人資料。包括「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

安全評估」、「按照國家網信部門的規定經專業機構進行個人資訊保護認證」、

「按照國家網信部門制定的標準合同與境外接收方訂立合同，約定雙方的權利

和義務」、「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其他條件。」等等。68

這當中，「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的規定比較嚴格，有數量

上的規定，今年 9月 1 日，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公布施行的《數據出境安

全評估辦法》第 4 條第 1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通過所在地

省級網信部門向國家網信部門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1）數據處理者向

境外提供重要數據：（2）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和處理 100 萬人以上個

人信息的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信息：（3）自上年 1 月 1 日起累計向

境外提供 10 萬人個人信息或者 1 萬人敏感個人信息的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

供個人信息」。這是指一旦企業處理的個人資料達到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數

量標準，其在中國大陸境內收集和產生的個人資料應當儲存在中國大陸境

內，除非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有些個人資料才能傳輸境外。

對於包含「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69 在內的企業而言，符合上述規

定條件的，都需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其餘的一般企業僅需透

過「獲得經專業機構的個人信息保護認證」或「與境外接收方訂立國家網信

部門制定的標準合同」兩種方式之一即可。

侵害到個人資料權益，或者危害到公共利益時，按《個人信息保護法》

第 42 條規定，「國家網信部門可以將其列入限制或者禁止個人信息提供清

單，予以公告，並採取限制或者禁止向其提供個人信息等措施」。從前述規

定中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嚴控資料出境，無論大小臺商都會被納入嚴格管控

的範圍。

企業將個人資料進行國際傳輸的，按《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39 條規定，

68… 詳情請參閱《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38條、第 40條的規定。
69… 按 2021 年 9 月 1日施行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的說法，所謂「關鍵信息

基礎設施營運者」是指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務、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務、電子
政務、國防科技工業等重要行業和領域的網路設施、信息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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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向個人告知境外接收方的名稱或者姓名、聯系方式、處理目的、處理

方式、個人信息的種類以及個人向境外接收方行使本法規定權利的方式和程

序等事項，並取得個人的單獨同意。」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單獨同意：臺商需要將在中國大陸境內收集的員工個人資料傳輸到臺灣的

母公司，以滿足統一的人資管理需要。首先要取得員工個人的「單獨同

意」。

( 二 ) 簽訂「跨境個人資訊處理同意書」：個人資料的國際傳輸是否因「實施人

資管理所必需」，涵蓋在「不需個人單獨同意」的範圍之內尚不明確，為

了避免法律風險，臺商最好的對策是與相關員工簽訂「跨境個人信息處理

同意書」，以獲得個人資料國際傳輸的授權，也維護了法律責任。

( 三 ) 設置「資訊安全人員」或部門：個人資料的國際傳輸既需要獲得國家安全

部門對個人資料數量的安全評估及行政監管，又要取得專業機構的個人

資料保護認證以及與國際接收方訂立國家網信部門制定的標準合同，這些

法律上的規定及專業知識，需要設置專業人員或部門來專業處理，以收實

效，降低法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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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六：用人單位如何獲得員工的知情同意使用個人資料？有哪些

實務的做法？

一、背景簡要說明

《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實施後，企業如何實施《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

的「告知 - 同意」的核心規則？但具體如何去告知、如何進行同意，一直困擾

著企業界，後續的標準細則如何制定備受關注。

本文將聚焦用人單位在處理員工個人資料時，如何通過合法有效的勞動規

章制度、個人知情同意書等來滿足新法對於用人單位對個人「同意」的要求。

「知情同意」可參考國家標準《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 徵

求意見稿 )…70，該徵求意見稿包括告知同意的適用情形、免於告知同意的情形、

告知同意的基本原則、告知、同意等部分，並在附錄中詳細列舉了未成年人、

SDK( 軟體開發套件 )、個性化推薦，以及互聯網金融、網上購物等場景下的具

體告知同意情形。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用工管理全過程中哪些情境會涉及員工隱私與個人資料？

在用工管理過程中的幾乎每個環節都有可能涉及員工隱私與個人資

料。例如：招聘與入職（背景調查）；履行勞動合同（辦公工具、網路、

人臉或指紋識別的簽到與考勤、辦公場所管理、通訊工具、郵件、績效考

核、工資條）；解除與終止（離職後個人資料處理）；用人單位要求請病

假的員工提供其病歷、診斷證明等；用人單位在辦公場所使用監控錄影；

用人單位搜查員工在辦公場所使用的儲物空間；用人單位收集、監控或分

析員工在工作電腦、在公司電子郵件系統或在公司內部網路中儲存或傳輸

的資訊；用人單位在公司內部和外部通報員工的違紀行為等。

(二 )員工簽了「同意書」…是否就能解決隱私與個人資料保護的問題？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基於個人同意處理個人信

70…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徵求意見
稿），2020-01/20。網址：https://www.tc260.org.cn/front/bzzqyjDet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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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該同意應當由個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願、明確作出」。法律、

行政法規規定處理個人資料應當取得個人單獨同意或者書面同意的，從其

規定。個人資料的處理目的、處理方式和處理的個人資料種類發生變更

的，應當重新取得個人同意。即在員工簽署「同意書」之前，企業應履行

充分告知的義務，在員工自願、明確的前提下簽署的「同意書」才具備法

律效力。且對於如個人敏感資訊、跨境處理資訊、變更使用用途等情況還

需單獨或重新取得個人的同意。

(三 ) 企業以監視器監控員工的行為是否需取得員工同意？

企業以監視器監控員工的行為應取得個人同意，如果公司沒有提前告

知員工且獲得員工同意，而監控的內容又非工作管理所必需，則可能涉嫌

侵犯員工隱私權，具體認定還要根據監控的具體細節而確定。

(四 ) 哪些情形下需要取得「個人單獨同意」？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6 條規定 71，以下五種情形需要取得個

人單獨同意：一是向其他個人資料處理者共享個人資料；二是公開個人資

料；三是處理敏感個人資料；四是向境外提供個人資料；五是在公共場所

安裝圖像採集、個人身份識別設備，收集個人圖像、身份識別資訊用於其

他目的。

(五 )哪些情形下「無需取得個人同意」？…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3 條規定，以下五種情形無需取得個人

同意：一是為訂立、履行個人作為一方當事人的合同或為實施人力資源管

理所必需；二是為履行法定職責或者法定義務所必需；三是為應對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或緊急情況維護生命財產安全所必需；四是基於公共利益實施

新聞報導、輿論監督；五是在合理範圍內處理個人公開資訊。

(六 )告知方式有哪些形式？

告知方式有以下幾種：單獨告知；規則制度的告知、公示等民主程序；

單獨「同意」事項的書面文件簽字等。

71… 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網址：https://flk.npc.gov.cn/
detail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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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徵求意見稿 )

1. 告知同意適用情形

告知同意有四種適用情形：收集使用時的告知同意、使用目的變

更時的告知同意、對外提供個人信息的告知同意、告知同意的其他情

形等四種。

2. 免於授權同意的情形

以下情形可以無須徵得個人信息主體的授權同意：

(1)…與個人信息控制者履行法律法規規定的義務相關的，例如：履行網

路實名制、履行反洗錢監管要求。

(2)…與國家安全、國防安全直接相關的，由《國家安全法》、《國防法》

等法律法規明確確定。

(3)…與公共安全、公共衛生、重大公共利益直接相關的，例如：地震、

颱風、火災、危險品洩漏等。

(4)…與刑事偵查、起訴、審判和判決執行等直接相關的，例如：偵查刑

事案件。

(5)…出於維護個人信息主體或其他個人的生命、財產等重大合法權益但

又很難得到本人授權同意的，例如：失蹤、失聯、陷入嚴重昏迷。

(6)…所涉及的個人信息是個人信息主體自行向社會公眾公開的，例如：

在開放式網路平台自行向所有用戶公開的信息。

(7)…根據個人信息主體要求簽訂和履行合同所必須的，例如：購物網站

為用戶提供的購物車功能。

(8)…維護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安全穩定運行所必須的，例如：發現、處

置產品或服務維修故障。

(9)…個人信息控制者為學術研究機構，出於公眾利益，展開研究所必要

的。

(10) 個人信息控制者為新聞單位，展開合法的新聞報導所必需的。

(11) 從合法公開披露的信息中收集個人信息的，例如：政府信息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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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告知同意的基本原則

“告知”的基本原則包括：公開透明、逐一傳達、同步即時、真

實準確、具體明確、清晰易懂。

“同意”的基本原則包括：告知一致、自主選擇、時機恰當、分

類獨立。

4. 告知與同意機制

告知機制包括：

(1)…一般告知：闡述個人信息收集及使用等規則。

(2)…增強式告知：利用彈窗的方式，協助其是否授權同意的決定。

(3)…及時提示：使用產品或服務過程中，可用及時提示的方法，讓使用

者決定是否同意。

同意機制包括：明示同意、單獨同意、其他授權同意。

5. 設計同意機制需注意的關鍵點

(1) 個人資訊控制者應當以個人資訊主體能夠清楚理解的方式設計同意

機制，在同意介面清晰地、明確地向個人資訊主體展示如何給予同

意，使個人資訊主體能夠清楚地、無疑問的操作以表達授權同意；

(2) 個人資訊控制者在展示告知內容的同一頁面徵得個人資訊主體的同

意；

(3) 個人資訊控制者應當避免選取模棱兩可的同意機制；

(4) 個人資訊控制者應當使個人資訊主體能夠就必須收集的個人資訊和

選擇收集的個人資訊分別授權同意。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為避免潛在法律風險，用人單位應把取得員工同意作為處理個人資料中私

密資訊的首選方案。

( 二 ) 完整識別用工管理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員工隱私與個人資料情境，並明確哪

些需「個人單獨同意」？哪些「不需取得個人同意」？

( 三 ) 向員工明示公司有權對個別資訊進行收集、監控或分析。用人單位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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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制度中向員工明確告知：公司提供的員工工作電腦、公司提供的電子

郵件系統和公司內部網路僅可用於工作用途。任何員工不應在該等設備中

儲存或傳輸隱私資訊。

( 四 ) 企業應建立：告知同意機制；單獨 /例外同意機制；重新同意機制；撤回

同意機制。

( 五 ) 個人資訊控制者應當留存個人資訊主體初次選擇同意特定個人資訊處理活

動以及後續變更或撤回同意的證據。

( 六 ) 告知同意證據內容主要包括：時間，事項，目的等，針對可能產生高風險

的個人資訊收集行為，還需留存具體的告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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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七：用人單位一般可以收集員工的哪些個人資料？收集時應注

意哪些事項？資訊涉及員工家屬時應注意事項？收集的個

人資料檔案如何管理？

一、背景簡要說明

在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必然涉及勞動者的個人資料收集，用人單位作為

勞動者的個人資料收集者，如何合法收集勞動者的個人資料，以符合《個人信

息保護法》的要求，是用人單位需要關注的問題。本文參考《個人信息保護法》，

總結用人單位在勞動用工過程中對勞動者個人資料收集的要求及收集注意事

項。

用人單位可以要求勞動者提供哪些個人資料？收集個人資料時應注意哪些

事項？資訊涉及員工家屬時應注意事項？收集的個人資料檔案如何管理？以上

都是人力資源必須重視及注意的重點工作。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用人單位可以要求勞動者提供哪些資訊？

一般情況下，勞動合同必需的資訊僅包括勞動者的國籍、姓名、住

址和居民身份證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證件號碼、個人郵箱、戶籍地址及現住

址、聯繫電話、緊急連絡人及聯繫電話、教育及工作經歷、知識技能、基

礎健康狀況，用人單位收集該等資訊無需另行取得應聘者或勞動者的同

意。

婚育狀況、宗教信仰、非基礎健康資訊（如傳染性疾病、病史）、家

庭情況，一般不會認定為與勞動合同直接相關或必需的資訊，該等資訊若

須收集，則應當取得應聘者及個人同意，且不得因為對方不同意而拒絕錄

用或解除勞動合同。

(二 ) 下列有關個人敏感資訊，用人單位要求員工提供資訊時需特別注意

1.…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發布的《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

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用人單位在招用人員過程中，「不得詢問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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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婚育情況，不得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不得將限制生育作

為錄用條件。」

2.…員工請病假時，用人單位可以要求員工提供醫療機構出具的證明資料，

但不宜過度收集病情詳細資料。

3.…宗教信仰、特定身份等屬於《個人信息保護法》72規定的敏感個人資料。

4.…具體的家庭狀況（除家庭住址、主要家庭成員等基本資訊外）及血型

資訊不屬於勞動合同直接相關的基本資訊，不建議要求員工必須提供。

(三 ) 用人單位收集的資訊涉及員工家屬時應注意事項？

有些企業會提供個性化的企業員工福利，包括員工及其家人的商業保

險、員工旅遊等。企業為員工家人提供的商業保險會涵蓋壽險、醫療險、

意外傷害保險、重大疾病保險等，而保險公司在為企業投保此類團體商業

保險時，會需要企業進一步提供員工及其家人詳細、完整的患病資訊、既

往病史、康復狀況、健康狀況等個人敏感資訊，以進一步評估家人可參與

的保險計畫和保費。同時，企業在旅遊時也會為員工家屬購買相應的旅遊

保險、意外險，也可能涉及前述個人敏感資訊。

在上述情況下，企業收集員工家庭成員詳細資訊，包括姓名，出生日

期，工作單位，職務，住址，聯繫電話等，是否合規？建議企業要做好「告

知 - 同意」。

( 四 ) 用人單位收集的個人資料檔案如何管理？

1. 員工資訊日常管理

收集員工個人資料後應專門儲存、專人保管，並採取措施確保個

人資料的完整性、準確性、可用性、保密性，避免個人資料的濫用、

損毀和丟失。

2. 離職員工資訊處理

員工離職時務必做好工作交接，尤其是涉及離職員工的個人資料

處理，必要時可以允許員工拷貝其個人資料或者當面刪除、銷毀，同

72… 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網址：https://flk.npc.gov.cn/
detail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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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移交離職員工的個人資料時，也要注意其他員工個人資料的保

密管理，避免洩露或者不當傳播。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建議用人單位制定員工個人資料處理管理制度，明確員工個人資…………料用

於企業日常的經營管理活動、處理的方式和範圍等。

(二 ) 建議企業做好下列工作：

1.…制定內部資訊管理制度和操作規程；

2.…對個人資料實行分類管理；

3.…採取相應的加密、去標識化等安全技術措施；

4.…合理確定個人資料處理的操作許可權，並定期對從業人員進行安全教

育和培訓；

5.…制定並組織實施個人資料安全事件應急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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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八：用人單位未按照《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要求進行資訊處理

的法律責任？

一、背景簡要說明

《個人信息保護法》與《民法典》、《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電

子商務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都涉及個人資料保護及資訊處理的規定。

《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個人資料處理者需要對其處理活動負責，並需要採取

必要措施來保障其所處理的個人資料的安全。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70 條，正式將個人資料保護列入了公益訴訟的範

圍。未來企業侵害眾多個人的隱私權益時，當這些資訊被彙總後，檢察機關、

消費者組織等經過判斷並掌握一定事證後，就有權運用公益訴訟保障眾多個人

資料權益。監管部門的介入不僅能夠向違法者主張公益損害賠償，…還可能進一

步依法追究違法者的行政和刑事責任，因此，企業未來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

的成本很高。

二、法律規定要點

用人單位如果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73將承擔什麼法律責任？主要將承擔

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以下分別說明：

(一 ) 民事責任

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處理個人資料，給員工造成損害的，應當承

擔賠償責任。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69 條規定，處理個人資料侵害

個人資料權益造成損害，個人資料處理者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

承擔損害賠償等侵權責任。該條確立了在侵害個人資料糾紛中的「過錯推

定責任規則」。也就是說，當個人資料權益因個人資料處理活動受到侵害，

需由資訊處理者證明其沒有過錯。

另外，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74 相關規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可

73… 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網址：https://flk.npc.gov.cn/
detail2.html。

74… 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消費者權益保護法》，2013-10/25。網址：https://flk.npc.gov.
cn/detail2.html。



77

‖第二篇 數據監管對企業人力資源的影響與因應篇 ‖

根據情節嚴重程度處以警告、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

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二 ) 行政處罰

違反法律處理個人資料，按《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66 條和第 71 條

的規定，應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66 條，根

據違法行為的情節，涉及：第一，罰款：最高可以處五千萬元以下或者上

一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五以下罰款；第二，其他處罰：責令改正，給予警告，

沒收違法所得，責令暫停相關業務或者停業整頓、通報有關主管部門吊銷

相關業務許可或者吊銷營業執照；第三，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

接責任人員可以最高處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款，並可以決定禁止其

在一定期限內擔任相關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個人資料保護

負責人。

(三 ) 刑事責任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71 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責任。對於刑事責任。買賣個人資料，最高可處7年有期徒刑。

根據《刑法》75 第 253 條之 1的規定，侵犯公民個人資料罪是指違反國家

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資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除了承擔以上三種法律責任，用人單位還可能承擔以下三種風險：被

信用懲戒的風險；勞動爭議敗訴的風險；被曝光的風險。《個人信息保護

法》第 67 條規定：「有本法規定的違法行為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

規的規定記入信用檔案，並予以公示。」若在人力資源管理各環節處理個

人資料時有違反法律的規定，可能有被曝光的風險。

75… 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刑法》，2020-12/26。網址：https://flk.npc.gov.cn/detail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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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企業應加強個人資料保護措施，確定各部門、崗位和分支機搆的使用者個

人資料安全管理責任。建立使用者個人資料收集、使用及其相關活動的工

作流程和安全管理制度。

(二 )…網路營運者應當採取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確保其收集的個人資料安

全，防止資訊洩露、毀損、丟失。在發生或者可能發生個人資料洩露、毀

損、丟失的情況時，應當立即採取補救措施，按照規定及時告知用戶並向

有關主管部門報告。

(三 )…未來違法的成本很高，唯有合規，企業才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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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一：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如何認定？從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生產

製造及營運的企業需遵守哪些網路安全及資料安全保護？

未盡到責任的，涉及的法律責任有哪些？

一、背景簡要說明

《網絡安全法》首次提出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的原則要求。但並

未就關鍵信息基礎設施認定給出明確的認定機構和認定標準。

2021 年 8 月 17 日正式發布《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76，該條

例明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需由所涉重要行業和領域的主管部門、監督管理部門

來負責其安全保護工作及認定規則制定。

無論是哪種類型的企業，無論在哪裡上市，必須符合兩條要求：一是必須

符合法律法規；二是必須確保國家的網路安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個

人資料保護的安全等。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範圍界定

依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範圍

界定，採用了兩種方法 77，即「範圍列舉」+「授權認定」的方法。

1.「範圍列舉」界定

在範圍列舉界定方面，將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定位於「重要網絡設

施和資訊系統等」，並以列舉方式明確了其行業屬性和影響屬性兩大

界定標準。一是「公共通信和資訊服務、能源、交通、水利、金融、

公共服務、電子政務、國防科技工業等」重要行業和領域；二是「一

76…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2021-7/30。網址：https://wap.
miit.gov.cn/xwdt/szyw/art/2021/art_8a317dd6beab43e396e278fde38af0bb.html。

77… 閆懷志，北京理工大學網路攻防研究所所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的內容
精要、基本原則與實施建議，2021-07/30。網址：http://www.cac.gov.cn/2021-09/01/
c_16320865251849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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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遭到破壞、喪失功能或者資料洩露，可能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國計

民生、公共利益」。

2.「授權認定」界定

在授權認定方面，明確了授權認定的要點：一是認定主體，即「關

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工作的部門」；二是認定依據，即「關鍵信

息基礎設施認定規則」，應依據「重要程度」「危害程度」和「關聯

影響」三個考量因素。

(二 )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如何認定？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確定，通常包括三個步驟，一是確定關鍵業務，

二是確定支撐關鍵業務的資訊系統或工業控制系統，三是根據關鍵業務對

資訊系統或工業控制系統的依賴程度，以及資訊系統發生網路安全事件後

可能造成的損失認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

(三 )…從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生產製造及營運的企業需遵守哪些網路安全及資料

安全保護？從以下五個方面強化和落實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主體責

任：

1.…組織方面，要設置專門安全管理部門，執行資訊安全保護職責，並對

組負責人和關鍵崗位人員進行安全背景審查。

2.…責任要求方面，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實行「一把手負責制」，明

確營運者主要負責人負總責，保障人財物投入。

3.…人員招聘方面，不得雇用受到刑事處罰的人員從事網路安全管理和網

路營運關鍵崗位的工作。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有危害的相關人員，

5年內不得從事網路安全管理和網路營運關鍵崗位的工作。

4.…安全檢測和評估方面，定期展開安全檢測和風險評估，執行安全事件

和威脅報告義務。

5.…安全合規方面，落實網路安全審查要求。

(四 ) 未盡到責任的，涉及的法律責任有哪些？

依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第 39 條，關鍵信息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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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發生較大變化的、安全保護措施未同步規劃建設的、營運者有未建立健

全網路安全保護制度和責任制的、未設置專門安全管理機構的、沒有專門

安全管理機構人員參與的、未對關鍵崗位人員進行安全背景審查的、未履

行規定職責的、未每年至少進行一次網路安全檢測和風險評估的、未簽訂

安全保密協議的、未及時報告保護工作部門的…. 等十種情形之一的，責

令改正，給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導致危害網路安全等後果的，處 10 萬

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處 1萬元以上 10萬元

以下罰款。

營運者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發生重大網路安全事件或者發現重大網路

安全威脅時，未按照有關規定報告的，給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導致危害

網路安全等後果的，處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

管人員處 1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款。

營運者採購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網路產品和服務，未按照國家網路安

全規定進行安全審查的，責令改正，處採購金額1倍以上10倍以下罰款，

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 1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

款。

營運者對保護工作部門展開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網路安全檢查檢測工

作，不予配合的，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款，

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 1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

款；情節嚴重的，依法追究相應法律責任。

三、重點建議事項

企業應配合保護工作部門展開關鍵信息基礎設施識別和認定活動。根據已

識別的安全風險，實施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機構、安全管理人員、安全通

信網路、安全營運管理等方面的安全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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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企業生產製造如何實現企業資料安全和個人資料安全的防

護？

一、背景簡要說明

近年來，資料隱私洩露事件頻發，涉及面廣，影響力大，企業因此陷入資

料保護合規與企業資安的雙重危機。在此背景下，生產製造業的資料安全和個

人資料安全防護面臨三大挑戰：資料安全治理、隱私許可權安全，以及軟體安

全開發。

全球各地發生多起重大網路安全事件 78，也發生多起因為遭遇勒索軟體攻

擊，有些被迫停工停產。根據科技新報、IThome 等網路媒體報導及相關公司

官網公告，2022 年 3 月 7 日，三星電子遭到南美駭客組織 Lapsus$ 攻擊。

2022 年 2 月 23 日英偉達遭南美駭客組織 Lapsus$ 攻擊。2022 年 2 月，普利

司通遭資料洩露，並被 LockBit…勒索軟體要求支付贖金。2021 年 8月 6日，技

嘉遭受 RansomEXX 勒索軟體攻擊 79。2021 年 4 月 21 日廣達遭駭客使用勒索

軟體「Revil」入侵，要求支付 5千萬美元（約新臺幣 14 億元）的贖金。2021

年 3 月宏碁被…REvil…病毒團體勒索要求 5000 萬美元（約新臺幣…14…億元）贖

金。2020 年 12 月 8日鴻海美洲廠遭受網路勒索病毒攻擊，要求鴻海集團支付

1804.0955 枚比特幣，相當新臺幣 9.8 億元。參考附件三：2020 年至 2022 年

上半年全球網路安全事件彙總。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生產製造業有哪些重要資料和核心資料？

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2022 年 2 月 11 日發布了《工業和信息

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辦法（試行）（再次公開徵求意見）》80，該辦法包

78… 科技新報，雷鋒網，「劍指微軟！曾攻擊輝達、三星、沃達豐等的駭客組織拿到…
Cortana、Bing… 原始碼」，https://technews.tw/2022/03/23/microsoft-lapsus/，2022-
03/23。

79… IThome，林妍溱，「英國警方逮捕 7 名疑與 Lapsus$ 有關的青少年」，https://www.
ithome.com.tw/news/150099，2022-03/25。

80… 工業和信息化部，《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辦法（試行）》（再次公開徵求意見），
2022-02/11。網址：https://www.miit.gov.cn/jgsj/waj/wjfb/art/2022/art_a2799fcf32a
74ec3881667a469d71e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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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工業資料、電信資料和無線電資料。其中工業資料是指工業各行業各領

域在研發設計、生產製造、經營管理、運行維護、平臺營運等過程中產生

和收集的資料。資料分類分級方法分為一般資料、重要資料和核心資料。

工業和資訊化領域資料處理者應當定期梳理資料，按照相關標準規範

識別重要資料和核心資料並形成目錄。該辦法對重要資料的定義為：對工

業和資訊化領域發展、生產、運行和經濟利益等造成嚴重影響的。因此，

研發類資料、財務類資料、生產類資料、市場、銷售類資料、客戶資料都

屬於生產製造業的重要資料。這些資料一旦遭到洩露都將給公司造成無法

預估的損失。該辦法定義的核心資料為對工業和資訊化領域及其重要骨幹

企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重要資源等造成重大影響的資料。

《數據安全法》規定的國家核心資料包括：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

命脈、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資料。《數據安全法》將重要資料具體

目錄的制定職責交由各地區、各部門。

綜合以上，可知《數據安全法》對核心資料的定義比較廣，偏重於跟

國家、民生、公共利益有關的。而《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辦法

（試行）（再次公開徵求意見）》則偏重於行業領域、企業、基礎設施、

資源等有關的資料。在實際認定是否為核心資料時，若企業從事的是電

力、通訊等企業時，則需同時考慮兩個法規的要求來進行認定。

《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辦法（試行）》，定位為工業和

資訊化領域資料安全管理的上位法規。主要是全面落實《數據安全法》的

要求，在工業和資訊化領域，明確展開資料分類分級保護、重要資料管理

等工作的具體要求；其次明確資料保護要求，明確了資料全生命週期安全

保護要求，指導行業企業健全資料安全管理和技術保護措施，履行保護義

務。

《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屬於底層的規定，著重在開展工業資料

的分類分級、引導企業通過資料防護技術應用、管理流程優化、組織體系

變革等方式，實現工業資料管理能力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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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對重要資料的定義、範圍和識

別方法都沒有明訂。2021 年，國家標準《信息安全技術…重要數據識別指

南（徵求意見稿）》81，該指南明確了重要資料的定義、特徵，識別重要

資料的基本原則和具體流程，為各地區、各部門制定本地區和本部門以及

相關行業或領域的重要資料具體目錄提供參考。

《信息安全技術…重要數據識別指南》（徵求意見稿）將重要資料定

義為以電子方式存在的，一旦遭到篡改、破壞、洩露或者非法獲取、非法

利用，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的資料。該指南明確重要資料不包括

國家秘密和個人資料，但基於海量個人資料形成的統計資料、衍生資料有

可能屬於重要資料。本文所提工業資料的重要資料，都不涉及個人敏感資

料。有關個人敏感資料，參考《個人信息保護法》。

《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82，所指工業資料是工業領域產

品和服務全生命週期產生和應用的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工業企業在研發設

計、生產製造、經營管理、營運服務等環節中生成和使用的資料，以及工

業互聯網平臺企業在設備接入、平臺運行、工業APP 應用等過程中生成

和使用的資料。工業企業工業資料分類包括但不限於研發資料（研發設計

資料、開發測試資料等）、生產資料（控制資訊、工況狀態、工藝參數、

系統日誌等）、營運資料（物流資料、產品售後服務資料等）、管理資料

（系統設備資產資訊、客戶與產品資訊、產品供應鏈資料、業務統計資料

等）、外部資料（與其他第三方共享的資料等）。

(二 ) 生產製造業資料存在哪些風險？

1.…企業資訊化系統內的相關設計圖紙、設計文文件、專利技術，一旦洩

露會造成重大損失，文件集中管控與許可權管控存在漏洞；

2.…企業業務資訊系統等應用平臺資料，敏感資訊的發布、傳輸與訪問難

81…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信息安全技術… 重要數據識別指南（徵求意
見 稿 ）》，2022-01/13。 網 址：https://www.tc260.org.cn/front/bzzqyjDetail.
html?id=20220113195354&norm_id=20201104200036&recode_id=45625。

82… 工業和信息化部辦公廳，《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2020-03/04。網址：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zh/art/2020/art_baebf6697214463f97002c9
eea1649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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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發現與控制；

3.…與各類供應商或第三方外部單位的合作，存在敏感性資料被對外發出

去的風險；

4.…辦公終端資料管理困難，筆記本電腦、隨身碟等使用廣泛，對敏感性

資料的使用與傳輸難以管控。

(三 ) 生產製造業如何實現資料安全與資訊保護？ 83

確保研發設計圖紙等企業核心資料在生產過程中的安全；防止設計圖

紙等研發資料在企業內部二次擴散；提供伺服器白名單功能，保障資料安

全；保障企業自身資訊的交互安全；防止內部重要文件轉化為紙質資料洩

密。

(四 ) 生產製造業員工需做到五個安全 84

1. 帳戶安全

禁止帳戶共享、慎用自動保存及密碼安全（8位元：大小寫字母

+數位+特殊字元）三部分。

2. 軟體安全

可以在公司的軟體庫下載，如果沒有軟體庫可建議到官方下載，

切勿下載開發者未知的軟體，需安裝殺毒軟體，預防病毒。

3. 郵件安全

仔細核對收件人、抄送人和郵件內容，規避誤發、錯發而導致的

資訊洩露、敏感資料加密發送，禁止直接粘貼到郵件正文，收到釣魚、

垃圾郵件要上報。

4. 社交安全

現在的工作生活均離不開社交軟體和工具，微信、抖音、微博、

QQ、Line、臉書等。社交安全要注意兩點：一是收到的資訊要仔細分

辨，二是發出去的資訊要謹慎。

83… 廈門天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造行業數據安全解決方案。網址：https://www.tipray.
com/solution_cont.php?id=16。

84… CSDN，「 工 業 數 據 安 全 治 理 探 索 」，https://blog.csdn.net/cdfunlove/article/
details/124876563，202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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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人隱私安全

個人隱私部分跟每個人都息息相關，該部分的風險在於日常工作

中的一些不良習慣，如快遞單直接丟、街頭調研填寫真實資訊等。

(五 ) 生產製造業資料安全管理

在企業落實資料保護上，包含資料分散儲存及資料救援、備份、歸檔

三個場景，著重解決企業面臨的 3大經營難題：1. 業務連續性；2. 資料可

恢復性；3. 法規遵從性。建議可從下列方向著手：1. 資料管理的分類和治

理；2. 管理制度的建設；3. 解決方案的落地；4. 強化安全營運。

( 六 ) 資料防洩密解決方案

從資料存儲、傳輸、交換過程中的安全環節，採用資料防洩密解決方

案。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需要針對生產製造業資訊的安全特點，制定完整的資訊安全管理體系，以

鞏固資訊化成果，降低企業資訊安全風險 85。

( 二 ) 生產製造業應建立資料全生命週期安全管理制度，針對不同級別資料，制

訂資料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等環節的具體分級防

護要求和操作規定 86。

( 三 ) 製造企業要加強資料保護能力，首先要通過制定完善的資料安全制度，加

強日常監督管理，從源頭上降低企業資訊洩露的風險；還須尋求借助新的

資料保護解決方案，以消除和控制網路攻擊帶來的危害。

( 四 ) 企業應結合行業要求、業務規模、資料複雜程度等實際情況，形成分類清

單。按照每類工業資料遭篡改、破壞、洩露或非法利用後可能帶來的潛在

影響，將資料劃分為一級、二級、三級等 3個級別。列為三級資料的，代

表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特別巨大。

85… 攬閣資訊，「製造業信息安全解決方案」，https://www.line-gate.com/Solution/461.html…
，2020-04/16。

86… 攬閣資訊，「製造業信息安全解決方案」，https://www.line-gate.com/Solution/461.html…
，20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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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

的實施，對企業上下游供應鏈的影響及因應？

一、背景簡要說明

生產製造業在數位化轉型時，不斷將上下游供應鏈互聯互通，導致企業的

受攻擊面增大，尤其針對供應商、通路商、服務商以及營運商的攻擊已成為趨

勢，造成在產品開發設計、生產、採購、交付、運行、使用、運維等各個環節

資安事件頻發。

工業設備、軟體、系統等產品在研發設計時存在缺陷。工業控制系統以及

工業協定在早期設計研發時，並沒有考慮安全問題，先天就缺失加密、授權、

認證機制以及不斷暴露出的安全性漏洞。這些設計上的缺陷和漏洞，不排除造

成供應鏈的資安問題。

此外，工業設備、機器、系統在營運階段常被盜取資料和惡意攻擊。一方

面，關鍵生產設備、控制設備、工業應用軟體等產品常常被廠商以遠端維修或

診斷為由，對生產設備、工業應用遠端存取，檢視企業的工業生產過程。

中國大陸為了確保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供應鏈安全，保障網路安全和資料安

全，新修訂《網絡安全審查辦法》。2021 年 9 月 1 日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

安全保護條例》87正式實施。根據條例及辦法，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採購網

路產品和服務，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應當進行網路安全審查。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加強供應鏈管理，扶持國產化產品，加強國產化替代進程

中國大陸將利用《網絡安全審查辦法》88，建立工業互聯網供應鏈安

全管理機制。工業互聯網營運者在採購產品和服務時，應當申報網路安全

審查，確保供應鏈安全。針對短時間內無法國產化替代的產品，應做好供

應鏈建設工作，不斷完善供應鏈生態體系，防止斷供斷貨。同時加快加強

87…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2021-07/30。網址：https://
www.miit.gov.cn/xwdt/szyw/art/2021/art_8a317dd6beab43e396e278fde38af0bb.html。

88…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絡安全審查辦法》，2021-12/28。網址：http://www.cac.
gov.cn/2022-01/04/c_16428946021828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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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化替代進程，重點扶持中國大陸國產企業，優先部署中國大陸國產產

品。

(二 ) 關鍵生產設備產品進口目錄審查通過後方能採購

行業主管部門應正視供應鏈網路安全，制定關鍵生產設備、精密零部

件、核心控制設備、工業作業系統、工業交換機、應用軟體等重要產品進

口目錄、分類分級，建立工業網路安全審查和檢查制度。在進口時應充分

評估其網路安全風險，審查通過後方能採購。

(三 ) 重視供應鏈風險評估機制

工業企業應利用安全檢測技術，如代碼審計、漏洞掃描、惡意程式碼

檢測、威脅監測、攻防演練等技術手段對關鍵設備、軟體、系統等工業控

制產品進行安全檢測、滲透測試，形成常態化安全評估機制。

(四 ) 構建工業互聯網供應鏈安全技術防禦體系

利用如人工智慧、工業協議 DPI、白名單、可信計算、威脅情報、知

識圖譜、態勢感知等技術，構建工業互聯網供應鏈安全技術防禦體系，加

強對關鍵生產設備、控制設備、工業主機、工業平臺應用等產品的安全防

護。

(五 ) 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清單機制

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2021 年 11 月 9 日，為了讓使用者清晰

掌握個人資料在APP 及其他第三方之間的共享情況，要求企業在APP 功

能表二級目錄中列出APP 與第三方共享的使用者個人資料基本情況，包

括與第三方共享的個人資料種類、使用目的、使用場景和共享方式等。第

三方資訊共享清單，就是你在個人資料收集清單中查看的資訊，可以和第

三方分享。選擇電腦桌面左下角的開始，再選擇【所有程式】，【所有程

式】就是一級目錄，再選擇會彈出一系列菜單，就叫做二級目錄。

(六 ) 採購哪些產品需經網路安全審查？

根據《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網路安全審查重點評估採購網路產品和

服務可能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包括產品和服務使用後帶來的關鍵信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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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擾或破壞，以及重要資料被竊取、洩露、毀損

的風險；產品和服務的安全性、開放性、透明性、來源的多樣性，供應管

道的可靠性以及因為政治、外交、貿易等因素導致供應中斷的風險；以及

其他可能危害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因素等。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採購網絡產品和服務，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

安全的，應當進行網路安全審查。電信、廣播電視、能源、金融、公路水

路運輸、鐵路、民航、郵政、水利、應急管理、衛生健康、社會保障、國

防科技工業等行業領域的重要網路和資訊系統營運者在採購網路產品和服

務時，應當按照要求考慮申報網路安全審查。

三、重點建議事項

網路安全審查有可能影響到國外產品和服務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因此，臺

灣相關資訊產品的廠商需關注後續的實務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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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從事跨國業務的企業，如何才能符合《數據安全法》的規

定？

一、背景簡要說明

從事跨國業務的企業，為了拓展海外市場，不可避免的需要將產品或服務

等相關資訊，提供給海外客戶，讓客戶可以進行交易前之產品或服務的審查評

估。通常，為爭取業務機會，企業會提供充分的訊息給客戶，協助客戶端進行

產品或服務的採購前評估。

因而，提供給海外客戶的訊息內容，除了產品之相關規格、性能、主要配

方、品質規範等基本訊息之外；如果是大型的買家，還會要求提供完整的供應

鏈資訊，包括：製程、材料、取得來源、重要零件製造配方、以及零件性能測

試等完整的訊息。這些訊息，可能包含上游供應商提供的製程、材料、配方等

相關訊息。

在《數據安全法》頒布施行之後，此種訊息交付第三國買家的行為，可

能需要作出調整，才能確保企業在爭取海外業務機會的同時，不會違反相關法

令 89。

二、法律規定要點

依據《數據安全法》第 26條規定，「任何國家或者地區在與數據和數據開

發利用技術等有關的投資、貿易等方面對中國大陸採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或

者其他類似措施的，中國大陸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該國家或者地區對等採取措

施。」依據這條條文，要特別留意可能存在的貿易障礙。

《數據安全法》第32條規定，「任何組織、個人收集數據，應當採取合法、

正當的方式，不得竊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數據。法律、行政法規對收集、

使用數據的目的、範圍有規定的，應當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目的和範圍內

收集、使用數據。」企業在收集產品生產製造的相關訊息時，尤其是對上游供

應商所提供的產品成分、配方、製程、品質等資料，應避免被指控違反《數據

89… 寧宣鳳、吳涵，2022。新起點、新征程：《數據安全法》時代下的資料安全與發展。金杜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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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法》。

《數據安全法》對資料跨境問題，提出了許多規定。第 25條指出「國家對

與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國際義務相關的屬於管制物項的數據依法實施出

口管制」；而在第 36條中，則進一步補充道，「非經中國大陸主管機關批准，

境內的組織、個人不得向外國司法或者執法機構提供存儲於中國大陸境內的數

據」。　　

三、重點建議事項

依據《數據安全法》所指陳的資料，是指任何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對資訊

的紀錄。這項定義非常廣泛，設在中國大陸的企業，為了營運的需要，必然有

收集有關於產品品質、性能相關的資訊，也會收集供應商的生產資訊，作為確

保產品生產與交貨的資訊需求。

一旦需要將產品相關資訊提供給海外買家，就可能要留意以下幾個要項：

(一 )…所提供的國外買家，是否為第26條所指的國家地區有關連。因為第26條，

特別針對可能有貿易、投資的歧視性禁止、限制或類似措施的國家地區。

如果國外買家所在地區是屬於第 26 條所指的國家地區，就要特別留意，

是否違反此條規定。

(二 )…提供給海外買家的產品資訊，如果是從供應商取得，要特別留意必須得到

供應商的同意，才能將相關資訊交付給海外買家。而且還需要檢視供應商

確實有符合《數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才能進行資料收集、分析、利用。

(三 )…除了對提供給國外買家相關資訊，要符合《數據安全法》規範之外，建議

企業需要檢視營運中可能涉及的所有資料類型與各項管理措施，是否都是

符合規範。

(四 )…中國大陸關於各行業的適用規範正在逐步的編制頒布中，例如《汽車數據

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已經在「2021年10月1日」公布執行；《工

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辦法（試行）》也於「2022年 2月 13日」

公開徵求意見稿；金融等其他領域的相關規定，也將逐漸頒布施行。因而，

企業宜主動檢視在從事跨國業務拓展過程中，需要交付國外買家進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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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內容的評估資訊，逐項檢視有否可能違反法令與相關規定。

(五 )…各國對於智慧財產、技術、個資及相關資料均加強管制、管理或保護，因

而中國大陸對境內之個資、技術和有關國安、經濟、社會等各項資料輸送

至境外均有嚴格的規範，提醒跨國臺商企業在數據跨境傳輸時必須更加小

心處理，避免受罰甚至觸法。

(六 )…境內外分開營運：鑑於中國大陸對跨境提供個資、資料及網路的各種嚴格

管制，跨國臺商企業可以將中國大陸境內、外的業務分開營運，以免相互

牽連或受干擾，尤其當中國大陸監管機關對其境內企業進行監督、調查和

執法時，可避免不必要的困擾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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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五：「網路三法」公布實施後，對企業經營及商業模式的影響

及如何因應 ?

一、背景簡要說明

1997 年中國大陸成立《中國大陸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的中央級機

構，積極推動網路發展，鼓勵個人上網，對國、民企投資、經營網路，給予各

種優惠、獎勵及政策的扶持。2008 年中國大陸已經擁有全球第一大用戶群的互

聯網，目前上網人數更已超過10億。網路的使用和發展也已超越多數先進國家，

但是在這種大鳴大放氛圍下，因缺少法規的限制和遵循依據，各種亂象叢生，

進而影響個人的隱私、社會的穩定、金融的秩序，甚至國家的安全等等。因而

中國大陸 2017 年起陸續頒布實施「網路三法」，並加快實施力度。

「網路三法」的實施，對企業經營及商業模式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企業需

及時根據「網路三法」的實施，盤點企業內部營運，做好因應。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新業態、新職位及新商業模式的出現

《數據安全法》催生新業態及新商業模式的出現 90。首先體現的是，

衍生一些新工作崗位、新業態，例如：數商、數位經濟仲介、數據經紀

人、首席數據官等新工作崗位。2022 年 5 月 23 日，廣州市海珠區率先

推出全國首批“數據經紀人”，分別是廣東電網能源投資有限公司、廣州

金控徵信服務有限公司、廣州唯品會資料科技有限公司。海珠區政務服務

數據管理局是全中國大陸首個數據經紀人試點，數據經紀人是在政府的監

管下，具備展開數據經紀活動資質的機構。該機構要具備生態協同能力、

資料運營能力、技術創新能力、資料安全能力和組織保障能力，圍繞重點

領域展開資料要素市場仲介服務，推動資料流通規範化。

近兩年，中國大陸多地開始推行首席數據官制度，2021 年 5 月，廣

東省正式印發《廣東省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工作方案》，同年，浙江省杭

90… 六大維度全景呈現：《數據安全法》實施一周年行業洞察，騰訊安全，網址：https://
page.om.qq.com/page/OZdGpuEk1uarAGlgP0rrn8WA0?source=cp_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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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濱江區和紹興市等地也相繼建立了首席數據官制度，江蘇省工信廳發

布了關於在全省推行企業首席數據官制度的通知，要求在全省建立起一支

核心數位化高級人才隊伍，並展開第一批企業 CDO(Chief…Data…Officer) 制

度試點工作。

( 二 )…在《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要求下，過去高度依賴演算法

和大數據的企業，勢必將進一步更加重視安全問題。涉及AI、電商、內容

等領域的公司，將成為政府強監管的對象。對這些企業的經營及商業模式

會有較大的監管壓力，企業必須注重資料安全衍生的消費者個人信息洩漏

的風險。

(三 )…《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對AI 企業的經營有較大的影響。

一方面，要求企業遵循資料獲取的安全、可控，對個人資訊要知情同意，

取得資料後的加工使用要合法正當利用，要保證資料安全。另一方面要求

防範隱私洩露問題，特別是對隱私計算，在資料流通的過程中一定會帶來

隱私洩露，因此AI 企業進行隱私計算必須符合資料「可用不可見」的法

律要求。

(四 )…《數據安全法》實施後，企業面對的最大問題並不僅僅是在安全技術層面，

更多的是在於企業如何對法律規範進行解讀、資料安全性組織如何建立、

資料安全流程制度制定、如何監測處置資料安全、資料安全能力評估等各

個層面的規範及落實。

(五 )…《數據安全法》對企業的影響，除了增加企業的合規經營成本或者說運行

成本，也要求資料安全技術提升及資料安全礎設施升級。

(六 )…網路三法公布實施後，外資企業難免受到影響，但是《數據安全法》及《個

人信息保護法》實施後的兩年 (2020~2022)，影響最多的是中國大陸內資

大型網路營運商。從好的方面來看，市場可以有更公平、公開的競爭機制，

臺商如能適時採取有效因應措施，還可能帶來商機或轉機。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建議在初期，基於自身業務特點，可以引入專業的資料安全和合規的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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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梳理企業資料安全體系，以全盤瞭解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及衝擊，進

一步提出建議方案。

(二 )…企業應當加快資料安全及資料合規方向的人才儲備，做好可持續的資料安

全營運工作。

(三 )…當資料安全體系建立相對完善，可以考慮展開相應資料安全的評估評測工

作，比如DSMM、資料安全防護能力評估、資料跨境的防護能力評估等。

(四 )…由於《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個人資料及資料的收集、加工、存儲、使用、

傳輸、提供、公開均有嚴格規定及限制，因而建議在企業內部單位設置資

訊長及專業人士團隊，例如熟悉法律專業的人員，統整、推動和監管人力

資源、業務、產品、技術和服務及法務等相關部門及人員。並研議、評估

有關個人資訊保護和資料處理的「合法性」、「適宜性」、與「必要性」

及其影響和風險，以及應採取的策略。

(五 )…由於個人資料保護及資料安全屬於非常專業的，建議企業委託外部資料處

理諮詢單位，與內部單位配合，協助企業診斷、盤點企業面臨的相關問題

及風險，並提出建議對策，同時可以作為遇到相關問題的諮詢對象。

(六 )…企業如需跨境提供儲存的個資及資料時，也需符合相關法令要求，才能符

合法規要求企業需設立專門機構或個資代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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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六：臺商如何運用《數據安全法》等法規，掌握商機及提升行

業競爭力？   

一、背景簡要說明

以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以及物聯網等數位技術推動數位轉型，已

成為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領域。不僅驅動企業轉型升級，創造企業價值，也提

升企業在本地及全球的競爭力。

《數據安全法》等法律法規頒布實施後，對企業造成一定的限制，但同時

也給市場帶來新的機會、新的商業模式。將對從事資料搜集、加工及處理相關

業務的企業將帶來新的商機，比如：資料安全技術的研發和應用、資料安全基

礎設施的建設等。《數據安全法》的實施會激發出更多技術、商業和法律的變

革，提升企業競爭力。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數據安全法》帶來哪些商機？

《數據安全法》實施後，加重企業資料安全的責任，這會增加企業在

資料安全領域的投入，以規避因安全風險可能造成的損失。因此，會帶來

數據安全領域的新商機。此外，對數據合規的要求，相關應用軟體的需求

也會增加，例如：自動化資料合規軟體，可能會成為未來每家企業都需配

備的標準軟體，這將給數據合規軟體開發帶來商機。而資料安全、資料洩

露、防止被篡改、防止駭客攻擊、區塊鏈等技術，也會帶來很大的商機。

《數據安全法》帶來與資料安全直接相關的商機，也可能間接帶來其

他商業商機，例如：資料交易商機、資料仲介商機、資料交易相關產業發

展的商機。

(二 )《數據安全法》對資料交易管理的規定帶來資料交易仲介商機

《數據安全法》第 19 條提出了，關於資料交易管理的規定，「國家

建立健全數據交易管理制度，規範數據交易行為，培育數據交易市場」，

而第 33 條中，提出資料交易仲介服務機構，對於資料市場仲介服務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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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商機。

(三 )《數據安全法》91 要求以安全作為資料發展的限制邊界

《數據安全法》第 1條體現出「數據安全與發展」這兩個目標。第

13 條，進一步強調「國家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以數據開發利用和產業

發展促進數據安全，以數據安全保障數據開發利用和產業發展。」可見《數

據安全法》重視發展、支持發展，只不過，這種發展不能是無序的，它應

該是以安全作為一個發展的限制邊界。

(四 ) 依法做好數據分類管理提升企業競爭力

《數據安全法》第 21 條，指出「國家建立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制度，

根據數據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一旦遭到篡改、破壞、洩露

或者非法獲取、非法利用，對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個人、組織合法權

益造成的危害程度，對數據實行分類分級保護。」主要目的在指引資料安

全工作更有效率。

《數據安全法》中，對資料分類的責任在各地區和各部門主管單位，

而企業則沒有類似的責任和權力，只需根據分類規定進行分級。而《網絡

安全法》的資料分類規定，主要是規範網路營運者，其目的主要是為了保

證網路營運環境的安全。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數據安全法》給從事資料相關業務的企業帶來新的機會 92，比如，資料

安全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將會形成巨大商機，資料基礎設施建設也將產生新

商機。

(二 )…強化資料安全保護，避免出現相關企業濫用、洩露資料等問題。企業首先

要做好資料的分級分類管理，對不同的資料採取不同的安全防護技術。比

如，對於重要的、敏感的資料，採取特殊的管理措施。其次，在資料生命

週期內，要做好資料安全保護。從管理角度來看，要梳理好資料管理的風

91… 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數據安全法》，2021-06/10…網址：https://flk.npc.gov.cn/detail2.
html。

92… 六大維度全景呈現：《數據安全法》實施一周年行業洞察，騰訊安全，網址：……https://
page.om.qq.com/page/OZdGpuEk1uarAGlgP0rrn8WA0?source=cp_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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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點；從技術角度來看，從資料的收集、使用、存儲到運輸各個環節，都

要採取針對性的保護措施。

(三 )…加強網路安全等級保護測評，建立嚴格的網路安全保障及資料合規體系。

(四 )…加強企業資料內控制度，建立完善的資料風險識別機制，網路合規的內控

制度，不限於介質、設備、機器環境、資料存儲及處理等的管理，做好資

訊系統操作、資料庫訪問的記錄以及機器備份、使用者認證等。

(五 )…重視資料合規能力的要求，將企業資料合規能力轉變成行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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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數據監管對企業行銷的影響與因應篇

子題一：《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實施，對企業數位行銷的影響及因

應？

一、背景簡要說明

對於在中國大陸從事數位行銷的臺商，從資訊的取得、儲存、加工、傳輸、

提供、公開、刪除等資料處理都無法迴避《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法律問題。過

去在數位行銷時，不太在意個人資料保護問題，現在則需面對《個人信息保護

法》的相關規定要求。在心態上和作業流程上必須重新調整，以免觸犯，甚至

遭受投訴、警告、或面臨處罰。

台商在數位行銷上，從個人電話、姓名、郵件等資料的取得，必須遵循告

知、同意的原則，未經授權同意，進行廣告行銷，將恐觸犯《個人信息保護法》

第 10 條，任何組織、個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資訊，

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資訊。

台商企業應小心謹慎面對，避免觸犯規定，才不至於導致違規受罰，影響

商譽，以及造成社會和消費大眾對企業的負面形象，導致企業業務推動受阻。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將個人資料用於數位行銷必須取得個人同意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處理個人資訊的，應當由個人在

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願、明確作出個人同意。至於採取個人單獨同意或

者書面同意，可根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處理。

(二 ) 將個人資料用於數位行銷應告知個人哪些內容？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個人資訊處理者在處理個人資訊

前，應當以顯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語言，真實、準確、完整地向個人告知

下列事項：1. 個人資訊處理者的名稱或者姓名和聯繫方式；2. 個人資訊的

處理目的、處理方式，處理的個人資訊種類、保存期限；3. 個人行使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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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權利的方式和程序。

(三 ) 數位行銷時，將個人資料向其他數位平台提供的規定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3 條規定，個人資訊處理者向其他個人資訊

處理者提供其處理的個人資訊的，應當向個人告知接收方的名稱或者姓

名、聯繫方式、處理目的、處理方式和個人資訊的種類，並取得個人的單

獨同意。接收方應當在上述處理目的、處理方式和個人資訊的種類等範圍

內處理個人資訊。接收方變更原先的處理目的、處理方式的，應當重新取

得個人同意。

將個人資料向其他數位平台提供，也就是將跨平臺的用戶資料傳輸將

會受到《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制約。過去將個人資料上傳至平臺往往沒有

經過用戶同意授權，按照《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定，無論是品牌方還是

平臺方，均有保護使用者個人資訊的義務。在數位行銷進行跨平臺資料傳

輸時，也需要獲得使用者的授權同意。

(四 ) 數位行銷時，進行自動化決策的規定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4 條規定，個人資訊處理者利用個人資訊進

行自動化決策，應當保證決策的透明度和結果公平、公正，不得對個人在

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實行不合理的差別待遇。通過自動化決策方式向個

人進行資訊推送、商業行銷，應當同時提供不針對其個人特徵的選項，或

者向個人提供便捷的拒絕方式。

通過自動化決策方式作出對個人權益有重大影響的決定，個人有權要

求個人資訊處理者予以說明，並有權拒絕個人資訊處理者僅通過自動化決

策的方式作出決定。

(五 ) 數位行銷時，進行消費行為分析的限制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58 條，明確界定個人的資訊權益，以及合理

合法取得與運用個人資訊的原則。在數位行銷時，要完成完整的交易行

為，勢必會取得消費者的個人資料，包括金流、物流、消費內容，並進行

與消費行為分析，以利數位行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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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互聯網平臺有保護使用者個人資訊的義務，例如明確平臺內產品

或者服務提供者處理個人資訊的規範。因此，各大電商平臺進行消費行為

分析時，目前都必須實行脫敏匯出使用者資料。而企業所能看到的使用者

個人資訊，將會是密文或虛擬號，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數位行銷的手

法。例如企業無法拿到用戶手機號，就無法對用戶進行電話短信息行銷。

另外企業也無法通過手機號進行電話行銷。此外，跨平臺透果引流到微信

行銷，因為沒有手機號碼，就無法有效識別各個平臺上的用戶。

(六 ) 互聯網平臺服務應當履行的義務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58 條規定，提供重要互聯網平臺服務、使用

者數量巨大、業務類型複雜的個人資訊處理者，應當履行下列義務：1. 按

照國家規定建立健全個人資訊保護合規制度體系，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員組

成的獨立機構對個人資訊保護情況進行監督；2. 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

原則，制定平臺規則，明確平臺內產品或者服務提供者處理個人資訊的規

範和保護個人資訊的義務；3. 對嚴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處理個人資訊的

平臺內的產品或者服務提供者，停止提供服務；4. 定期發佈個人資訊保護

社會責任報告，接受社會監督。

(七 ) 企業取得個人資料的保管和運用規則

企業取得個人資料的保管和運用，已經不能像以往那樣隨便使用，無

所顧忌的自由發揮。因為《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條規定，明確規範這些

個人資料是屬於當事人的資產，在交易行為中，企業得到了個人資料的使

用許可，但僅限於此項交易的完成。未來如果要繼續使用或者提供資訊，

得經過當時事人的同意，否則，就會造成侵害權益的問題發生，如經投訴

舉報，可能必須面對法律責任的處罰。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個人資料進行數位行銷需在許可範圍內使用

個人資料屬於個人私有的資產，使用上要先獲得當事人的許可（未滿

14歲者由監護人許可），企業才能在許可的範圍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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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進行數位行銷時需建立保密和防範洩密的機制

基於保護個人資訊的責任，對於企業內部的作業員工，要求不論是在

職或將來離職後，對於所知悉的個人資料必須做好保密的承諾切結。同時

企業應加強電腦設備防止駭客入侵，以免資訊外洩造成當事人的傷害或損

失。

(三 ) 建立企業內部自我監控機制

企業內部設有專責監控人員，隨時掌握監控資訊安全系統。留意當事

人授權使用資訊的範圍，到期刪除的時限，以及涉及資訊安全的客訴處理

等需按照企業內部制定的規則確實執行。

(四 ) 聘請外部專業人員處理法律問題

一旦問題發生，為了降低企業的風險，維護企業本身的商譽，建議聘

請熟知法律專業的人員或機構處理相關問題，以降低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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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大健康醫療產業在行銷推廣及服務過程，如何做好個人資

料安全的保護？

一、背景簡要說明

近年來，互聯網技術在大健康醫療產業的應用越來越普及，…從而推動了數

位化醫療業務的蓬勃發展，包括線上問診服務、線上處方、遠端醫療設備、數

位化治療等。這些遠端設備和其他終端被廣泛用於收集、存儲、處理和傳輸大

量的個人資料，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僅收集和儲存大量的病人和醫療服務專業人

員的個人資料，往往還會涉及到與健康醫療相關的敏感個人資料。可以預見，…

大健康醫療產業將會成為《個人信息保護法》的重點執法對象。

《個人信息保護法》93第4條，對大健康醫療產業的企業在個人資料的收集、

處理、儲存和轉移等各方面都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構建了以「告知 - 同意」為

核心的個人資料處理規則、嚴格保護敏感個人資料、強化個人資料處理者的義

務。

二、法律規定要點

大健康產業是對所有與健康相關產業的通稱，並不是針指某個行業，其

涉及範圍非常廣。目前中國大陸並沒有專門針對大健康的適用法規，而是散布

在原本各自的醫療、保健、健診 .. 等各行業領域。由於相關的配套法規都是在

2022 年 8月前後才陸續頒布，目前仍在宣導階段，經查相關司法機關官網，目

前尚無相關爭議案例與司法裁判或主管機關裁罰個案。

(一 )《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大健康醫療產業的影響

1. 對個人資料收集的影響

大健康醫療產業對個人資料收集的場景包括：為個人提供診療、

健康諮詢；健康險、壽險理賠等。線上及線下的相關大健康產業在提

供產品和服務的同時，不可避免的會涉及到諸如個人基本屬性、健康

狀況資訊、醫療應用資訊、醫療支付等相關的個人資料及敏感個人資

料。

93… 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網址：https://flk.npc.gov.cn/
detail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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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個人資料儲存的影響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6條、第9條規定，資料處理者必須(1)

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及技術措施來保護其儲存的個人資料；(2) 不得將

其收集的個人資料保留超過其處理目的所需的最短期限；(3) 必須對其

擁有的個人資料進行分類，並採用適當的保護措施。

3. 對個人資料轉移的影響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2條，對不同場景下的個人資料轉移提出

了不同的要求，比如需要通知個人或取得個人的單獨同意等，以確保

個人資料的轉移不會對個人資料的安全性造成不良影響。

4. 對個人資料出境的影響

大健康醫療產業的跨國企業需要面對資料出境的問題，因為它們

需要在全球範圍內處理在中國大陸境內收集或產生的個人資料。

(二 ) 在行銷推廣及服務過程，如何做好個人資料安全的保護？

1. 收集個人資料如何做好個人資料安全的保護？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6條、第 28 條的規定，收集個人資

料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且限於實現目的的最小範圍，不得過

度收集個人資料；其次，基於個人同意處理個人資料的，該同意應當

是個人對處理目的、方式、種類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願、明確作出的。

此外，處理敏感個人資料 ( 其中包括與健康有關的資訊 ) 需要有足夠

的必要性和個人的單獨的同意。此外，若需要收集 14 歲以下未成年

人的個人資料，則應當獲得該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的同意。

2. 對個人資料出境的如何做好個人資料安全的保護？…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38條規定，個人資料的出境必須滿足

以下條件之一：(1) 通過網信部門的安全評估；(2) 經專業機構認證；

(3) 按照網信部門制定的標準合同與境外接收方訂立合同。《個人信

息保護法》第 38 條規定的三種資料國際傳輸機制，具體可參考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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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1日實施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94、2022 年 6 月 24 日

《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個人信息跨境處理活動安全認證規範》95、

2021 年 8 月 20 日提出的《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規定（徵求意見

稿）》96。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相關企業和從業者應當在原有健康醫療領域應用個人資料保護要求的基礎

上，結合《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要求，對健康醫療資料進行全生命週期的

合規處理，並關注各環節的合規要點。

(二 )…採取相應的安全和技術措施確保個人資料活動符合法律、行政法規的規

定，防止未經授權的訪問以及個人資料洩露、篡改、丟失；在發生個人資

料的安全事件後，依照過錯推定原則，企業需具備一定的舉證能力。

(三 )…大健康產業因應《個人信息保護法》合規的建議

1. 建立內部管理制度；2. 定期展開內部審計；3. 盤點業務流程。

94…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2022-07/07。…網址：http://www.
cac.gov.cn/2022-07/07/c_1658811536396503.htm。

95…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個人信息跨境處理活動
安 全 認 證 規 範 》，2022-06/24。 網 址：https://www.tc260.org.cn/front/postDetail.
html?id=20220624175016。

96…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規定（徵求意見稿）》，2022-06/30。
網址：http://www.cac.gov.cn/2022-06/30/c_16582059695316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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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精準行銷如何確保資料應用的合法性？基於用戶畫像做精

準行銷面臨的問題及如何精準行銷合規化？ 

一、背景簡要說明

隨著數位經濟的發展，強調消費個性，傳統的行銷方法已經無法滿足顧客

需求，更無法滿足企業的需要。在大數據的助力下，企業可以通過精準行銷給

用戶帶來更完善的服務和更好的消費體驗，但同時，也帶來用戶隱私安全隱患。

為了達到精準行銷的效果，一些企業或行銷公司往往會收集用戶資訊以洞

察瞭解用戶習慣，並進行用戶畫像，以利精準行銷。2022 年，中國大陸央視

315 曝光一些商戶沒有獲得用戶知情同意的情況下，利用監控採集了用戶的人

臉、性別、年齡等資訊，並拿這些資訊來做精準行銷。

在精準行銷的場景下，經常會使用到廣告監測資料、用戶畫像資料、群體

特徵值、評分資料等。關於這些資料的收集、使用以及共享的合規性，在中國

大陸國家標準GB/T…35273-2020《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97都有相

對應的規範。

《個人信息保護法》規範了在未獲得消費者授權的情況下，不能通過用戶

畫像展開精準行銷。隨著《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實施，用戶資料的收集和應用，

變得更加困難，精準行銷也面臨巨大挑戰。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精準行銷需遵循《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哪些規定？

1. 精準行銷規則：「告知—同意」

《個人信息保護法》對通過自動化決策方式向個人進行資訊推送、

商業行銷的情形進行了限制。規定商業平臺在和商家合作投放廣告時，

只有當網路平臺上的用戶「輸入」商家的連結，進入商家頁面之後，

平臺才可以給商家用戶流量的資料採擷結果，這才是用戶隱私「授權」

的合規做法。

97… 全國標準信息公共服務平臺，國家標準 GB/T…35273-2020《信息安全技術… 個人
信 息 安 全 規 範 》，2020-03/06。 網 址：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
tailed?id=A0280129495AEBB4E05397BE0A0AB6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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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精準行銷要做到按需投放，不主動打擾。也就是說，只有

當用戶表達了興趣和意願時，商家才能利用資料對用戶投放廣告。

2. 自動化決策廣告針對不同人群推送不同補貼的做法受到影響

自動化決策是指，在無人工干預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手段分析資

料後幫用戶做出決定，而此決定可能會對用戶的個人權益造成重大影

響。例如，平臺通過電腦程式自動分析，並評估用戶的行為習慣及經

濟狀況，自動進行決策給該用戶的商品定價更高，針對不同人群推送

不同額度補貼，這些均違反了《個人信息保護法》。

3. 個性化廣告推送實現難度增加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24條 98，通過自動化決策方式向個人進行

資訊推送、商業行銷，應當同時提供不針對其個人特徵的選項，或者

向個人提供便捷的拒絕方式。通過自動化決策方式作出對個人權益有

重大影響的決定，個人有權要求個人資料處理者予以說明，並有權拒

絕個人資料處理者僅通過自動化決策的方式作出決定。對於個性化廣

告的推送，用戶有了選擇是否接受個性化廣告的權利。

(二 ) 用戶畫像做精準行銷需遵循《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哪些規定？

1.APP 不得強制推送個性化廣告

搜索過一個商品，就會收到很多類似廣告推送，這就是平臺利用

大數據用戶畫像推送個性化廣告。《個人信息保護法》對此作出明確

規定：個性化資訊推送，應提供便捷的拒絕方式。

2. 消費者畫像和洞察受限

過去，消費者幾乎完全沒有隱私，包括性別、年齡、住址、家庭、

行業、收入、婚姻狀態、教育背景、興趣愛好等資訊，被收集和標記，

打上一個個標籤；再通過用戶的流覽偏好、購買行為等用戶行為定向

分析，品牌和媒體就能掌握完整的用戶畫像和消費意圖。在《個人信

息保護法》的規範之下，敏感的個人資料將越來越難收集。

98… 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網址：https://flk.npc.gov.cn/
detail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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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戶畫像的廣告投放受到影響

為了投放精準廣告，企業往往需要收集用戶的個人資料，通過對

多個維度的用戶資料進行分析得出用戶畫像，從而能夠投放更符合用

戶需求的廣告。而現在這些個人資料難以繼續通過互聯網平臺，或資

料服務企業直接獲取，因此在精準行銷及廣告投放方面的難度會增加。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在私域內產生的用戶資料屬於企業可控的自有資料資產，應用範圍更廣，

更有益於作後續的深度營運。

(二 )…在收集用戶資訊的過程，一是需要用戶明示同意，並且不能強制要求用戶

同意，就算用戶拒絕授權，也要為其提供基本的服務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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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個人信息保護法》對 B2B 企業的影響及如何調整行銷策

略？

一、背景簡要說明

過去 B2B 行銷會在一些大平臺上投放資訊流廣告，建立一個流量的線索入

口，獲得一定的資訊，把流量引入自己的流量池當中，方便後續進行進一步的

轉化和瞭解。這是一個很普遍，也是很有效的行銷推廣方式。

但是未來，基於個人資料的保護，企業可能無法看到具體的電話號碼，只

能獲取到互聯網平臺提供的虛擬號，再通過虛擬號聯繫到客戶之後，獲得授權

才能進一步瞭解更為詳細的個人資料。企業做行銷投放與用戶進行第一次接觸

之後，能夠獲得的個人資料會明顯比過去要少。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個人信息保護法》對 B2B 企業行銷的影響

1. 用戶資訊收集難度提高

以前，B2B企業在投放廣告時，會採取廣告回傳資料監測的方式，

直接檢測出用戶設備資訊、手機號資訊以及 IP 位址等。往往導致用戶

無意間點進某個廣告頁面，退出後幾分鐘就接到企業回訪電話。

《個人信息保護法》99第30條明確規定：涉及到敏感個人資料時，

需要取得個人單獨同意，並需要明確告知個人收集到的資料作何用途，

且用戶可以拒絕等。這意味著無法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收集到用戶

資訊、資料等。

2. 個性化行銷難度加大

B2B企業常採取通過各個可以觸達用戶的平臺，監控用戶的行為，

最終給用戶提供個性化推薦。《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5 條對此做出

規定：個性化資訊推送時，應提供個人便捷的拒絕方式。這樣的規定

使企業做個性化行銷時不能過度，而且用戶有拒絕的權利，也意味著

99… 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網址：https://flk.npc.gov.cn/
detail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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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行銷難度加大。

(二 )…B2B 企業如何調整行銷策略以符合《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要求

1. 公開透明地讓用戶提供授權資訊

當用戶願意深入瞭解產品服務後，企業必須要公開透明地讓用戶

提供授權資訊，並確認願意繼續溝通之後，企業才可以進行下一步郵

件、短信以及電話行銷。

2. 建立私域流量

吸引到用戶願意進入企業的私域流量中。因為個性化推薦的授權

制度不易做到，所以如何建立企業的私域流量是關鍵。因為自有資料

的資料精準度會更高。所以 B2B 企業可以建立專屬的行銷空間，充分

與自有用戶資料溝通，從這類精準用戶中挖掘出有價值的內容去分享

發布，從而最終促成商機。

3. 資料集中管理避免資料洩露的風險

個人資料和敏感個人資料的處理規則，平臺需在顯眼位置展示平

臺使用權限及所使用個人資料處理的展示，並為用戶提供便捷的關閉

按鈕。

4. 所有資料獲取管道需要增加隱私政策聲明

用戶註冊表單尾部一定要增加隱私政策，聲明資料用途，如果資

料使用有合作夥伴，需要聲明會授權第三方使用；如果資料存儲伺服

器在國外，則需要得到用戶允許資料出境存儲的許可，如果資料量過

大，建議考慮在國內進行存儲管理。

5. 所有資料獲取需獲得授權

通過第三方採集的資料，要得到授權第三方使用的許可。例如贊

助活動拿到的客戶資料，需要活動主辦方得到客戶授權第三方使用的

許可。官網/APP/小程式/微網站等收集用戶行為需明示並取得同意，

且不能過度收集。

6. 採取會員行銷，發展訂閱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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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名客戶願意成為 B2B 的會員，那麼客戶的會員資料就可以

被企業深度的分析和使用。會員就代表著客戶給予企業授權，企業就

可以發展自己的會員體系，建立自己的「訂閱經濟」模式。

7.「同意管理」

針對用戶的同意授權進行管理。具備了同意管理能力的企業，在

用戶使用企業提供的相關產品或服務時，即可明確聲明他們願意與企

業共享哪些個人資料，用於何種用途，企業也會說明清楚收集、處理

並存儲這些資料後，將用於何種業務目的。

8.「偏好管理」

針對用戶的偏好進行管理。在偏好管理能力的支撐下，用戶可以

向企業表達其希望企業通過什麼管道、在什麼時間、以怎樣的溝通頻

率、與他們溝通什麼內容，而企業應當按照用戶的偏好選擇，去動態

調整行銷策略。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今後 B2B 數位行銷中，無論透過何種途徑獲取的用戶資訊，除了告知用

戶將獲取何種資訊之外，還應告知用戶，資料將用於何處，比如後期的短

信、郵件、精準廣告等，都應充分告知用戶。

(二 )…無論是品牌還是平臺方均有保護用戶個人資料的義務，另一方面進行跨平

臺的資料傳輸同樣需要獲得用戶授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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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數據監管對企業跨境營運的影響與因應篇

子題一：如果資料國際傳輸無法避免，臺商該注意哪些法規？

一、背景簡要說明

資料傳輸是自由經濟時代的重要精神，但在同時考量國家安全及個人隱私

保護兩項大原則下，世界各國對於資料的國際傳輸皆有所因應及規範。《網絡

安全法》作為規範互聯網安全的專門法，最先確立了資料存儲當地語系化的基

本原則；接著發布的《數據安全法》則是對於資料跨境流動的原則、方式等作

了具體的規定；而《個人信息保護法》最終明確了個人資料跨境提供的基本規

則 100。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40條規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和「處

理個人信息達到國家網信部門規定數量的個人信息處理者」，應將在中國大陸

境內收集和產生的個人資料存儲在中國大陸境內，如果業務需要一定得向境外

提供的，應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 ( 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網信部

門規定可以不進行安全評估的，從其規定 )。另外，依據《網絡安全審查辦法》

第 6條規定，臺商縱使不屬於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如果掌握的用戶數達

到 100 萬以上需赴國外上市者，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路安全

審查。此兩項法規是臺商在處理資料國際傳輸的最高指導原則。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資料出境的定義

過去中國大陸的相關法律中對於資料出境沒有明確的定義，但 2022 年 7

月 7日中國大陸公布《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後，對於資料出境提出了明確

的定義：

1. 資料處理者將在境內營運中收集和產生的資料傳輸、存儲至境外；

2. 資料處理者收集和產生的資料存儲在境內，境外的機構、組織或者個

100…黃現清，「數位貿易背景下我國數據跨境流動監管規則的構建路徑」，《西南金融》，
2021 年第 8期，2021 年，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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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訪問或者調用。

(二 ) 企業掌握多少數量的用戶才需要履行資料國際傳輸的各項義務？

根據新出爐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企業符合以下 4種狀況應

申報資料出境安全評估：

1. 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資料；

2.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和處理 100 萬人以上個人資料的資料處理者

向境外提供個人資料；

3. 自上年 1月 1 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 10 萬人個人資料或者 1萬人敏感

個人資料的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資料；

4. 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其他需要申報資料出境安全評估的情形。其中第 2

項及第 3項明確定義了掌握大量個人資料的數量標準。

(三 ) 從事哪方面的業務算是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中提到，重要行業、領域的主

管部門和監督管理部門將負責認定在該行業、領域中哪些屬於關鍵信息基

礎設施，企業一旦被列入即需履行相關法規中對於資料國際傳輸的各項義

務，例如金融、交通、醫療、出版、測繪等行業皆在相關法規中針對資料

國際傳輸有明確的規範及要求，產業內的臺商需小心遵守。

(四 ) 企業要將個人資料出境需要符合哪些條件？

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38 條規定，個人資料處理者因業務需要

向中國大陸境外提供個人資料時，應符合下列三項條件中任一項：

1. 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 101；

2. 經專業機構進行個人資料保護認證 102；

3. 按照國家網信部門制定的標準合同與境外接收方訂立合同，約定雙方

的權利和義務。

三、重點建議事項

《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個人資料違法國際傳輸的行為設置了嚴格的法律責

101…《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40條規定。
102…需符合國家網信部門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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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情節嚴重的除了由保護職責的部門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罰款 ( 五千

萬元以下或上一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五以下 ) 外，並可以責令停業、吊銷業務許

可或營業執照，並記入信用檔案 103，故臺商有個人資料國際傳輸需求時，除了

配合法規通過相關審查外，需確保做到以下幾點：

(一 )…採取必要措施 ( 例如透過合約規範 )，確保境外接收方符合《個人信息保

護法》的保護標準。

(二 )…向個人告知必要訊息，例如：境外接收方的名稱、聯繫方式、處理目的、

處理方式、傳輸的個人資料種類，以及個人向境外接收方行使應有權利的

方式等，並取得個人的單獨同意。

(三 )…事前進行個人資料保護影響評估，並對處理情況進行記錄。

103…馮曉鵬、李思然，<《個人信息保護法》視角下的跨境電商生態數據合規問題 >，載於：
https://www.pkulaw.com/lawfirmarticles/b679011501ee25c5dc40d420ebaa6dd1bdfb.
html( 最後閱覽日 202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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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臺商如何透過合約來規範資料跨境應遵守的義務以避免觸

法？

一、背景簡要說明

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38條規定，個人資料處理者因業務需要需向中

國大陸境外提供個人資料，應符合下列三項條件中任一項：

(一 ) 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

( 二 ) 經專業機構進行個人資料保護認證…；

( 三 ) 按照國家網信部門制定的標準合同與境外接收方訂立合同，約定雙方的權

利和義務。其中針對第 1項所提到的安全評估，依據 2022 年 7月 7日發

布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提供了具體的做法；而第 3項中所提到的

標準合同，目前可供參考的是 2022 年 6 月 30 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起草的《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規定（徵求意見稿）》( 以下簡稱標準合

同徵求意見稿 )104。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甚麼情況下可以透過簽訂標準合同實現國際傳輸？

標準合同徵求意見稿第 4條提到若個人資料處理者「同時滿足」第 4

條規定的四種情形，可以透過簽訂標準合同的方式向境外提供個人資料：

1. 非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

2. 處理個人資料不滿 100 萬人；

3. 自上年 1月 1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未達到 10萬人個人資料的；

4. 自上年 1月 1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未達到 1萬人敏感個人資料。簡單

的說，適用《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者優先以該法作為依據，不適

用《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者則可以簽訂標準合同的方式實現資料

國際傳輸。

(二 ) 簽訂標準合同的流程

企業先針對資料國際傳輸的合法性、必要性初步評估，排除適用《數

104…《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規定（徵求意見稿）》徵詢截止日期為 2022 年 7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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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後，可進入標準合同的簽定程序。首先企業需要先

進行個人資料保護的影響評估，確認符合個人資料保護規範後，與產品或

服務供應商簽定標準合同，合同生效後即可展開所需的跨境資料傳輸活

動。另外，企業需於合同生效日起 10 個工作天內向所在地省級網信部門

備案，並提交標準合同和個人資料保護影響評估報告，還需依據個人信息

保護法第 56 條規定將個人資料保護影響評估報告和處理情況記錄至少保

存三年。

(三 ) 個人資料保護影響評估，評估些甚麼？

依據標準合同徵求意見稿，個人資料保護影響評估的評估內容應當包

括：

1.…個人資料的處理目的、處理方式等是否合法、正當、必要；

2.…出境個人資料的數量、範圍、類型、敏感程度，對個人權益的影響及

安全風險；

3.…境外接收方承諾承擔的責任義務，以及履行責任義務的管理和技術措

施、能力等能否保障出境個人資料的安全，所採取的保護措施是否合

法、有效並與風險程度相適應；

4.…個人資料出境後洩露、損毀、篡改、濫用等的風險，個人維護個人資

料權益的管道是否通暢等；

5.…境外接收方所在國家或者地區的個人資料保護政策法規對標準合同履

行的影響。

三、重點建議事項

標準合同徵求意見稿的提出，對於資料出境方、資訊接受方及管理方都提

供了明確的遵循框架，也降低管理成本，讓資料跨境流通更為順暢。目前標準

合同還在意見徵詢階段，臺商若有資料國際傳輸需求，可參考徵求意見稿的內

容初步進行自我評估，若條件符合未來可透過標準合同簽訂的方法實現資料國

際傳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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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業務需要，不可避免的向第三國之司法或執法機關提供中

國大陸境內的企業訊息，如何才能符合《數據安全法》的

規定？

一、背景簡要說明

企業從事跨國性的商業活動，一旦遭遇到商業糾紛，可能就會透過商業仲

裁或司法途徑來爭取權益。此一過程中，可能因為合約所規定的內容，需要到

海外進行訴訟活動，來爭取與維護自身權益；因而，需要提供充足的資訊來支

持自己的立場，保護自身權益。其中，如果涉及產品效能的訴訟，必然需要提

出完整的產品使用或測試之相關資料。如果這些資料是從消費者實際使用時所

收集的相關資料，也就是透過網路環境所收集與存儲的資料，必然需要考慮《數

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否則就可能違法。

為爭取公司權益而提起訴訟、或者為辯護公司立場而在訴訟中維護己方利

益，都需要努力的準備充足的資料，才能爭取訴訟或仲裁十的最大利益。然而，

《數據安全法》第 36條明文指出只有締約國或者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才能提

供資料；個人或組織，如果沒有得到批准，不得向外國司法機關提供存儲於中

國大陸的資料。在這項規定之下，如果要在海外進行訴訟，該如何才能掌握最

恰當的途徑，在最適當的時機提供最具說服力的資料，讓外國的司法機關作出

公正的判決？

二、法律規定要點

《數據安全法》第 36條規定：「中國大陸主管機關根據有關法律和中國大

陸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協定，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則，處理外國司法或

者執法機關關於提供數據的請求。非經中華民人共和國主管機關批准，境內的

組織、個人不得向外國司法或者執法機構提供存儲於中國大陸境內的數據。」

依據第 36條之規定，有兩種途徑能夠符合規定，提供外國司法或執法機構提供

資料。而組織或個人，唯有透過主管機關的批准，才能提供存儲於中國大陸境

內的資料。因而，因為商業往來而需要在海外進行官司訴訟或商業仲裁之時，

如何依據官司的需要，及時提供有利的相關資料，就成為非常重要的功課。

由於每次的訴訟標的都不會相同，因而不可能預先申請需要提供何種產品

相關資料，作為海外官司或商業仲裁之用；而官司訴訟或仲裁，都有預訂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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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要配合，在取得相關機關許可的時程，可以滿足訴訟之需要嗎？面對《數

據安全法》的施行，企業需要面對海外官司或商業仲裁時的資料提供？

三、重點建議事項

頒布《數據安全法》之後，對於需要收集、存儲、利用資料的企業而言，

一定要做好資料管理的各項準備。如果可以事先將企業活動的次序，依據不同

屬性而區分與資料管理有關的緊密狀態，然後設計不同的資料管理機制，預先

掌握某些業務的官司訴訟進行時，可能需要動用的資料內容。這項管理機制設

計好之後，透過業務聯繫關係得知可能需要進行海外訴訟時，就可以同步的向

主管機關申請資料交付的許可。海外官司訴訟，可能涉及產品相關、設備採購、

市場營運、合資合作、技術授權等領域，不同的領域需要的資料內容不一；在

周全的資料管理機制之下，一旦得知可能會有海外訴訟，就可以依據屬性申請

資料交付之許可，來爭取時效與最大利益。所以，

(一 )…預先規劃資料管理機制，掌握需要動用的資料內容，依據業務屬性與資料

類型，及時申請許可。這一部份的工作，需要平常就有準備，也是企業內

部資料管理機制的重要工作項目之一。能夠周全的掌握資料管理的內容，

在可能面對海外訴訟之時，就可以同步的預先申請，方能及時交付對訴訟

有利的資料。

(二 )…透過訴訟代理機制的運作，減少申請資料交付許可的時程。通常，涉及企

業間的官司訴訟，都會委請專業的法律機構協助，因而能夠更有效的申請

許可。但是，有關資料內容的收集與整理，還是公司本身需要自行處理，

只是得到相關協助之時，能夠更有效的彙整相關資料，有利於訴訟的進

行。

在《數據安全法》規範之下，要交付海外的司法機構所需的訴訟相關資料，

是要先取得許可。如果涉及海外購併或合資等活動時，也可能涉及將存儲在中

國大陸境內的資料，提供給海外的合作對象進行評估之時，還是要透過合法申

請許可之後，交付給海外相關機構，以免因為《數據安全法》的規定，致使交

易的一方可能利用這項法令主張提供於評估交易的資料瑕疵，而影響交易的進

行。105

105…寧宣鳳、吳涵，2022。新起點、新征程：《數據安全法》時代下的數據安全與發展。金杜
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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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據監管對金融企業數據合規

子題一：因應中國大陸的資料監管，臺商應該如何處理經手客戶或

員工的個人金融資料？

一、背景簡要說明

依據《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實施辦法》，個人金融資料是指

金融機構通過展開業務或者其他管道獲取、加工和保存的個人資料，包括：個

人身份資訊 ( 如個人姓名、性別、國籍、身份證件種類號碼及有效期限等 )、個

人財產資訊 ( 如個人收入狀況、擁有的不動產狀況、納稅額等 )、個人帳戶資訊

( 如帳號、開戶行、帳戶餘額等、個人信用資訊 ( 如信用卡還款情況、貸款償還

情況等 )、個人金融交易資訊、衍生資訊 ( 如個人消費習慣、投資意願等 )、在

與個人建立業務關係過程中獲取、保存的其他個人資料。企業在與客戶業務往

來，或招工、人力資源管理過程中，都無可避免的會蒐集到客戶或員工的個人

金融資料，需要審慎處理及保護。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員工或客戶的個人金融資料保護的相關法源

企業對於蒐集到的員工或客戶的個人金融資料進行存儲、使用、加

工、傳輸、提供、公開、刪除等資料處理活動時，需符合《個人信息保護

法》的規範，包含：

1. 第 6 條：收集個人資料，應當限於實現處理目的最小範圍，不得過度

收集個人資料；

2. 第 19 條：除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外，個人資料的保存期限應當為實

現處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時間；

3. 第 38 條：個人資料處理者因業務等需要，確需向中國大陸境外提供個

人資料的，應當遵守國家相關規定與要求；

4. 第 25 條：個人資料處理者不得公開其處理的個人資料，取得個人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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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除外；

(二 ) 個人信息保護法與其他法律、行政法規有違逆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47 條的規定，員工離職

後個人金融資料的處理目的不再必要，企業應當刪除其個人金融資料。楊

傲霜律師指出，依《勞動合同法》第 50 條規定，用人單位對已經解除或

者終止的勞動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備查；《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第

6條：用人單位必須書面記錄支付勞動者工資的數額、時間、領取者的姓

名以及簽字，並保存兩年以上備查。這兩條法規與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定

明顯違背。對此，由於相較於前述兩個法規，《個人信息保護法》是較上

位的法律，仍建議用人單位按照《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的「最

短時間」原則保存個人資料。106

三、重點建議事項

綜前所述，企業對於員工或客戶個人金融資料的蒐集必需以最小必要為原

則，同時告知資訊收集、處理的目的，儲存時間也需最短化，使用範圍及方法

需事先取得個人同意 ( 尤其進行公開活動時需取得個人單獨同意 )，也不得任意

公開所處理的個人資料 (取得個人單獨同意的除外 )。

此外，企業收集員工個人資料的目的是方便企業管理、提升營運效益，超

出此目的的個人資料蒐集對員工而言是侵犯其個人資料權，建議企業在資料收

集前達成勞資合意，與員工簽署勞動合同，在勞動合同中合理要求員工填寫必

要的個人資料。另外在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後，告知離職員工將對儲存的個人

資料進行刪除或匿名化處理。也建議公司內部設置員工個人資料的使用審核流

程，或成立專責監督管理部門，確保企業在收集員工個人資料後能按照相應的

制度和管理體系處理資訊，防止資訊的洩露。

最後，有些隸屬於境外集團的企業，經常應總部集中管理的要求需要將員

工或客戶的個人金融資料傳送到境外，建議企業可參考《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

法》的相關規定，評估資訊國際傳輸的必要性及合法性，再依據《個人信息保

護法》及《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的規範進行安全審查，或以簽訂標準合同

的方式實現必要的資訊國際傳輸需求。

106…楊傲霜，<從人力資源角度談員工信息收集合規之法條解讀——員工個人信息保護系列文
章之二 >，載於：https://www.aisoutu.com/a/955558( 最後閱覽日 202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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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對金融業

的影響及如何因應？

一、背景簡要說明

《民法典》於 2021 年 1 月 1日起施行，明確個人資料與隱私權的範疇

與定義，提出了「私密訊息」是「隱私」的組成部分；定義侵犯自然人隱私

權的具體行為，例如：以電話、簡訊、即時通訊軟體、電子郵件等方式蒐集

個人資料 ( 如：行蹤資訊、健康資訊等 )，侵擾他人私人生活安寧或是處理

他人的私密資訊的行為。

《網絡安全法》主要關注於網路空間的安全治理，網路安全監管角度，

側重於規範網路運營者、網路産品和網路服務提供者保護責任，在此前提下

主要關注的資料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够單獨或者與其他資訊結合識

別自然人個人身份的各種資訊，包括但不限於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

份證件號碼、個人生物識別資訊、住址、電話號碼等。

《數據安全法》主要監管資料，是指任何以電子或者非電子形式對資訊

的記錄。除網路資料外，還將「其他方式對信息的記錄」納入了資料範疇。

按此界定，紙質的檔案資訊以及其他書面形式對資訊所作的記錄，也屬於資

料。

《個人信息保護法》主要關注個人資料保護並首次將適用範圍擴展至域

外，其中主要監管資料定義為凡是與「已識別」的自然人或「可識別」的自

然人有關的資訊，強調「客觀」上與自然人「有關」的資料，如生物識別、

宗教信仰、特定身份、醫療健康、金融帳戶、行蹤軌跡等資料。

隨著大數據戰略的實施，金融行業資料呈爆發式成長，成爲國家基礎性

戰略資源，資料的開放程度和共享程度加深，對資料防洩露、容災機制、資

訊資産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因此，銀行業在收集客戶個人資料時須充分保障

客戶個人資料安全，强化個人資料保護理念，在個人資料保護方面構築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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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的制度體系和實施體系。

近年來，資訊技術的發達，使金融業的發展朝數位化進行，傳統金融機

構組織結構和經營模式發生改變，跨業、跨領域的經營模式使機構之間橫向

業務合作、交叉投資越來越多元化。因此，金融業應以《網絡安全法》為契

機，不斷加强新技術與金融融合發展及相關法律的實施，將《個人信息保護

法》的保護範疇極大化。

二、法律規定要點

《網絡安全法》第 3條規定，鼓勵網路技術創新和應用，支援、培養網

路安全人才，建立健全網路安全保障體系，提高網路安全防護能力。

《民法典》第 1032 條第 2款明確了「隱私」概念，規定「隱私是自然

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願爲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

個人資料權利強調不當使用資訊帶來的客觀人身及財產風險，隱私權則強調

因資訊涉及人格利益而不願為他人知曉的主觀意願。因此，隱私權和個人資

料權利邊界問題及個人金融資料保護的訴求問題，對金融業合規管理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三、重點建議事項

金融業所服務的客群，應視其為「消費者」，對於「個人資料」及「私

密資料」合理地進行區分，進而有效降低資訊收集行爲的相關風險。

個人資料保護之權益主要體現在對於個人資料被使用範圍的知情權和自

主決定權，隱私權主要體現在銀行推廣、行銷業務時不應影響其生活上安寧，

兩者均與金融業務關係密切。金融業者應恪守「最少必要性」原則，而非採

用「應收盡收」的策略，極大地侵犯了客戶的知情權與選擇權。業者在展開

相關業務時應當在專法背景下，多角度考慮提升其相關合規舉措。

另，依據中國大陸人民銀行，銀發【2011】17 號文《中國人民銀行關

於銀行業金融機構做好個人金融信息保護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國大陸境內

金融機構在收集個人金融資訊、資料儲存、處理和分析，都應該在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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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進行。

在中國大陸境內，個人財產、帳戶、信用、金融交易紀錄等，都屬於個

人敏感信息，一般是禁止於境外處理或是進行相關分析作業，但有鑑於多數外

資銀行將業務系統服務器或終端設於境外的特殊性，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曾發布

【2011】110…號《關於銀行業金融機構做好個人金融信息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

通知》，認可如果是為了客戶辦理業務需求，經客戶同意後可以向境外母行提

供個人資料，但境外母行需承擔並保障個人金融信息安全的措施及相對應的法

律責任。

此外，境內金融機構應具備通過中國大陸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或經

專業機構進行個人信息保護認證，或與境外接收方訂立標準合同等必備條件；

確保母行在處理個人資料的工作達到中國大陸對於個人信息保護的標準，並獲

得被披露信息的個人 (自然人 ) 同意。

在傳遞企業的金融信息予境外機構時，雖無像個人信息有明確法規規定，

但也需取得企業書面同意資料，並要求境外母行簽屬保密承諾資料，若涉及商

業秘密，還須經過權利人書面同意後才可向第三人提供。

依 2019 年 1 號令《銀行業金融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銀

行業不得向境外提供履行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義務，所獲得的客戶身份信息和

交易信息。但實務上，臺資銀行在中國大陸若要跨境傳遞反洗錢資訊予母行，

銀行業者首先要履行反洗錢義務獲得客戶的身份和金融交易信息，並採去識別

化處理，移除可辨識使用者身份的信息，在控制知悉範圍和實施保密措施的前

提下，謹慎對和洗錢風險有關的信息進行共用。

在中國大陸的外資銀行在與母行或聯行交換資訊的過程中，是否涉及信息

向境外披露的情形，對臺資銀行來說，符合中國大陸相關法規及金融監管單位

之規定，是首要考量，需由風控合規部門嚴加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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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對金融業造成

影響，金融業如何修改內部文件並與客戶溝通如何因應新

法的實施 ? 

一、背景簡要說明

《民法典》勾勒出基礎的個人資料保護框架，但其主要聚焦的是遭受侵害

後的法律救濟問題。

《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個人金融資料保護，進一步提供法律保障。該法對

個人資料處理活動中個人的各項權利進行了明確，包括知情權、決定權、查詢

權、更正權、删除權等，並要求個人資料處理者建立個人行使權利的申請受理

和處理機制。該法强調銀行應採取安全保護措施等，並將上述原則貫穿於個人

金融資料處理的全過程、各環節。

銀行應當加强消費者金融資料保護教育，針對廣泛普及的數字金融服務，

定期舉行個人資料保護條款解讀，增强消費者日常消費行爲中的個人資料保護

意識的培養，使公眾從被動抵制轉爲主動預防；針對普惠數字金融服務，提高

公眾對必要的資料採集和個人資料保護的分辨能力以及主動預防能力，推動社

會公眾意識到個人金融資料保護是維護公民隱私、維護商業利益、維護國家安

全的關鍵所在，每個公民都有義務從自身做起，維護包括自身資料在內的資料

安全。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69條的規定，處理個人資料侵害個人資料權益

造成損害，個人資料處理者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等侵

權責任。個人資料處理者如果對個人的資訊處理不當，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等侵

權責任。因此，銀行應當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檔案管理系統、資訊分級授權管理

體系以及資訊安全事件應急處理機制。銀行應在內部建立健全常態化預警機制，

從而做到，一旦發生個人資料洩露事件，可以及時進行相關緊急預案或是補救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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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規定要點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6條規定，處理個人資料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

的，並當與處理目的有直接相關，採取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蒐集個人

資料，應當限於實現處理目的的最小範圍，不得過度收集個人資料。銀行業在

收集個人資料時須以此原則爲指導，對不同類型的個人資料進行分類分級，只

收集與銀行展開業務所必需的個人資料，對一些無關資訊如身份識別、宗教信

仰等，則不應該蒐集。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17條的規定，個人資料處理

者應當以顯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語言告知資訊所有者相關規定事項。也就是說，

銀行須在基於客戶個人知情、明確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對客戶的資訊進行處

理。

金融業者在與金融消費者簽訂相關業務協議時，應明確蒐集、使用客戶資

訊的範圍、途徑、使用方式，並允許消費者自行選擇，且不得因客戶不同意其

蒐集相關資訊而拒絕爲客戶提供服務。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 70條規定，個人資料處理者違反本法規定處理個人

資料，侵害眾多個人的權益的，是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金融業是擁有客戶靜態資產資料以及動態交易資料最多的行業，但近年來

産品行銷推介涉及的電信詐騙案件等問題，極大地攪擾了客戶的生活安寧，給

銀行業的聲譽帶來了較大的負面影響。銀行業在收集客戶個人資料時須充分保

障客戶個人資料安全，强化個人資料保護理念，在個人資料保護方面構築更加

完備的制度體系和實施體系。

三、重點建議事項

金融業者強化組織內部的教育訓練，尚需於有效的時間內修訂相關合同、

業務表單或是制訂增補契約。此外，在涉及客戶資訊傳遞的對外合作業務 (如：

第三人行銷 )時，應謹慎進行充分審查、評估第三方機構的個人資料保護能力，

將事前預防做到位，並要充分保障客戶的知情權；業者不僅要善盡告知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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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個人資料的收集，從業務開始到業務終止的資訊删除全過程都要充分保障

金融消費者的知情權；金融業內部對於第三人行銷之作業，應定期對資訊保護

工作進行排查，並對合作方的資質及資訊安全能力進行全行業的資料共享，通

過預防將風險隱患降到最低，避免影響自身聲譽風險或增加法律風險。

銀行應當加强消費者金融資料保護教育，針對廣泛普及的數字金融服務，

定期舉行個人資料保護條款解讀，增强消費者日常消費行爲中的個人資料保護

意識的培養，使公眾從被動抵制轉爲主動預防。

銀行在蒐集客戶個人資料時，應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規範，明確

各部門的具體權限與職責，將銀行相關業務細緻化、規範化、流程化。

提高違規成本和懲處力度，强化員工對個人資料洩露引發法律後果的認知，

讓從業人員除了具備專業素養外，不敢貿然違法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參考文獻：

1. 肖君擁、張雪亭，「銀行業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義務問題」，《銀行家雜

誌》，2021 年第 12 期。

2. 網路資料：萬敏，〈《個人信息保護法》實施兩月…金融機構數據治理需

加強〝內功〞〉，2022 年 01 月 12 日，《經濟觀察網》,…載於：http://

www.eeo.com.cn/2022/0112/518432.shtml…( 最後瀏覽日 20221025)

3. 網路資料：沈成、李欣，〈律師解讀｜從金融業視角解析《個人信息

保護法》〉，2021 年 10 月 27 日，北京市竟天公誠律師事務所，載

於：https://new.qq.com/rain/a/20211027A0AEB600…( 最 後 瀏 覽 日

20221025)

4.網路資料：陳敏婧，〈大陸最新個人信息保護法…影響銀行跨境傳遞訊息〉，

2021 年 11 月 1 日，經濟日報，載於：https://money.udn.com/money/

story/122229/5857146…( 最後瀏覽日 202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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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數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對已在中國大陸的

臺資金融企業影響為何？臺資金融機構要如何運作才能確

保客戶資訊處理作業合規？   

一、背景簡要說明

人行徵信系統已收錄逾 11 億自然人及 6千萬企業徵信資料，但卻有近半

比例僅具客戶基本資料信息，因此不少金融機構審核信貸對象信用評分時不得

不借重互聯網平台的網民行為分析。金融機構日常經營往往會產生、保存及傳

送大量數據，且涉及非常多的個人信息與商業機密；近年來，隨著互聯網、人

工智能、大數據及雲計算等金融科技蓬勃發展，數據應用確實帶來不少數據紅

利，但也同時迎來數據安全越權行為及個人信息保護疑慮。去年數據三法立法，

今年數據出境安全監管法令跟進出臺，中國大陸正式告別數據紅利野蠻式增長

邁向數據安全監管新時代；數據安全監管頂層設計愈完善，對中國大陸臺資金

融機構而言，其所面對的客戶徵信、客戶信息保護及跨境數據傳輸等合規挑戰

也會跟著水漲船高；如何避免數據應用違法？已成未來臺資金融機構從事中國

大陸境內及跨境金融業務時的重要新課題。

二、法律規定要點

近年來金融科技商業模式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確實推動不少金融業務創新；

但凡事總有一體兩面，中國大陸互聯網金融及金融科技的猛暴性增長雖取得不

少新亮點，但隱身野蠻式增長背後也的確存在不少用戶資訊洩露及消費者隱私

權保護不足等數據安全問題。根據《數據安全法》規定，國家將建立數據分類、

分級及保護制度，金融機構進行數據處理時必需確保所有的資訊處理作業合法

合規；且最值臺資金融機構注意的是，數據安全法實施後，任何機構未經許可

不得向國外提交中國大陸境內信息或重要數據信息。《個人信息保護法》則是

在個人一般信息與敏感信息二分類基礎下，對金融機構的個人金融信息收集、

個人金融信息使用、個人金融信息外包及依託大數據、AI 技術和雲計算等自動

化決策與個人金融信息內部控制等，訂定出各企業均應一致遵循的基本準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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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個人信息保護法另還將個人信息處理的法律責任分為行政責任、民事責

任和刑事責任等三種，並根據責任分類從嚴處罰。對臺資金融機構而言，個人

金融信息和相關重要業務數據亦普遍存在於與跨境業務相關的境內外數據流轉

和境內外員工平時的郵件傳輸或即時通訊連絡上，凡此均將涉及《數據出境安

全評估辦法》中有關個人信息及重要數據的跨境傳輸規定。…至於《徵信業務管

理辦法》則要求互聯網平台機構在與金融機構進行客戶介紹、助貸及聯合貸等

相關業務合作時，不得將消費者因業務需要所主動提交的個人信息，譬如申請

案件信息、個人基本資料信息及個人畫像評分信息等直接提供給金融機構，此

即一般所謂「斷直鏈」，意即今後將不再讓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支付作業與銀行

直接相連結。

三、重點建議事項

隨數據三法等之相繼立法，包括臺資企業在內的中國大陸金融機構將因此

面臨門檻愈來愈高的資訊安全合規要求；為此，臺資金融機構必需就公司戰略、

資訊蒐集及資訊處理等三層面，重新審視企業現行所有數據相關作業是否合法

合規。

(一 )…就戰略層面而言：臺資金融機構要優先開展數據安全為先、信息保護人人

有責的優質公司文化，並建構完整且專責的數據安全與客戶信息保護治理

體系。

(二 )…就資訊蒐集層面而言：除必需修改已逾越用戶信息收集協議條款的所有不

合規業務與商品外，也要恪遵合法、正當、必要及最小必要性等客戶信息

蒐集原則。

(三 )…就資訊處理技術層面而言：除必需審視現行內部及包括跨境業務等所有資

訊處理作業必需合規外，若有涉及業務外包及金融業務自動化等相關事

宜，亦需降低不必要外包人員掌握客戶信息的可能性及在智能投顧與精準

行銷等自動化決策過程中同時保障消費者對個人信息是否揭露的評估自主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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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aWnY1q5sMIJZXAVyCQ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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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據監管對企業上市數據合規

子題一、中國大陸近期對臺商在境內外上市有關網路安全、資料安

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的政策有何改變？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證券主管部門歷年來對臺商在境內（A股）上市或在境外上市（主

要是香港、返臺或在美國上市），向來持正面鼓勵的態度，其中在A股上市或

返臺以「KY」主體在臺灣上市為主流。

臺商企業自 2003 年，國祥製冷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迄今 19年，已有超

過45家企業在上海或深圳交易所上市。早期申請的臺商，以「無根臺商」為主，

近年來臺資企業將中國大陸業務「分拆上市」，則有更普遍的現象。

另有至少 30家以上的臺資企業，雖然業務營運主體在中國大陸，但為考慮

資金更靈活的國際調度，則以境外主體（多半以設在開曼群島為控股法人）尋

求回臺灣，申請在「臺灣證交所」或「櫃買中心」掛牌上市。

這兩種主要的境內外上市方式均必需關注中國大陸相關法規的最近要求，

始能順利完成上市的目標。去年（2021年）3月，中國大陸通過「十四五規劃」，

明確提出「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在中國大陸上市」，當年即有 5家臺資企

業順利完成掛牌流通。

二、法律規定要點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網絡安全法》實施以後，又於 2020 年發布《網

絡安全審查辦法》對中國大陸及臺資企業在準備境內外上市的政策上，似有趨

嚴的情況。主要反應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 )…該法賦予政府主管部門審查及緊急斷網的權利，對網路的管制日趨嚴謹，

對網路營運及服務提供者均增加責任。

(二 )…以法律形式明確網路實名制，恐限縮自由表達意見的空間，此舉對產業研

究及個股分析均產生心理的壓力。

(三 )…要求提供給境外的資料必須經過審查，一方面規範境外企業在中國大陸的

運作，另一方面可能導致打擊外商投資的意願。2021 年 12 月 28 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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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中央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修正公布《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掌握超過

100 萬用戶個人信息的網絡平台運營者赴國外上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

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

另外，2021 年 9 月 1 日施行的《數據安全法》，雖然也對企業及政府的

資料要求進行分類分級的管理，且對相關的「資料處理」進行域外管轄。對臺

商而言，其「資料本地化」及「出境管理」均增加了經營的責任及風險，然而

其中對鼓勵資料發展、利用以及技術研發及商業創新等方面，不妨可視為增加

臺商未來發展的新政策。

三、重點建議事項

由於臺商在境內外申請上市的過程中，許多資料涉及資料的收集、存儲、

使用、加工等行為，必須密切注意《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以及《個

人信息保護法》的規定及配合，從資訊管理的角色建議臺商應該：

(一 )…有關研發設計、物流、銷售、售後服務、人事、財務等所收集的個人資料，

應注意分類、分等加入管理、儲存。

(二 )…關於資料存儲，應分境內、境外分別管理，最好能在當地建立資料中心單

獨列管。

(三 )…臺商因為身份特殊，與外資、陸資均有區別，在資訊的管理方面應特別避

免意識形態方面的主觀評論，盡量降低在政治方面的風險。

從業務發展的角度，臺商在中國大陸市場配合資料及網絡安全的法規要求，

政策提供了一些方向，不妨也可以視為另一個機會，包括：

(一 )…由於上海、深圳及北京證券交易所均分別推出科創板或創業板，臺商在中

國大陸政府鼓勵參與資料基礎建設的政策之下，可考慮多從事相關領域的

創新應用，俾利於往資本市場取得融資。

(二 )…在科技發展的產業方面，資料開發利用、資料安全技術、商業創新以及公

共服務的智能化，不論是軟硬體的研發，均是臺商未來可以繼續發揮的領

域。

(三 )…此外在資料安全，檢測、認證、交易管理，甚至相關教育方面都有待進一

步完善，也提供了另一種商機，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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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臺商在中國大陸上市需遵守網路安全、資料安全及個人資

料保護的哪些規定，上市審查會審查網路安全、資料安全

及個人資料保護的哪些重點內容？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臺商早期從一些「無根臺商」在中國大陸長期扎根發展，在當地

已在建立厚實的基礎，也盡可能在當地取得各種融資的資源，在A股尋求上市。

自 2003 年迄今 19 年，已有超過 45 家臺資企業在上海、深圳等交易所（目前

又增加北京交易所）取得上市掛牌地位。在A股的資本市場上，漸漸形成所謂

的「臺商板塊」，因為臺商企業管理良好、業務及財務訊息透明，對投資人而

言有一定的吸引力，加上當地主管部門的鼓勵，未來臺商在A股市場繼續申請

上市，仍將是融資的主流之一。

在2020年4月13日，中國大陸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聯合相關部委，根據《網

絡安全法》，公布了「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作為政府機關及各行各業在推動

資訊化發展過程中風險審查的重點，各部委及省市政府亦根據上述法規出臺了

一些相關規定，這些規定無疑對臺商在申請在中國大陸上市形成了一定的約束。

二、法律規定要點

中國大陸A股的上市審查在上述數據三法公布之後，也配套的出臺一些審

查的重點，主要體現在下列兩個方面：

(一 ) 確保資料安全

這是監管機構關注的重點也是企業及中介單位容易出問題的項目，主

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技術層保證資料的安全，另一是制度層面保證資料

整體流程安全及應急處理，主要的關注重點包括：

1. 發行人內部控制制度及其執行情形。

2. 涉及資料供應商時，其內控制度及落實情形。

3. 發生網絡安全時間時，發行人（申請企業）如何承擔責任。

(二 ) 資料出境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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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包括：符合出境地區的資料合規及符合入境地區合規兩種，監

管機構特別關注到資料出境安全問題及入境地區的資料相關法律對企業經

營的實質影響，常見的問題包括：

1. 個人資料是否合規出境。

2. 重要資料是否合規出境。

3. 資料境外銷售是否符合國家資料安全和個人資料的保護法規。

4.境外資料處理活動是否遵守當地個人資料和資料安全保護的相關規定。

三、重點建議事項

臺商在中國大陸長期發展，本就應該符合當地法規，在數據三法實施後，

更應遵守相關的規定。在申請A股上市的過程中，由於臺商的經營往往涉及兩

岸主體，甚至多處法規遵循的問題，準備起來更顯得複雜，所幸在中國大陸的

中介單位（包括：律師、會計師、證券商等）均有豐富的輔導經驗，借助過去

的成功或失敗案例，可以理出幾項值得特別關注的方向，包括：

(一 )…加強建立健全流程資料安全管理制度。

(二 )…定期加強風險監測，遇情況時立即採行補救措施。

(三 )…建立安全應急預案，並明確發生安全事件時，可能承擔的責任。

(四 )…相關個人信息及數據達到國家規定數量者，應當在境內存儲。

(五 )…因應與境外資料交流的需要，應建立企業跨境管理機制。

其他的注意事項，應隨時關注監管部門陸續出臺的相關規定，以求完善並

順利通過上市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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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中國大陸臺商在海外上市需遵守網路安全、資料安全及個

人資料保護的哪些規定？ 

一、背景簡要說明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高速發展，中國大陸企業選擇到國外證券市場上市融資

的情況逐漸增多。有資料顯示，2018 年以來每年都有超過 30 家中概股企業在

美掛牌上市，約占每年美國新上市公司的20%。2021年這樣的趨勢達到高峰，

上半年就有 38家中概股企業在美國上市，而其中具有網絡平臺屬性的互聯網企

業超過了一半。

中國大陸主管機關擔心這些網絡平臺營運企業在海外上市給國家安全帶

來隱患，日前滴滴曾因在海外上市過程中疑似提供或披露涉及國內平臺營運的

資料給國外證券監管機關，被中國大陸認為是影響國家安全。對此中國大陸在

2021 年 11 月 16 日通過《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指出無論是哪種企業、在哪裡

上市，必須確保國家網絡安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以及個人資料保護安全，

且規定網絡平臺營運者應當在向國外證券監管機構提出上市申請之前，申報網

絡安全審查，因此形成海外上市的新門檻。

《數據安全法》的主要對象已從少數性質較特殊的營運者（例如，經營涉

及油、水、電等關鍵信息基礎設施者），轉變為包括一般企業，使得一般企業

不再像從前僅是受間接影響而已。依《數據安全法》定義，所謂「資料」即是

對資訊所為的記錄，無論電子或非電子形式均包括在內。除了對「資料」的定

義廣泛，該法規範的對象也幾乎包含了其境內各公、私部門組織，部分情形甚

至包括境外組織。

二、法律規定要點

由於中國大陸企業（包括陸資及臺資）在境外上市時，多半以赴美或到香

港掛牌為主，臺資企業另可選擇以境外法人（設立控股公司於開曼群島或其他

主管機關承認之第三地）申請返臺上市，三種情況所面臨的問題，各有差異，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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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赴美上市

在中國大陸經營業務的企業申請赴美上市（主要是紐約證交所或

NASDAQ）在有關資料監管方面的要求，由於美國並無單獨方面增加要

求，所以申請企業仍以符合中國大陸的數據三法的要求為主。2022 年，

中國大陸證監會公布《關於加強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上市相關保密和

檔案管理工作的規定（徵求稿）》做了一些重大的修訂，包括：

1.…擴大適用範圍，將境內企業定義為包括在境外直接發行上市的境內股

份有限公司和境外間接發行上市主體的境內營運實體。

2.…明確企業保密責任，要求：境內企業內有關證券公司、證券服務機構、

境外監管機構等單位和個人提供、公開披露，或者通過其境外上市主

體等提供、公開披露涉及國家機密、機關單位工作秘密文件、資料的

應當依法報有審核權限的主管部門批准。

3.…明確會計檔案管理要求，規定：境外會計師事務所從事境內企業境外

發行證券和上市相關審計業務，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履行相應程序。

此舉顯然是對過去美方要求的直接審計檢查，提出折衷的方案。

(二 ) 赴香港上市

過去由於美方對中國大陸企業赴美上市的財務及業務披露透明度有所

質疑，因此不少企業面臨在美下市風險，而轉向尋求返回香港上市。依據

2021 年 12 月 28 日新修訂的《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明確要求掌握超過

100 萬用戶個人資料的網絡平臺營運者赴國外上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

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因此，在香港上市除一般上市要求之外，另應

注意網絡安全的一些要求：

1.…注意網路安全審查的時限，需特別審查程序的，可能超過 90工作日以

上。

2.…在招募案中對於網絡及資料安全的披露應符合相關的規定。

3.…屬於SaaS企業、互聯網醫療企業、人工智能企業、C端App營運企業，

另有特殊的披露要求，必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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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業應評估未遵守相關法規的風險，未及時調整資料保護風險、內控

及外部風險以及與第三方合作相關風險等，並予以披露。

(三 ) 返臺上市

臺資企業與中國大陸企業比較，多了一項返臺上市的選擇，而此舉也

符合臺灣主管部門的鼓勵範圍，目前臺資企業返臺上市，通常都是經過適

當的法律重組過程（以開曼群島為主）設立控股公司，然後將中國大陸實

際經營的業務主體通過股權重組方式，列入控股公司股權架構內，並由會

計師審計其合併財務報表，再申請向臺灣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申請

上市（或上櫃），此一過程因至少涉及臺灣、第三地、中國大陸三地的法

規，故需由證券商、律師及會計師等中介單位檢視是否符合各地相關的法

規要求，整合報告之後向主管機構提出申請。返臺上市的要求，悉依臺灣

主管部門的要求，茲不贅述。

三、重點建議事項

臺商雖然在境外上市方面與中國大陸企業面對一樣的法規要求，惟因上市

地點不同，所需注意的重點亦有所差異。對於上市地點的選擇、考慮眾多，包

括業務發展的中心是以內需為主或外銷為主，財務調度的國際化程度，各地的

上市需求，上市地點的估值及流動性、再融資的方便程度、上市的時間及上市

準備工作的繁瑣程度等，必須做通盤的考慮始能決定。

從臺商的角度，由於在資料監管法規對臺商的要求並無差異，所以一般內

需產業尋求在A股上市，而國際化程度高的臺資企業返臺上市似乎是另一個較

佳選擇，兩相比較，台商返台上市將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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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數據監管對汽車企業的影響與因應篇

子題一：汽車行業企業如何因應網路安全和資料合規的要求 ?

一、背景簡要說明

特斯拉汽車遭到中國大陸軍方相關部門的限制，因為特斯拉汽車涉嫌收集

資料，會對國家安全造成風險。如今，包括國企、事業單位、行政機關在內的

涉密部門也開始禁止使用特斯拉汽車，理由是特斯拉收集資料會帶來潛在的安

全風險。

隨著汽車智慧化、聯網化的發展，在給消費者帶來更智慧、更便捷的用戶

體驗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的汽車資料安全問題。近來中國大陸不斷加強對

汽車資料的保護力度，除了頒布上位的《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外，

2021 年已有六部以上的汽車數據安全、智慧網聯汽車管理規定相繼頒布。《關

於加強智慧網聯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准入管理的意見》、《汽車數據安全管理

若干規定 (試行 )》、《車聯網（智能網聯汽車）網絡安全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汽車採集數據處理安全指南》、《信息安全技術網聯汽車採集數據的安全要

求（草案）》、《關於加強車聯網 (智能網聯汽車 ) 網絡安全工作的通知》等，

通過上述政策文件加強對汽車資料生命週期的管控。

汽車行業正從單純賣車轉向智慧產品與聯網服務結合的新型經營模式，如

何依法合規採集和處理客戶個人資料，避免發生客戶資訊洩露等安全事件，成

為了汽車廠商合規營運的關鍵點。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汽車行業企業如何因應網路安全的要求 ?

中國大陸工信部頒布《關於加強智慧網聯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准入管

理的意見》107，提出了車聯網 ( 智慧網聯汽車 ) 網絡安全標準體系框架、

重點標準化領域及方向，加強智慧網聯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准入管理，明

107…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加強智能網聯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准入管理的意見》，2021-
08/12。網址：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yj/art/2021/art_bf9a399907d-
94b8c9ac9f79f2045fe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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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汽車資料安全、網路安全、線上升級等管理要求。

工信部頒布《關於加強車聯網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工作的通知》108，

按照車聯網網路安全和資料安全相關標準要求，加強汽車、網路、平臺、

資料等安全保護，監測、防範、及時處置網路安全風險和威脅，確保資料

處於有效保護和合法利用狀態，保障車聯網安全穩定運行。

2022…年 2…月實施的《車聯網（智慧網聯汽車）網絡安全標準體系建

設指南》109，聚焦車聯網終端與設施網路安全、網聯通信安全、資料安全、

應用服務安全、安全保障與支撐等重點領域，覆蓋車聯網網路安全、資料

安全的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該指南包括總體與基礎共性、終端與設施網

路安全、網聯通信安全、資料安全、應用服務安全、安全保障與支撐等 6

個部分。

《數據安全法》已頒布實施，要求各行業需確定重要資料類型、展開

資料分級分類、安全技術控制措施、資料防洩露緊急防控能力建設等，確

保網路安全與資料合規。工信部等五部委發布《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

定（試行）》110，明確了汽車資料的範圍，提出了汽車資料安全的若干管

理原則，規定了資料分類分級、資料跨境、個人資料保護、汽車資料安全

等一系列合規要求，特別是規定車企在每年十二月十五日之前，應向所處

省級網信部門報送年度汽車資料安全管理情況報告。如果車企展開汽車資

料處理時，造成用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應承擔相應責任。如違反規定，

將由相關部門依照《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進行處罰，構成犯罪

的將追究刑事責任。

《汽車採集數據處理安全指南》111，規定了汽車製造商對汽車採集資

108…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加強車聯網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工作的通知》，2021-09/16。
網 址：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1/art_ba43080de41242e-
4ab6d6d5fa3218ff9.html

109…工業和信息化部，《車聯網（智能網聯汽車）網絡安全標準體系建設指南》，2022-
03/07。 網 址：https://www.miit.gov.cn/jgsj/kjs/wjfb/art/2022/art_587f4340697f-
42c1a0a39271b4872592.html。

110…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2021-08/16。網址：
http://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49984897667.htm。

111…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技術文件 TC260-001《汽車採集數據處理安全指南》，
2021-10/08。網址：https://www.tc260.org.cn/file/jswj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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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傳輸、存儲和出境等處理活動的安全要求，為汽車製造商開展汽車的

設計、生產、銷售、使用、營運維修提供資料保護實施規範，同時也為主

管監管部門、第三方評估機構等對汽車採集資料處理活動進行監督、管理

和評估提供依據。

《信息安全技術網聯汽車採集數據的安全要求（草案）》112，規定了

網聯汽車採集的資料在傳輸、存儲和跨境等環節的安全要求。本文件適用

於規範具有聯網功能的量產乘用車資料處理相關活動。

(二 ) 汽車行業企業如何做好個人資料保護的要求 ?

《個人信息保護法》113 第 17 條，要求進行個人資料收集或處理活動

之前，必須明確告知資料主體關於個人資料收集或處理的用途、以合法、

正當、透明方式才能處理個人資料、確保個人資料安全和資料主體能夠合

法行使權利，避免資訊過度收集、擅自披露等違規事件發生。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汽車廠商應設立專業化安全合規職能部門，負責企業網路安全與資料合規

工作，制定安全合規戰略和願景目標。

(二 )…參考 ISO21434、ISO27001、ISO27701、IEC62443 等國際標準安全管理

體系，制定管理制度與流程，建立風險管理防線。

(三 )…在產品市場策劃、資訊系統需求分析、汽車產品與網聯服務研發設計的各

階段，運用隱私工程設計，分析業務場景的相關網路安全與資料合規的

需求場景，例如網聯汽車安全事件應急回應、車聯網個人資料採集與處理

等，並將其嵌入到汽車產品功能或資訊系統模組。

(四 )…《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提到企業自身應進行合規的評估分

析，作為資料處理者要定期展開合規審計，評估自身的資料管控狀態和合

規狀態，並進行合規差距分析。

112…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信息安全技術網聯汽車採集數據的安全要
求（ 草 案 ）》，2021-04/28。 網 址：http://www.cac.gov.cn/2021-04/29/
c_1621273432655484.htm。

113…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網址：https://flk.npc.gov.cn/
detail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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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汽車設計、生產、銷售、使用、營運維護等過程中涉及的

個人資料資料和重要資料包括那些 ?

一、背景簡要說明

近年來，隨著智慧化、聯網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汽車逐漸成為網路資料收

集和產生的重要來源之一。一輛智慧網聯汽車每天平均收集的資料量有多大？

至少收集 10TB 的資料。例如：剛買的車有刷臉開車門等功能，有鏡頭採集的

人臉資訊識別會不會被濫用？車輛行駛過程中產生的行蹤軌跡、聲音、影像等

資料，在被採集分析時，有沒有進行匿名化、去標識化等去除敏感資訊的處理？

目前，大部分智慧汽車都有聲音採集設備，如常見的疲勞駕駛預警系統，

由 ECU和高清攝影鏡頭兩大模組組成，利用駕駛員的臉部特徵、眼部信號、頭

部運動性等來推斷駕駛員的疲勞狀態，並進行報警提示。與此同時，該系統也

會收集車內駕乘者的圖片級影像資訊；而車載語音交互系統則可以收集車上人

的語音資料，而車載系統中的多個APP也有類似功能。有的系統還與雲端相連，

可以進行即時傳輸。在車外，無論是帶有 ADAS 還是 L2 級輔助駕駛功能的智

慧汽車，相關服務的感知設備一般都有攝影鏡頭、毫米波雷達、雷射雷達等，

這些都可以採集車輛所經過之處周圍的環境資料甚至是重要資料。

智慧汽車上傳到雲端或與雲端交互的資料中，也有大量是重要資料或個人

敏感資訊，這些一旦遭到篡改、破壞、洩露或者非法獲取、非法利用，後果不

堪設想。

二、法律規定要點

《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對資料安全、個人資料保護作了基本規定。

《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114，對汽車資料中的個人資料、敏感

個人資料、重要資料的含義和類型進行了明確定義。目的就是為汽車個人資料

安全設下防火牆。

(一 ) 什麼是汽車資料？

汽車資料是指汽車設計、生產、銷售、使用、營運及維修等過程中涉

及的個人資料資料和重要資料；汽車資料處理，包括汽車資料的收集、存

114…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2021-08/16。網址：
http://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499848976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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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等，涉及汽車資料處理的全生命周期。

(二 ) 汽車資料中的個人資料是什麼？…

個人資料，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與已識別或者可識別的車

主、駕駛人、乘車人、車外人員等有關的各種資訊，不包括匿名化處理後

的資訊。

(三 ) 汽車資料中的重要資料是什麼？

指一旦遭到篡改、破壞、洩露或者非法獲取、非法利用，可能危害國

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個人、組織合法權益的資料，包括：（1）軍事管

理區、國防科工單位以及縣級以上黨政機關等重要敏感區域的地理資訊、

人員流量、車輛流量等資料；（2）車輛流量、物流等反映經濟運行情況

的資料；（3）汽車充電網的運行資料；（4）包含人臉資訊、車牌資訊等

的車外影像、圖片資料；（5）涉及個人資料主體超過10萬人的個人資料；

（6）網信部門和國務院發展改革、工業和資訊化、公安、交通運輸等有

關部門確定的其他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個人、組織合法權益

的資料。

(四 ) 汽車資料中的敏感個人資料是什麼？…

是指一旦洩露或者非法使用，可能導致車主、駕駛人、乘車人、車外

人員等受到歧視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危害的個人資料，包括車輛

行蹤軌跡、聲音、影像、圖片和生物識別特徵等資訊。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消費者比較關注的個人資料收集安全，尤其是人臉識別、疲勞監測、輔助

駕駛等功能都是預設。對此，建議：汽車資料處理者處理敏感個人資料，

應當符合法律等要求；應當取得個人單獨同意，個人可以自主設定同意期

限。

( 二 )《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第 8條、第 9條，規定要收集汽

車用戶個人資料，需做到前置條件，即「徵得用戶同意」，否則無權收集

個人資料。特殊例外情況下，如果為了保證行車安全時，無法徵得個人同

意採集到的車外個人資料且向車外提供的，要進行匿名化處理。個人要求

刪除的，汽車資料處理者應當在十個工作日內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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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汽車製造商、零部件和軟體供應商、經銷商、維修機構以

及出行服務企業等汽車資料處理者對汽車資料應當遵循哪

些處理原則 ?

一、背景簡要說明

《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均提

出對重要資料以及個人資料的保護要求。《網絡安全法》首次從法律層面明確

了重要資料安全和個人資料保護的要求；《數據安全法》明確國家資料安全，

提出了加強重要資料安全保護；《個人信息保護法》則對個人資料的內涵、外

延，以及保護要求、方法、機制提出了要求。《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 (試

行 )》115 首次對處理汽車相關重要資料、個人資料提出了具體要求。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汽車資料處理者進行汽車資料處理應當符合的一般要求

明確了汽車資料處理者展開汽車資料處理活動的一般要求。主要包

括：一是處理汽車資料應當合法、正當、具體、明確，與汽車的設計、生

產、銷售、使用、營運維修等直接相關。二是利用互聯網等資訊網路展開

汽車資料處理活動，應當落實網路安全等級保護等制度，加強汽車資料保

護，依法履行資料安全義務。三是應當建立投訴舉報管道，設置便捷的投

訴舉報入口，及時處理用戶投訴舉報。

(二 ) 汽車資料處理者在進行汽車資料處理活動應堅持的四大原則

汽車資料處理者在進行汽車資料處理活動中堅持「車內處理」、「默

認不收集」、「精度範圍適用」、「脫敏處理」等原則，減少對汽車資料

的無序收集和違規濫用，鼓勵汽車資料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促進汽車行業

健康有序發展。

(三 ) 處理個人資料的原則

汽車資料處理者應當履行個人資料保護責任，充分保護個人資料安全

和合法權益。展開個人資料處理活動，汽車資料處理者應當通過顯著方式

告知個人相關資訊，取得個人同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

115…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2021-08/16。網址：
http://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499848976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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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針對個人資料，一是告知義務，汽車資料處理者處理個人資料應當告

知處理個人資料種類、收集情境、停止收集方式途徑等相關資訊。二是徵

得同意義務，汽車資料處理者處理個人資料應當取得個人同意或者符合法

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三是匿名化要求，因保證行車安全需要，

無法徵得個人同意採集到個人資料且向車外提供的，應當進行匿名化處

理。

(四 ) 處理敏感個人資料的原則

針對敏感個人資料，在履行告知、徵得個人單獨同意等義務基礎上，

汽車資料處理者在處理敏感個人資料時還應當滿足限定處理目的、提示收

集狀態、為個人終止收集提供便利等具體要求。針對個人生物識別特徵資

訊，指紋、聲紋、人臉、心律等。明確汽車資料處理者具有增強行車安全

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方可收集。

(五 ) 重要資料處理的原則

汽車資料處理者展開重要資料處理活動，應當遵守依法在境內存儲的

規定，加強重要資料安全保護；落實風險評估報告制度要求，積極防範資

料安全風險；落實年度報告制度要求，按時主動報送年度汽車資料安全管

理情況。因業務需要確需向境外提供重要資料的，汽車資料處理者應當落

實資料出境安全評估制度要求，不得違規向境外提供重要資料。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營運者處理重要資料，應當提前向省級網信部門和有關部門報告資料類

型、規模、範圍、保存地點與時限、使用方式，以及是否向第三方提供。

(二 )…處理個人資料涉及個人資料主體超過 10 萬人、或者處理重要資料的營運

者，應當在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將年度資料安全管理情況報省級網信部門

和有關部門。

(三 )…營運者處理個人資料應當通過用戶手冊、車載顯示面板或其他適當方式，

告知負責處理用戶權益責任人的有效聯繫方式，以及收集資料的類型，包

括車輛位置、生物特徵、駕駛習慣、音影像等，並提供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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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電動汽車、車聯網和互聯網汽車如何確保資訊不被洩漏？

如何避免個人隱私外洩？ 

一、背景簡要說明

電動汽車發展的趨勢，加速了車聯網系統的發展，對於車聯網環境下的個

人資料應該如何保護呢？車聯網環境下關注的個人資料重點在於：個人隱私資

訊，車輛關鍵資訊。

車聯網延伸至物聯網，以車內網、車際網和車載移動互聯網為基礎，在人、

車、路、行人以及互聯網之間，實現智慧化出行。現在各種電動、新能源汽車

的APP，都實現了遠端控制查看車輛資訊，有些可以用刷臉支付。而這些智慧

交通的使用，都離不開個人實名資訊的註冊。因此，在智慧交通、智慧出行等

方面給車主帶來便利的同時，同樣存在著隱患：個人資訊的外泄。當個人的出

行資訊、消費資訊、姓名、電話、家庭資訊和汽車綁為一體時，無法保證後臺

資訊不會被販賣，當做商業資訊傳輸在各個仲介之間。如果車主資訊、銀行卡

資訊和車輛資訊在背後瘋狂轉賣，將會是一個不可挽回的局面。

現在汽車製造公司宣稱的車聯網，其實遠未達到真正意義上的互聯。雖然

5G已經在手機上應用，但是汽車上的網路傳輸依然停留在 3G時代。而 3G網

路並不能滿足現在以及未來對圖片、影像和串流媒體的傳輸需求。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

《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116，該規定明確汽車數據的

適用範圍、處理原則，對營運者資訊和資料處理規則進行了細化規定。

(二 )《車聯網信息服務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要求》

2020 年 8 月，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車聯網信息服務用戶個人信息

保護要求》117 的行業標準。該標準規定了車聯網資訊服務用戶個人資料保

護的資訊內容分類、敏感性分級和分級保護要求。標準適用於車聯網相關

116…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2021-08/16。網址：
http://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49984897667.htm。

117…工業和信息化部，《車聯網信息服務使用者個人信息保護要求》，2020-08/。網址：…
http://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499848976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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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車廠商、零件和元件供應商、軟體提供商、資料內容提供者和服務提

供者等在提供服務過程中的用戶個人資料保護。

(三 ) 智慧聯網汽車資料中的個人資料是指什麼？

《民法典》與《網絡安全法》定義「個人資料」為「以電子或者其他

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自然人」的各種資訊。

《車聯網信息服務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要求》(YD/T…3746-2020)…將個

人資料分為三大類：用戶身份證明類資訊、車聯網資訊服務內容類別用戶

資料資訊、用戶服務相關資訊。三大類中的各細分小類，將根據車聯網資

訊服務中用戶個人資料的敏感程度和在發生用戶個人資料洩露或濫用等事

件後，對用戶人身和財產等方面的危害程度，劃分為三個敏感性分級：個

人一般資訊、個人重要資訊和個人敏感資訊，不同的等級其安全保護要求

也逐級遞增。…

2020…年…3…月…6…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

會發布《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118（GB/T…35273-2020），

定義中的「個人資料」為「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

他資訊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資

訊」。

直接或間接定位或能分析該人行為的資料就叫個人資料，對於在車聯

網環境下，傳統的身份證號碼、姓名、手機號這些，必然是個人敏感性資

料，在車輛行駛過程中衍生的形式軌跡，行駛定位，GPS 資訊，wifi 廣播

等，都是某些有效資訊。例如：從車輛行駛的軌跡，我們能判斷公司、家

的位置，平時的喜好（常去的消費場所），宗教信仰（教堂位置）等等。

(四 ) 車聯網個人資料資料處理的要求

對於個人資料採用加密、抑制等方式進行處理，並對進行場景限制和

監控，對於敏感的非結構化資料的存儲，建立唯一的索引，必要時進行加

密。對於生物識別技術，可以存儲範本，但不存儲樣本，在本地比對能實

118…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信息安全技術… 個人信息安全規範》（GB/
T… 35273-2020），2020-03/06。 網 址：https://www.tc260.org.cn/uplo
ad/2018-01-24/15167997643890903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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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就不要上傳到雲端。

對於地理位置的使用，限制使用目的和用途頻率，並進行必要的提

示。關閉不必要的wifi 功能，防止車輛變成一個跟蹤器。個人資料收集使

用授權時，要進行明確提示，並對相關應用許可權進行檢查和限制。

傳輸採用安全的傳輸通道，傳輸資料採用加密並簽名。在個人使用端

和雲端系統之間要進行雙向認證。對匿名化的資料要進行分析處理確保風

險更小。

(五 )車聯網營運者收集和向車外提供敏感個人資料的六大要求

營運者收集和向車外提供敏感個人資料，包括車輛位置、駕駛人或乘

車人音影像等，以及可以用於判斷違法違規駕駛的資料等，應當符合以下

要求：

1.…以直接服務於駕駛人或者乘車人為目的，包括增強行車安全、輔助駕

駛、導航、娛樂等。

2.…默認為不收集，每次都應當徵得駕駛人同意授權，駕駛結束（駕駛人

離開駕駛席）後，本次授權自動失效。

3.…通過車內顯示面板或語音等方式告知駕駛人和乘車人正在收集敏感個

人資料。

4.…駕駛人能夠隨時、方便地終止收集。

5.…允許車主方便查看、結構化查詢被收集的敏感個人資料。

6.…駕駛人要求營運者刪除時，營運者應當在 2周內刪除。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車聯網資料安全監管日趨嚴格，車聯網產業鏈相關實體，包括汽車廠商、

元件和軟體提供商、通信營運服務商、車聯網平臺提供商、資料和內容供

應商等，應當分階段建立資料安全合規流程，並且視監管規範和標準的進

展，持續加以改進。

( 二 ) 鑒於有關資料安全的監管規定通常不會給予企業以較長的合規準備過渡

期，因而汽車相關產業鏈應即時改進合規制度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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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五：電動汽車、車聯網和互聯網汽車對資料國際傳輸及跨境處

理有哪些要求？

一、背景簡要說明

2021 年中國大陸汽車整車出口 201.5 萬輛，創歷史新高。在汽車市場全球

化背景下，產品、資料雙跨境將成為汽車業未來常態。2021 年監管部門對出行

公司滴滴上市提出資料跨境的監管，此一監管政策蔓延到掌握著大量使用者隱

私資料、業務與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關聯的智慧互網聯汽車行業，資料跨境監管

將成為智慧網聯汽車的監管重點之一。

滴滴事件後緊急修訂通過了《網絡安全審查辦法》，與上位法《網絡安全

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連同《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

保護條例》、《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徵求意見稿）》、《關於加強智慧網

聯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准入管理的意見》、《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

行）》、《信息安全技術…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指南（草案）》等行政法規及標準，

對汽車產生的個人資料和重要資料等出境納入管制。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資料出境評估辦法的適用對象 -- 網路營運者

2019 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個人信息出境安全評估辦法

（徵求意見稿）》119，對資料處境安全評估、監督接收方的具體內容和方

式等都進行了詳細規定。第 2條提出了個人資料出境的定義，是指網路營

運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國大陸境內營運中收集的個人資料。因此，針對個人

資料出境需要同時符合幾個條件：網路營運者+個人資料+資料出境。

網路營運者比如App、門戶網站、業務系統平臺的營運單位等，個人用戶

不納入資料出境列管。

(二 ) 資料出境規則

由於智慧汽車收集的資料包含測繪的地理資料、氣象資料、個人的生

119…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個人信息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徵求意見稿）》網址：http://
www.cac.gov.cn/2019-06/12/c_11246136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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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料等，一旦涉及到出境，或者未嚴格保護擬出境的資料，都有可能會

對相關行業和國家安全造成一定影響。因此，《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

定（試行）》120，要求只要涉及資料出境都應當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的安全

評估。

(三 ) 對境外提供汽車資料中的重要資料，需要滿足哪些要求？

《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 ( 試行 )》對境外提供汽車資料中的重

要資料，需要滿足以下三個要求：

1.…提供必要範圍內的重要資料，且不得超出出境安全評估時明確的目的、

範圍、方式和資料種類、規模等。

2.…通過國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

3.…除履行一般報告義務外，還需履行額外報告義務。

(四 ) 車聯網背景下汽車資料的跨境處理需要注意要點

資料的國際傳輸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問題，除需遵守一般的跨境資料

傳輸規定外，車聯網的汽車資料跨境處理需要注意以下要點：

1. 境內儲存

(1) 重要資料

《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 ( 試行 )》第 11 條規定了重要資料應

當在境內存儲，因業務需要確需向境外提供的，應當通過國家網信

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

(2)…關鍵信息基礎設施

《個人信息保護法》和《數據安全法》均規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應

當將在中國大陸境內收集和產生的個人資料存儲在境內。汽車產業

企業，尤其是車聯網產業企業由於涉及交通等重要行業和領域，不

排除被認定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的可能。

2. 對境外提供汽車資料中的重要資料的要求

對境外提供汽車資料中的重要資料，需要滿足以下幾個要求：

120…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2021-08/16。網址：
http://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499848976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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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必要範圍內的重要資料，且不得超出出境安全評估時明確的目

的、範圍、方式和資料種類、規模等。

(2)…通過國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

(3)…除履行一般報告義務外，還需履行額外報告義務。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為了減少用戶授權的獲取程序、避免承擔國際傳輸造成他人或公共利益損

害的法律責任，建議營運者在採集的資料時嚴格遵循本地存放原則，管理

和約束好上下游企業，並且完善相關資料出境的內部管理制度，避免資料

出境的法律風險。

(二 )…需要向境外提供資料的，應當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資料出境安全評

估。

(三 )…營運者不得超出出境安全評估時明確的目的、範圍、方式和資料類型、規

模等，向境外提供個人資料或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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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數據監管對科技企業的影響與因應篇

子題一：臺商已在中國大陸投資及擬發展電子商務產業或銷售店面，

應用數位科技行銷，在實施《數據安全法》後，必須調整

那些網站內容及注意事項，避免違反法規？

一、背景簡要說明

近年因為 COVID-19 疫情的影響，實體銷售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透過應用

網際網路創造商機，是產業轉型的重大課題。依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資料顯

示，2016-2020 年，中國大陸的電子商務交易額從 26.10 兆元人民幣，成長到

37.21兆元人民幣。中國大陸的透過網路消費(電子商務)消費的客戶，高達7.82

億戶。是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網路銷售市場。電子商務平臺有逐步朝四

大趨勢發展：跨境電商、農村電商、移動電商、O2O電商，其中跨境電商和農

村電商的發展最為受到產業的重視 121。

經濟部統計處的資料，近年來隨智慧型手機普及，全球網路的使用度持續

提升，帶動各國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加上 2020 年受 COVID-19 衝擊，更加速全

球宅經濟成長。2020 年美國零售業電子商務營業額達 7,627 億美元。行政院主

計總處統計，臺灣2020年全體企業網路銷售額達4兆5,901億元，年增5.9%，

較 2016 年增近 3成，平均年成長 6.7%。

經濟部的統計，電子商務的交易以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為網路銷售額前

二大產業：2020 年各業別網路銷售額，其中以製造業網路銷售達 3兆 1,400 億

元為最大，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因大型電商平臺持續多元行銷與服務優化，帶

動網路銷售額達 9,259 億元；另金融及保險業網路銷售額 1,220 億元，惟運輸

及倉儲業受疫情影響，網路銷售額呈年減 0.1%122。

121…產業信息網……2022-02-19……《2021-2027 年中國大陸電子商務行業市場深度分析及投資方
向分析報告》2021 年中國大陸電子商務政策彙總分析：電子商務行業體系不斷完善，跨
境電商、農村電商蓬勃發展 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202/996054.html

122…經濟部統計處…2022-02-15……網購市場順勢躍升新高，成長率優於整體零售業 https://
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9&html=1&menu_id=18808&bull_
id=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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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規定要點

中國大陸於 2019 年 1 月 1 日實施《電子商務法》、2019 年 11 月 13 日

由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發布《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零售

出口企業所得稅核定徵收有關問題的公告》123，以及 2021 年 3月 18 日由商務

部、發展改革委員會、財政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等六部門

聯合印發《關于擴大跨境電商零售進口試點……嚴格落實監管要求的通知》等相關

法令。明確的通知，將跨境電商進口試點的範圍擴大至所有自貿試驗區、跨境

電商綜試區、綜合保稅區、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保稅物流中心 (B 型 ) 所

在城市 ( 及區域 ) 等 86 個城市或地點。經所在地的海關確認符合監管要求後，

即可按照上項通知，開展網購保稅進口業務。

目前臺商在中國大陸從事跨境電商企業，一般採以下方式通關，中國大陸

規定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清單之總值不同，必須繳納一定比例之環節增值稅、消

費稅等。跨境電商模式有二：

(一 ) 網購保稅進口 ( 備貨模式 )

臺商從事跨境電商企業，將進中國大陸之網購商品，整批報關存入海

關特殊監管區域或保稅物流中心。

(二 ) 直購進口 ( 集貨模式 )

臺商從事跨境電商業務，可以「清單核放、彙總申報」模式，辦理中

國大陸通關手續的電子商務零售進出口商品。

三、重點建議事項

擬規劃進入中國大陸從事網路銷售之電商業務的臺商，在消費客戶於網路

登錄客戶資料時，其登錄資料務必符合 2021 年 9月 1日實施之《數據安全法》

及 2021 年 11 月 1日實施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規定之外。也必須評估

兩岸人民的消費習慣、消費模式及消費喜好等兩岸的差異現況 124。

123…勤業眾信通訊…2020 年 11 月…中國大陸電商時代崛起，臺商發展新契機…勤業眾信稅務
部 - 國際 / 中國大陸稅務與商務諮詢 /陳文孝執行副總經理、林世澤協理 https://www2.
deloitte.com/tw/tc/pages/tax/articles/202011-china-tax-1.html

12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委託資訊工業策進會研究報告…計畫主持人：邱之崧 2017/09 臺
灣電商在中國大陸發展策略與建議…https://www.seftb.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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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電商網站在蒐集中國大陸的消費者填寫客戶資料時，資訊填寫的內容應當

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並應當與處理目的直接相關，採取對個人權益影

響最小的方式，不得過度收集個人資料。

(二 )…客戶資料的內容務必避免涉及敏感個人資料，包括生物識別、宗教信仰、

特定身份、醫療健康、金融帳戶、行蹤軌跡等資料。

(三 )…若消費客戶為未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的個人資料，必須取得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同意。

(四 )…客戶資料的再利用或保存年限，必須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五 )…擬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臺商在經營跨境電商業務，也務必遵守《數據安全

法》的相關規定，尊重社會公德和倫理，遵守商業道德和職業道德，誠實

守信，履行資料安全保護義務，承擔社會責任，不得危害國家安全、公共

利益，不得損害個人、組織的合法權益。例如網路業務促銷活動更要避免

涉及類似「網絡殺熟」等消費爭議。

(六 )…擬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臺商，務必注意：只要其營運範圍內涉及…「與中

國大陸之民眾有關的資訊」，都必須注意《數據安全法》之適用及其法律

責任，尤其在建立「資訊中心」或關於「資訊在地化」考量時，可能都必

須「分流處理」。臺商亦必須注意若有在美國、歐盟或其他國家等從事跨

境電商之銷售行為，必須遵守各個國家對消費者資料蒐集之規範，避免誤

觸各國對民眾消費行為及個資等「資訊安全規則」的保護法令 125。…

125…大陸委員會網站…2021 年 8 月…… 中共數據安全立法對臺之影響 .…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王 震 宇 副 院 長 主 稿 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
QvMjk1L2NrZmlsZS82YjgwZWM5Ni1jMzgxLTQ3NzUtYWY4Mi1hYWFhMGNjMD
hlYjUucGRm&n=MDMu546L6ZyH5a6H5Lit5YWx5pW45pOa56uL5rOV5bCN6Ie65
4Gj5LmL5b2x6Z%2B%2FLnBkZ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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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數位學習教育」相關領域，資料安

全法相關法令實施後，公司該怎麼調整因應，避免違法？ 

一、背景簡要說明

2021 年 7 月 24 日由人民網發布之《中國大陸互聯網發展報告 2021》報

告資料顯示，2020 年中國大陸在網路教育領域市場規模達到 4858 億元人民

幣，網路教育市場規模呈現成長趨勢，而市場明顯以終身學習領域的網路學習

方向提升，隨著中國大陸對職業教育的重視，職業教育在網路教育方面會有所

成長 126。

臺灣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的市場分析顯示，中國大陸網路教育

市場龐大的情況下，新應用與大廠欠缺的服務區塊，是臺灣網路教育的業者的

切入點，可以從教學模式或教學品質著手。例如，教學輔助系統、教學管理系

統、校務行政系統等軟體面的開發。一方面可避免與龍頭業者正面競爭，採取

合作模式以利開拓更多通路 127。

兩岸的專家學者都認同，工業化、標準化、單向化的教育形式，越來越不

適合用在資訊網路爆炸時代成長下的學生，當學生已經人手一機、身處不受空

間限制無遠弗屆的影音多媒體傳播時代、網路資訊垂手可得的環境裡，老師還

使用傳統的教學內容和方式，除了達不到最好的教學效果外，反而可能造成學

生對學習的疏離。

中國大陸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開放二胎化人口政策，又於 2021 年 6 月

1 日放寬允許「三孩」政策。未來的中國大陸人口紅利將更有利於數位學習市

場的高度成長。臺灣網路教育學習廠商，如何藉由與知名中國大陸廠商合作，

進入中國大陸個人或企業、網路教育學習市場，是臺灣相關領域廠商的機會與

挑戰。

二、法律規定要點

126…中國大陸互聯網協會…《中國大陸互聯網發展報告 2021》…2021 年 7 月 13 日 https://
tw.stock.yahoo.com/news/

127…工商時報…記者何英煒…數位學習…席捲中國大陸二三線城市 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70406000109-260204?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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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由於中國大陸教育類型的APP 出現低俗的色情內容及遊戲入口等

問題。2019 年 1 月中國大陸教育部發布「關於嚴禁有害App 進入中小學校園

的通知」，禁止含有色情暴力、網路遊戲、商業廣告及違背教學規則等內容的

App 進入中小學校園，並要求各地方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產業界推估中國大陸

網路線上教學的用戶規模高達 2.96 億戶。在中國大陸加強網路教育的監管措施

下，對中國大陸網路線上教育市場，恐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時期 128。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

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工作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加強整頓民營教育培訓

行業，並嚴禁義務教育階段校外教育培訓行業「資本化」。並且必須註冊為「非

營利組織」，不得上市融資，也不再核發新的營業執照 129。

2021 年 11 月 1日中國大陸實施《個人信息保護法》在第 6條中規定在處

理個人資料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並應當與處理目的直接相關，採取對

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不得過度收集個人資料。並在第 23條明訂應當向個

人告知接收方的名稱或者姓名、聯系方式、處理目的、處理方式和個人資料的

種類，並取得個人的單獨同意。及規定敏感個人資料，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

的個人資料，應當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同意等對網路學習廠

商的經營模式產生相當的衝擊 130。

因此，在中國大陸從事補教業市場，面臨網路教學市場的緊縮，又面臨《數

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實施。臺灣的網路學習業者，如何轉型在

中國大陸的網路教育學習市場持續取得商機發展 ?將是廠商存亡的關鍵時刻。

三、重點建議事項

臺商在中國大陸從事網路線上教學產業，可參考中國大陸的線上教學龍頭

新東方，轉型擴大投入於大學生市場和海外中文市場。創立「東方甄選」直

播賣貨系統，積極轉型商機，嘗試成立一個以農產品篩選和銷售為核心的電

128…香港…關鍵評論網…2021/09/08，…中共完全搞錯學生學習壓力大的原因「戒嚴補課」是滿
盤皆輸的政策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5174

129…中央通訊社…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國大陸祭出雙減政策……禁止學科類培訓機構上市融資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107240290.aspx

130…中國大陸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站…2021 年 08 月 20 日…個人信息保護法 https://gkml.
samr.gov.cn/nsjg/bgt/202111/t20211105_336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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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臺的轉型模式 131。

建議臺商應儘速轉型網路線上教學之客戶群，發展職場員工的網路線教學

課程及教育訓練系統。避開中國大陸雷厲風行的推動「雙減文件」的風頭上。

臺商若持續要在中國大陸從事網路線上教學業務的臺商，務必注意其消費

客戶於網路登錄客戶資料時，其登錄資料務必符合《個人信息保護法》及《數

據安全法》等相關規定：

(一 )…蒐集中國大陸的客戶資料時，應當與處理目的直接相關，採取對個人權益

影響最小的方式，不得過度收集個人資料。

(二 )…客戶資料的內容務必避免涉及敏感個人資料。

(三 )…消費客戶若為未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的個人資料，必須取得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同意。

(四 )…客戶資料的再利用或保存年限，必須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五 )…臺商若在美國、歐盟或其他國家等從事網路教學之業務，亦必須了解及遵

守各國對保護民眾消費行為或個資之「資料安全規則」法令，依據當地

市場之法令調整消費者訊息之蒐集內容，避免誤觸當地有關個資法令之規

定 132。

131… The…News…Lens…關鍵評論…2022 年 6 月 14 日…中國大陸「雙減政策」打擊補教業：昔
日產業龍頭「新東方」轉型改做「中英語直播帶貨」https://www.thenewslens.com/
article/168210

132…大陸委員會網站…2021 年 8 月…… 中共數據安全立法對臺之影響 .…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王 震 宇 副 院 長 主 稿 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
QvMjk1L2NrZmlsZS82YjgwZWM5Ni1jMzgxLTQ3NzUtYWY4Mi1hYWFhMGNjMD
hlYjUucGRm&n=MDMu546L6ZyH5a6H5Lit5YWx5pW45pOa56uL5rOV5bCN6Ie65
4Gj5LmL5b2x6Z%2B%2FLnBkZ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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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資料監管法令限制了企業創新及消費市場的擴張，企業如

何加強「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和開發 ?

一、背景簡要說明

( 一 )…中國大陸網路從本世紀初起持續高速成長，至今已擁有全球最大的用戶

群，尤其近 10 年來，其網路及相關行業的成長更是驚人，甚至超越多數

先進國家，惟缺少制約機制，因此違規註冊、違法經營、網路詐騙丶網路

攻擊等各種亂象頻繁發生，為明確網路上個人及業者的責任與義務，維

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以及網路使用的规範化和有序性，中國大陸於

2017 年 6月 1日正式公布施行《網絡安全法》，開始對網路進行監管。

(二 )…近年來由於網路軟硬件技術的不斷開發、精進，傳輸速度的大幅增加，相

關業者也不斷創新商業運作模式和擴大消費市場，惟難免因未有所節制，

而形成侵犯個人隱私、傷害公共利益、危及金融及國家安全的隱患，再加

上大國間科技、軍事、經濟、政治的競爭和保護意識高漲，為保障個人隱

私、整治大型網路平臺、且資料安全更關乎國家安全，因此中國大陸開始

對網路進行有效管理。

(三 )…去 (2021) 年下半年，中國大陸先分別在9月 1日及 11月 1日發布了《數

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兩重要網路監管法令，接著又在今

(2022) 年 2 月 15 日發布了修訂的《網絡安全審查辦法》，至此中國大陸

完成了網路監管的基礎性法律法規框架體系。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由於中國大陸對網路進行強力監管，臺商網路平臺營運者或設施設備製造

者，在提供產品和服務時，必須嚴守相關法律、法規並避免觸法。但是在

網路世代，臺商科技業者在開發網路科技及擴大市場時，勢必無法避免使

用上網者個資及相關資料的處理，因此只能在開發或服務時，謹慎評選技

術方案、經營定位和全球布局，以減少 ( 或避免 ) 可能的違規或違法，尤

其是解釋及認定權屬於中國大陸監管者的模稜兩可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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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互聯網科技為供需雙方在互動的過程中提供了便利與商機，但由於容易造

成隱私外洩及衍生被監管的問題，為加強個資保護及資料安全，以及減少

被強力監管，臺商可以加強第三代互聯網(Web…3.0)科技的運用，Web…3.0

是由 DLT(Distributed…Ledger…Technology, 分散式帳本技術 ) 資源支援，利

用 DLT 強調安全性與正確性以及保證資料不可被修改的特性 133，應用在

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網路世界，也將是驅動元宇宙的基礎建設技術 134。

( 三 )…臺商在運用「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技術」的應用和開發時，應該先詳

細閱讀中國大陸在這些方面的相關法規 135…136…137。

三、重點建議事項

「區塊鏈」(Block…Chain) 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是臺商網路營運者不錯的選擇。

因區塊鏈具有三個特性：去中心化、公開透明、資料完整性，因資料或交易在

點與點間傳輸，用戶握有所有權，不受第三方監管、也不受網路平臺業者控制，

較易被信任，臺商可以加強區塊鏈技術的開發和創新，以下建議作為參考。

(一 )…遠距醫療：臺灣有醫療和資訊科技兩大優勢，區塊鏈有加密、不具名、不

可篡改及安全的特性，且臺灣的醫術和醫療設備及儀器的製造，一向為各

國人士所稱頌，且為全球領先行列之一，因此可利用區塊鏈技術有系統開

發醫療平台，並與大數據、AI…( 人工智慧 )、穿戴式醫療儀器及醫術結合，

發展遠距醫療 138，則區塊鏈平臺上的數位化病歷，除病人可自行查閱外，

還可授權特定人士 ( 診斷、用藥、保險、理賠 ) 調閱，發揮不受時間、地

點限制的高效率。

(二 )…元宇宙(Metaverse)：是一種去中心化，結合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

等穿戴裝置，並通過線上 3D虛擬環境及 5G傳輸和雲端計算，個人可使

用虛擬 3D身份與他人進行社交、學習、購物、娛樂、遊戲等互動，臺商

133…高家俊 , 淺談分散式賬本技術 .2018.2.5. 期刊 : 電腦科技電子報。
134… Amelia, 什麼事Web…3.0 ？ 2022.2.17.tenten 設計週報 ,Martech 行銷科技。
135…中國大陸工信部《信息技術區塊鍊和分布式賬本技術參考架構》2017 年 7月發布。
136…中國大陸中國人民銀行《金融行業標準 - 金融分布式帳本技術安全規範 2020.2.5. 發布實

施。
137…中國大陸工信部《2021 年中國區塊鏈行業發展白皮書》。
138…洪煥周 , 智慧應用 - 醫療 .2019.11.1. 期刊：Digi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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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網路技術創新、設備和穿戴裝置製造的優勢，應可加強元宇宙概念的

開發。

(三 )…DApp(Decentralized…Application)的區塊鏈遊戲：DApp即是區塊鏈的應用，

可從各個方面進行開發，但目前較讓多數人接受也較無爭議的是區塊鏈遊

戲，因其遊戲的道具僅存在於區塊鏈中，有其稀缺性，並可藉著虛擬交易

來達成獲利，臺商可以在這領域多加發揮。至於同屬於DApp 區塊鏈應用

的虛擬貨幣和NFT，因為仍常發生詐欺和竊盜的案例，顯見技術仍有待改

進，因而不建議臺商介入。



159

‖第八篇  數據監管對科技企業的影響與因應篇‖

子題四：中國大陸資通訊臺商面臨《網絡安全法》及《數據安全法》

的風險及因應？

一、背景簡要說明

資通訊業相關產業包括：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業、電信業及資訊業四類。也就是通稱的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and…Com-

munications…Technology…,ICT）。

臺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資通訊產品的範圍非常廣，包括：網路攝影機、智慧

型手機、平板電腦、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網路分享器、路由器、網路交換機、

智慧型家電等。知名臺商有鴻海、緯創、仁寶、和碩、英業達等大廠，均在中

國大陸有大量的投資。

根據《網絡安全法》及《網絡安全審查辦法》，資通訊產品面臨以下四種

風險：一是產品和服務自身的安全風險，以及被非法控制、干擾和中斷運行的

風險；二是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生產、測試、交付、技術支援過程中的供應鏈安

全風險；三是產品和服務提供者利用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便利條件非法收集、存

儲、處理、使用使用者相關資訊的風險；四是產品和服務提供者利用使用者對

產品和服務的依賴，損害網路安全和使用者利益的風險。

根據《數據安全法》，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資通訊企業，只要企業的日常經

營活動涉及資料生命週期的任何一個環節，皆會面臨網路安全風險、資料安全

風險和國家安全風險等三種風險。意味著“資料安全”不再只企業層面的問題，

而是上升到了國家安全層面。企業如果違規，比如造成資料洩露、未經國家主

管機關批准向境外司法或執法機構提供存儲於中國大陸的資料等，輕則約談、

整改、最高罰款 1000 萬，重則暫停業務、停業整頓，或者是吊銷相關業務許

可證 /營業執照，一旦構成犯罪，還會追究刑事責任。例如：違反國家核心資

料管理制度，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

近年來中國大陸密集頒布實施相關政策法規，例如：《網絡安全法》、《數

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網絡安全審查辦法》、《關鍵信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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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等成為 ICT 業界關注的重點。這些政策法規對資料安全保

護、ICT 產品、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產生重大影響。

《網絡安全法》明確了包括網路產品和服務在內的 ICT 產業應朝安全可靠

的方向發展。同時，為保障國家安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應當在採購等

環節落實國家網路安全審查政策，將供應鏈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作為採購環節的

重要參考，以滿足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可靠的需求，提高資訊通信產業的安全

可靠水準。

《數據安全法》的實施，資通訊企業需面對五項監管要求：第一，符合基

礎性的合規要求，包括建立企業資料安全管理制度 ; 第二，對資料做分類分級

保護，需要企業做等級保護測評和備案 ; 第三，進行資料分級分類，企業要根

據分類結果採取相應的管理措施 ; 第四，識別核心資料和處理資料出境問題，

做好資料跨境流動監管，比如年檢、年報審計 ; 第五，管理資料交易仲介，仲

介要審核雙方身份、流程交易記錄、制定審核清單等。

目前，中國大陸已制定產品測評認證、供應鏈安全評估到外商投資安全審

查等層面，逐步形成了針對 ICT 供應鏈的安全管理體系。因此，在中國大陸投

資 ICT 產業的臺商，必須及時掌握相關法律法規，並根據相關法規採取因應措

施。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網絡安全法》對資通訊產品的要求

《網絡安全法》第 22 條，網路產品、服務應當符合相關國家標準的

強制性要求。網路產品、服務的提供者不得設置惡意程式；發現其網路產

品、服務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風險時，應當立即採取補救措施，按照規

定及時告知用戶並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

網路產品、服務的提供者應當為其產品、服務持續提供安全維護；在

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的期限內，不得終止提供安全維護。網路產品、服務

具有收集使用者資訊功能的，其提供者應當向用戶明示並取得同意；涉及

使用者個人資訊的，還應當遵守《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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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保護法》關於個人資訊保護的規定。…

( 二 )《網絡安全法》對資通訊產品上市銷售的規定

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應當按照相關國家標準的強制性要

求，由具備資格的機構安全認證合格或者安全檢測符合要求後，方可銷售

或者提供。國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公布網路關鍵設備和

網路安全專用產品目錄，並推動安全認證和安全檢測結果互認，避免重複

認證、檢測。

(三 )《網絡安全法》有哪些重要行業和領域列入關鍵信息基礎設施

《網絡安全法》第31條，國家對公共通信和資訊服務、能源、交通、

水利、金融、公共服務、電子政務等重要行業和領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

破壞、喪失功能或者資料洩露，可能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公共

利益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在網路安全等級保護制度的基礎上，實行重點

保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具體範圍和安全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制定。

(四 )《網絡安全法》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採購網路產品和服務的規定

《網絡安全法》第 35 條，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採購網路產品

和服務，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應當通過國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

門組織的國家安全審查。第 36 條，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採購網路

產品和服務，應當按照規定與提供者簽訂安全保密協定，明確安全和保密

義務與責任，分別從網路安全審查、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角度對供應鏈安

全提出要求。

(五 )《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提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網路安全審查

《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的上位法依據是《國家安全法》第59條和《網

路安全法》第 35 條。前者規定，國家建立國家安全審查和監管的制度和

機制，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網路資訊技術產品和服務進行國家

安全審查；後者規定，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採購網路產品和服務，

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應當通過國家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的

國家安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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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供應鏈安全涉及了網路產品和服務的整個生命週

期，包含生產、倉儲、銷售、交付等供應鏈環節，以及產品的設計、開發、

系統整合等生命週期，以及交付後的安裝、營運維護等過程。《網絡安全

審查辦法》第 9條，提出網路安全審查重點包括：

1.…採購的網路產品和服務面臨供應鏈完整性威脅，可能導致關鍵信息基

礎設施被非法控制風險；

2.…採購的網路產品和服務面臨資料安全威脅，可能導致重要資料被洩露

等風險；

3.…採購的網路產品和服務面臨供應鏈中斷威脅，可能導致關鍵信息基礎

設施業務連續性危害；

4.…產品和服務提供者遵守中國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情況；

5.…核心資料、重要資料或者大量個人資訊被竊取、洩露、毀損以及非法

利用、非法出境的風險；

6.…上市存在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核心資料、重要資料或者大量個人資訊

被外國政府影響、控制、惡意利用的風險，以及網路資訊安全風險；

7.…其他可能危害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網路安全和資料安全的因素。

(六 )《數據安全法》對資通訊產品資料安全保護的要求

《數據安全法》第27條~第36條規定，資通訊產品要做好以下工作，

確保資料安全的保護。

1.…管理制度 : 在網路安全等級保護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健全的資料安全管

理制度，明確資料安全負責人和管理機構，進行教育培訓，落實資料

安全保護責任主體。

2.…風險監測：對出現缺陷、漏洞等風險，要採取補救措施；發生資料安

全事件，應當立即採取處置措施，並按規定上報。

3.…風險評估：定期開展風險評估並上報風評報告。

4.…資料收集：任何組織、個人收集資料必須釆取合法、正當的方式，不

得竊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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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料交易：資料服務商或交易機構，要提供並說明資料來源證據，

要審核相關人員身份並留存記錄。

6.…經營備案：資料服務經營者應當取得行政許可的，服務提供者應當

依法取得許可。

7.…配合調查：依法配合公安、安全等部門進行犯罪調查。境外執法機

構要調取存儲在中國大陸的資料，未經批准，不得提供。

(七 )《數據安全法》對資通訊產品資料處理的安全審查要求

《數據安全法》第 24條規定：“國家建立資料安全審查制度，對

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資料處理活動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數據安全法》中的資料安全審查與《網絡安全法》中的網路安

全審查不同，前者的審查對象主要針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

資料處理活動，資料處理活動包括：資料的收集、存儲、使用、加工、

傳輸、提供、公開等；後者的審查對象件主要是針對關鍵信息基礎設

施營運者採購網路產品和服務，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情形。

( 八 ) 信息安全技術網路產品和服務安全通用要求（GB/T39276—………………

2020）

中國大陸境內銷售或提供的所有網路產品和服務必須滿足一般安

全要求，其中網路關鍵設備和網路安全專用產品還必須滿足增強安全

要求。

(九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對資通訊產品的要求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第 19條，指出：“營運者應

當優先採購安全可靠的網路產品和服務；採購網路產品和服務可能影

響國家安全的，應當按照國家網路安全規定通過安全審查”。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的企業，需要預先建立採購產品的安全風險

判定機制，判定目標採購產品和服務投入使用後的影響或可能影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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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時，應當及時向網路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路安全審查。

(二 ) 建立合規的文件體系

主要合規工作包括制定或完善隱私協議、使用者授權同意書、對

外公示法律文件、業務合同、勞動合同等。

(三 ) 制定資料生命週期的技術保護措施

主要工作包括制定或完善資料生命週期的技術保護措施、資料安

全防護及檢測制度、資料安全反應及緊急處理制度及控制措施等。

(四 ) 企業應做好資料合規工作

企業應重視法務、合規、技術等多個部門的配合。

(五 )建立相關制度

建立相關制度包括但不限於：企業資料保護政策、企業個人資料

保護（隱私保護）政策、企業資訊安全管理政策、企業隱私保護和資

訊安全意識培訓、隱私和資訊安全事件反應流程、資料保存制度、系

統日誌記錄、資料接入 /外部匯出 /跨境傳輸登記制度、企業合規管

理和內稽制度等。

（六）開發的資通訊產品需保證資料的安全

資通訊產品廣泛應用在 5G聯接、人工智慧、雲計算、區塊鏈、物

聯網、智慧城市、工業互聯網、工業APP、政務平臺聯網等領域及應

用場景。對於企業來說，在開發資通訊產品時要保證資料安全，而資

料安全涉及的領域較多，例如：資料安全治理、資料防洩漏、資料庫

審計、個人隱私保護、文檔加密，資料分級、資料治理和災難恢復備

份等。

（七）資通訊產品處理資料需安全合規

資通訊產品在處理資料時，資料的獲取要遵循安全、可控、用戶

知情同意的要求；其次，企業在應用場景裡，要合法正當利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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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數據監管對智慧製造的影響與因應篇

子題一：在中國大陸臺商所產出的工業資料，其資料運用上有那些

注意事項，以符合《數據安全法》的規範？

一、背景簡要說明

臺商投資中國大陸以製造業為大宗，就投資規模來看，「電子零組件」與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是投資金額占比較高的行業別。隨著物聯

網 IOT、雲端、人工智慧整合在生產設備與系統中，臺商積極推動工業 4.0 與數

位轉型，透過智慧工廠，整合生產技術、產品銷售、客戶體驗與供應夥伴，而

產生海量的工業資料。

當前，臺商不斷在工業領域推動客戶需求分析、生產過程優化、智慧決策

等方面的大數據應用，以解決生產技術問題及改善經營管理模式。工業資料作

為新的生產要素資源，驅動製造業轉型升級的作用日益顯現。

工業資料無論是資料的產出者、收集者還是使用者，作為資料系統的營運

者都要履行《數據安全法》的安全管理義務。但工業資料在安全管理上仍出現

執行不到位、開發應用不深入、流通共享不充分等問題，尚未完全發揮工業資

料所帶來的效益。故臺商企業需按照法律規定採取工業資料的分類分級，並遵

守《數據安全法》等相關法規的規範進行資料安全保護，以免觸法。

二、法律規定要點

近年來，為加快建構工業領域網路安全保障體系，提升工業企業網路安全

保障能力，2016 年中國大陸工信部先後發布《工業控制系統信息安全防護指

南》139，提出應根據風險評估結果對資訊進行分級分類管理。2018 年國標委發

布《數據管理能力成熟度評估模型》（GB/T…36073-2018，簡稱 DCMM）140，

139…工業和信息化部，《工業控制系統信息安全防護指南》，2016-10-17，工業和信息化部官
網，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zh/art/2020/art_272c9afec9434e3dae13
1f3861127ba6.html。

140…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數據管理能力成熟度評估模型》（GB/T…36073-2018），
2018-03-15，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官網，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
nfo?hcno=B282A7BD34CAA6E2D742E0CAB7587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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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料分類分級作為資料管理能力第 2級（受管理級）至第 5級（優化級）的

基本要求。

2020年工信部印發《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141，在內容上對《工

業控制系統信息安全防護指南》所提的「資料安全」要求進行細化處理。工業

資料分類分級是有效發掘資料價值，助力製造業提升品質。兩個指南的互相結

合，為製造業依法履行《數據安全法》提供可操作的實施規範和方法。

2021年9月1日《數據安全法》正式生效，為落實資料分類分級保護制度，

2021 年 12 月發布《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網絡數據分類分級指引》，細化

規定網路資料分類分級的原則、框架、方法和實施流程，並提供分類參考示例。

《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網絡數據分類分級指引》142，明確部分行業標

準中的資料分級規則，從資料安全角度將資料從低到高分為三種：1.「一般資

料」；2.「重要資料」；3.「核心資料」。

《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網絡數據分類分級指引》，在促進資料充分使

用和有序共享提出明確的指導意見，鼓勵企業在做好資料管理的前提下，適當

共享一、二級資料，並且強調二級資料只對確需獲取該級資料的授權機構及相

關人員開放，三級資料原則上不共享，並加以嚴格控制。

此外，《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中規定「工業資料三級」，從

資料安全角度將資料從低到高分為三種：1、「工業資料一級」，2、「工業資

料二級」，「工業資料三級」。分別對應《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網絡數據

分類分級指引》的「一般資料」、「重要資料」、「核心資料」。

《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共 4章 16 條，主要內容包括：第一

章總則，闡述編制目的及依據，提出工業資料的基本概念，明確適用範圍和原

則；第二章資料分類，企業結合行業要求、業務規模、資料複雜程度等實際情況，

圍繞資料進行類別梳理，形成分類清單；第三章資料分級，按照每類工業資料

141…工業和信息化部，《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2020-…02-27，工業和信息化部
官 網 https://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772152/
content.html。

142…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網絡數據分類分級指引》，
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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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篡改、破壞、洩露或非法利用後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將資料劃分為三個級

別；第四章分級管理，針對有關主管部門和企業建立資料管理制度、實施差異

化管理進行描述，為DCMM提供參考依據。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臺商製造業為符合《數據安全法》的要求，在生產過程中所產出工業資料，

必須根據《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的要求。

(二 )…企業為資料分類分級主體。工業企業、工業互聯網平臺企業等作為工業資

料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明確資料分類分級、資料管理等主體的責任。

(三 )…臺商企業應落實工業資料分類分級主體責任的管理制度，明確資訊部門、

生產部門、行政部門等多方協同的管理機制。

(四 )…臺商企業要貫穿管理階層至作業階層、覆蓋全流程環節的管理原則，全面

實施資料分類，形成企業的工業資料分類分級清單。

(五 )…隨著越來越多的生產設備與系統與互聯網連結，資料安全的風險越來越

大，臺商企業需根據《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將工業資料做好

分類分級，明確各個治理主體的分工，釐清各方的職責，建立有效的管理

機制來保證工業資料的分類分級持續展開。才能進一步落實《數據安全

法》以確保工業資料的安全，管理與應用。

(六 )…臺商企業需結合《數據管理能力成熟度評估模型》與《工業數據分類分級

指南（試行）》，落實企業通過資料防護技術應用、組織體系變革等方式，

實現工業資料管理能力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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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在中國大陸工廠所產出的工業資料，是否可回傳臺灣母公

司及海外工廠或上游供應商及下游客戶來進行資料共享分

享 ?

一、背景簡要說明

臺商根據國際分工原則在全球布局生產基地，而通常中國大陸所占的生產

比重最高，但因中國大陸投資環境變遷，故而造成臺商前往新南向國家布局或

加強回臺投資生產的比重。無論如何，臺商總是希望將中國大陸的工業資料分

享給其它海外基地，包括臺灣廠參考，或作為總公司生產調配、協力廠商或客

戶服務的重要共享資訊。

此外，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強調供應鏈與供應鏈的競爭，而不僅是企業與

企業的競爭。故臺商企業除提供企業本身使用外，也通常會透過供應鏈管理系

統 SCM、客戶關係管理 CRM、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PLM等資訊系統平臺上共享

資料。提供給供應商與客戶相關的產品研發、訂單、生產、收料、品質等工業

資料。在《數據安全法》的規範下，企業間目前常見的資料分享現象，必須重

新審視，以避免違反《數據安全法》等法規。

二、法律規定要點

《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 )》143，係將研發設計資料、開發測試資料、

物流資料、產品售後服務資料、客戶資料、人事財務資料等，依其潛在影響性

或發生問題時所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分成三級。亦即「工業資料分類分級」工

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提升製造企業的資料管理，除了要做好工業資料的分類分

級管理外，更積極的目的是實現資料在企業內的有效共享和深度運用。

《數據安全法》所稱資料範圍相當廣泛，且將資料分成「國家核心資料」、

「重要資料」及「其他資料」等三級。按理說工業資料是企業運作正常產生的

資料，在中國大陸的生產基地所產出的資料必須與臺灣母公司、海內外的生產、

銷售、研發等基地，甚至與上下游合作廠商及客戶共享，以深度運用，但這牽

143…工業和信息化部，《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2020-…02-27，工業和信息化部
官 網 https://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772152/
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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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資料「出境」問題。

《數據安全法》有兩大主軸，其一是對資料安全的維護，另一則是關於資

料之發展與運用。對資料而言，開放才有意義，但《數據安全法》強調開放的

前提是安全。《數據安全法》不但規範中國大陸企業或外企在中國大陸境內蒐

集的工業資料等級，也規範該如何才可出境。

中國大陸透過《數據安全法》對其所稱「重要資料」進行出境管理 ( 第 31

條 )，及對他國採取關於資料或相關技術的同等措施 ( 第 26 條 ) 之情形下，這

也說明，為何中國大陸政府砍斷螞蟻金服赴美上市，同時要求滴滴出行回中國

大陸上市，完全是為了保護在中國大陸所產生的資料不落入美國之手。…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依《數據安全法》的規定，企業資料一旦在分類上被認定為「重要資料」

分級，就必須向主管機關提出這些資料的評估報告，且在資料出境管理上

要按照規定進行評估。

(二 )…臺商企業需根據企業自身的情況及中國大陸相關規定及要求，在中國大陸

設立資料中心，儲存所產出的中國大陸用戶資料。例如：蘋果和特斯拉等

外國企業，都已在中國大陸力設立資料中心。

(三 )…臺商必須重新審視海內外企業組織或上下游組織間的工業資料分享的安全

問題，這對商務之進行及與客戶的保密約定等，必然有所影響。即使像民

營企業的滴滴出行，赴美國上市後，其APP旋即遭中國大陸官方下架。

(四 )…臺商企業的工業資料能否被海外企業應用的問題，首先須瞭解不同類型資

料的級別，不能等同視之，應根據資料的重要性級別予以區別對待。

(五 )…現代複雜多樣的業務經營環境，造成工業資料存在多種形式，在承載資

訊、應用領域、重要程度等各不相同，且資料流向路徑複雜且主體多樣化。

工業資料在企業內部研發、生產、運維、管理等環節之間互通，在上下游

企業間與平臺間流轉，涉及設備廠商、工業企業、平臺企業、服務商等相

關各方，提高了流向跟蹤、風險定位、責任追溯等資料管理難度。雖然有

這麼多難度，但臺商還是須根據《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 ( 試行 )》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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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分級重要資訊，特別是愈大型的跨國臺商企業及從事重要科技或敏感的

事業，如半導體、通訊等，中國大陸將會藉由《數據安全法》來管制分享。…

( 六 )…臺商只要有資料出境的行為，其資安風險評估即屬於「高風險」，除須受

中國大陸資安主管機關嚴格的監管外，觸法的風險也高，所以如非必要臺

商應盡量避免資料出境的情況發生。

(七 )…臺商必須謹慎因應，並瞭解其最新規範。此外，中國大陸也可能對於臺商

在不友善國家所設的據點、供應商及客戶進行資料共享時，來加以限制，

故臺商須將資料共享、分享，列為調整全球布局的重要考慮因素。

(八 )…在中國大陸工廠所產出的工業資料，要回傳臺灣母公司，如果涉及到向境

外提供在中國大陸境內營運中收集和產生的重要資料和個人資訊，要依據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進行安全評估。例如：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

重要資料、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營運者和處理 100 萬人以上個人資訊的資

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資訊；自上年 1月 1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 10 萬

人個人資訊或者 1萬人敏感個人資訊的資料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資訊。

(九 )…個人資料處理者因業務等需要，確需向中國大陸境外外提供個人資料的，

應當通過國家網信部門組織的安全評估、進行個人資料保護認證或用標準

合同與境外接收方訂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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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從事智慧製造技術、設備或平臺的臺商，加值後的資料、

技術、設備等，在進行銷售時要如何避免觸犯《數據安全

法》?

一、背景簡要說明

在資料日益成為生產要素的形勢下，對資料安全的需求逐步從傳統的載體

層安全進入資料在業務使用和流通共享過程中的安全，安全問題從企業自身層

面上升到涉及資料主體、社會發展與國家安全層面。而資料的分類分級除提供

企業經營管理所需外，更積極的目的是對資料進行加值服務，並成為企業經營

模式創新的獲利之道，特別是平臺業者，它是蒐集工業資料最多的業者，更須

關注《數據安全法》所帶來的衝擊。

近年來工業互聯網（Industrial… Internet）是新一代資訊通信技術與工業深度

融合的新型基礎設施、應用模式和工業生態，通過對人、機、物、系統等的全

面連接，蒐集海量的工業資料資源，實現資料的有效整合及深度分析。構建起

覆蓋全產業鏈、全價值鏈的全新製造和服務體系，也是互聯網、大數據、人工

智慧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應用模式，同時也是一種新業態、新產業，將重塑

企業形態、供應鏈和產業鏈。

工業互聯網為工業乃至產業數位化、網路化、智慧化發展提供實現途徑，

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基石。鴻海旗下在上海證交所上市的工業富聯以「智

慧製造…+…工業互聯網」雙輪驅動戰略出發，推動燈塔工廠、智慧製造軟硬整合

解決方案、區域互聯網平臺、精密工具與刀具雲、柔性物流解決方案等工業資

料的加值應用 144，在《數據安全法》實施後，臺商企業需重新檢視這類工業互

聯網平臺與技術的適法性。

二、法律規定要點

在工業資料方面，《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 ( 試行 )》145，在促進資料充分

144…行 政 院 國 家 資 通 安 全 會 報 技 術 服 務 中 心，「2021 年 中 國 大 陸 數
據 安 全 法 新 制 及 其 對 臺 商 的 影 響 」，2021-09-17， 兩 岸 經 貿 網，…
https://www.seftb.org/cp-4-1356-2016f-1.html。

145…工業和信息化部，《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2020-…02-27，工業和信息化部
官 網 https://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7772152/
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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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域流動和有序共享方面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鼓勵企業在做好資料

管理的前提下，適當共享一、二級資料，並且強調二級資料只對確實需獲取該

級資料的授權機構及相關人員開放，三級資料原則上不共享，確需共享的應嚴

格控制範圍。

故若要充分發揮工業資料的潛在價值，實現工業資料的最大開發運用，這

就需要在資料共享的不同主體間，在共同規則下共享資料，消除彼此的資料鴻

溝，以催生極具活力的新業態，有效推動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從事工業

互聯網平臺或智慧製造設備與技術的臺商業者，需審慎評估其產出與加值的工

業資料等級，才能避免觸法以創造新商機。

事實上，各國都將資料管理和治理看作重要的內容，這也成為全球關注的

焦點，各國在資料安全領域也有各自的規範。比如歐盟發布全球第一個最嚴格

的資料法規—《通用資料保護條例》（GDPR）146。美國聯邦政府將資料作為政

府的聯邦戰略，提出未來聯邦政府的關鍵行動計畫；2020年2月歐盟也發布《歐

盟資料戰略》。總之，資料管理成為未來全球各國競爭的焦點，成為各國的戰

略焦點。故臺商布局全球，不僅在中國大陸蒐集工業資料，也在全球據點蒐集，

結合中國大陸及全球各國蒐集的工業資料，彙整來進行加值分析，並進行銷售

行為，須考慮各國頒布實施的資料管制法規。…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數據安全法》除資料安全的管理外，還包含資料發展與利用。故鼓勵資

料發展、利用以及技術研發及商業創新 (第 13條、第 14條、第 16條 )，

要求相關機關制定關於資料開發技術、產品與資料安全之標準，並提供檢

測、驗證服務 ( 第 17 條、第 18 條 )；後續亦規劃建立資料交易管理制度

與交易市場，及促進相關人才之培訓 ( 第 19 條、第 20 條 ) 等。這些規定

對臺商而言，也可能產生商機，但對於這些商機，臺商企業應確實按照工

業資料的等級來管理。

146…楊雅惠，「中國大陸頒布數據安全法對臺商可能之影響與評估」，臺商張老師月刊，
2021 年 12 月，中國大陸臺商經貿網。https://www.chinabiz.org.tw/News/GetJour-
nalView?pid=162&cat_id=174&gid=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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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臺商根據《數據安全法》除須落實資料在中國大陸的在地化外，對於資料

的加值商機，因牽涉到營利行為，且客戶不僅限於中國大陸本地企業外，

亦會擴展到海外客戶，這就牽涉到敏感的重要資料出境安全管理問題。且

資料出境後，也將面臨雙重監管壓力，不僅有中國大陸的監管部門會管

理，歐盟、美國也有相關的監管措施。對於想往海外發展的臺商而言，資

料合規能力是工業資料出境最重要的一環，企業需要通過安全評估，建立

完善的資料存儲與管理合規體系，保障工業資料在使用和流轉過程中的合

規問題 147。

147…蔡榮偉…楊傑，「企業數據合規如何邁出第一步—網絡數據分類分級新規解讀」，2022-
03-02，中倫網，http://www.zhonglun.com/Content/…2022/03-02/1633268474.html。



174

中國大陸數據監管法規對臺商的影響及因應實務手冊

子題四：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請問生產設備資料及員工作業現場

管理等資訊蒐集，並與臺灣總部連線，是否受「數據安全

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之影響？   

一、背景簡要說明    

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多年，自 2020 年 COVID-19 疫情影響，導致部分工

廠作業員工受封城管控及春節返鄉後，無意回廠繼續任職。未來可能生產線作

業員工人力不足成為常態，公司只得投資數位轉型升級，導入部分智慧製造自

動化生產設備。

而疫情及中美貿易科技戰的持續不斷影響，對臺商製造業而言，隨時可能

缺工、斷料或受物流的影響，導致停工及原物料供應鏈的斷鏈，如何確保市場

需求的足夠供應量及關鍵零組件供應鏈的韌性，產業升級為智慧製造業將是製

造業未來重要的課題。而匯集生產作業的現場操作人員的操作行為及監測錄影，

與蒐集生產設備感測器與物聯網設備等相關資料，才能即時掌握生產資料，及

串聯原物料供應鏈體系的資訊平臺。串接外部資訊及內部製造、採購、生產資

訊時，也是智慧製造資料的重要資訊。

但智慧製造之機械設備，仍需部分操作機械設備作業流程監測及調整之作

業人力，為即時蒐集製造設備的生產模具、刀具等器材磨損偏差率，以及監測

現場作業員工的操作行為，是否符合生產作業要求規定及可能造成危險的錯誤

操作？…

而相關蒐集之製造生產設備之生產資料及員工現場設備操作之行為分析等

影像資訊。在中國大陸2021年9月1日實施《數據安全法》與11月1日實施《個

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令後，是否受相關法規影響？

二、法律規定要點

中國大陸實施之《個人信息保護法》，其中部分條文牽涉到臺商製造業在

工廠內實施 ｢智慧製造」過程中，涉及員工現場設備操作之行為分析影像之資

料蒐集及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自然人有關的各種資訊，是否應當向當事



175

‖第九篇  數據監管對智慧製造的影響與因應篇‖

人告知處理目的、處理方式，或取得個人的同意，或告知的必要性等個人權益

的影響 148。

而中國大陸實施之《數據安全法》規範很廣，臺商科技製造相關者，如從

事資料技術研發的臺商，必須了解中國大陸關於重要資料或國家核心資料相關

之規範。臺商務必注意各主管部門，如網信辦、商務部或公安部所發布之行政

法規，以免遭高額罰款或停業、吊銷執照等處分 149…150。

中國大陸 2017 年 6 月 1 日實施的《網絡安全法》要求所有個人資料須在

中國大陸內部處理。目前全球各國如德國、澳大利亞、印度和其他國家，也都

各自訂定有關當地的資料應用的相關法規，但中國大陸的資料管控更嚴格、罰

款金額更高。

三、重點建議事項

建議臺商參考 2020 年 2 月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之《工業數據分

類分級指南 ( 試行 )》通知，將研發設計資料、開發測試資料、物流資料、產品

售後服務資料、客戶資料、人事財務資料等資訊，依其潛在影響性或發生問題

時所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分成三級，以利企業先行盤點資料庫的內容與中國大

陸法令規定之關聯度，以研判中國大陸可能會要求提交的資料關聯資料範圍，

或許可降低對法令對資料傳輸的影響 151。

臺商製造業可仿蘋果及特斯拉等企業，在中國大陸設立智慧製造資料中心。

並依據中國大陸之法令規定設立企業之資安負責主管，負責資料中心之管理。

並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資安機制及應變能力，並提高風險控理意識。

148…中國大陸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站…2021 年 08 月 20 日…個人信息保護法…https://gkml.
samr.gov.cn/nsjg/bgt/202111/t20211105_336460.html…

149…中國大陸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站……2021 年 6 月 10 日…數據安全法…https://gkml.samr.
gov.cn/nsjg/bgt/202111/t20211105_336461.html

150…兩岸經貿網…2021 年 9月 17 日…2021 年中國大陸數據安全法新制及其對臺商的影響……李婉
萍、陳宏志：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國際資安組織與法制政策研析」研
究成果…https://www.seftb.org/cp-4-1356-2016f-1.html

151…大陸委員會網站…2021 年 8 月…中共數據安全立法對臺之影響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王
震 宇 副 院 長 主 稿 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
vMjk1L2NrZmlsZS82YjgwZWM5Ni1jMzgxLTQ3NzUtYWY4Mi1hYWFhMGNjMDh
lYjUucGRm&n=MDMu546L6ZyH5a6H5Lit5YWx5pW45pOa56uL5rOV5bCN6Ie65
4Gj5LmL5b2x6Z%2B%2FLnBkZ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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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臺商：

(一 )…人資部門在員工聘僱管理作業規定中，載明員工僱用合同 ( 協議書 ) 中，

告知員工為維護在工廠生線上操作設備之正確性，廠內有裝設攝影監測系

統，用於監測員工是否正確操作及保護員工作業的安全性等相關資訊。

(二 )…監控錄影之影像資料，將不涉及個人隱私及個人隱私後再分析儲存、也不

涉及敏感資訊的聲明。…

臺商無論是在中國大陸境內投資，都必須注意《數據安全法》之適用及其

法律責任，在建立「資料中心」或關於「資料在地化」考量時，都必須「分流

處理」。臺商若有在美國、歐盟或其他國家等設廠，亦必須符合當地國有關對

民眾的個資之「資料安全規則」規定，避免誤觸當地法令 152。

152…大陸委員會網站…2021 年 8 月中共數據安全立法對臺之影響 -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王
震 宇 副 院 長 主 稿 https://ws.ma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
vMjk1L2NrZmlsZS82YjgwZWM5Ni1jMzgxLTQ3NzUtYWY4Mi1hYWFhMGNjMDh
lYjUucGRm&n=MDMu546L6ZyH5a6H5Lit5YWx5pW45pOa56uL5rOV5bCN6Ie65
4Gj5LmL5b2x6Z%2B%2FLnBkZ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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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五：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電腦科技製造商，在美中科技戰議題的

延燒面對中國大陸實施資料監管相關法令，要如何因應一

個世界兩套標準的市場需求？    

一、背景簡要說明

美國國會在 2018 年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ECRA），管制美國貨品之出

口、轉口及傳輸行為。並將 14 項新興的核心尖端技術，如 (1) 生物技術；(2)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技術；(3) 定位、導航和定時技術；(4) 微處理器技術；(5)

先進計算技術；(6) 資料分析技術；(7) 量子資訊和傳感技術；(8) 物流技術；(9)

積層製造技術；(10) 機器人；(11) 腦機介面；(12) 高超聲速；(13) 先進材料；

(14) 先進監控技術等列入出口管制預告。先後將華為等多家中國大陸大型科技

相關企業列入實體清單以管制科技輸出 153。

美國AI行動的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政府把發展人工智慧(AI)列為優先目標。

2020…年更新《2018…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將用於「自動化分析地理空間圖像」

的軟體列入出口管制範圍，以避免中國大陸等專制政權取得相關技術，防止中

國大陸提升AI 產品能力以用於軍事用途，並禁止使用中國大陸製無人機，顯示

美中貿易戰不僅轉向科技戰，且至今仍持續延燒。2019 年 12 月，瓦聖納協定

增列的出口管制清單，使中國大陸企業購置關鍵半導體設備受到阻礙 154。

而中國大陸，則於 2019 年啟動，凡對中國大陸企業實施封鎖或斷供、嚴

重損害中國大陸企業正當權益的外國企業、組織或個人，將列入不可靠實體清

單的制度，並於 2021 年 12 月 29 日公布「中國大陸的出口管制」白皮書，

這是自 2020 年美中貿易科技戰開打後，中國大陸首度公布的出口管制白皮

書 155。

153…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2019 年 4月…美國如何管制新興技術出口…杜冠穎…法律研究員…編輯
整理…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8218…

154…科技部網站…2021 年 3 月 18 日…美中科技戰淺析……李正通，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
究與資訊中心副研究員；林倞，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助理研究員……
https://trh.gase.most.ntnu.edu.tw/tw/article/content/192…

155…人民網…新華社北京 2021 年 12 月 29 日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9 日發布《中國大陸的出
口管制》白皮書…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1/1229/c1001-3231982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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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規定要點    

美中兩國在貿易及科技發展的對峙與競爭，將為臺灣資訊科技製造及應用

等相關產業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包括有產業供應鏈的重組、供應鏈的短鏈化及

科技研發的整合應用等議題。臺灣資通訊產業及供應體系，不得不分散至全球

各區域主要國家及市場需求當地設廠製造供應，以避免及增加其產業或當地市

場需求的供應鏈韌性。

《數據安全法》明訂「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相關資料出境，必須

符合中國大陸《網絡安全法》規定。而其他的資料蒐集管理者的資料出境，則

必依照中國大陸網信辦會同相關部門制定的辦法處理。境外司法機構不得取用

在中國大陸儲存的資料，非經中國大陸批准，中國大陸境內組織和個人不能為

海外司法或執法機關，提供儲存於中國大陸境內的資料 156。

臺商必須注意，依《數據安全法》規定，企業的資訊若在分類上，被認定

為「重要資料」以上的分級，就必須向中國大陸主管機關提出這些資料的評估

報告，且也會受到出口管理或遵循中國大陸對他國採取同等措施等要求之規範。

這對商務之進行及與客戶的保密約定等，必然有所影響。

目前包括蘋果和特斯拉等美國企業，都已在中國大陸設立資料中心以存放

中國大陸用戶所產生的資料。因此，中國大陸不准螞蟻金服赴美國上市，同時

要求滴滴出行回中國大陸上市，主要就是確保中國大陸的資料不落入美國之手。

三、重點建議事項

臺商若在中國大陸生產之資通訊產品，若只是接受國際廠商之代工生產，

未自行投資與中國大陸消費者透過網路科技蒐集之訊息有關行業。目前尚未有

臺商反映受資料監控相關法令之影響。但在中美兩國科技戰的持續狀態，美國

不斷祭出新出口管制，加重圍堵中國大陸取得有關先進半導體技術的力道下，

中國大陸是否採取反制之相關法令或措施，建議台商應預先規劃營運的應變方

案。

為因應中美貿易科技戰衍生的一個世界兩套標準的市場趨勢，加上在臺灣

156…中國大陸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站……2021 年 6 月 10 日…數據安全法 https://gkml.samr.
gov.cn/nsjg/bgt/202111/t20211105_336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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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人力供應不足及生產腹地供給有限的限制下。建議廠商，在不違反相關

法令 ( 兩岸人民條例 ) 下，深化與中國大陸相關陸資領域企業策略合作。加

速企業的數位轉型升級，提升回臺灣或其他重要市場地區的製造產能，掌握

歐美市場商機。

建議台商擴大與歐美日等相關產業的科技研發合作。強化與美、日及歐

等先進國家的產品與技術研究夥伴關係，確保臺商在關鍵產業（如半導體、

綠能產業、生技醫療）優勢；並加強敏感性科技技術的保護。臺商才有機會

保持產業競爭優勢，也能因應中美貿易科技戰帶來的衝擊影響 157。

157…科技部網站…2020 年 12 月 18 日…臺美簽定「科學及技術合作協定」https://www.
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145a6336-9163-44fc-9a45-bcfb587f4d08?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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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數據監管對智慧產品（含 APP）的影響與

因應篇

壹、數據監管對智慧產品蒐集個人資料合規

子題一：智慧手機、智慧汽車、智慧家居、智慧攝像頭、智慧鎖、

智慧音箱等智慧設備如何保護個人隱私，以符合《個人

信息保護法》的要求？

一、背景簡要說明

智慧手機、智慧汽車、智慧家居、智慧攝像頭、智慧鎖、智慧音箱等智

慧設備已經走進並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與工作。隨處可見的攝像頭與麥克風

帶給人們方便的同時，也帶來不少的個人隱私洩露風險。相較於手機APP，

智慧設備違規收集個人資料的現象更加復雜、更為隱蔽。中國資訊資訊通信

研究院泰爾實驗室對多個品牌的智慧音箱設備進行抽樣檢測和分析，結果顯

示，智慧音箱可在獲取權限的同時對用戶進行竊聽。158

以下這些情境都是智慧家居造成隱私洩露的案例：在用戶不知情的狀態

下，打開智慧音箱，敏感資訊被持續監聽；走進某些商鋪，智慧攝像頭在未

告知的情況下，悄悄採集人臉資訊；有些商家在未經消費者同意的情況下，

擅自採集人臉資訊用於營銷分析；一台普通掃地機器人秒變錄音、拍照，並

進行竊聽、偷窺工具。

如何在《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要求下，尋求智慧家居在智慧化與隱私安

全的平衡，是智慧家居行業未來發展的重點。此外，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

部已通過入網檢測、專項整治、抽測抽查等方式，對智慧設備展開事前、事

158…中國網，關注個人信息保護：為智能設備加道安全濾網，2021-11/02。網址：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henan.china.com.cn/finance/2021-11/02/con-
tent_417286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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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後的監管，同時開通相關部門的投訴與舉報平臺 159，因此，企業必須合

規遵循《個人信息保護法》及相關法規、標準。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個人信息保護法》對智慧設備的個人隱私要求

《個人信息保護法》160 對智慧設備的個人隱私要求如下：

1.…落實「告知與同意」規則，明確示意處理個人資料的目的、方式和範圍。

智慧設備不得採取一攬子授權、強制同意等方式處理消費者個人資料；

未經消費者同意，不得向消費者推送商業資訊。

2.…不得過度收集消費者的個人資料，智慧設備收集使用個人資料應具有

明確、合理的目的，並限制在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和實現處理

目的的最小範圍，不得過度收集消費者個人資料。

3.…嚴格限制對敏感個人資料的處理，社區、經營場所的智慧設備不能強

制業主或者消費者進行人臉識別。

4.…對嚴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處理個人資料的平臺內的智慧設備，停止

提供服務。

5.…智慧設備等終端生產企業和互聯網資訊服務提供者的資訊處理行為應

遵循「知情同意」和「最小必要」兩項個人資料保護基本原則。

(二 ) 相關法規及標準對移動智慧設備侵害用戶隱私的規定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中國大陸工信部頒布《規範互聯網信息服務市

場秩序若干規定》161，明確提出生產企業不得在移動智慧終端中預置未

向用戶明示並經用戶同意，擅自收集、修改用戶個人資料的應用軟件；

2016 年 12 月 16 日，工信部頒布《移動智慧終端應用軟件預置和分發管

159…上證報中國證券網訊，工信部啟動互聯網行業專項整治行動，2021-07/26。網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6311309416813490&wfr=spider&for=pc

160…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網址：https://flk.npc.gov.cn/
detail2.html。

161…工業和信息化部，《規範互聯網信息服務市場秩序若干規定》，2011-12/31。網
址：https://www.miit.gov.cn/xwdt/gxdt/ldhd/art/2020/art_744fd4a0a2b84b-
6dabe1d1d50fe452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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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暫行規定》162，明確未經明示且經用戶同意，不得實施收集使用用戶個

人資料等侵害用戶合法權益的行為。

(三 ) 智慧家居設備如何避免侵犯個人隱私

1.…在使用人臉識別技術進行人臉驗證、辨識或分析過程中，要充分保障

用戶的知情權。一方面，智慧設備提供者要公開處理聲音、人臉資訊

的規則，明示處理的目的、方式、範圍，明示共享、轉讓的第三方；

另一方面，對人臉等資訊的處理，不能帶有任何強迫因素，不應以「與

其他授權捆綁」「不輸入同意就不提供服務」等方式索取非服務所必

需的生物資訊。

2.…建立個人資料保護「雙清單」。各企業應建立已收集個人資料清單和

與第三方共享個人資料清單，並在APP 二級功能表中展示，方便用戶

查詢。

3.…在隱私政策和權限調用方面，應以簡潔、清晰、易懂的方式，向用戶

提供APP 產品隱私政策摘要；涉及調用用戶終端相冊、通訊錄、位置

等敏感權限的，應當以適當方式告知用戶調用該權限的目的。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企業應明確個人資料的使用去向和範圍，強化非必要不採集、最小化採

集、採集即負責等基本原則。

(二 )…《個人信息保護法》已將「未經個人允許使用個人敏感資訊、侵犯個人隱

私」等行為上升到法律層面，同時還開通了相關部門的投訴與舉報平臺，

因此，智慧家居產品的設計必須合規，以免產品無法上市或隨時可能被下

架。

162…工業和信息化部，《移動智慧終端應用軟件預置和分發管理暫行規定》，2016-12/16。
網 址：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xy/art/2020/art_9352a1350d1c4cd-
d84eb92c71d3da9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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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智慧產品如何在設計中強化隱私保護？隱私條款應包括哪

些？智慧產品如何確保資料安全？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對資料保護的立法和執法力度不斷加強，圍繞隱私安全，已經頒

布了《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涉及智慧產品，目前

有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頒布的《規範互聯網信息服

務市場秩序若干規定》、2016 年 12 月 16 日，工業和信息化部頒布的《移動

智慧終端應用軟件預置和分發管理暫行規定》

智慧產品所謂的「智慧」是在互聯網的基礎上進行物聯網操控。網路安全

隱患及洩露隱私，一直以來都是產品開發設計需要面對的問題。而智慧產品需

要通過雲端加網路來傳達指令，在上傳通道的過程中很容易被入侵、洩露。因

此，智慧產品要實現全面普及，就必須解決智慧產品通過互聯網洩露隱私以及

威脅安全問題。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智慧產品如何在設計中強化隱私保護？

智慧產品在設計階段，應考慮最小化收集必要資料，確保不會過度收

集、處理用戶的個人資料。此外，在系統的開發過程中，應採取多種措施

保護用戶個人資料，例如對敏感資料的加密存儲，設置嚴格的訪問權限，

確保用戶個人資料的安全性。163 並將各種隱私保護落實到產品設計、開發

流程中，產品上線前還應經過嚴格的隱私安全審查。

智慧產品生產企業可透過 ISO/IEC…27701：2019164隱私資訊管理體系

認證，説明組織機構建立、實施、維護和持續改進隱私資訊體系（PIMS）。

目前此一認證是最具權威性的隱私管理體系建設指導標準。通過 ISO/IEC…

27701 隱私資訊管理體系認證，意味著在個人資料處理的安全性、準確

163…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網址：https://flk.npc.gov.cn/
detail2.html。

164… BSI，ISO/IEC…27701:2019 隱私信息管理體系認證。網址：https://www.bsigroup.com/zh-
CN/ISO-IEC-2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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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透明化等方面獲得國際權威機構認可。…

此外，智慧產品還需考慮物聯網隱私保護技術，主要涉及物聯網的資

訊收集、存儲、傳輸、訪問以及位置等方面的保護。物聯網隱私保護與傳

統互聯網的隱私保護有許多共通之處，但物聯網存在使用端分佈廣泛、行

業應用類型多、資訊處理和存儲能力低、涉及大量隱私資訊和可移動性等

特點。物聯網隱私保護要以用戶為中心，根據不同行業物聯網的特點，將

隱私保護機制嵌入系統設計之初，通過立法、合規性審查、生命週期管理、

隱私洩露懲罰機制，提高隱私保護。

物聯網隱私保護技術，可從四方面著手：1.敏感性資料保護技術；2.位

置隱私保護技術；3. 物聯網安全測評技術；4. 物聯網隱私安全合規遵循。

(二 ) 智慧產品隱私條款應包括哪些？

智慧產品的隱私條款應包括對用戶個人資料的收集、使用，確保完全

透明。在隱私條款中應明確說明收集資料的範圍、目的、存儲期限，並保

證產品資料僅在用戶期望的範圍內使用。

智慧產品的隱私條款還應包括對用戶權利的支持，確保用戶能夠訪問

到已收集的資料，並有權限對資料做適當修改；當用戶不想再使用該智慧

產品的服務時，可以通過App 刪除個人資料。

智慧產品隱私條款具體包括 165：

1. 如何收集和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2. 如何使用 Cookie 和同類技術。

3. 如何共享、轉讓、公開披露您的個人資料。

4. 如何保護您的個人資料。

5. 如何控制與存取您的個人資料。

6. 如何處理未成年人的個人資料。

7. 如何儲存與處理資訊。

8. 本政策如何更新。

165…羅技安全部門，羅技網站隱私權聲明，2021-09/27。網址：https://www.logitech.com/
zh-hk/legal/product-privacy-policy.html#information-we-co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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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何聯繫。

( 三 ) 智慧產品如何確保資料安全？

1. 標準和認證

為證明智慧產品在資料安全、用戶隱私和合規性控制，企業應定

期進行第三方審核，以提供證明。ISO…27001166 是信息安全管理體系

認證，ISO…27017167 是基於 ISO…/…IEC…27002的信息安全控制實踐的國

際標準，專門用於雲服務。

2. 建立整套安全資料安全解決方案

資料安全首先需確保資料按照用戶的意願來進行存儲和處理，建

立圍繞邊緣計算、資料存儲、資料保密存儲、可信計算、隱私計算等

環節的一整套安全解決方案。

三、重點建議事項

智慧產品在隱私安全、資料安全及物聯網安全等的合規法律體系尚未制訂，

因此企業可先在相關法規中套用，並通過相關標準認證來實現智慧產品的隱私

保護及資料安全，例如：ISO…27701、ISO…27001、ISO27017、ISO…27018168。

166… BSI，ISO/IEC27001:2013…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網址：https://www.bsigroup.com/zh-CN/
iso-27001-information-security/。

167… BSI，ISO/IEC…27017:2015 雲計算服務的信息安全控制，網址：https://www.bsigroup.
com/zh-CN/Security-controls-for-cloud-services-ISO-IEC27017/。

168… BSI，ISO/IEC…27018:2019 雲隱私保護。網址：https://www.bsigroup.com/zh-CN/ISO-
IEC-2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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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智慧家電企業如何根據資料安全生命周期，建立資料合規

治理體系，規避企業風險？

一、背景簡要說明

資料安全問題對個人、企業及國家都影響非常大。資料濫用風險、資料洩

露風險、資料竊取風險、資料偽造風險、資料破壞風險等，成為了許多企業不

得不面對且需重視的問題。在當前新技術、新業態、新經濟環境下，智慧家電

企業要做好資料安全治理，面臨著更多的挑戰與更高的要求。

如何做好資料全生命週期管理，一直是智慧家電企業關注的課題。《個人

信息安全保護法》和《數據安全法》的實施，對於智慧家電企業資料生命週期

管理合規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數據安全法》169 圍繞「收集、存儲、使用、加工、傳輸、提供、公開」

的資料處理流程，對於資料參與方進行法規約束，違反相關安全措施的行為方

將受到嚴厲懲罰。《個人信息保護法》170，主要從個人資料保護應遵循的原則

和資訊處理規則等方面進行約束，法規明確個人資料處理活動中的權利義務邊

界。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資料生命週期環節

從整體來看，在資料生命週期的環節，包括資料收集、存儲、使用、

加工、傳輸、提供、公開等。從資料來源上，要確保資料獲取主題身份真

實、可信；對於資料本身，在傳輸中要確保其真實性（資料來源真實可

信）、完整性（資料未被非授權篡改）、機密性（資料未被非授權者獲得）、

可用性（資料可被授權者正常使用）等；對於資料處理行為，要確保其發

送或接收行為、時間點的不可否認性。

(二 ) 技術層面的資料庫安全

169…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安全法》，2021-06/10。網址：https://wap.miit.gov.cn/zwgk/
zcwj/flfg/art/2022/art_284b390b84484f10b0e43eeafaad0f6d.html。

170…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網址：https://flk.npc.gov.cn/
detail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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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對資料做好有效的安全保護措施？從技術層面而言，資料安全離

不開資料庫的安全，對資料庫的脆弱性管理、安全威脅管控、存取控制、

加解密管理、脫敏處理、資料庫操作與訪問審計等都是關係資料安全的技

術措施。

(三 ) 智慧家電產品的資料安全生命周期

在資料安全保護層面，要實施從以網路為中心轉向以資料為中心的

全生命週期保護策略。即實施資料分類分級，對資料全生命週期狀態進行

歸納，根據不同的資料敏感等級以及資料使用狀態，規劃相應資料保護策

略，確保資料安全可控。

智慧產品的資料安全體系應基於資料安全生命週期，進行系統全面的

建設。通過對資料生命週期（資料生產、資料存儲、資料使用、資料傳輸、

資料傳播、資料銷毀）各環節進行嚴格安全管控，以確保資料安全。

(四 ) 智慧家電企業如何建立資料合規治理體系

智慧家電企業如何建立資料全生命週期的安全合規要求？可從以下八

個方面著手進行：

1. 制度建立

建立健全資料安全管理制度，落實資料安全保護責任，組織展開

資料安全教育培訓。

2. 風險監測

對資料處理活動中出現的漏洞等風險，要採取補救措施；發生資

料安全事件要按規定上報。

3. 風險評估

對資料處理活動定期展開風險評估並上報風評報告。

4. 收集使用

任何組織、個人收集資料必須採取合法、正當的方式，不得竊取

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資料。

5. 資料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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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服務商或交易機構，要提供並說明資料來源證據，要審核相

關人員身份並留存記錄。

6. 存儲加工

委託他人存儲、加工或提供政務資料，要先審批，並做好監督。

7. 配合調查

要求依法配合公安、安全等部門進行犯罪調查。境外執法機構要

調取存儲在中國大陸的資料，須先審核。

8. 審批與監督

委託他人建設、維護系統，或涉及存儲、加工資料，應當經過嚴

格的批准程序，並監督受託方、資料接收方履行相應的資料安全保護

義務。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智慧產品的資料安全體系建立應通過對資料生命週期各環節進行嚴格安全

管控，以確保資料安全。

(二 )…在資料安全生命週期中，資料存儲和傳輸安全是容易做的，但資料獲取、

使用、交換、銷毀環節是資料安全最核心、最難做的環節，企業應投入更

多的資源，以克服關鍵的資料生命週期。

企業要學習資料安全有關的法律法規及標準，建立資料安全治理的體

系，誰適應的快、誰的經營風險就會降低、未來競爭力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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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據監管對企業 APP 蒐集個人資料合規

子題一：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行為是如何認定的？ 

一、背景簡要說明

近年來，隨著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和移動互聯網應用的普及，越來越多的

APP 應用大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給人們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出現了對

個人資料的非法收集、濫用、洩露等問題，個人資料安全面臨嚴重威脅。

2021 年 3月 11 日，中國大陸工信部向社會通報了 136 家存在侵害用戶權

益行為App 企業的名單；2021 年 4 月 6 日，工信部對上述名單中未進行及時

整改的 60款 APP 進行下架處理 171。

2021 年 4 月 13 日，中國大陸市場監管總局會同網信辦、稅務總局，明確

要求包括百度、京東、美團、360、字節跳動等各互聯網平臺企業在一個月內

全面自檢自查，並出具合規經營承諾書 172。

自 2018 年開始，中國大陸對互聯網企業在保障公民個人資料方面逐步加

強管理。2019 年 11 月 28 日，中國大陸網信辦等四部門聯合發布《App 違法

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行為認定方法》，提供App 營運者自我評估和網民社會

監督的指引。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4 種行為可被認定為「未公開收集使用規則」173

1.…在 App中沒有隱私政策，或者隱私政策中沒有收集使用個人資料規則；

2.…在 App 首次運行時未通過彈窗等明顯方式提示用戶閱讀隱私政策等收

集使用規則；

3.…隱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規則難以訪問，如進入 App 主介面後，需多於 4

171…央視新聞，工信部通報 60 款侵權 App 下架（附名單）2021-04/08 網址：http://big5.
china.com.cn/gate/big5/henan.china.com.cn/m/2021-04/08/content_41523301.html。

172…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聯合召開互聯網
平 臺 企 業 行 政 指 導 會，2021-04/13 網 址：http://www.cac.gov.cn/2021-04/13/
c_1619894556494868.htm。

173…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行為認定方法》，2019-
11/28 網址：http://www.cac.gov.cn/2019-12/27/c_15789864556866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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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操作才能訪問到；

4.…隱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規則難以閱讀，如文字過小過密、顏色過淡、模

糊不清，或未提供簡體中文版等。

(二 )…4 種行為可被認定為「未明示收集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方式和範圍」

1.…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託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碼、外掛程式 )

收集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方式、範圍等；

2.…收集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方式、範圍發生變化時，未以適當方式通

知使用者，適當方式包括更新隱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規則並提醒用戶閱

讀等；

3.…在申請打開可收集個人資料的許可權，或申請收集用戶身份證號、銀

行帳號、行蹤軌跡等個人敏感資訊時，未同步告知用戶其目的，或者

目的不明確、難以理解；

4.…有關收集使用規則的內容晦澀難懂、冗長繁瑣，用戶難以理解，如使

用大量專業術語等。

(三 )…9 種行為可被認定為「未經用戶同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

1.…徵得用戶同意前就開始收集個人資料或打開可收集個人資料的許可權；

2.…用戶明確表示不同意後，仍收集個人資料或打開可收集個人資料的許

可權，或頻繁徵求用戶同意、干擾用戶正常使用；

3.…實際收集的個人資料或打開的可收集個人資料許可權超出用戶授權範

圍；

4.…以預設選擇同意隱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徵求用戶同意；

5.…未經用戶同意更改其設置的可收集個人資料許可權狀態，如App 更新

時自動將用戶設置的許可權恢復到預設狀態；

6.…利用用戶個人資料和演算法定向推送資訊，未提供非定向推送資訊的

選項；

7.…以欺詐、誘騙等不正當方式誤導用戶同意收集個人資料或打開可收集

個人資料的許可權，如故意欺瞞、掩飾收集使用個人資料的真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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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向用戶提供撤回同意收集個人資料的途徑、方式；

9.…違反其所聲明的收集使用規則，收集使用個人資料。

另外，還有 6種行為可被認定為「違反必要原則，收集與其提供的服務無

關的個人資料」；3種行為可被認定為「未經同意向他人提供個人資料」；5種

行為可被認定為「未按法律規定提供刪除或更正個人資料功能」或「未公布投

訴、舉報方式等資訊」。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不論是大的互聯網平臺企業，抑或是小的 App 開發商，都應當在產品開

發或者啟動網路服務之前，依據《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行為認

定方法》進行自我評估，以避免在後續服務提供當中，侵犯個人資料。

(二)對六類違規行為的認定辦法作出了明確說明，基本覆蓋了App營運者收集、

使用用戶個人資料的所有場景，可以作為 App 營運者的合規指引。App

營運者可以參考進行自我評估，從而避免相應的法律風險。



192

中國大陸數據監管法規對臺商的影響及因應實務手冊

子題二：企業如何自我評估 App 是否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網信辦、工信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等四部委聯合發布《常

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必要個人信息範圍規定》，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

正式實施。該規定明確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App）營運者不得因用戶不同意

收集非必要個人資料，而拒絕用戶使用App 基本功能服務。企業可根據此一規

定展開自我評估，確保將 App收集的資訊限制在「必要資訊範圍」之內。此

外，App 營運者可參照《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指南》、《網

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App）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

指南》，對其收集使用個人資料的情況進行自我評估。

2021 年 11 月 1日，《個人信息保護法》正式實施，規定個人資料的收集

遵循「最小範圍」原則，即應當基於業務的處理目的收集必要資訊，不得過度

收集個人資料。但資訊過度蒐集、許可權濫用等違規的現象依然頻繁。……

本文將結合最新的法律法規及行業標準要求，對是否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

人資料進行自我評估，以幫助APP發者有效落實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

二、法律規定要點

企業自我評估時可根據《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必要個人信息範圍

規定》，以確認該App 是否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

(一 )…常見類型App 的必要個人資料範圍

《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必要個人信息範圍規定》174 共分成

39類型 APP，以下舉四個類型說明必要個人資料範圍包括的內容。

1.…網路約車類 App：基本功能服務為「網路預約計程車服務、巡遊計程

車電召服務」，必要個人資料包括：(1) 註冊用戶行動電話號碼；(2)

乘車人出發地、到達地、位置資訊、行蹤軌跡；(3)支付時間、支付金額、

支付管道等支付資訊（網路預約計程車服務）。

174…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必要個人信息範圍規定》，
2021-03/12 網址：http://www.cac.gov.cn/2021-03/22/c_16179909970542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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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支付類App：基本功能服務為「網路支付、提現、轉帳等功能」，

必要個人資料包括：(1) 註冊用戶行動電話號碼；(2) 註冊用戶姓名、

證件類型和號碼、證件有效期限、銀行卡號碼。

3.…網上購物類App：基本功能服務為「購買商品」，必要個人資料包括：

(1)註冊用戶行動電話號碼；(2)收貨人姓名（名稱）、位址、聯繫電話；

(3) 支付時間、支付金額、支付管道等支付資訊。

4.…餐飲外賣類 App：基本功能服務為「餐飲購買及外送」，必要個人資

料包括：(1) 註冊用戶行動電話號碼；(2) 收貨人姓名（名稱）、位址、

聯繫電話；(3) 支付時間、支付金額、支付管道等支付資訊。

(二 )…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自我評估

2019 年 3 月 1日，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發布《App 違法

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指南》175，指導 App 營運者自我評估。分

別從隱私政策文本、App 收集使用個人資料行為、App 營運者對用戶權

利的保障等三個層面提出評估。其中隱私政策文本主要有四個評估重點，

App 收集使用個人資料行為主要有三個評估重點，App 營運者對用戶權利

的保障有兩個評估重點。

2020 年 7 月頒布的《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

（App）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指南》176，提出 App 收集使用個人資料

的六個評估重點：

1. 是否公開收集使用個人資料的規則。

2. 是否明示收集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方式和範圍。

3. 是否徵得用戶同意後才收集使用個人資料。

4. 是否遵循必要原則，僅收集與其提供的服務相關的個人資料。

175…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指南》，2020-
07/22， 官 網 https://www.tc260.org.cn/upload/2020-07-22/1595396892533085831.
pdf。

176…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App）
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指南》，2020-07/22，官網 https://www.tc260.org.cn/front/
postDetail.html?id=2020072213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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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否經用戶同意後才向他人提供個人資料。

6. 是否提供刪除或更正個人資料功能，公布投訴、舉報方式等資訊。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App 不得因為用戶不同意提供非必要個人資料，而拒絕用戶使用其基本功

能服務，因此APP開發者必須掌握常見類型App 的必要個人資料範圍。

(二 )…企業自我評估 App 是否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可參考《個人信息

保護法》、《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必要個人信息範圍規定》、

《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指南》、…《網絡安全標準實踐

指南—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App）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指南》等法

律法規及行業標準的要求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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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常見 APP 強制授權、過度索權、超範圍收集個人資料等現

象，新法實施後，企業如何落實終端用戶個人資料保護相

關事宜，避免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

規定？

一、背景簡要說明

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受到監管部門執法關注的並不限於預裝的或通過應

用市場下載安裝的App，還包括無需安裝即可使用的小程式。在部分地方展開

App 網路安全專項治理的過程中，進一步明確專項治理工作的對象包括App、

小程式、公眾號、網頁工具、快應用、SDK 等。中國大陸網信部門下架「滴滴

出行」App 的主要原因為「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訊問題」，且多

與《隱私政策》相關。

2021 年中國大陸工信部發布了 9批次《關於侵害用戶權益行為的APP 通

報》、11批次《關於APP超範圍索取許可權、過度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等問題》

的通報 177。38 款 APP 存在超範圍、高頻率索取許可權，非服務場景所必需收

集用戶個人資料，欺騙誤導用戶下載等違規行為。App 超範圍收集個人資料、

強制授權、過度索權等現象大量存在，違法違規使用個人資料問題十分普遍。

2021 年 5 月 1 日正式實施的《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必要個人信

息範圍規定》178，在 App 基本功能服務和必要個人資料範圍的基礎上，明確要

求App 營運者不得因用戶不同意收集非必要個人資料，而拒絕用戶使用其基本

功能服務。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如何避免觸犯APP強制授權

「APP 強制授權」可解釋為未經用戶同意或用戶拒絕相關授權申請

後，APP 強制更改用戶設置的許可權狀態或以APP 可用性為條件，強制

177…環球網科技，工信部通報2021年第 9批侵害用戶權益行為的APP，2021-08/26，…網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118278175341166&wfr=spider&for=pc

178…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必要個人信息範圍規定》，
2021-03/12…網址：http://www.cac.gov.cn/2021-03/22/c_1617990997054277.htm。



196

中國大陸數據監管法規對臺商的影響及因應實務手冊

要求用戶同意打開相關系統許可權；App 強制捆綁授權，是指以捆綁、

頻繁打擾等不合理方式徵得用戶同意收集個人資料或申請系統許可權。例

如：要求用戶一次性同意打開多個可收集個人資料許可權，用戶不同意則

無法安裝或使用。目前，一些…App…通過「一籃子協定」將收集個人資料

與其功能或服務進行捆綁，用戶不同意全面授權，就無法使用該…APP。

不少用戶往往被迫接受「一攬子協議」。為此，資料處理者不得以自然人

不同意處理其個人資料為由，拒絕向其提供相關核心功能或者服務。也就

是禁止…App…不全面授權就不讓使用的「霸王規則」。

典型場景：APP首次啟動時，向用戶索取電話、通訊錄、定位、短信、

錄音、相機、存儲、日曆等許可權，用戶拒絕授權後，應用退出或關閉。

(二 ) 如何避免觸犯APP過度索權

「APP 過度索權」可解釋為APP 申請超出其業務功能或者服務外的

許可權。即APP在用戶未使用相關功能或服務時，提前申請開啟通訊錄、

定位、短信、錄音、相機等許可權。典型場景：APP 在用戶未使用權限

對應的相關功能或服務時，提前向用戶彈窗申請開啟通訊錄、定位、短訊

息、錄音、相機等許可權。

(三 ) 如何避免觸犯APP頻繁申請許可權

「APP 頻繁索權」可解釋為利用彈窗等技術手段，反復申請與當前

服務場景無關的許可權。即APP 在用戶明確拒絕許可權申請後，頻繁申

請開啟通訊錄、定位、短信、錄音、相機等與當前服務場景無關的許可權，

騷擾用戶。典型場景：APP 在運行期間，用戶明確拒絕許可權申請後，

仍向用戶頻繁彈窗申請開啟與當前服務場景無關的通訊錄、定位、短信、

錄音、相機等許可權。

(四 ) 如何避免觸犯APP超範圍收集個人資料

超範圍收集個人資料是指APP 收集個人資料，非服務所必需或無合

理應用場景，超範圍或超頻率收集個人資料。典型場景：如過度收集用戶

通訊錄、短訊息、通話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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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App 宜區分基本業務功能和附加業務功能，嚴禁過度捆綁服務類型、捆綁

基本業務功能和附加業務功能等方式，強制要求用戶一次性授權同意個人

資料收集請求。

(二 )…對於僅為實現附加功能、個性化服務、提升用戶體驗，同時又並非 App

實現基本業務功能所必要的個人資料，可單獨徵得用戶同意，並保障用戶

可拒絕個人資料收集的權利，且用戶拒絕此類資訊後不影響其正常使用

App 基本業務功能。

( 三 )…如用戶明確拒絕 App 業務功能所需許可權，App 不應頻繁申請系統許可

權干擾用戶正常使用，除非由用戶主動觸發功能，且沒有該許可權參與此

業務功能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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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四：APP 上線需要面向終端用戶時，需制定哪些配套的合規文

件？企業使用的各種 APP，如何事先獲得終端用戶的授權

與同意？

一、背景簡要說明

中國大陸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中有對於取得個人資料同意的相關規定。

此外《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個人信息保護管理暫行規定》（公開徵求意見）對

取得同意做出了更為細緻的規定。《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徵

求意見稿）》，針對告知同意的規則以及各個場景下的告知同意方法做出詳盡

的規定，企業在制定APP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時可參考以上法規。

企業通過App 收集使用個人資料的過程中，如何取得用戶同意是非常重要

的環節。本文旨在對企業通過APP 上線面向終端用戶時，需制定哪些配套的合

規文件，以及如何取得用戶同意的合規重點提出建議。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APP 上線需要面向終端用戶時，需制定哪些配套的合規文件？

APP上線需要哪些合規配套文件？

1. 用戶協定和隱私政策如何展示？

隱私政策需展示在註冊入口處，在頁面「設置 /通用」-「隱私」-

「隱私政策」。

2. 合規配套文件應如何主動展示？

用戶初次註冊時，彈出框形式可下拉展示，介面至少停留 10秒，

讓用戶勾選、按下「同意」或「下一步」等方式獲取用戶同意。

3. 用戶協議、隱私政策修訂後如何呈現？

用戶協議、隱私政策修訂後，重新彈出獲得用戶同意，彈出框形

式可下拉展示，讓用戶主動「輸入」「同意」等形式呈現。

4. 用戶再次訪問如何呈現？

用戶協議、隱私政策應方便用戶再次訪問及更改其同意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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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企業使用的各種APP，如何事先獲得終端用戶的授權與同意？

1.《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個人信息保護管理暫行規定》（公開徵求意見）

的規定………

2021 年 4 月 26 日《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個人信息保護管理暫行

規定》（徵求意見稿）179，APP 個人資料應切實保障用戶同意權、知

情權、選擇權和個人資料安全。

(1)…應當在 APP 登錄註冊頁面及APP 首次運行時，通過彈窗、文本連

結及附件等簡潔明顯且易於訪問的方式，向用戶告知涵蓋個人資料

處理主體、處理目的、處理方式、處理類型、保存期限等內容的個

人資料處理規則。

(2)…應當採取非預設勾選的方式徵得用戶同意。

(3)…應當尊重用戶選擇權，在取得用戶同意前或者用戶明確表示拒絕

後，不得處理個人資料；個人資料處理規則發生變更的，應當重新

取得用戶同意。

(4)…應當在對應業務功能啟動時，動態申請 APP 所需的許可權，不應

強制要求用戶一攬子同意打開多個系統許可權，且未經用戶同意，

不得更改用戶設置的許可權狀態。

(5)…需要向本 APP 以外的第三方提供個人資料的，應當向用戶告知其

身份資訊、聯繫方式、處理目的、處理方式和個人資料的種類等事

項，並取得用戶同意。

(6)…處理種族、民族、宗教信仰、個人生物特徵、醫療健康、金融帳戶、

個人行蹤等敏感個人資料的，應當對用戶進行單獨告知，取得用戶

同意後，方可處理敏感個人資料。

2.《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徵求意見稿）》

179…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個人信息保護管理暫行規定》（徵求意見
稿），2021-04/26 網址：http://www.cac.gov.cn/2021-04/26/c_162101818970770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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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徵求意見稿）》180，

個人資料控制者在徵得個人資料主體同意時，應當優先採用明示同意，

且儘量避免採取授權同意的機制。在某些條件受限或成本巨大等情況

下，且經個人資料影響評估後無高風險，才可考慮採用授權同意的模

式。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 下列四種情況下需要取得同意：分別是（1）收集使用個人資料時；（2）

使用目的變更時；（3）對外提供個人資料時；（4）其他情形。

( 二 ) 明示同意的模式主要可以採取以下六種模式，可以結合APP 產品或服務

的特點，選擇同意模式中的一種或幾種：(1) 透過互動式交互介面，由用

戶主動勾選、主動輸入、主動發送；（2）由用戶主動填寫，輸入個人資料；

（3）用戶通過紙質或電子的書面聲明，簽字確認；（4）用戶開啟可蒐集

個人資料的API、權限；（5）電子簽名；（6）電話錄音、影像錄影。

( 三 ) 在某些情形中，透過 APP 收集、使用個人資料不必徵得個人資料主體的

授權同意以及明示同意，即有些情況可以免於告知同意，例如：所涉及的

個人資料是個人資料主體自行向社會公眾公開的。

180…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告知同意指南》（徵求意見
稿），2020-01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官網 https://www.tc260.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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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五：中國大陸目前 App 合規監管的機構其分工與職責為何？如

何對 App 進行監管？

一、背景簡要說明

自 2021 年下半年度起，中國大陸工信部為進行整治各行業使用移動互聯

網應用程式（App）行為，宣布啟動互聯網行業專項整治行動，聚焦擾亂市場

秩序、侵害用戶權益、威脅資料安全、違反資源和資質管理規定等四方面 8類

問題，涉及 22個具體場景，為期半年。

這期間，由工信部召集在北京召開互聯網行業專項整治行動宣貫部署會，

阿里巴巴、騰訊、等二十多家主要互聯網平臺企業負責人參加會議，並承諾將

嚴格按照專項行動要求，自查整改，規範經營行為。

在新的一年中，查緝不良的App 在全中國大陸各省市雷厲風行，許多App

被下架，企業被究責，輕則罰鍰，重則企業被迫停業。因此，臺商應瞭解並掌

握以下相關規定，例如：當前中國大陸App 合規監管機構有那些？其分工職責

為何？如何對App 進行監管呢？

二、法律規定要點

( 一 ) 目前中國大陸App 合規監管的機構有哪些？

工業和信息化部 ( 工信部 ) 是 App 合規監管的主要部門，另協同中央

網信辦、公安部和市場監管總局等四部門，聯合展開對 App 違法違規蒐

集使用個人資料進行專項治理。自 2019 年迄今，發布文檔或通知數量極

多，且涉及的處罰措施包括責令限期整改、公開曝光、暫停相關業務、停

業整頓、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侵犯公民個人資料情節

嚴重涉嫌犯罪的，還可能受到刑事處理，這種多部門聯合治理的情況尚屬

首次。181簡言之，目前合規監管機構從中央部門協同，到地方跨機構聯合，

並輔以刑事處理，力道極大，台商應特別注意。

(二 )…App 合規各監管機構的職責為為何？

181…工信部：今年將研究制定APP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等領域數據安全標準_科技_中國大陸網，…
2022。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tech.china.com.cn/pa/20220419/386840.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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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與 App 專項治理的機構主體、文件及主要治理內容，其分工職責

整理如下表：182

發文主體 通知 / 文件 主要治理內容

中央網信辦、工業
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市場監管總局

《關於展開 App 違
法違規收集使用個
人信息專項治理的
公告》

1.編制大眾化應用基本業務功能及必要資訊規範、App 違
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治理評估要點、對 App 隱私政
策和個人資料收集使用情況進行評估。

2.加強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行為的監管和處罰；

3.公安機關展開打擊整治網路侵犯公民個人資料違法犯罪；

4.展開 App 個人資料安全認證。

App 專 項 治 理 工
作組

（全國信息安全
標準化技術委員
會等協會受委託
成立）

《App 違法違規收
集使用個人信息自
評估指南》

主要用於 App 營運者對其收集使用個人資料的情況進行自
查自糾，分三大部分：

1.隱私政策文本；

2.App 收集使用個人資料行為；

3.App 營運者對用戶權利的保障。

工信部網路安全
管理局

《四部門抓緊推進
App 違法違規收集
使用個人信息專項
治理》

公布了專項治理中接收到的舉報情況，被舉報 App 主要集
中在金融借貸、社區社交、網上購物、短視頻與直播、即
時通訊等領域

工信部
《關於展開 App 侵
害用戶權益專項整
治工作的通知》

明確重點整治四方面重大問題：

1.違規收集使用者個人資料方面；

2.違規使用使用者個人資料方面；

3.不合理索取用戶許可權方面；

4.為用戶帳號註銷設置障礙方面

國家網信辦、工信
部、公安廳及國家
市場監督管理

《App 違法違規收
集使用個人信息行
為認定方法》

對違規收集使用者資料的行為進行了六個方面的反向列舉
式規定，為監督管理部門認定 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
資料行為提供參考，為 App 營運者自查自糾和線民社會監
督提供指引。

全國信息安全標
準化技術委員會
秘書處

《網絡安全標準實
踐指南—移動互聯
網 應 用 程 式 (App)
收集使用個人信息
自評估指南 ( 徵求
意見稿 )》

在 2019.3.1 版《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評估
指南》的基礎上，結合檢測評估工作經驗，歸納總結出
App 收集使用個人資料評估點，供 App 營運者自評估參考

( 三 ) 如何針對App 進行監管？

中國大陸針對App 的監管有二大方向：183

1. 組織推進專項治理。持續推進 App 個人資料保護專項整治，2021 年

182…張昌倩、陳銳，從App 專項治理看用戶個人信息的合理使用，悅法互聯，2021。https://
mp.weixin.qq.com/s/i-11sf5OJ4F1w1R1sB1lUw

183…中國大陸祭出…2…大最嚴格法律，網路監管風氣形成…|…TechNews…科技新報，2021。
https://technews.tw/2021/08/20/china-passes-data-privacy-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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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組織對 208 萬款 App 進行了技術檢測，通報違規 1549 款，下架

514 款，有力整治違法違規行為。

2. 督促企業責任落實。深入推進工信領域資料安全保護能力提升，指導

督促 500 餘家企業完成自評估，促進企業安全責任落實。組織電信企

業、網際網路企業、行業協會展開個人資料保護，以案釋法、警示教

育和行業自律工作，提高從業人員守法意識。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確實瞭解《個人信息保護法》184 和《數據安全法》185 等二大法令。另外，

亦宜深入研析工信部及各省市主管機關頒布的相關專項規定。

(二 )…隨時掌握各監管機關發布的文件與各項指引；例如 2019 年 12 月 30 日工

信部等四部門發布的《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行為認定方法》，

對違規收集使用者資料的行為進行了六個方面的反向列舉式規定，提供監

督管理部門認定 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行為提供參考，避免臺

商在相關的App 應用與商務服務上，踩到不必要的地雷。

184…個 人 信 息 保 護 法， 中 國 大 陸 人 大 網，2021。http://www.npc.gov.cn/npc/
c30834/202108/a8c4e3672c74491a80b53a172bb753fe.shtml

185…數據安全法，中國大陸人大網，2021。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6/7c
9af12f51334a73b56d7938f99a788a.shtml



204

中國大陸數據監管法規對臺商的影響及因應實務手冊

子題六：從 App 專項治理下，企業對用戶個人資料的合理使用為何？

一、背景簡要說明

自從人工智慧、物聯綱、雲運算服務、及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各級企業

運用應用程式 (applications，App)，尤其是指企業開發下載到手機上的應用系

統，從提供客戶訊息，到進一步記錄顧客的使用行為，蒐集到大量的個人訊息，

雖然提升了企業的營運成效，但也帶來許多個人資料被非法使用，導致社會經

濟失序、個人權益遭受巨大的損失風險。

2020 年 3 月 21 日，工信部約談新浪微博，起因是微博使用者查詢介面被

惡意調用，導致App 資料洩露。據媒體報導，涉及的資料量可能高達上億條，

其實這並非個案，陌陌在 2021 年 9月份亦因資料洩露風險被約談。2021 年全

年組織對 208 萬款 App 進行了技術檢測，通報違規 1549 款，下架 514 款，有

力整治了違法違規行為 186。

本次App專項治理工作由網信部門、工信部、公安、市場等部門聯合展開，

後續發展可能涉及的處罰措施包括責令限期整改、公開曝光、暫停相關業務、

停業整頓、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侵犯公民個人資料情節嚴

重涉嫌犯罪的，還可能受到刑事處理。187

因此，臺商在提供App 服務時，用戶個人資料的蒐集與使用要注意合規，

還需符合公共安全與監管層面的法規要求。

二、法律規定要點

企業對用戶個人資料的合理使用，可分成用戶個人資料的蒐集，與用戶個

人資料的使用二大部份。

(一 )…用戶個人資料的蒐集

1. 使用者的哪些個人資料依法受到保護？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

186…工信部：今年將研究制定 App 收集使用個人數據等領域數據安全標準 _科技 _ 中國大陸
網，2022。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tech.china.com.cn/pa/20220419/386840.
shtml

187…張昌倩、陳銳，從App 專項治理看用戶個人信息的合理使用，悅法互聯，2021。https://
mp.weixin.qq.com/s/i-11sf5OJ4F1w1R1sB1l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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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 188，對個人資訊做出如下

定義：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資訊結合識別

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資訊，包括姓名、

身份證件號碼、通信通訊聯繫方式、住址、帳號密碼、財產狀況、行

蹤軌跡等。從以上定義可以看出，對公民個人身份能夠起到識別作用，

或涉及公民個人隱私的電子資訊，均依法按照個人資料受到法律保護。

就經營互聯網的企業而言，除了以上已羅列的常見資訊類別外，

實際註冊到使用的各個環節，還可能涉及個人資訊，包括昵稱、性別、

頭像、短信、手機相簿、設備位置、金融卡資訊、交易記錄等，在實

務中仍然可能被認定為個人資訊受到保護。判定某項資訊是否屬於個

人資料，監管層面會綜合考慮該資訊是否對個人起到識別作用或該資

訊與個人有關聯性，原則較為抽象，以列舉方式亦難以窮盡，企業可

以參照《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189…190 中提供的示例，至少

在業務涉及到以下資訊收集場景時注意設置保護措施。

2. 對於個人敏感資訊，在資訊獲取上有何特殊要求？

所謂個人敏感資訊，即一旦洩露、非法提供或濫用可能危害人身

和財產安全，極易導致個人名譽、身心健康受到損害或歧視性待遇等

的個人資料，包括身份證件號碼、個人生物識別資訊、銀行帳戶、通

信記錄和內容、財產資訊、徵信資訊、行蹤軌跡、住宿資訊、健康生

理資訊、交易資訊、14…歲以下（含）兒童的個人資料等需徵得其監護

人的明示同意。這些類別的資訊一旦公告對安全影響程度高，因此，

企業獲取該類資訊時也面臨更高的要求。

根據《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收集個人敏感資訊前，

188…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
干問題的解釋》解讀，最高人民檢察院，2017-05-13。https://www.gushiciku.cn/dc_
tw/100206519

189…個人信息保護法的重點，私隱公署，香港 https://www.pcpd.org.hk/tc_chi/data_privacy_
law/mainland_law/mainland_law.html

190…個人信息保護法，中國大陸人大網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8/a8c4e3
672c74491a80b53a172bb753f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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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得個人資料主體的明示同意，並應確保個人資料主體的明示同意

是在其完全知情的基礎上自主給出的、具體的、清晰明確的意願，且

相關內容需明確標識或突出顯示，如字體加粗、標星號、底線、斜體、

顏色等，並反應到App 系統的設置上。

( 二 ) 用戶個人資料的使用

1. 基於自身業務使用個人資料，有何注意事項？

由於資料的來源方是個人使用者，企業基於協議授權獲得了使用

者的許可，自然應在協議範圍內使用，同時按照法律的規定對個人資

料承擔保護責任。在管理層面，海量的使用者資訊一旦洩露，面臨的

不僅是用戶的投訴和企業的損失，還可能受到監管處罰。在使用層面，

企業徵求使用者同意使用其個人資料，實際是一個簽訂合同的過程，

企業應該按照使用者協定、隱私協定及使用者實際使用中的授權情況

使用，不得超出與收集個人資料時所聲稱的目的、不得超出直接或合

理關聯的範圍。

2. 將個人資料轉授權第三方使用，有何注意事項？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企業不僅要在法律允許和服務所需的範圍內

收集個人資料，還應在使用者協議、隱私政策中明確約定使用者資料

的轉授權範圍，並以明示方式提示使用者注意。此外，需保證企業在

授權第三方使用個人資料時，其授權鏈的完整性。企業也可以考慮在

向第三方授權時，對授權資料進行去標識化處理，達到無法識別特定

個人資料的程度，對資料應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使用。

三、重點建議事項

( 一 )…確實掌握 2019 年 12 月 30 日工信部等四部門發布的《App 違法違規收

集使用個人信息行為認定方法》，並參考法律所禁止的個人資料收集使用

方式。

(二 )…企業應設置專門的資料管理部門或負責人員，對於資料的使用設置內部審

批流程，控制能夠接觸到核心資料的人員數量；同時資料的任何拷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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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和修改都應當保留記錄，當內部員工洩露或外部駭客攻擊時，有據可

查，能及時補救，並及時告知用戶，同時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

(三 )…任何使用個人資料的商業行為，皆應明確告知用戶其使用的目的、方式和

範圍，並再次取得用戶的同意。數位時代一切求快，但資料的使用則要小

心，方能駛得萬年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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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件一  本手冊與中國大陸網路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彙總表

項
次

法律法規名稱 發布單位 施行日期

1 《網絡安全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017 年 6 月 1 日

2 《數據安全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2021 年 9 月 1 日

3 《個人信息保護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 2021 年 11 月 1 日

4 《國家安全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2015 年 7 月 1 日

5 《民法典》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 2021 年 1 月 1 日

6 《網絡安全審查辦法》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2022 年 2 月 15 日 

7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2022 年 9 月 1 日

8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 國務院 2021 年 9 月 1 日

9 《保守國家秘密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2010 年 10 月 1 日

10 《電子商務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2019 年 1 月 1 日

11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1994 年 1 月 1 日

12 《勞動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1995 年 1 月 1 日

13 《勞動合同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2008 年 1 月 1 日

14 《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 國務院 2000 年 9 月 25 日

15
《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
定》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13 年 9 月 1 日

16
《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登記管理
辦法》

信息產業部 2005 年 3 月 20 日

17 《治安管理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2006 年 3 月 1 日

18 刑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80 年 1 月 1 日施行
2020 年 12 月 26 日
（第 36 次修正）

19
《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
定》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13 年 9 月 1 日

20
《規範互聯網信息服務市場秩序若干
規定》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11 年 12 月 29 日

21
《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個人信息
跨境處理活動安全認證規範》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 2022 年 6 月 24 日

22
《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網絡數據
分類分級指引》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秘
書處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3
《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移動互聯
網應用程式（App）收集使用個人信
息自評估指南》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秘
書處

2020 年 7 月 25 日

24
《常見類型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必要
個人信息範圍規定》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2021 年 5 月 1 日

25
《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辦
法（試行）》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22 年 2 月 10 日

26 《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 2020 年 10 月 1 日

27
GB/T 35273-2020《信息安全技術 
個人信息安全規範》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2020 年 10 月 1 日

28 《工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南（試行）》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20 年 2 月 27 日

29
《政府數據 數據分類分級指南》
（DB52/T1123-2016）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2016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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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行
為認定方法》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2019 年 11 月 28 日

31
《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自
評估指南》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秘
書處

2020 年 7 月 22 日

32
《移動智慧終端應用軟件預置和分發
管理暫行規定》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12 月 16 日

33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
實施辦法》

中國人民銀行 2020 年 11 月 1 日

34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銀行業金融機構
做好個人金融信息保護工作的通知》

中國人民銀行 2011 年 5 月 1 日

35
《關於銀行業金融機構做好個人金融
信息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 2011 年 5 月 12 日

36
《銀行業金融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
資管理辦法》

中國人民銀行 2021 年 8 月 1 日

37 《徵信業務管理辦法》 中國人民銀行 2022 年 1 月 1 日

38
《關於加強境內企業境外發行證券和
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的規定
（徵求稿）》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2022 年 4 月 2 日

39
《金融數據安全 數據安全分級指南》
（JR/T0197-2020）》

中國人民銀行 2020 年 9 月 23 日

40
《證券期貨業數據分類分級指引》
(JR/T0158-2018）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8 年 9 月 29 日

41
《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
行）》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2021 年 10 月 1 日

42
《關於加強智慧網聯汽車生產企業及
產品准入管理的意見》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21 年 7 月 30 日

43 《汽車採集數據處理安全指南》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 2021 年 10 月 8 日

44
《車聯網（智慧網聯汽車）網絡安全
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22 年 2 月 25 日

45
《關於加強車聯網 ( 智慧網聯汽車 )
網絡安全工作的通知》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21 年 9 月 15 日

46
《車聯網信息服務用戶個人信息保護
要求》 (YD/T 3746-2020)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20 年 10 月 1 日

47
《信息安全技術 個人信息安全規範》
（GB/T 35273-2020）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2020 年 10 月 1 日

48
《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告知同意指

南》( 徵求意見稿 )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2021 年 4 月 30 日

49
《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辦
法（試行）（再次公開徵求意見）》

工業和信息化部
2022 年 2 月 11 日發
布徵求意見稿

50
《信息安全技術 重要數據識別指南》

（徵求意見稿）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 2022 年 1 月 13 日

51
《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規定（徵求

意見稿）》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2021 年 8 月 20 日

52
《信息安全技術網聯汽車採集數據的

安全要求（草案）》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 2022 年 3 月 31 日

53
《信息安全技術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

指南（草案）》
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 2022 年 9 月 1 日

54
《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個人信息保護

管理暫行規定》（徵求意見稿）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2021 年 4 月 26 日

資料來源：本手冊涉及的網路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經網路收集由臺北企業經
理協進會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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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國大陸網路三法實施一週年典型案例彙總表

2021 年，中國大陸全國網信辦進一步加強執法力度，依法查處各類違

法違規案件，取得顯著成效。據統計，全國網信系統全年共依法約談網站平

臺 5654 家，警告 4445 家，罰款處罰 401 家，暫停功能或更新 3008 家，

下架移動應用程式 1007 款，會同電信主管部門取消網站許可或備案、關閉

違法網站 17456 家，移送相關案件線索 4728 件。

2022 年上半年，全國網信系統持續加強網路執法力度、規範網路執法行

為，依法查處各類違法違規案件。據統計，全國網信系統 2022 年上半年累計

依法約談網站平臺 3491 家，警告 3052 家，罰款處罰 283 家，暫停功能或更

新 419 家，下架移動應用程式 177 款，會同電信主管部門取消違法網站許可或

備案、關閉違法網站12292家，移送相關案件線索4246件。以下是典型案例。

中國大陸網路三法實施一週年典型案例彙總表

日期
違法違規
典型案例

執法
機構

處罰行為
處罰
措施

法律依據

2021
年 11

月

“民生寶”“快速問醫
生”等 7 款 App 違法
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
訊。

海南
網信
辦

App 非法獲取、超範圍收
集、過度索取許可權等侵害
公民個人資訊的違法違規現
象。

責令
整改

《網絡安全法》、《數
據安全法》《個人信息
保護法》。

2021
年 12

月

閃修俠等 87 款 App 違
法違規手機個人資訊。

浙江
網信
辦

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
訊。

責令
整改

《App 違法違規收集使
用個人信息行為認定方
法》、《常見類型移動
互聯網應用程式必要個
人信息範圍規定》。

2022
年 5
月

某公司自建收費系統，
對採集的資料未採取
安全防護技術措施。

棗莊
網警

某公司自建收費系統，通過
公眾號採集公民個人資訊，
存儲在第三方雲平臺上，但
對採集的資料未採取安全防
護技術措施，未依法履行網
路安全保護義務。

予以行
政警告
處罰，
並責令
改正。

《數據安全法》第 27
條第 1 款、第 45 條第
1 款。

2022
年 7
月 26

日

廣州某公司開發的“駕
培平臺”存儲了駕校培
訓學員的姓名、身份證
號、手機號、個人照片
等資訊 1070 萬餘條，
該公司未履行資料安
全保護義務。

廣東
省公
安機
關

該公司沒有建立資料安全管
理制度和操作規程，對於日
常經營活動採集到的駕校學
員個人資訊未採取去標識化
和加密措施，系統存在未授
權訪問漏洞等嚴重資料安全
隱患。

處罰 5
萬元。

《數據安全法》。

資料來源：…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http://www.cac.gov.cn/、中國網信網 http://www.
cac.gov.cn/wlgygc/index.htm、網信中國：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
?author=%E7%BD%91%E4%BF%A1%E4%B8%AD%E5%9B%BD，臺北企

業經理協進會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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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0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全球網路安全事件彙總表

日期 公司名稱 網路安全事件 要求贖金或其他

2020 年
12 月 8 日

鴻海美洲廠 遭受網路勒索病毒攻擊。 要求鴻海集團支付 1804.0955 枚比特
幣，相當新臺幣 9.8 億元。

2021 年 3
月

宏碁 被 REvil 病毒團體勒索。 要求5000萬美元（約新臺幣 14 億元）
贖金。

2021 年 4
月 21 日

廣達 遭駭客使用勒索軟體「Revil」
入侵。

要求支付 5 千萬美元（約新臺幣 14 億
元）的贖金。

2021 年 8
月 6 日

技嘉 遭受 RansomEXX 勒索軟體攻
擊。竊走 112GB 機密。

無

2022 年 1
月 15 日

美國行銷公司
RRD

Conti 勒索軟體組織。 洩露從 RRD 公司竊取的使用者資料，
總計為 2.5GB。

2022 年 2
月 23 日

英偉達 遭南美駭客組織 Lapsus$ 攻
擊。

獲取了 1TB 的機密資料，包括未發佈
的 40 系列顯卡的設計藍圖、驅動、固
件、各類機密文檔。

2022 年 2
月

國際機場公司
Swissport

BlackCat 組織。 洩露了勒索軟體攻擊中獲得的 3.1TB 機
密檔，7 萬員工資訊遭竊。

2022 年 3
月 14 日

普利司通 資 料 被 LockBit 勒 索 軟 體 洩
露。

無

2022 年 2
月

美 國 Meta 與
4 名 Facebook
使用者

因數據洩露或隱私安全問題，
進行隱私訴訟。

Meta 最終同意支付 9000 萬美元的賠
償金。

2022 年 3
月 7 日

三星電子 遭到南美駭客組織 Lapsus$ 攻
擊。

被公開了原始程式碼和

190GB 機密數據。

2022 年 3
月

愛爾蘭資料保
護 委 員 會 對
Meta

認為 Meta 在多次大規模個人
資料洩露事件中，未能證明其
採取了適當的安全應對措施，
保障歐盟使用者的資料安全。

違 背 歐 盟《 通 用 資 料 保 護 條 例 》
(GDPR)， 被 處 以 1700 萬 歐 元 ( 約
1840 萬美元 ) 罰款。

2022 年 3
月

俄羅斯管道公
司 Transneft

洩 密 託 管 網 站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crets。

79GB 資料洩露。

2022 年 4
月

世 界 電 子 郵
件 行 銷 公 司
MailChimp

MailChimp 披露其遭到駭客攻
擊。

進行網路釣魚攻擊，102 個客戶帳戶中
“受眾資料”被匯出。

2022 年 4
月

美國支付公司
BLOCK

投資應用 Cash App 有關的資
料洩露事件。

一名 Block 的前員工下載了關於 Cash 
App Investing 應用程式的報告。

2022 年 5
月 6 日

宜家（IKEA）
加拿大公司

9.5 萬名客戶個人資料洩露。 通報給加拿大的隱私監管機構。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科技新報、雷鋒網，臺灣 IThome，經網路收集由臺北企業
經理協進會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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