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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資源引介係以某一法案為主題，將與此一主題相關的各種書目

資料輯錄成篇，作一綜合簡介。其來源包括中外法規、圖書、期刊論文、

博碩士論文、研究報告、報章以及相關之網站資源等。綜其目的，在於

有系統地提供有關此一主題的各種資料檢閱，俾對某一法律之立法程序

暨其學理背景有一深入瞭解，同時亦可作為今後在修訂或研究相關法律

問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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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輯錄之各種書目資料，大部分可在國家圖書館或本院國會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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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輯錄之每一書目資料，均經初步分析，分以「非常適用」、「適

用」、「論題廣泛」、「論題專精」、「相關可備參考」等簡語標示

其與主題的相關程度，俾於參考時有所選擇。 

（三）輯錄之各種資料及其分析，均經有關之學者專家審閱，尚祈宏

達之士，隨時賜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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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述 
    現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自民國84年8月11日制定公布施行迄

今，已逾16年，鑒於現代科技日新月

異，利用電腦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

情形日漸普遍，加以各類商務行銷廣

泛蒐集個人資料，對個人隱私權之保

護，造成極大的威脅與不安；而本法

適用主體僅適用於徵信業等八類行業

，一般行業及個人均不受規範，保護

之客體又只限於經電腦處理之個人資

料，不包括手寫等非經電腦處理之個

人資料，導致規範漏洞之出現。既然

現行法已明顯不足以規範當前的資訊

科技，而個人資料外洩事件卻時有所

聞，為使本法規範內容得以因應急速

變遷之社會環境，行政院於93年即研

擬修法草案函送本院審議，歷經數年

審議未果。第6屆委員對本法之修正仍

無法達成共識，並因法律案屆期不連

續原則而擱置。 

97年初第7屆委員任期伊始，行政

院復將本法修正案送請本院審議，原

先各界對於本案並未多予關注，朝野

於委員會審查時尙無異議，媒體也未

出現注意或反對聲浪，司法及法制委

員會於97年5月以優先法案完成本法

修正草案之審查程序，嗣送院會進行

第二讀會與第三讀會之程序。詎99年4

月20日院會進行修正案之二讀會時，

卻引發本法之修正固保障個人隱私，

卻有妨礙媒體工作者之採訪自由和新

聞自由之疑慮，在媒體報導吸引相當

程度之社會輿論注意下，本院乃於99

年4月27日之第7屆第5會期第10次院

會自行提出復議，恢復原先行政院版

之條文。復議後之規定內容，即排

除大眾傳播媒體基於從事報導之目的

，針對個人資料進行蒐集取得時之告

知和使用限制規定，將條文加以修正

後始完成三讀之立法程序，並送請總

統公布，新法將名稱修正為「個人資

料保護法」，並於同年5月26日由總統

公布。唯為免因倉促施行造成民眾不

便或因應上的困擾，「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56條規定，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由於行政院尚未確定施行日期

，故本法修正條文(含名稱)目前尚未正

式施行，但由於新法直接刪除原條文

第19條至第22條及第43條，因此上述

條文自本法公布日起立即失效。法務

部業於100年10月間完成施行細則修

正草案並予以預告，待送請行政院審

議完竣，行政院將另行訂定本法的施

行日期。 

    新法的章名經修正後為：第一章

、總則。第二章、公務機關對個人資

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第三章、非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 

利用。第四章、損害賠償及團體訴訟

。第五章、罰則。第六章、附則。條

文修正重點如次： 

一、 擴大個人資料保護客體之範圍

。 

二、 適用對象修改為普遍適用主體

。 

三、 增修行為規範（特種資料、書

面同意、告知義務、更正補充

通知義務、拒絕接受行銷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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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強化行政監督（檢查處分、聲

明異議）。 

五、 促進民眾參與（團體訴訟、裁

判費減免）。 

六、 調整責任內涵（刑事主觀要件

、領域外犯罪適用、提高損害

賠償總額、提高非公務機關罰

鍰額度）。 

七、 配合增修條文（補行告知、過

渡期間）。 

一、 外文法規 

＜美國＞ 

1. 1970  The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2. 1974  Family Education Rights  

      and Privacy Act 

3. 1974  Privacy Act 

4. 1978  Right to Financial Privacy  

      Act 

5. 1980  Privacy Protection Act 

6. 1986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 

7. 1986  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 

8. 1987  Computer Security Act 

9. 1988  Computer Matching and 

      Privacy Protection Act 

10. 1989  Computer Matching and   

      Privacy Protection  

           Amendments Act 

11. 1990  Computer Matching and   

      Privacy Protection   

           Amendments Act 

12. 1990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13. 1991  Telephon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4. 1994  Computer Abuse  

      Amendments Act 

15. 1996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6. 1996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17. 1998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18. 1999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19. 2001  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  

20. 2003  Fair and Accurate   

Credit Transactions Act 

來源： 

 LEXIS-NEXIS 法律資料庫  

 United States Code  

＜德國＞ 

「聯邦資料保護法」

Bundesdatenschutzgesetz 

  2010 年 4 月 1 日最近修正 

來源： 
http://dejure.org/gesetze/BDSG 

＜ 英國＞ 

1. 1998  Data Protection Act  

2. 2000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3. 2003  The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EC   

      Directive) Regulations 

4. 2004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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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www.ico.gov.uk/what_we_cover/le 

gislation.aspx 

＜日本＞ 

1. 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 

2. 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個人情報

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 

3. 独立行政法人等の保有する個

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 

來源: 

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5/H1

5HO057.html 

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5/H1

5HO058.html 

http://law.e-gov.go.jp/htmldata/H15/H1

5HO059.html 

 

二、圖書 

1.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解釋彙

編╱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編輯.－－

臺北市：行政院法務部, 2010 

（適用） 

2. 政府機關强化個人資料保護措施

之研究╱林桓研究主持；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東吳大

學受委託.－－臺北市：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0 

 （適用） 

3. 現金卡契約相關法律問題研究╱

孫 創 洲 著 . － － 臺 北 市 ： 元 照 ,  

2010 

 （相關可備參考） 

4. 向競爭轉的通訊傳播滙流法制╱

石世豪著.－－臺北市：石世豪出

版；元照總經銷,  2009 

 （相關可備參考） 

5. 隱私權保障機制：以健保IC卡計

畫為例╱劉靜怡研究主持；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臺

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 2008 

（論題專精） 

6. 如何健全個人資料保護機制：以

公部門的資料處理為核心╱劉靜

怡研究主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編.－－臺北市：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08 

（論題專精） 

7. 數位法律時代╱財團法人資訊工

業策進會編撰.－－臺北市：書泉, 

2005 

 （相關可備參考） 

8. 服務業科技應用之個人隱私權保

護相關法制之研究：以通訊傳播

為中心╱章毓群計畫主持.－－臺

北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4 

  （論題專精） 

9. 偷窺狂的國家：媒體、隱私權, 與

現代文化中的偷窺現象╱卡佛特

克雷著(Calvert, Clay)林惠娸, 陳

雅汝譯.－－臺北市：商周,  2003 

  （相關可備參考） 

10. 基因技術挑戰與法律回應；基因

科技與法律研討會論文集╱牛惠

之作；林子儀；蔡明誠主編－－

臺北市：學林文化事業；國立台

灣大學法律學院研究中心叢書,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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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可備參考） 

11. 2003網路法制與犯罪偵防研討會

論文集╱劉尚志主編, 2003網路法

制與犯罪偵防研討會.－－新竹市

：國立交通大學, 2003   

 （相關可備參考） 

12. 外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彙編╱

法務部編輯.－－臺北市：法務部

, 2002 

（相關可備參考） 

13. 企業e化電子商務與法律風險╱

馮震宇著.－－臺北市：元照出版

；政大法學院財經法研究中心叢

書, 2002   

（相關可備參考） 

14. 網路自由與法律╱Lessig 

Lawrence 著；劉靜怡譯.－－臺北

市：商周, 2002  

 （論題專精） 

15. 檢討「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實施狀況公聽會會議實錄彙編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編輯.－－臺

北市：法務部,  2002 

   （相關可備參考） 

16. 監聽法 VS. 隱私權：全民公敵╱

王大為著；劉麗芳執行編輯.－－

臺北市：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

暨發展中心；理律法律事務所,  

2001 

 （相關可備參考） 

17. 個人資料保護法論╱許文義著.－

－臺北市：三民書局,  2001 

（相關可備參考） 

18.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令解釋

彙編╱行政院法務部法律事務司

編輯.－－臺北市：行政院法務部, 

2000 

 （相關可備參考） 

19. e世界的法律初體驗：網路智財權

、隱私權、電子商務╱葉茂林著.

－－臺北市：永然文化,  2000   

（論題廣泛） 

20.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簡介╱

陳美伶著.－－臺北市：行政院法

務部, 1997 

（相關可備參考） 

21.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問答手

冊╱行政院法務部法律事務司編

輯.－－臺北市：行政院法務部, 

1996 

（相關可備參考） 

22. 德國徵信機構適用法規：法律

顧問法暨個人資料保護法╱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編.－

－臺北市：財團法人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 1995 

 （相關可備參考） 

23. Controlling knowledg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prot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 Lorna Stefanik.-- 

AU press,  Athabasca University,  

2011 

（相關可備參考） 

24. Computer security/ Dieter 

Gollmann.--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1 

 （相關可備參考） 

25. Privacy law in New Zealand / 

Stephen Penk, Rosemary Tobin, 

general editors; W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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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banks ... et al. -- 

Wellington [N.Z.]: Brookers, 

c2010 

 （相關可備參考） 

26. Advanc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privacy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 

editors, Agusti Solanas, Antoni Martí

nez-Ballesté.--Singapore;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c2010  

 （相關可備參考） 

27. Online consumer protection: theories 

of human relativism / Kuanchin Chen, 

Adam dlalla [editors]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c2009 

   （相關可備參考） 

28. Digital privacy: theory,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 edited by Alessandro  

Acquisti... [et al.]-- New York: 

Auerbach Publications, c2008 

   （論題專精） 

29. Computer security, privacy, and 

politics : current issu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 Ramesh Subramanian 

[editor] Hershey: IRM  Press,  

c2008 

  （論題專精） 

30. Essential computer security: 

everyone's guide to e-mail, internet, 

and wireless security / Tony Bradley; 

[Technical Editor] Harlan Carvey.--  

Syngress, 2007 

 （相關可備參考） 

31. Privacy protection for e-services / 

George Yee, [editor] Hershey.-- Pa. : 

Idea Group Pub., c2006 

   （相關可備參考） 

32. Data protection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 Webster, Mandy.-- 

Hants: Gower Pub., c2006 

  （相關可備參考） 

33. Risk Management for computer 

security: protecting your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assets / Andy Jones, Debi 

Ashenden.-- Elsevier Inc., 2005 

 （相關可備參考） 

34. 行政法概説 1 行政法総論第 4 版

╱宇賀克也著.－－日本東京：有

斐閣; 第 4 版,  2011 

 （相關可備參考） 

35. 情報公開と公文書管理╱宇賀克

也著.－－日本東京：有斐閣, 2010 

    （相關可備參考） 

36. 新・情報公開法の逐条解説第 5

版―行政機関情報公開法・独立

行政法人等情報公開法╱宇賀克

也著.－－日本東京：有斐閣;第 5

版, 2010 

    （相關可備參考） 

37. 個人情報保護―理論と運用╱平

松毅著.－－日本東京：有信堂高

文社, 2010 

   （相關可備參考） 

38. プライバシー・個人情報保護の

新課題╱堀部政男,鈴木正朝,石

井夏生利,岡村久道,野一彦,新保

史生,松前恵環,小向太郎著.－－

日本東京：商事法務, 2010 



 － 6 －

 （相關可備參考） 

39. 個人情報実務六法╱松本恒雄、

木村哲也、小松陽一郎、木下智

史、島川勝、近藤剛史編集.－－

日本東京：民事法研究会;第 3 版, 

2010 

（相關可備參考） 

40. 現代社会におけるプライバシー

の判例と法理―個人情報保護型

のプライバシーの登場と展開╱

升田純著.－－日本東京：青林書

院, 2009 

 （相關可備參考） 

41. 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審査会

答申例ポイントの解説╱第二東

京弁護士会編集.－－日本東京：

ぎょうせい, 2009 

 （相關可備參考） 

42. 個人情報保護法╱岡村久道著.－

－日本東京：商事法務, 2009 

（相關可備參考） 

43. 個人情報保護法の逐条解説╱宇

賀克也著.－－日本東京：有斐閣;

第 3 版, 2009  

（相關可備參考） 

44. 知りたい情報類型別情報公開・

開示マニュアル╱第二東京弁護

士会著,編集.－－日本東京：ぎょ

うせい,  2008 

   （相關可備參考） 

45. 被害者参加・損害賠償命令制度

の解説╱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

被害者保護に関する委員会著.－

－日本東京：東京法令出版, 2008 

 （相關可備參考） 

46. 詳解個人情報保護法と企業法

務：収集・取得・利用から管理

・開示までの実践的対応策╱菅

原貴與志著.－－東京都：民事法

研究會, 2008 

 （相關可備參考） 

47. 個人情報保護法の理念と現代的

課題―プライバシー権の歴史と

国際的視点╱石井夏生利著.－－

日本東京：勁草書房, 2008 

（相關可備參考） 

48. 企業自治体のための個人情報流

出事故対応マニュアル╱中島信

一郎、青木耕一著.－－東京都：

ぎょうせい, 2007 

（相關可備參考） 

49. 情報セキュリティの法律╱岡村

久道著.－－東京都：商事法務, 

2007 

 （相關可備參考） 

50. 行政通則六法―行政手続・情報

公開・個人情報保護╱行政管理

研究センター編集.－－日本東

京：ぎょうせい, 2006 

 （相關可備參考） 

51. 情報セキュリティマネジメン

ト：人個情報保護內部統制に活

かす╱中央青山監查法人編.－－

東京都：中央經濟社, 2006 

       （相關可備參考） 

52. 行政機関等個人情報保護法の解

説╱行政情報システム研究所編

集.－－東京都：ぎょうせい,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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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可備參考） 

53. 個人情報保護法の逐条解説：個

人情報保護法行政機関個人情報

保護法独立行政法人等個人情報

保護法╱宇賀克也著.－－東京

都：有斐閣, 2005 

 （相關可備參考） 

54. 個人情報保護法ハンドブック：

50 の Q&A でわかる企業対応!╱

牧野和夫.－－ 東京都：學陽書房, 

2005 

 （相關可備參考） 

55. 情報公開の理論と実務╱宇賀克

也著.－－東京都：有斐閣, 2005 

（相關可備參考） 

56. 報道被害と反論権╱韓永學著.－

－東京都：明石書店, 2005 

 （相關可備參考） 

57. 医療の個人情報保護とセキュリ

ティ：個人情報保護法 HIPAA 法

╱開原成允、樋口範雄編.－－東

京都：有斐閣, 2005 

  （相關可備參考） 

58. 個人情報保護六法╱右崎正博、

三宅弘編集.－－日本東京：新日

本法規,  2005 

  （相關可備參考） 

59. 電子ネットワークと個人情報保

護：オンラインプライバシー法

入門╱岡村久道、新保史生著.－

－東京都：財團法人經濟產業調

查會, 2002  

 （相關可備參考） 
 

三、期刊論文 

1. 專利資訊公開與個人資料保護／

白杰立   智慧財產權 154  

2011.10   頁 6-38 

（相關可備參考） 

2. 新聞採訪自由與個人生活保護的

衝突與調和? 簡評釋字第689號解

釋／李建良  臺灣法學雜誌 184   

2011.09  頁29-49 

（相關可備參考） 

3. 為德不卒的釋字第689號／劉靜

怡  臺灣法學雜誌 184  2011.09  

頁50-55 

（相關可備參考） 

4. 「跟追」689號解釋／王文玲   

臺灣法學雜誌 184   2011.09  

頁56-62 

（相關可備參考） 

5. 新聞採訪與隱私的衝突與平衡 

兼評釋字第六八九號／黃維幸  

月旦法學 197  2011.09  頁5-31 

（相關可備參考） 

6. 狗仔跟拍之憲法議題評司法院釋

字第六八九號「狗仔跟拍」解釋

／張永明  月旦法學 197  

2011.09  頁32-46 

（相關可備參考） 

7. 大法官保護了誰? 釋字第六八九

號的初步觀察／劉靜怡  月旦法

學 197  2011.09  頁47-61 

（相關可備參考） 

8. 土地登記謄本上住所資料之公開

個人資料保護之界線／范姜真媺  

臺灣法學雜誌  181   2011.08  

頁12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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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題專精） 

9. 金融控股公司客戶個人資料之交

互運用／翁清坤  月旦法學 196  

2011.08  頁221-235 

（論題專精） 

10. 隱私暨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工具

介紹隱私衝擊分析／李婉萍  科

技法律透析 23. 7   2011.07  頁

18-23 

（相關可備參考） 

11. 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案分析／劉

其昌  臺灣經濟金融月刋 47:7   

2011.07   頁82-108 

（相關可備參考） 

12. 新版個人資料保護與資料外洩防

護之探討／林宜隆;周瑞國;蔡名

家;邱泓傑  電腦稽核 24  

2011.07  頁102-116 

（相關可備參考） 

13.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政策與執行措

施建構安全信賴的政府／黃荷婷 

人事月刋 52:7  2011.07  頁5-13 

（相關可備參考） 

14. 個資法與國際隱私管理標準、規

範之分析與應用／黃小玲  資訊

安全通訊 17:3  2011.07  頁

21-36 

    （相關可備參考） 

15. 個資安全防護實作建議／林茹玉 

資訊安全通訊 17:3  2011.07  頁 

37-51 

（相關可備參考） 

16. 個資法施行對公務部門之衝擊與

對策／陳泉錫  人事月刋 52:7 

2011.07   頁21-29 

（相關可備參考） 

17. 人事資訊系統客服面對個資保護

之因應與挑戰／廖英掌  人事月

刋  52:7  2011.07  頁30-37 

（相關可備參考） 

18. 公務機關人事業務因應個人資料

保護法應採取之措施／程元中 

人事月刋 52:7  2011.07 頁38-43 

（相關可備參考） 

19. 從「資訊技術面」談如何防治個

資外洩／林志昇  人事月刋 52:7  

2011.07   頁44-50 

（相關可備參考） 

20. 保險核保與個人資料保護／羅俊

瑋  臺灣法學雜誌 180  2011.07  

頁29-37 

（論題專精） 

21. 隱私暨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工具

介紹(1)－隱私衝擊分析／李婉萍

科技法律透析 23:7  2011.07 

頁18-23 

（相關可備參考） 

22. 誰應該受到資訊隱私的保護?／

劉靜怡  臺灣法學雜誌 175   

2011.05  頁103-108 

（論題專精） 

23. 站在雲端看個人資料保護／萬幼

筠; 吳佳翰  會計研究月刋 306   

2011.05  頁77-82 

（相關可備參考） 

24. 「個人資料保護法」初探／林秀

蓮 萬國法律 176    2011.04  

頁2-13 

（相關可備參考） 



 － 9 －

25. 個資散落各處、保護卻趨近於空

氣?從案例談個資法應有之作為

／林宏嘉  萬國法律 176  

2011.04  頁14-19 

（相關可備參考） 

26. 解析個人資料保護法／李志强  

標準與檢驗月刋 146  2011.02   

頁84-92 

（相關可備參考） 

27. 醫療機構發展電子病歷之法制實

踐探討／楊漢湶;劉立;郭燕婷;許

智傑 醫院 44:1  2011.02 頁1-11 

      （相關可備參考） 

28. 日本個人資訊保護法對民間業者

處理個人資料之規範／范姜真媺  

科技法律透析  23: 1  2011.01  

頁27-49 

（相關可備參考） 

29. 個人資料外洩通知與規範架構類

型之探討／鄭菀瓊  科技法律透

析 23:1  2011.01  頁50-61 

（論題專精） 

30. 個資法來臨－您的資料夠安全嗎

？／施建中;鄭凱文;王筱雯  資

訊安全通訊 17:1  2011. 01  頁

116-125 

   （相關可備參考） 

31. 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安全管理初

探／樊國楨;黃健誠   電腦稽核 

23  2011.01  頁1-15 

（相關可備參考） 

32. 雲端運算產業發展之策略規劃與

法制因應／張乃文  科技法律透

析22:12   2010.12    頁23-40 

（相關可備參考） 

33. 資料庫個人資料保護－以

Microsoft S QL Server為例／何丁

武 水利 20  2010.12  頁182-189 

（論題專精） 

34. 病人隱私權及醫療行為之守密義

務／陳立愷  臺灣法學雜誌  

165  2010.12  頁67-72 

（相關可備參考） 

35. 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釋義與

實踐(上)(下)／呂丁旺   國會月

刋 38:11, 38:12   2010.11-12    

頁20-35,  32-47 

（論題專精） 

36. 基因資訊在保險核保應用上之監

理規定與法理論述／陳明哲  東

海大學法學研究 33    2010.12  

頁215-278 

（相關可備參考） 

37. 淺談出版社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相關法律問題／李永然;張毓容 

出版界 92  2010.12  頁78-82 

（相關可備參考） 

38. 我國為因應重視個人資訊保護的

趨勢所為對「個人資料保護法」

修正的立法評析／程法彰  萬國

法律 173  2010.10  頁90-104 

（相關可備參考） 

39. 概述「個人資料保護法」／程凱;

戴鑑廷  黃埔學報 59   2010.10  

頁51-56 

  （相關可備參考） 

40. 淺論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

黃三榮 萬國法律 173  2010.10 

頁43-48 

（相關可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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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外國人個人資料保護與國家蒐集

利用之法律問題研究－以入國與

居留為例／許義寶  中央警察大

學法學論集 19  2010.10  頁

55-114 

（相關可備參考） 

42. A⁺企業贏在起跑點的第一步－新

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衝擊與因應

／吳佳翰;陳鴻棋;游靖芬  會計

研究月刊 299  2010.10 

（相關可備參考） 

43. 「個人資料保護法」初論／劉定

基   臺灣法學雜誌 159  

2010.09  頁1-8 

（論題專精） 

44. 從金融業角度看2010年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修訂／李智仁;林盟翔  

存款保險資訊季刋  23:3  

2010.09   頁62-96 

（相關可備參考） 

45. 基因資訊於人身保險核保使用的

妥當性／李志峰  政大法學評論 

116  2010.08   頁173-238 

（相關可備參考） 

46. 不算進步的立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初步評析／劉靜怡  月旦法

學 183   2010.07  頁147-164 

（論題專精） 

47. 論個人資料保護標準之全球化／

翁清坤  東吳法律學報  22:1 

2010.07  頁1-60 

（論題專精） 

48. 創新科技環境下的資訊管理重點

－雲端資訊安全、個資隱私保護

、營運持續服務／蒲樹盛  品質

月刊  46:7  2010.07  頁22-25 

（相關可備參考） 

49. 淺析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

呂丁旺  月旦法學  183   

2010.07   頁131-146 

（非常適用） 

50. 英國資料保護法中資料所有人權

利之研究－兼論我國個資法之相

關規範及案例／李振瑋;江耀國  

中原財經法學 24  2010.06  頁

29-85 

（論題專精） 

51. 是隱私權?還是財產權? 談基因資

訊之法律性質與分類／邱玟惠  

臺灣法學雜誌  153   2010.06  

頁69-74 

（相關可備參考） 

52. 個人醫療資訊隱私保護之立法趨

勢探究－以美國、加拿大為例／

宋佩珊  科技法律透析 22:5   

2010.05  頁44-63 

（論題專精） 

53. 日本行政機關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介紹／周逸濱  科技法律透析

22:5  2010.05  頁19-43 

（相關可備參考） 

54. 個人資料保護法對金融業之衝擊

與因應之道／萬幼筠主講; 張沛

晴整理  今日合庫 36:4  2010.04  

頁4-27 

（相關可備參考） 

55. 企業網路郵件隱私權之探討／曾

麗娟;王湧泉  空軍軍官雙月刋  

150   2010.02  頁45-54 

（相關可備參考） 

56. 說故事的自由? 從歐洲人權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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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隱私權相關判決談起／劉靜

怡   臺灣法學雜誌 146  

2010.02  頁59-77 

（論題專精） 

57. 雲端運算趨勢與個人資訊隱私保

護／劉靜怡   全國律師 14:2   

2010.02   頁39-52 

（論題專精） 

58. 設置防犯監視器與個人資料保護

／黃慧娟  警學叢刋 40:4 

2010.01  頁115-132 

（相關可備參考） 

59. 建構國家收集與留存個人生物特

徵資料之底線?歐洲人權法院S. 

and Marper v. UK判決評析／廖福

特;翁逸泓  臺灣法學雜誌 141  

2009.12  頁49-64 

（論題專精） 

60. 欺罔與不公平資訊行為之規範-以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的管制案例

為中心／劉定基   公平交易季

刋17:4   2009.10  頁57-91 

（論題專精） 

61. 德國個人資料保護審驗法簡介／

葉亭巖   科技法律透析 21:9 

2009.09    頁2-8 

（相關可備參考） 

62. 韓國隱私標章與個人資料管理機

制簡介／蕭旭東   科技法律透

析 21:9    2009.09    頁9-16 

（相關可備參考） 

63. 美國隱私標章與個人資料管理機

制研析／宋佩珊  科技法律透析 

21:9  2009.09   頁17-23 

（相關可備參考） 

64. 他律與自律共構之個人資料保護

法制－以日本有關民間法制為主

／范姜真媺  東吳法律學報 21:1 

2009.07  頁163-200 

（相關可備參考） 

65. 從日本經驗論開放個人信用資料

庫之合理範圍暨規範方式(上)(下)

／李智仁;鄭惠宜;曾傑  全國律

師  13:6, 13:7  2009.06-07  頁 

95-105; 108-130 

（相關可備參考） 

66. 誰謀殺了隱私？－從「人肉搜索

」看隱私權的困境與出路／馬特 

月旦民商法雜誌  24   2009.06 

頁58-76 

（相關可備參考） 

67. 由肺結核病患名單資料外洩談公

務機關就醫資訊管控與監督／余

啟民  月旦民商法雜誌 24 

2009.06  頁5-22 

（相關可備參考） 

68. Web 2.0網站平台管理之法制議題

研析－以網路實名制與揭露使用

者身份資料為中心／張乃文   

科技法律透析 21:6  2009.06 頁

42-60 

（相關可備參考） 

69. 我國運用監視錄影系統法制規範

之回顧與展望／許福生    中央

警察大學學報 46  2009.06  頁

13-62 

（相關可備參考） 

70. 日本防犯監視器規制法制之實況

與動向／黃慧娟   中央警察大

學學報 46  2009.06   頁63-86 

（相關可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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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基因資訊作為保險人核保與保險

費訂定基礎之妥當性辯證－美國

法之經驗與析論／張冠群  科技

法學評論 6:1     2009.04   頁

113-167 

（相關可備參考） 

72. 從資訊自決與資訊隱私的概念區

分評「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修正草案」的結構性問題／邱文

聰  月旦法學 168   2009.04   

頁172-189 

（論題專精） 

73. 個人資料外洩及個資外洩通知條

款的立法芻議／李榮耕  東吳法

律學報 20:4  2009.04 頁251-291 

 （相關可備參考） 

74. 行動裝置連線控管及個人資料備

份之研究／張琪瑩;孫維婕;仝興

倫;劉順德;蔡雨龍;張光宏;施君熹 

電信研究  39:2  2009.04  頁

189-204   

（相關可備參考） 

75. DNA採樣、犯罪預防和人權保障

／劉靜怡  臺灣法學雜誌 124   

2009.03  頁119-123 

（相關可備參考） 

76. DNA採樣與犯罪防治-從法治國刑

法觀點以論／鄭昆山   月旦法

學 167  2009.03   頁45-64 

（相關可備參考） 

77. 淺論刑事DNA資料庫之擴建與人

權保障－以我國去氧核醣核酸採

樣條例修正方向探究／王勁力  

月旦法學 167  2009.03  頁65-81 

（相關可備參考） 

78. 德國個人資料保護標誌及個人資

料保護審核制度簡介－以

Schleswig-Holstein 州為例／葉亭

巖  科技法律透析  21:3  

2009.03  頁20-26 

（相關可備參考） 

79. 篇名:老大哥止步?! 歐洲人權法

院 S. and Marper v. UK判決短評

／廖福特;翁逸泓  臺灣法學雜誌 

122  2009.03  頁23-26 

（相關可備參考） 

80. 台灣DNA親子鑑定管理規範檢討

／何建志  法律與生命科學 3:1   

2009.01  頁1-17 

（相關可備參考） 

81. 公務機關對個人就學資訊管控之

初探／簡榮宗  中律會訊雜誌 

11:4  2009.01  頁13-26 

（相關可備參考） 

82. 日本「個人資料保護管理體系」

與「隱私標章」制度之初探／郭

戎晉  科技法律透析 20:12   

2008.12  頁2-12 

（相關可備參考） 

83. 日本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及隱私權

標章制度／李世德  法務通訊 

2420-2422  2008.12 頁4-6;3-5;3-5 

（相關可備參考） 

84. 優質網路社會下個人資料保護法

制之因應／王郁琦  臺灣科技法

律與政策論叢 5:2  2008.12 

頁1-43 

（論題專精） 

85. 政府資訊業務委外涉及個人資料

保護法律責任分析及因應建議／

許華偉; 吳兆琰   科技法律透析 

20:12  2008.12    頁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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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題專精） 

86. 談美國對於網站平台提供者揭露

用戶資料規範及程序／張乃文   

科技法律透析 20: 11  2008.11  

頁19-23 

（相關可備參考） 

87. Web 2.0與法律談「社交網站」用

戶隱私與未成年人之保護與衝突

／郭戎晉  萬國法律 161  

2008.10  頁78-91 

（相關可備參考） 

88. 國家考試資通安全與個人資料保

護／林裕權   國家菁英季刋  

4:3  2008.09   頁31-46 

（相關可備參考） 

89. 以公共安全為名? 科技運用與集

會基本權利的平衡／劉靜怡   

臺灣法學雜誌 110  2008.08 頁

123-126 

（相關可備參考） 

90. 車載資通訊系統之產業發展及其

相關法律問題／林俊宏  中律會

訊雜誌  11:1  2008.07  頁57-87 

（相關可備參考） 

91. 台灣法律資料庫及其個人資料之

保護／陳起行  法令月刋 59:6    

2008.06   頁99-109 

（適用） 

92. 台灣與美國金融機構分享客戶個

人資料之法律界限／翁清坤 

輔仁法學 35  2008.06  頁69-162 

（論題專精） 

93. 表現自由與隱私權保障之衝突-以

出版自由對隱私權之侵害為例／

蕭淑芬  臺灣本土法學雜誌 107    

2008.06  頁221-229 

（相關可備參考） 

94. 論警察利用科技方法蒐集個人資

料與基本人權之保障／黃清德  

警專學報 4: 3  2008.04  頁

269-279 

（相關可備參考） 

95. WHOIS的隱私保護議題之最新發

展與分析／李婉萍; 鄭菀瓊  科

技法律透析 20:2  2008.02  頁

12-16 

 （相關可備參考） 

96. 裁判書上網公開與個人資訊自決

權的衝突／李惠宗  月旦法學 

154  2008.02 頁21-34 

 （相關可備參考） 

97. 論政府資料探勘應用之個人資料

保護爭議／吳兆琰  科技法律透

析  9:11  2007.11  頁21-39 

 （相關可備參考） 

98. 隱私權保障與生醫科技時代／劉

靜怡   月旦法學教室 60   

2007.09 頁30-41 

（論題專精） 

99. 加拿大國家DNA資料庫之隱私權

探討／唐淑美  警學叢刋 38:2  

2007.09     頁73-92  

（相關可備參考） 

100. 隱私權保障與數位資訊社會／劉

靜怡  月旦法學教室 57  

2007.06   頁39-50 

（適用） 

101. 基因資料庫之隱私權保護監督機

制／唐淑美  醫事法學 14:3-4   

2007.05  頁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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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可備參考） 

102. 醫學基因資料庫之建置探討－以

試擬基因資料庫建置模式與資訊

隱私保護為中心／黃清濱  醫事

法學 14:3-4  2007.05   頁60-80   

（相關可備參考） 

103. 數位化時代個人資料隱私之問題

／林俊宏   月旦法學教室 55  

2007.04   頁92-103 

（相關可備參考） 

104. 從國際保護原則及保護模式探討

電子商務中的隱私權與個人資料

保護／徐振雄  國會月刋 35:4   

2007.04  頁47-73 

（相關可備參考） 

105.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examining the link between online 

social network activity, privacy, and 

interpersonal victimization/ Henson, 

Billy; Reyns, Bradford; Fisher, 

Bonnie.--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36, no. 3 (2011): p253-268. 

（相關可備參考） 

106.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enhance 

data privacy / Jimâenez, Javier; 

Marâes, Jordi; Torra, Vicenç.-- 

Soft Computing 15, no. 7 (2011): 

p1301-1311. 

（相關可備參考） 

107.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gaining 

momentum/ George H. Pike.-- 

Information Today  28.5 (May 2011) 

p28. 

（相關可備參考） 

108. Privacy in the era of social 

networking: legal obligations of 

social media sites/ Jennifer 

Stoddart.-- Saskatchewan Law 

Review  74.2 (Summer 2011)  

p263-274. 

（相關可備參考） 

109. Damages under the Privacy Act: 

sovereign immunity and a call for 

legislative reform/ Alex Kardon.--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34.2  (Spring 2011)  

p705. 

（相關可備參考） 

110. Freedom of privacy: anonymous data 

collection with respondent-defined 

privacy protection/ Robert Garfinkel, 

Ram Gopal, and Rajeev Kumar.-- 

INFORMS  Journal on Computing 

22.3  (Summer 2010)  p471. 

（相關可備參考） 

111. Administrative transparency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a digital era/  

Christopher Berzins.-- Advocates' 

Quarterly  37.1  (May 2010) 

p1-20. 

（相關可備參考） 

112. Hefty fines for violating protection of 

Privacy law/ David Mirchin.-- 

Information Today  27.3 (Mar. 

2010). 

（相關可備參考） 

113. Survey of privacy law developments in 

2009: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illiam Denny, 

Robert Hale, Mike Hintze, Cynt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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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ose, Kristen W. Poff, and Ariane 

Siegel.-- Business Lawyer  65.1 (Nov. 

2009).  

（相關可備參考） 

114.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legislation on financial privacy  

protection in the US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  

51, no. 4 (2009): p226-233. 

（相關可備參考） 

115. Children's data protection vs 

marketing companies/ Emmanuelle 

Bartoli.--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Computers & Technology  

23.1-2  (March-July 2009)  

p35-45. 

（相關可備參考） 

116. 【特集 1】個人情報保護の法整備

╱ジュリスト 2003 年 10 月 11

日号(No.1253)    2003.09 

（相關可備參考） 

117. 個人情報保護法修正法の成立と

その意義╱鈴木正朝  中央経済

社、ビジネス法務 4 月号  2003.02  

頁 8-9  

（相關可備參考） 

118. 個人情報保護法制化の背景と課

題╱堀部政男  法律のひろば 2

月号 2001.02   頁 4-10  

（相關可備參考） 

119. 情報公開法と電磁的記録╱堀部

政男  法とコンピュータ 18 

2000.07 頁 9-16  

（相關可備參考） 

120. 【特集】個人情報保護法制化に

向けて╱ジュリスト  1190  

2000.12   

（相關可備參考）   

121. 電子取引とプライバシー╱堀部

政男  ジュリスト 1183   

2000.08  頁 77- 85  

（相關可備參考） 

122. 電子取引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

╱堀部政男   比較法研究 61

（有斐閣）2000.03  頁 53-61  

（相關可備參考） 

123. 住民基本台帳法の改正と個人情

報保護╱堀部政男  ジュリスト

1168   1999.12  頁 79-83 

（相關可備參考） 

124. 【特集】個人信用情報保護･利用

のあり方と法的課題╱ジュリス

ト 1998 年 11 月１日号（No.1144）  

1998.10  

（相關可備參考） 

 

四、博碩士論文 

1. 個人位置資訊隱私保護之研究：

以手機定位服務為中心╱楊思婷

╱世新大學╱法學院╱100╱碩

士 

2. 公務機關人事機構處理個人資料

之研究－以2010年修正之個人資

料保護法為中心／周韋杏／東吳

大學／法律學系／100／碩士 

3. 個人資料保護法影響政府機關資

訊公開之研究／許淑萍／東吳大

學／法律學系／100／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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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兩岸個人資料民法保護之研究／

曾郁雯／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100／碩士 

5. 鑑識會計用於銀行業資通安全之

研究－以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為

例／楊期荔／輔仁大學／科技管

理學程碩士在職專班／100／碩

士 

6.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電子郵件

系統設計／劉一寬／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100／碩士 

7. 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為基礎的企業

隱私權保護管理機制之建構與實

證／黃迺康／國立中正大學／會

計與資訊科技研究所／100／碩

士 

8. 應用資訊管理預防警察洩露個人

資料違法之研究／王文鍵／國立

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100

／碩士 

9. 警察職權行使與個人資料保護之

衡平／周煥興／輔仁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100／碩士 

10. 以ISO 27001控制標準評估個人資

料保護法的資訊安全管理／吳喜

琳／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

理系／100／碩士 

11. 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人事薪資

系統再造／劉漈浚／大同大學／

資訊經營學系(所) ／100／碩士 

12. 警察職權行使有關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與利用之研究／蔡昌和／中

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99

／碩士 

13. 從警察職權行使論個人資料資訊

權保護／沈幸潔／東吳大學／法

律學系／99／碩士 

14. 一個基於新聞流與相關回饋為基

礎之個人資料檔強化的混合式新

聞推薦機制／黃元辰／國立交通

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99／碩

士 

15. 現代型國家下的個人身分及其識

別—百年來的台灣個人資料法社

會史／郭詠華／王泰升／臺灣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99／碩士 

16. 個人資料與隱私權保護之法制與

實踐／劉蓉菁／東吳大學／法律

學系／98／碩士 

17. 公務機關比對個人資料對資訊隱

私權之可能影響／王怡人／蘇永

欽／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

在職專班／98／碩士 

18. 臺灣社會變遷與個人資料保護之

研究／賴武志／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98／碩士 

19. 結合個人資料儲存裝置及嵌入式

系統實現網路資源分享服務／謝

宗諭／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98／碩士 

20. 「航前旅客資訊系統」對國境管

理效能及個人資料保護影響之研

究／陳文欽／中央警察大學／外

事警察研究所／98／碩士 

21. 網路時代通訊監察與個人資料保

護之法制研究／蘇三榮／國立交

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98／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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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國中小學階段學生個人資料保

護之研究／林家輝／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98／碩

士 

23. 受僱人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比較

研究－以電腦使用之監視為核心

／陳品妤／國立臺北大學／法律

學系／98／碩士 

24. 電子病歷流通與個人資料保護之

研究－以告知後同意為中心／曾

令嫻／國立中正大學／法律所／

98／碩士 

25. 引入個人資料於電子地圖之研究

／詹智棟／義守大學／資訊管理

學系／97／碩士 

26. 論資訊隱私權的保護：從釋字第

603號解釋出發╱馬興平╱國立

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97╱

碩士 

27. 探討落實ISO 27001之基準－以個

人資料安全為例／古紀萱／華梵

大學／資訊管理學系／97／碩士 

28. 論我國金融控股公司共同行銷下

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張詠忻／

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97／碩士 

29. 行政機關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研

究－以日本法為比較中心／周逸

濱／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97／碩士 

30. 個人資料揭露案例之研究─以隱

私權保障為中心／簡郁庭／林子

儀／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97／碩士 

31. 個人資料庫的隱私保護－以我國

戶籍制度為例／劉得為／臺灣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97／碩士 

32. 透過Google圖片搜尋引擎作個人

資料網頁搜尋／謝堡智／亞洲大

學／資訊科學與應用學系／96／

碩士 

33. 論醫學研究領域中之個人資料保

護／張謀勝／國立臺北大學／法

學系／96／碩士 

34. 論警察行政法中之個人資料保護

／吳宗哲／中央警察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96／碩士 

35. 網站可靠度與隱私權影響使用者

交付個人資料意向之研究／劉碩

強／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所

／96／碩士 

36.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之推動與發展

─以指紋建檔為例／金佩怡／國

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95／碩士 

37. 少年知覺風險與利益評估影響網

路個人資料揭露之研究／吳姿瑩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傳播

與科技研究所／95／碩士 

38. 以個人資料本體作為個人基本資

料之應用服務／陳育辰／中興大

學／資訊科學系所／94／碩士 

39. 歐洲個人資料保護之研究－以歐

洲經驗反思我國作為／翁逸泓／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94／碩

士 

40. 資訊社會個人資料保護之研究－

以日本個人資訊保護法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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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育雯／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94／碩士 

41. 論客戶資料在金融控股公司於共

同行銷時應有之保護╱於知慶╱

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系╱94╱碩

士 

42. 歐盟與英國之個人資料保護－由

執行與監督面檢視／劉偉立／國

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94／碩士 

43. 客戶個人資料保護之研究／黃麗

櫻／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

理研究所／94／碩士 

44. 數位時代下資訊隱私權問題之研

究—以個人資料保護為中心／徐

新隆／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系／

94／碩士 

45. 影響消費者服務品質知覺因素：

服務人員個人資料與資訊呈現順

序之效果／戈顥芸／元智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94／碩士 

46. 我國個人資料政策之形成與變遷

(1949-2002)－以戶籍資料為例／

蔡文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93／碩士 

47.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之設計／黃鈞

塘／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研究

所／93／碩士 

48. 以個人資料知識本體為基礎之個

人化服務／黃翊展／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研究所／93／碩士 

49. 個人資料授權協商模型之設計與

實作／嚴正／臺灣大學／資訊管

理學研究所／93／碩士 

50. 網路時代個人資料管理系統之設

計與實作／查士朝／國立臺灣大

學／資訊管理研究所／92／碩士 

51. 金融整合服務概念下的個人資料

保護問題／紀懿珊／元智大學／

資訊社會學研究所／91／碩士 

52. 網路券商之規範：以投資人權利

之保護為中心╱劉雅萍╱國立臺

北大學╱法學研究所╱91╱碩士 

53. 一種個人資料管理的智慧型架構

／高嘉宏／國立中山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研究所／91／碩士 

54. 論不法侵入他人電腦系統之刑事

責任：以日本法制為中心╱莊凱

閔╱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研究所

╱91╱碩士 

55. 在行動通訊使用者及服務提供者

之間的一種服務代理器及個人資

料管理系統／王嗣諠／國立中山

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研究所／91

／碩士 

56. 論資訊公開與個人資料保護之界

線－以少年非行資料為中心／張 

裕榮／中央警察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90／碩士 

57. 電子商務環境中「個人資料財產

權」之探討─以著作權為主／邱

建勳／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

研究所／90／碩士 

五、報章 

1. 金融資安 產官學獻策防患未然 

五大面向深入探討 確保市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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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交易 維護投資人權益╱

2011-11-09╱經濟日報╱第 A16 版 

2. 人早就找到 求救信仍被轉寄 社

局提醒別轉寄 避免個資外洩╱

2011-11-09╱自由時報╱第 AA1C

版 

3. 新個資法上路 跨境合作成趨勢

╱2011-11-03╱台灣新生報╱第

16 版 

4. 銀行公會：個資告知期限 盼放寬

╱2011-11-01╱工商時報╱第 A16

版╱稅務法務 

5. 台版跨海查稅 銀行：不可行 稅

捐機關促提供居民海外分行所得

資料 業者強調不符當地法律╱

2011-11-01╱經濟日報╱第 A16 版  

6. 若無緩衝期 是不教而殺╱

2011-11-01╱工商時報╱第 A16 版 

7. 經濟部 11/11 辦個資管理制度說

明會 提供管理師、內評師培訓輔

導 協助企業建立完善 TPIPAS 制

度╱2011-10-31╱經濟日報╱第

A14 版 

8. 個資法年底上路 金管會關切銀

行前置作業╱2011-10-31╱工商

時報╱第 A8 版   

9. 《【資安話題】》個資法開鍘 網路

商店、平台誰負責? ╱2011-10-28

╱工商時報╱第 D4 版  

10. 人肉搜索個資 須符公共利益

╱2011-10-28╱台灣時報╱第 6 版 

11. 美境外查稅 立委關切 財部傾向

不接受╱2011-10-27╱自立晚報

╱政治特區 

12. 媒體使用個資 主管機關可查╱

2011-10-27╱聯合報╱第 A11 版 

13. 性生活、醫療、犯罪前科 擬禁人

肉搜索╱2011-10-27╱自由時報

╱第 A08 版  

14. 法務部個資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

出爐 簡訊網路可執行告知義務 

金控旗下子公司，提供客戶基本

個資，不須經當事人同意。╱

2011-10-27╱工商時報╱第 A5 版 

15. 個資法施行細則 將禁蒐敏感資

料╱2011-10-27╱中華日報╱第 4

版╱綜合  

16. 美境外查稅 我公股行庫妥慎因

應╱2011-10-27╱青年日報╱第 2

版 

17. 人肉搜索 法部：須符公共利益╱

2011-10-27╱中央社╱國內社會 

18. 美查稅 財長：會維護國家主權╱

2011-10-26╱中央社╱國內國會   

19. 個資法施行細則 禁蒐性取向╱

2011-10-26╱中央社╱國內社會   

20. 美擴大查稅 立委要求不得洩個

資╱2011-10-20╱自立晚報╱政

治特區   

21. 立院：美查稅不得違反個資法╱

2011-10-20╱台灣時報╱第 17 版  

22. 確保隱私 我不須配合美海外查

稅╱2011-10-20╱青年日報╱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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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23. 立院通過 美海外查稅 八大行庫

不配合╱2011-10-19╱聯合晚報

╱第 A8 版 

24. 美跨海追稅 金管會硬起來 陳裕

璋首度證實 政府已出面與美方

溝通 說明肥咖條款違反我國個

資法╱2011-10-19╱經濟日報╱

第 A19 版 

25. 美擴大查稅 立院要求不得配合

╱2011-10-19╱中央社╱國內國

會  

26. 推動減碳求好心切 環局洩個

資？ 議員資料不同╱2011-10-07

╱聯合報╱第 B1 版  

27. 登錄水、電錶號勿洩個資╱

2011-10-07╱民眾日報╱第 F15 版   

28. 肥咖條款美國大查稅 國銀須交

美籍客戶資料 不同意提供將拒

往╱2011-09-30╱蘋果日報╱第

B07 版   

29. 美查稅 財金單位審慎因應╱

2011-09-29╱中國時報╱第 B2 版    

30. 個資法施行細則將出爐 未來執

行告知義務，不排除採用簡訊通

知╱2011-09-29╱工商時報╱第

A21 版 

31. 《新聞分析》告知 要跟得上時代

╱2011-09-29╱工商時報╱第 A21

版   

32. 《我有話說》司法官的濫權╱

2011-09-27╱中國時報╱第 A14 版 

33. 拍賣遺失物 失主個資大放送 民

眾發現買到的皮夾裡竟然有「附

贈」失主的健保卡和身分證╱

2011-09-26╱中國時報╱第 C2 版  

34. 很扯！身分證、健保卡 高捷也義

賣 就放在皮夾內 失主個資外洩 

高捷坦承疏失╱2011-09-26╱聯

合報╱第 B2 版 

35. 法官查女友身家2年查 80幾筆 60

歲的高院庭長陳貽男 利用辦案

權限查詢背景 目前無法可罰 送

司法院記過╱2011-09-23╱聯合

報╱第 A20 版    

36. 連署人個資 中選會要求保管好

╱2011-09-23╱聯合報╱第 A25 版  

37. 許榮淑質疑繳身分證影本違法╱

2011-09-23╱台灣時報╱第 2 版 

38. 勾結劣警賣個資給《壹週刊》六

人判刑╱2011-09-22╱中國時報

╱第 A10 版   

39. 銀行業不滿： 侵犯自主 盼金管

會 hold 住╱2011-09-19╱聯合報╱

第 A3 版   

40. 遭冒簽申請戶籍謄本 憂個資外

洩╱2011-09-14╱中國時報╱第

C2 版 

41. 個資外洩  韓警調查三星卡╱

2011-09-09╱中央社╱國外社會

╱中央社首爾 8 日路透電    

42. 阻行銷騷擾 星推拒來電╱

2011-09-14╱中央社╱國外社會  

43. 兒童個資外流 衛局亡羊補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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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07╱聯合報╱第 B1 版   

44. 器捐比對愛滋名單 防移植感染

╱2011-08-30╱中央社╱國內醫

藥衛生   

45. 細則 選完再上路╱2011-08-23╱

工商時報╱第 A16 版  

46. 《熱門話題》DNA 建檔 涉人權須

慎重╱2011-08-18╱中國時報╱

第 A16 版  

47. 私密資料 如何確保不外洩╱

2011-08-17╱聯合報╱第 A15 版╱

民意論壇  

48. 個資外洩詐騙多 警點名購物台

╱2011-08-12╱自由時報╱第

AA2D 版   

49. 花旗日本 9 萬信用卡個資外洩╱

2011-08-06╱中央社╱國外財經   

50. 萬芳醫院爆洩病歷、隱私太離譜

服務台志工給的便條紙，背面竟

是另名病患就醫資料，姓名、年

齡、身高體重、就醫科別…資訊

全都露。╱2011-08-04╱聯合晚報

╱第 A1 版 

51. 假協商詐卡號 盜刷逾千萬╱

2011-08-04╱中國時報╱第 C2 版   

52. 遠傳公然違法 六百萬個資全都

漏╱2011-08-03╱自立晚報╱政

治特區 

53. 防個資外洩 NCC 清查電信客服

╱2011-08-03╱中國時報╱第 A12

版   

六、網站資源 

1. 法務部  

http://www.moj.gov.tw/mp001.

html 

2.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http://www.rdec.gov.tw/np.asp?

ctNode=11949&mp=100 

3. 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 

http://www.caa.org.tw/privacy.a

sp 

4.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http://www.iii.org.tw/ 

5. 台灣隱私權顧問協會 

http://60.250.102.166:8080/web

/guest/home 

6. 隱私權國際協會 (Privacy 

International, PI) 

http://www.privacyinternational

.org/ 

7. 全民個人資料保護聯盟

http://tahrpapd.wordpress.com 

8. 電子前鋒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http://www.eff.org 

9. 電腦、自由與隱私組織（

Computer, Freedom and 

Privacy） 

http://www.cf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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