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論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 

這是一個信任的時期，這是一個懷疑的時期。 

─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項 大數據技術的預測性所帶來的宏觀思考 

1960 年我們就有了「資訊革命」（Information Revolution）和

「數字時代」（Digital Age）的概念，但到 2000 年以數字化儲存的

資訊量僅佔全球數據量的四分之一，僅僅七年後，全球數據量的

93%皆為數字資訊數據1
。2014 年 IBM 的報告稱當今世界 90% 的數

                                                      
1 See KENNETH CUKIER &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BIG DATA-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8-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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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產生在 2011-2012 年2
。我們以前因時間流逝而淡忘的記憶、寫在

紙上可輕易隱藏和撕毀的秘密都因數字化技術而得以永久地保存在

電腦中；我們自己不在意的生活細節也因數字化技術而更易被蒐

集、儲存、利用和傳播。數字化技術使得創建一所涵蓋個人一生的

電子化大學成為可能
3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數字化加快了數據化。數據化是指一種

把現象轉變為可製表分析的量化形式過程
4
。數據被蒐集之後，量化

就是一種最重要的使用。數字化過程中儲存於電腦、移動設備上的

文本、圖片、視頻、音樂等只有經過數據化（datafication），這些內

容才能既是計算機語言，又能被我們檢索、查詢。所以數據成為資

訊的一種重要形式。例如谷歌將全球文檔數據化，創建了相比同類

產品更流利、準確的谷歌翻譯系統；亞馬遜將我們的購物習慣數據

化，創建了佔其銷售額三分之一的個性化推薦系統；臉書將我們的

溝通數據化，目標廣告得以用更低的投放成本獲得更高的回報。 

大數據技術是基於互聯網、計算機技術的提高而產生的，他具

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首先，大數據的「全體性」強調樣本就等於全部，它不採用隨

機分析的快捷方式，因為只有針對所有的資料，才能更深層次的瞭

解微觀領域
5
。樣本擴大化隨之帶來的就是儲存樣本空間的擴大。所

以當資料庫、雲端儲存等技術應運而生後，我們個人的資訊其實已

不是完全處於保密狀態之下。這就很難用傳統的「隱私即秘密」的

觀點來理解隱私或隱私權。 
                                                      
2 See THERESA M. PAYTON & THEODORE CLAYPOOLE, PRIVAC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vii 

(2014).   
3 See DANIEL J. SOLOVE, THE DIGITAL PERSON——TECHNOLOGY AND PRIV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1 (2004).  
4 See CUKIER & MAYER-SCHÖNBERGER, supra note 1, at 78. 
5 See CUKIER & MAYER-SCHÖNBERGER, supra note 1, at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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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數據的「相關性」亦即相關關係，它的核心就是量化

兩個資料值之間的數理關係，幫助我們捕捉現在和預測未來
6
，而預

測未來就是大數據的核心
7
，它不同於以前我們研究中所強調的因果

關係。通俗來說，商業公司由以前只在乎我們現在買了什麼，擴大

到關注我們今後想買什麼
8
。為了達到預測的目的，商業公司運用大

數據技術，分析消費者由交易行為而延伸出的相關消費行為、習

慣、心理。正是「相關性」的存在，使商業公司不再僅僅像以往只

關注消費者的主要消費行為和數據，他們藉助大數據技術把關注的

範圍擴張到「衍生數據」，由此形成消費者的「數據畫像」

（profiling），以發現之前無法預測的商業價值。 

不僅科技公司巨頭熱衷於數據挖掘，為數眾多的普通商業公

司，也充分利用如今人們生活日益線上化、數據化的特點，藉助大

數據算法對用戶的各種行為表現進行評價，據此洞察消費者的心

理，並進一步優化自身的商品和服務。而互聯網高度普及的時代，

用戶的「各種行為」都會以數據的形式留下，這些數據中有一些是

碎片化、被動化的行為，其對用戶本身而言沒有多大的商業價值，

但是對於商家而言，他們卻可以藉助大數據計算，深入分析消費者

的行為特徵、習慣，從而進一步提高生產和服務質量。這類數據就

是本書討論的主要對象，作者稱之為「衍生數據」（data exhaust）。

例如美國 Farecast 票價預測系統蒐集了其消費者近十萬億條價格紀

錄來幫助預測美國國內航班的票價，準確度高達 75%，使用該系統

購買機票的消費者平均每張機票可以節省 50 美元9
；MasterCard 

Advisors的部門蒐集和分析了來自 210個國家的 15億信用卡用戶的

650 億條交易記錄，用來預測商業發展和客戶的消費趨勢，並把這
                                                      
6 See id. at 52-53.  
7 See id. at 55.  
8 See SOLOVE, supra note 3, at 4. 
9 See CUKIER & MAYER-SCHÖNBERGER, supra note 1, at 5. 



 
 
 
 
 
 
 
 

 004 使用衍生數據及其預測結論之法律關係研究

些分析結果賣給其他公司
10
；亞馬遜從每一個客戶身上蒐集大量數

據，諸如他們購買了什麼書？哪些書他們只瀏覽卻沒有購買？他們

瀏覽了多久？哪些書他們是一同購買的？由此產生了貢獻亞馬遜三

分之一銷售額的個性化推薦系統
11
。 

所以，數據化技術讓原本毫無價值的衍生數據獲得了豐富且值

得挖掘的商業機會，由此而產生的預測性結論也給企業帶來了商業

利潤和更強大的商業競爭力，但用戶的隱私擔憂也逐漸浮出水面。

當你面前的電腦、智慧手機比你自己還了解自己的時候，你會害怕

嗎？ 

在大數據時代下的商業領域，以上類似對消費者數據的挖掘俯

拾皆是，那麼類似 Farecast、MasterCard、Amazon 這樣對消費者

「衍生數據」的蒐集、處理、使用，要如何進行規範呢？目前的數

據保護法旨在保護人們的隱私、身分、聲譽和自主權，但它未能保

護數據主體免受預測、推理分析的新風險
12
。 

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不僅是隱私權自身理論發展和實踐保護的

需要，也是大數據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不僅是對法律和科技兩

者利益衝突的平衡，也是對人性與科技如何和諧共存的思考。 

第二項 由大陸朱某訴百度案所引發的微觀思考 

朱某訴百度一案
13
是中國大陸第一起由 cookies 引發的隱私權糾

紛案件。原告朱某在家中、單位的電腦利用百度（BaiDu）搜索引
                                                      
10 See id. at 127. 
11 See id. at 52. 
12 See Sandra Wachter & Brent Mittelstadt，A Right to Reasonable Inferences: Re-Thinking 

Data Protection Law in The Age of Big Data and AI 10,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

abstract=3248829 
13 參閱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寧民終字第 5028 號民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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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搜索某些關鍵詞後，其在瀏覽其他網站時就會出現與之前搜索的

關鍵詞相關聯的廣告。例如朱某通過百度網站搜索「減肥」，爾後進

入其他網站後，該網頁頂部就有一個「減肥瘦身」的廣告；用「隆

胸」二字搜索後，再進入影視網站就會出現「豐胸」廣告。 

朱某認為，百度網訊公司利用網路技術，未經朱某的知情和選

擇，記錄和跟蹤了朱某所搜索的關鍵詞，將朱某的興趣愛好、生活

學習、工作特點等顯露在相關網站上，並利用記錄的關鍵詞，對朱

某瀏覽的網頁進行廣告投放，侵害了朱某的隱私權，使朱某感到恐

懼，精神高度緊張，影響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故訴至法院。 

一審法院認為百度公司利用 cookies 技術蒐集朱某資訊，並在

朱某不知情和不願意的情形下進行商業利用，侵犯了朱某的隱私

權；而二審法院則推翻了此前判決，判定百度公司的個性化推薦行

為不構成侵犯朱某的隱私權。 

兩審法院對案情均無異議，但是對以下三個問題的意見卻大相

徑庭： 

第一，從搜索關鍵詞中展現的網路活動軌跡、上網偏好是否屬

於個人隱私呢？一審法院認為搜索關鍵詞體現了個人偏好及個人私

生活情況，確屬個人隱私；二審法院援引大陸工信部《電信和互聯

網個人信息保護規定》主張，網路活動軌跡及上網偏好一旦與網路

用戶身分相分離，就無法確定數據歸屬主體，不再屬於個人信息範

疇，因此其雖具有隱私屬性，卻在商業使用場景中實現了個人信息

的匿名化。在本案中，朱某的網路軌跡就屬於作者在下文提及的

「衍生數據」，那麼衍生數據該如何定義、衍生數據又是否屬於隱私

呢？這是本書第二章、第三章所要解決的問題。 

第二，百度公司沒有向第三方或公眾展示用戶的 cookies 是否

構成對隱私權的侵犯呢？一審法院認為不當地蒐集、利用他人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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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屬於對隱私權的侵犯，即使百度公司沒有公開宣揚用戶的隱私但

也難逃其責；二審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利用信息網路

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認為《規

定》中明確了「利用網路公開個人隱私和個人信息的行為」和「造

成損害」為網路環境中侵犯隱私權的構成要件，因為在百度公司的

數據商業使用流程裡，關鍵詞數據庫檢索及數據算法均在計算機系

統內部操作，並未向第三方或公眾展示，也沒有公開用戶的 cookie

信息，因此不構成侵權。這一問題的分歧，就涉及衍生數據的使

用。科技公司蒐集用戶的相關數據只是數據挖掘的第一步，更重要

的利用計算機算法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以預測消費者的消費趨勢，

提高自身服務的市場競爭力。 

第三，百度公司網站上的《使用百度前必讀》僅為「默示同

意」，這樣的設置是否注意保障用戶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呢？該問題涉

及數據蒐集階段的規範，而本書主要關注的是數據使用階段；此

外，本書其中一個主要論點就是：大數據時代不同紙媒時代，不要

再徒勞地去監管數據的蒐集，而是應該多考慮如何規範對不同種類

數據的使用
14
，以保證數據合理、公平使用和隱私權安全之間的最

大程度平衡。所以對於數據蒐集的限制，作者持開放的態度，故本

書對兩級法院的第三個爭點不做討論。 

綜上所述，由朱某訴百度案所引發的爭點，使本書在圍繞「衍

生數據合理使用」上形成了更細緻的脈絡，即首先思考衍生數據的

範圍；進而判斷衍生數據和隱私的關係；最後再就衍生數據的合理

使用提出具體的操作建議。 

                                                      
14 See Cunningham, McKay, Next Generation Privac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Data Exhaust, 

and Reforming Regulation by Risk of Harm 117 (December 5, 2014). Groning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Ed. 2, 2014,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254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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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用戶通過各種網路終端排放大量的數字化

資訊，留下許多碎片化信息，服務商藉助強大的分析工具，哪怕是

部分細小且彼此毫無關聯的數據碎片也能通過互相比對、規模化效

益來得出預測結論，比如數據畫像。那麼法律要如何規範對衍生數

據及預測性結論的使用呢？ 

本書的研究目的有四點：第一，分析衍生數據的特點，為其保

護和使用奠定理論基礎，並且推動對數據類型的重新劃分；第二，

從隱私權保護的角度，解決衍生數據及其預測結論是否屬於隱私的

問題；第三，為數據控制者使用衍生數據及其預測結論，尋找法律

基礎；第四，分析衍生數據主體的權利與一般數據主體的權利有何

不同。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第一項 衍生數據及預測性結論 

進入大數據、人工智能時代，數據更加深入地滲透到我們生活

的方方面面，同時數據也成為了一個關鍵的生產要素，成為商家必

爭之地。計算機、智能移動終端、傳感器服務機制背後就捕捉我們

不經意間做出的各種行為，甚至表情。比如我們瀏覽了哪些網頁、

在某些網頁停留了多久、滑鼠游標停留的位置、輸入了什麼信息，

甚至我們的社交關係、看電視的表情、駕駛時的坐姿，這些在我們

有意識的主要行為之外，而不被自己注意的碎片化行為就像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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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行為副產品，成為一種衍生數據（data exhaust）。隨著計算機儲存

和分析功能的飛躍，蒐集、分析、挖掘這些衍生數據背後隱藏的巨

大價值成為可能，並且由此得出的預測性結論將成為商家巨大的核

心競爭力，例如購物網站的個性推薦系統、汽車防盜系統、讀者或

觀眾的喜好分析系統等。那麼，如何界定衍生數據呢？作者建議同

時抓住以下三個主要特點。 

首先，被動性。和一般主動提交的個人基本數據不同，我們在

購物網站中提交的銀行信息、收件地址、個人電話等都是我們主

動、有意識地提供的；而衍生數據的產生本身就是無意識的，是用

戶在主行為之外衍生而出的副產品，是一種被動的。這就導致衍生

數據的產生是被動、無意識。 

其次，碎片化。個人數據中無論是一般數據諸如姓名、住址、

電話等還是敏感數據諸如種族、信仰、病歷等，它的內容都是完整

的。而衍生數據是離散的線上交互行為，從單個個人行為中很難挖

掘出具體的價值，需要將眾多碎片化的數據匯總、組合才能探究其

價值。隨著大數據技術的出現，積少成多，將碎片化整合就能實現

數據的總和比部分更有價值的目標。 

最後，單向價值─可預測性。對衍生數據的主體而言，單一

的衍生數據沒有價值，所以英文稱之為「exhaust」（廢氣）非常形

象地表達出這點。價值的單向就是指衍生數據僅僅對數據控制者有

使用價值，這個價值主要表現在預測性。這就和數據主體主動提供

的數據不同。用戶主動提供個人數據如果依據主題劃分，無論是一

般性的姓名、身分證號碼、銀行卡帳號等，這些數據對數據主體而

言是有的價值。如果用戶的銀行卡帳號被盜，可能直接會威脅其金

融帳戶的安全。而衍生數據的價值是隱蔽的，要想讓衍生數據真正

發揮讀心術的作用，必須由數據控制者利用算法對海量的衍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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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複雜的計算、推斷。 

第二項 使用 

歐盟《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在第 4 條是這樣對數據處

理（processing）進行定義，處理是指對個人數據或個人數據集合的

任何一個或一系列操作，如蒐集、記錄、組織、建構、儲存、修

改、檢索、諮詢、使用（use）、披露、傳播或其他方式利用、排列

或組合、限制、刪除或銷毀，無論該等操作是否採用自動化方

式
15
。由此可見，處理行為是一個總稱，使用（use）只是數據處理

（processing）的其中環節之一。歐美均採此種觀點。 

但也有把處理和利用作為兩種不同的獨立行為予以區分。例如

《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處理是指個人資

料的儲存、修改、傳輸、封鎖和刪除。臺灣《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4、5 款規定，處理是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

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

結或內部傳送。利用是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德

國、臺灣均採此種觀點。 

對於處理和使用兩者概念的區分，中國大陸學者齊愛民教授提

出用處理一般不使個人資料與外界發生接觸，因而處理的結果相對

於蒐集、使用而言，對數據主體權益的損害相對較小；而蒐集、使

                                                      
15 See Art. 4 GDPR Definitions, https://gdpr-info.eu/art-4-gdpr/ (last visited February 27, 

2020) 

原文如下：‘processing’ means any operation or set of operations which is performed on 

personal data or on sets of personal data, whether or not by automated means, such as 

collection, recording, organisation, structuring, storage, adaptation or alteration, retrieval, 

consultation, use, disclosure by transmission, dissemination or otherwise making 

available, alignment or combination, restriction, erasure or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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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則使得個人資料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大大增加，往往對數據主體權

益產生更大的影響，對數據主體權益的損害會更大
16
。臺灣許文義

先生也對處理、使用的區分做了詳細論述：單純地指出資料記錄於

某一特定之資料檔案中，不是使用；但是從某一資料檔案中摘錄出

一部分或複製其內容，雖然其行為並無顯示資料處理結果的內容，

仍然被認為是使用行為，因為此種表達方式是不必要的。再比如對

某當事人甲實施問話的程序中，只使用甲已儲存的個人資料（不涉

及甲以外第三人的資料），來比對其有關身分特徵的回答資料時，因

為這只是一種技術上的機械化處理過程，不屬於使用行為。 

作者主張應該把處理、使用、蒐集三者加以區分，因為這三個

行為背後投入的技術含量明顯不同。在衍生數據的場景下，數據控

制者要想得到預測性結論，首先就要將用戶的眾多碎片化行為數據

化，如前文所述數據化為把現象轉變為可製表分析的量化過程，顯

然這是一種「使用」。 

本書之所以強調文章討論的重心在使用階段，而不包括蒐集階

段，是因為作者主張對數據保護的重心應該由蒐集階段轉移到使用

階段。在高度線上化的當前，電腦、智慧手機、穿戴設備、傳感器

等幾乎無處不在，幾乎無時不與我們在一起，未來的物聯網、5G，

勢必還將加強這樣的客觀情況，所以我們衍生數據被蒐集的狀況只

會越來越嚴重，這是一個客觀趨勢。與其徒勞地提防我們的數據如

何被蒐集，例如告知同意原則，不如精心設計數據合規使用的各方

利益分配。 

                                                      
16 參閱齊愛民，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保護法國際比較研究，初版（電子書），法律出版

社，201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