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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警察職權行使法（簡稱警職法）第 17 條規定：「警察對於

依本法規定所蒐集資料之利用，應於法令職掌之必要範圍內為

之，並須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

限。」另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

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

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

本權利。 

警察之任務職責，在於防止危害及預防與偵查犯罪。警察之

資料蒐集行動，有基於防止危害或基於對犯罪行為之預防性的抗

制。所謂危害，是指一事實狀態或一行為，若不及時加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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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產生損害之虞者稱之。行政機關蒐

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需要有「特定目的」。所謂的「特定

目的」？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揭示之「目的明確

化原則」及「限制利用原則」，個人資料於蒐集時其目的即應明

確化，其後的利用亦應與蒐集目的相符合，於目的變更後亦應明

確化，個人資料的利用，除符合法定要件外，不得為特定目的以

外的利用。 

本文擬探討警察蒐集與利用個人資料之相關法律問題，並以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規定為中心。有關警察蒐集個人資料之

利用，須與警察職務有關及符合原來蒐集之目的。除非有符合個

資法之規定，得以為原來目的外之利用。另本文引介個人資料保

護法之相關規範，及分析行政法院之相關判決，以作為討論之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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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Police's Power to Collect 
and Use Personal Data 

-The 17th of the police power law 

Yih-Bao Shiu  

Abstract 

Article 17 of the police power law states that: “The use of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by the police, should be within the necessary scope of the 

statutory authority, and it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collecting. However,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by law, this is not the 

limit.” In addition, privacy rights are not expressly provided by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dignity and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the integrity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tect personal privacy from being intruded by others and to control 

personal data, privacy is an essential basic right.  

The task of the police is to prevent harm, prevent and investigate 

crimes. The police collect personal data to prevent the harm or prevent 

the crime. Hazard refers to a factual state or behavior. If it is not stopped 

in time, it may be enough to damage public safety or public order.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collects, processes or uses personal data, need a 

"specific purpose." What is the "specific purpose?" Accor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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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for Clear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for Restricted Uses” as 

stipulated by the Orga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hould be clear, and its 

subsequent use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 of collection. 

After the change of purpose, it should also be clarified, the use of 

personal data, in addition to meeting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it must 

not be used for specific purpose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leg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personal data by the police. It is centered on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7 of the Police Power Law. The use of police to 

collect personal data, must be related to police duties and meet the 

purpose of the original collection. Unless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it can be used outside its original 

purpose. This article also introduces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law. And analyze relevant decis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s, as a basis for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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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警察職權行使法（簡稱警職法）第 17 條規定：「警察對於

依本法規定所蒐集資料之利用，應於法令職掌之必要範圍內為

之，並須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

限。」本條文目的主要有：1.警察利用個人資料，須與警察機關

之職掌有關。即符合警察機關之法定職掌範圍；並與警察蒐集之

特定目的有關，受到目的關聯性原則之拘束。2.但為了重大公共

利益之利用，則不在此限；於此個人資料保護法有相關條文規

定。 

對個人資料之保護1，依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維護

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

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

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

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

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參

照）。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

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

                                                       
1 相關文獻，請參考尤重道（2017），〈個人資料保護之概念與蒐集處理利

用暨違法責任 (下 )〉，《全國律師》，21 卷 8 期，頁 71-89 頁。林裕嘉

（2017），〈公務機關利用去識別化資料之風險評估及法律責任 (上 )〉，
《司法周刊》，1852 期，頁 2-3。洪政緯（2016），〈從歐盟法院最近裁

判談浮動 IP 位址是否為個人資料之問題〉，《科技法律透析》，28 卷

12 期，頁 18-25。李寧修（2016），〈國家蒐集集會遊行資料的憲法界限：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巴伐利亞邦集遊法部分暫停適用」裁定之反思〉，

《東吳法律學報》，27 卷 3 期，頁 151-186。劉定基（ 2016），〈政府資

訊公開與政府外聘委員個人資料保護〉，《月旦法學教室》，第 163 期，頁

12-14。李震山（2004），〈從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普設監視錄影

器論個人資料之保護〉，《東吳法律學報》，16 卷 2 期，頁 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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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

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

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

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2。 

個人資料之處理與利用之意為何？「處理」：指的是為建立

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的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

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為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亦簡稱個資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例如：公司行號以

建置職員勤惰管理系統儲存或編輯員工上下班情形。「利用」：

指的是將蒐集的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的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5 款規定）。例如：（1）金融機構將蒐集之存款戶個人

資料提供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令辦理相關執行事項。

（2）公司行號運用員工差勤系統之個人差勤資料，作為年終考

核或抽查員工差勤之用3。 

行政機關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需要有「特定目

的」。所謂的「特定目的」？依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所揭示之「目的明確化原則」及「限制利用原則」，個人資料於

蒐集時其目的即應明確化，其後的利用亦應與蒐集目的相符合，

                                                       
2 個人資料以外的營業秘密或工商秘密，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其

涉及營業自由，並攸關人民財產權、工作權保障之完整性，亦為不可或

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第三人自應遵守營業秘密

法第 9 條、第 10 條有關保密之規定，及避免觸犯刑法第 317 條、第 318
條洩漏工商秘密罪，不得無故洩漏，相對地，行政機關亦不得無故調閱。有

關行政調查的法律規定文義不明確，而有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虞時，自

應依據明確性與比例原則為合憲性解釋。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

字第 407 號判決。  
3  個人資料保護法問答，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pipa.moj.gov.tw/ 

dl.asp?fileName=6161622467.pdf（最後瀏覽日：07/0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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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目的變更後亦應明確化，個人資料的利用，除符合法定要件

外，不得為特定目的以外的利用。「特定目的」是保護個人資料

的重要項目，故本法第 53 條規定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指定特定目的，並已訂頒「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

個人資料類別」4。 

警察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應在於執行警察任務之範圍事

務，包括行政警察與司法警察所管轄的事項。前者在確保公共秩

序與安全，及對一般公安活動的維護。對於維護現行政治體制之

警備公安作為，如秘密性情資之蒐集行動。警察有時須採取秘密

的蒐集警備公安的相關情資，對此，警察之作為對個人隱私之保

護，將會造成極大之威脅。因此，在個人資料保護立法上，須顧

及此問題5。 

本文擬探討警察蒐集與利用個人資料之相關法律問題，並以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規定為中心。另引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相關規範，及分析行政法院之相關判決，以作為討論之基礎。 

貳、警察之職務範圍與個人資料保護 

一、警察之職掌 

具體警察之職掌規範，可見於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第 2 條之

規定6。警察任務，依警察法第 2 條規定，包括維護公共秩序、

                                                       
4  經濟部全球資訊網，個人資料保護專區，法令及執行措施：www.moea.gov.tw/ 

Mns/main/content/wHandMenuFile.ashx?（最後瀏覽日：06/04/2018）。  
5 近藤昭三（1994），〈警察と個人情報保護〉，堀部政男編，《情報公開．

個人情報保護》，頁 212，東京：有斐閣。  
6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第 2 條：本署掌理全國性警察業務，並辦理下列事

項：一、警察官制、官規、教育、服制、勤務、後勤制度、警察職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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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與促進人民福利等四大任務。 

依警察法第 9 條：「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七、有關

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營業建築、

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警察是否有權限

對於相關行業之調查，行政法院認為：「警察機關與商業登記主

管機關權限，雖有所不同，但警察亦得依法執行。……警察職權

行使法提出於立法審議時，有多種版本，立法通過目前之第 6 條

規定，其第 3 項規定係來自行政院版本，該條項規定：「警察進

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於營業時間為之，並不得任意妨礙其營

業」，即是警察得對「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臨檢之規定7。」

此應可解釋為警察對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防止危害的權限。 

行政程序法第 40 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

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

品。」，但第三人保存之文書、資料或物品，如涉及個人資料之

                                                                                                                        

使及其他警察法制之規劃、執行。二、警衛安全、拱衛中樞、準備應變

及重大、緊急案件處理之規劃、執行。三、協助偵查犯罪、涉外治安處

理、國際警察合作及跨國犯罪案件協助查緝之規劃、執行。四、入出國

與飛行境內民用航空器及其載運人員、物品安全檢查之規劃、執行。五、警備

治安、保障集會遊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自衛槍枝管理及民防之規

劃、督導。六、預防犯罪、檢肅組織犯罪、保障婦幼安全、失蹤人口查

尋及維護社會秩序事件之規劃、督導。七、當舖業及保全業管理之規

劃、督導。八、交通安全維護、交通秩序整理、交通事故處理及協助交

通安全宣導之規劃、督導……。  
7 上訴人主張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第 3 項是關於對人「身分查證」之規

定，中山警分局長春派出所之臨檢不合法云云，對法令有所誤解，其進

而以「臨檢違法」為前提之各項主張，並不足採。（三）本案裁罰機關為

被上訴人，並非警察機關，警察機關之臨檢紀錄表，係被上訴人作成原

處分之證據資料，無上訴人所指警察機關侵犯商業登記主管機關即被上

訴人權限，本案違反管轄法定原則之問題。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

字第 0200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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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行政機關於要求第三人提供（蒐集）時，應遵守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1995 年 8 月 11 日制定）第 7 條及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 15 條規定，即非有特定目的，並符合於執行法定職務必

要範圍內、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或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情形之一

者，不得為之，並應受行政行為明確性及比例原則之拘束8。 

二、警察職務之必要範圍 

警察之任務職責，在於防止危害及預防與偵查犯罪。警察之

資料蒐集行動，有基於防止危害或基於對犯罪行為之預防性的抗

制。所謂危害，是指一事實狀態或一行為，若不及時加以阻止，

足以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產生損害之虞者稱之。而所謂「犯罪

行為預防性的抗制」是指犯罪行為或危害尚未發生的前階段，又

稱為「危害的預防」，其任務在於預防犯罪，亦即，預防將來性

犯罪行為發生的預先準備，以及採取必要的準備措施，以對應此

種危害案件。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9 條以下的資料蒐集，屬於

此種「危害預防」之情形9。 

依德國警察法任務的規定，在各邦警察法中可看到，最初的

條文一般只有警察任務的規定。依通說，此規定已成為特定警察

活動的依據。以警察巡邏、監視交通、危險狀態時對第三人的保

護、救護受災之人等，此屬於不須有特別權限規定的作為，因在

法律效果上，其不具有處分性，僅屬於非權力性的事實行為之措

施。另有論者，提出「任務與權限分離」之理論，在今日德國之

警察法，當然須以此原則作為警察執法依據與前提。即有關對個

人之權利、自由造成侵害效果的行政活動，不只須符合任務法的

                                                       
8 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407 號判決。  
9 蔡震榮（2016），《警察職權行使法概論》，第三版，頁 145，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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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也必須要有權限法的規定，作為依據。因此，具有侵害個

人資訊自決權效果的警察機關作為，只是依任務法的規定，是不

符合正當性的10。 

另警察蒐集的個人資料，如作為原來蒐集之目的外使用，會

造成個人權利的侵害；即行政機關如將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作為目

的外使用，提供給外部私人單位，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或無限制

的提供，將會對個人隱私造成侵害11。此部分已不屬於警察職務

上之必要範圍。 

警察之職掌與管轄範圍，須於警察組織法或作用法中，加以

明定。有關「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例如在客觀合理之情形

下，對可疑之人要求其接受身分查證，提供其個人證件資料，並

接受警察詢問相關可疑之事項。「必要」，即必須透過此調查程

序，始得瞭解其真實原因是否存在，或行為人、當事人之情況或

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之要件，以供警察機關後續作為判斷之

依據。  

警察對於監視錄影畫面之蒐集，如該畫面尚無從直接或間接

識別該車係由何人駕駛，法院認為：上開監視錄影畫面雖未拍到

車號，惟自該車車型及輔以途經時、地觀之，足認係「被上訴

人」駕駛之系爭車輛等語，所認定事實與卷內證據不符，已有違

證據法則。原判決復以此違反證據法則所認定之事實為基礎，認

上開監視錄影光碟及擷取照片，係拍攝被上訴人駕駛自己所有車

                                                       
10 島田茂（1995），〈ドイッにおける預防警察的情報收集活動と侵害留保論〉，

吉川經夫編，《法政大学現代法研究所叢書 14‧各国警察制度の再編各國警察

制度の再編》，頁 160，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 
11 皆川廣治（2009），〈行政機関による個人情報の目的外利用・外部提供の制

限と許容性に関する一考察〉，《中京法學（CHUKYO LAWYER）》，10 期，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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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於公共道路上行進之畫面，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1 款後

段例示之「社會活動及其他足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

料」12，似有問題。本文以為：一者，行政目的之處罰，須符合

法律保留原則，以免行政濫權，任意以各種監視器畫面之影像，

作為處罰之依據，不符合法治國家之原則。二、證據之認定，須

確實，不可只是相像或部份相關，以推測之方式，加以處罰。在

證明力上恐有不足。另如屬刑事案件之偵查過程，作為輔助資

料，亦應以可信之資料，才符合證據法則。其三，警察對個人資

料之蒐集與利用，有其廣泛性。個人所有車輛與駕駛行為，二者

仍然有別。不得僅以登記所有人之資料，而認為即屬駕駛人。另

警察對一般車輛通行路線之蒐集，依警政與治安之目的，如符合

必要性，應屬有權蒐集。 

三、個人資料之保護 

（一）個人資料之意義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個人資料：指自然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

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

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準此而論，前揭條款所

例示之資料，必須得以自其內容，直接或間接辨別自然人者，方

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個人資料，而應適用該法就其蒐集、處

                                                       
12 路口設置之監視器，上訴人卻用以證明被上訴人違反交通法規，乃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而蒐集個人資料，故不得作為本案裁罰事實之證據使用，亦有不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交上字第 8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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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利用予以規範13。 

有關個人資料範圍，依日本警察保有電腦個人資料處理規則

第 3 條規定14，本規則中有關用語的意義，依照以下各款所揭的

規定：「1.個人資訊，為有關於個人的資料，該資料包括姓名、

出生年月日及其他記載或表示個人的編號、記號，及依其他的符

號，可以識別該當個人（只有該當資料無法識別，但是，能夠容

易與其他資料比對，因而可以識別該當個人，亦包括在內）之所

稱。2.電腦處理，為使用電腦，實施資料的輸入、儲存、編集、

加工、修正、更新、檢索、刪除、輸出或為類似上述處理方法之

所稱。3.個人資料檔案，為了達成一定事務的目的，以有體系的

方式，加以組合成個人資料的集合物，可以在電腦上操作磁帶、

磁片及其他可以用類如上述的方法（以下稱磁帶等），以確實記

錄一定事項之物，以記載資料之謂。4.資料處理，所被記錄的個

人資料檔案，稱為個人資料。5.確保安全措施，為防止洩漏個人

資料的滅失及損壞，使能適當的管理個人資料之必要措施之所

稱。」 

（二）個人資料之保護 

傳統的侵害行政概念與個人資料保護問題。前者屬於行政機

關，採取要求相對人民的作為、不作為、忍受等的義務，以限制

人民的權利、自由等的效果，此與作成行政處分的概念，有密切

的關係。但這樣與行政處分有密切關係，所設定的侵害概念，作

為前提。其他如採取確認身分、鑑識措施而蒐集個人資料的手

段，此與採取作為權力處分情形，則有所不同。像這樣還沒有處

                                                       
1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交上字第 80 號判決。 
14 警察の保有する電子計算機処理に係る個人情報の取扱いに関する規則，平成

2（1990）年 6 月 8 日国家公安委員会規則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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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形式的蒐集資料行為，其只不過是屬於非權力的事實行為，即

並未發生法律效果，應屬於法統制對象的例外。然而，因理論上

已認為具有個人自我資訊決定權的存在，該個人資料可作為一個

獨立法律的保護對象，與依行政處分之方式課予人民義務及限制

其權利，並無關係。而是在本人沒有同意前提下，對其採取蒐集

資料。如從人民本身受基本法保護而言，此作為已對該個人的地

位，造成侵益的效果15。 

個人車輛之車籍資料，亦屬個人資料，應受到法律保護。行

政機關提供個人資料，亦須遵守個人資料保護之限制。行政程序

法第 46 條規範，係為確保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行政程序進行

中充分瞭解程序進行之情形，而能適時主張其權益，上訴人於申

請程序中，自以該行政程序中之相關資料為限，至系爭車輛之車

主資料，如非屬本件申請程序之資料，則不得請求提供。因系爭

車輛之車主資料，事涉該車主個人隱私或職業上秘密，而屬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豁免公開之範圍，公開或

提供該車主資料並非公益所必要，未經該車主同意，且上訴人請

求之目的在於追究財產所受損害，而非保護上訴人生命、身體、

健康所必要16。為保護個人資料，不得任意提供。 

個人資料之公開，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如政府資

訊含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若可將該部分予以區隔，

施以防免揭露處置，已足以達到保密效果者，即應就其他部分公

開或提供之。此為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2 項之規定。政

府資訊若涉及個人資料，其公開仍受個資法第 5 條：「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15 島田茂，同前註 10，頁 158。 
16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裁字第 2697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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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

當合理之關聯。」及第 6 條：「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

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資法第 9 條：「（第 1 項）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

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處理

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五款所列事項。（第 2 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之告

知：一、有前條第二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二、當事人自行公開

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三、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為告知。四、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

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

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五、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

的而蒐集個人資料。（第 3 項）第一項之告知，得於首次對當事

人為利用時併同為之。」第 15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

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二、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限制17。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有關政府機關欲公開涉及個人之資

料，應符合本法之規定，其中包括：「…四、基於公共利益為統

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者處理後或蒐

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五、大眾傳播

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本法第九

條）。」等法定原因，以有效保護個人權益。 

有關社區路口、巷道內裝設監視器之侵犯隱私問題，目前台

灣有些社區在社區路口、巷道內裝設監視器系統，以二十四小時

                                                       
1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55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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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看錄影的方式防堵治安死角；此外，也有社區由居民充當義

工，組成社區巡邏隊，全天候巡視社區各角落。還有社區將監視

系統與社區有線電視頻道結合，住戶在家中就可以透過電視監視

社區巷道中的舉動。不過監視往往是單向的，亦即通常是有權力

的一方監視沒有權力的一方。然而，保護與控制經常只是一線之

隔，在錄影監視器監視之下，工作場所中的員工和教室內的學童

如何能快樂工作或學習，如何能夠安心工作和發展獨特而有創意

的個性呢？如果我們想要達成增加市民對於現代環境的控制能

力，同時還能夠集體克服對於犯罪的恐懼此一終極目的，那麼，

錄影監視器在設置前和使用中，均定期有公共參與，透過聽證或

其他方式，使人民可以表達其對於錄影監視器的意見和建議，應

該是不可或缺的機制。再者，基於憲法隱私權保護和正當程序保

障的原理，對於遭受錄影監視器監視的對象，必須盡到告知的義

務，而倘若監視器的功能在於嚇阻犯罪或其他不法行為時，更應

該告知被監視者或潛在被監視者該等監視器設置的事實。在透過

錄影監視器執行監視任務時，必須避免對特定族群產生歧視效

果，也是必須注意之處18。 

參、警察蒐集個人資料與其特定目的 

警察蒐集個人資料，須符合依法行政原則。另警察對個人資

料之處理，亦應受「目的拘束」原則之適用。警察依治安目的所

蒐集之資料，僅能以該目的加以利用、儲存或傳遞。惟仍有例外

之規定，如：1.作為警察教育與訓練之用。2.作為統計、文書檔

                                                       
18 劉靜怡，錄影監視器、警察蒐集資料職權與個人資料保護，2004 台灣人權報

告，https://tahrpapd.wordpress.com/2004/12/10/-（最後瀏覽日：06/0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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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用。3.作為刑法追訴之用等19。此例外使用部分，符合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之規定20。 

一、蒐集個人資料之法律依據 

（一）公開性資料之蒐集 

警察採取間接方式，蒐集個人資料，只須符合組織法上之任

務規範，即與警政、犯罪偵查有關之目的，即可為蒐集；不須另

有作用法之法律依據。 

一般如公務機關透過網路方式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取得個人資料或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

內部傳送等行為，依個資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應有特定目

的，並符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或對當

事人權益無侵害情形之一。且無論是直接蒐集個資，或間接蒐集

個資，因涉及當事人隱私權益，皆應盡告知義務，但也有例外免

除告知義務21，如個資法第 9 條規定之例外。 

（二）侵入性與干預性之蒐集 

警察直接對人民查證身分、蒐集其個人資料，依干預性法律

保留原則22，須有作用法之法律依據。例如對有危害顧慮之可疑

場所，警察依職權得進行相關之詢問與蒐集個人資料，此職權可

見於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之規定。其條文規定：「警察於公共

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一、

                                                       
19 蔡震榮，同前註 9，頁 146。 
20 請參考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之規定。 
21 參智邦法律諮詢網，http://law0800.com/index.php/law-knowledge/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220-2014-03-07-03-07-50（最後瀏覽日：06/07/2018）。 
22 李震山（2019），《行政法導論》，修訂十一版，頁 52 以下，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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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其對

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生之犯罪知情者。三、有事實足認為防止

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者。

四、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

犯藏匿之處所者。五、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而無

停（居）留許可者。六、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前項第六款之指定，以防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

序事件而有必要者為限。其指定應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為之（第

1 項）。警察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於營業時間為之，並不

得任意妨礙其營業（第 2 項）。」 

有關警察執行臨檢、路檢勤務時抄錄民眾身分證資料，依警

察職權行使法第 2 條第 2 項明定，警察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

行職務時，得依法採取查證身分、蒐集資料等措施；又，依據

（修正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第 9 款及第 7 條規

定，得為個人資料之蒐集。是以，警察執行臨檢、路檢勤務時抄

錄民眾身分證資料，其基於「犯罪預防」、「刑事偵查」所為必

要之個人資料蒐集，自無逾越該法授權之虞。依法蒐集之個人資

料，其傳遞、利用、註銷或銷毀等，應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6

條至第 18 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處理23。 

二、為行政目的或刑事目的之蒐集 

警察之任務與職權，具有兩種身分功能，即行政警察與司法

警察。行政警察之日常勤務作為，可查證人民身分、巡查可疑處

所、車輛，一旦發現有可疑犯罪證據，即可轉換行政警察地位與

                                                       
23 93 年 1 月 12 日內政部警政署警署行字第 093000247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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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據，改為依司法警察權限進一步執行犯罪偵查。在此之

前，依行政警察之法律授權所蒐集資料，可繼續列為犯罪偵查所

使用。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修正對照

表，一六七「警政」，０二五「刑事偵查」，二者目的似有不

同。有關目的外之利用，依法務部函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

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例如：法律明文規定、為防止他人權益之

重大危害、經當事人書面同意24。 

依蒐集個人資料特定目的之要求，警察基於預防犯罪目的蒐

集之資料，應可轉化成為犯罪偵查目的使用。此從理論上而言，

警察在例行之勤務執行中，遇有合理懷疑之行為人，得依法查

證、登錄其個人資料。如於執行過程中，發現有犯罪證據之吸食

毒品工具，即得轉換為刑事偵查程序，將該人視為現行犯而予逮

捕偵查。前階段屬於預防制止危害之行政警察任務，而後階段屬

於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工作；此二者之目的、任務與職權，似有

所不同。從人權保障之要求與原則而言，警察執行公權力，當受

到法律與法律原則之限制，不得逾越與濫權。上述情形，如有假

藉行政調查目的，而行犯罪偵查職權，當屬逾越法律授權行為，

                                                       
24 有關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向處理之警察機關請求提供他造當事人資料乙

情，前經本部認為警察機關受理處理交通事故而蒐集、處理雙方當事人之個人

資料，係為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

之職務，且基於交通事故處理之「警政」（代碼 167）特定目的為之，而提供道

路交通事故當事人一方個人資料予他方作為交通事故雙方當事人進行該事故後

續之損害賠償、和解、調解、鑑定及訴訟等事宜，應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

屬執行上開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符合個資法第 16 條本文規定。法務部 103
年 2 月 19 日法律決字第 10303500700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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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蒐集之資料屬重大違法而無效。另如屬一般合法執勤所發現

之證據與個人資料，當可轉換為犯罪偵查上使用25。  

原則上警察依事前執行程序，如屬合法，後續即得為使用，

作為法定證據。但如事前之程序或法律依據有重大違法，則不得

使用26。如非法監聽、刑求逼供所得資料，應不得作為犯罪證據

使用。 

法院認為：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21 條規定，授予地方主

管機關就爆竹煙火製造、儲存或販賣場所及可疑為非法製造、儲

存、販賣爆竹煙火之場所，有進入檢查、詢問負責人與相關人

員，及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取締之權責。至非屬上開場所者，地

方主管機關基於權責調查爆竹煙火相關場所負責人是否依爆竹煙

火管理條例第 20 條善盡詳實登記流向之義務，及進行相關爆竹

煙火安全使用及管理之宣導等目的，仍可依職權及行政程序法相

關規定就流向資料所涉人員或場所進行無強制性之詢問及調查27。 

對此，消防機關本於權責調查爆竹煙火相關場所負責人，是

否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 20 條善盡詳實登記，及進行相關爆竹

煙火安全使用及管理之宣導等，可依職權及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25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

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維護

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

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

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七、經當事

人同意。 
26 刑事訴訟法第 158-4 條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

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

利益之均衡維護。 
27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8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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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流向資料所涉人員或場所進行無強制性之詢問及調查。業者指

稱被告（地方主管機關）命令下屬機關為違法之稽查及蒐集個資

料，只是考慮本身業務資料被消防機關蒐集，可能影響其營業。

行政法規基於公益與私益平衡，如為重大公益之維護等目的，得

依法規定由主管機關定期蒐集個人營業與經營資料。本案爆竹煙

火之保管場所負責人資料，與公共安全甚為相關，主管機關須依

法蒐集。本件情形如符合重大危害性，亦可能由警察機關介入蒐

集相關之個人營業資料28。 

三、原則禁止蒐集個人政治、思想、信仰之資料 

（一）一般限制蒐集涉及個人政治、思想、信仰之個人資料 

依行政中立、保障人民內在精神自由之憲法基本權利考量，

警察不得恣意蒐集個人之政治傾向、宗教信仰等個人資料，以確

保警察行政之中立性29。但個人不得假藉政治言論自由，而實際

為行違法集會或擾亂社會秩序之犯行30。單純個人之政治傾向與

                                                       
28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8 條規定：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

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本法規定

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第 1 項）。警察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或採取

措施，以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即時制止或排除者為限（第 2 項）。 
29 警方除成立「網軍」監控輿情，地方警局也要求員警透過新建構的「社群媒體

資訊匯流平台」，在網路情蒐並適時「調整輿情」的處理方式；民間司改會執

行委員尤伯祥批說，政府拒絕被監督，還反過來監督人民，這比政府置入性行

銷還可惡；律師曾威凱也批「這是新文字獄」，警方箝制民眾言論自由，在網

路從事思想審查，是大開人權倒車。警政署回應，因近來網路臉書、Ptt 盛行，

散播訊息快速，保防室特別通報要求各警察單位注意網路訊息，但不是專門針

對政治性言論，包括在網路上嗆聲揪眾鬥毆等治安事件，也是警方關注目標。

警方在網路上搜尋的是公開資訊，沒有偵蒐民眾隱私。參報導：自由電子報

（07/05/2014），警監控網路輿情法界批開人權倒車。 
30 黑幫介入集會與公聽會，北市警「靖城一號」大掃蕩--台北市警局去年 11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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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屬於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此又為內在之精神自由

領域，國家不得以公權力任意干涉或限制之。 

警職法第 6 條，授權警察得以查證特定人民身分之規定，包

括對「陰謀實施重大犯罪之人」，此處之「陰謀者」是否受內在

精神自由之保護，亦有問題。本文認為，政治主張或對國家政策

之意見，為公共事項並可受公評，並無一定之優劣，此屬言論自

由、政治自由所保障範圍。但「陰謀」實施重大犯罪，依法已屬

於「非法行為」及有危害顧慮，其將對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或有此

關聯，應不受前述憲法權利之絕對性保障所及，屬於當然，警察

自得對其加以查證身分。於此，「有事實足認」或「合理懷疑」

之前提要件，為警職法第 6 條規定之基礎與要求。依大法官第

535 號解釋，警察不得任意、無故、隨機查察不特定人民，此將

不符合公權力行使之必要性原則。  

有關參與集會、聚眾活動之人，依警職法第 9 條規定，對於

有危害公共安全、他人生命、身體、自由之虞者，警察為維護治

安，得對其攝錄影31。另一方面，集會自由屬於憲法第 14 條明

                                                                                                                        

指揮市刑大組成專案小組，對「中山聯盟」及本月 7、8 日滋擾香港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等人出席時代力量舉辦座談會的四海幫分子進行「靖城一號」掃黑專

案。本月 11 日至 13 日，警方陸續查獲四海幫海巨堂陳姓男子、秘書長林姓男

子及其幫眾共 14 位、幫派通緝犯 5 位、各類不法案件包含 14 位，共計移送 33
人。警方表示，近期不斷有具黑道幫派背景人士假借參與公共議題滋擾合法集

會與公聽會，甚至暴力侵害特定團體或人士。市警局配合內政部警政署規劃區

域性同步打擊黑幫專案勤務，啟動「靖城掃黑」專案，展現打擊暴力犯罪之決

心與強度。參聯合報，（13/01/2017），黑幫介入集會與公聽會 北市警「靖城一

號」大掃蕩。 
31 依警職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警察依事實足認集會遊行或其他公共活動參與

者之行為，對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虞時，於該活動期間，得予攝影、錄音

或以其他科技工具，蒐集參與者現場活動資料。資料蒐集無法避免涉及第三人

者，得及於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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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障之權利。依大法官第 718 號解釋，對於偶發性之集會，國

家更不得課予須申請許可之義務，進一步強調「集會自由」，屬

於國家須保護之基本權利。 

（二）蒐集涉重大治安事件之宗教活動資料 

1.警察蒐集宗教活動之問題點 

本案為日本最高法院對於人民控告警察非法蒐集其參與宗教

活動的案例。因在日本國內有一清真寺活動，警察認為有蒐證之

必要，原因為日本國內有可能，會遭受國際恐怖活動的攻擊危

險；且顧慮如果發生國際恐怖攻擊之情況，其所造成的危害情

況，將會非常重大。因此警察對特定清真寺的活動，及對在該清

真寺內活動之人，加以蒐集瞭解之作為。 

原告主張日本最高法院曾主張憲法 13 條規定精神為「個人

相貌、肢體表現……有不被任意攝錄的自由。」及「不被任意要

求捺印指紋的自由」，這皆是人民所受到保障的。從此判例可

知，依日本憲法第 13 條規定，人民對國家，特別是犯罪偵查機

關，可得知有一般不被任意蒐集其個人資料的自由32，因此，提

出控告請求確認該警察之行為違法與須賠償其損害。 
2.本案日本法院之判決33  

（1）日本法院認為：依日本憲法 20 條 1 項所保障的「為防

止信教自由被侵害，以信教理由，要求國家對個人在法律或事實

上採取為不利益之對待，或為強制、禁止、限制等類似的強制內

容，必須有其存在的作用，在理解上須具備有合理必要性的情

                                                       
32 山本龍彦（2015），〈インターネット時代の個人情報保護：実効的な告知と国

家の両義性を中心に〉，《慶應法学》，33 期，頁 195。 
33 本案日本最高法院之判決結果為：部分請求駁回。小島慎司（2015），〈警察に

よるイスラム教徒の個人情報の收集．保管．利用の合憲性〉，《平成 26 年度

重要判例解説》，1479 期，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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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依本件蒐集個人資料情況的態樣……其究竟應只是採取

任意性的蒐集資料活動之作為，此作為對 X 等人，並非以其信

教之理由，而強制為不利益的對待，也無採取任何對宗教性的強

制、禁止及限制的作為。 

X 等人主張警察之監視伊斯蘭教的活動範圍，甚為廣泛，且

及於清真寺。然 X 等人，對本件蒐集資料的措施，並不清楚。

代號 X3、X5、X8、X11、X15 及 X17 等人陳述，指出在本案尚

未提告之前，亦曾在清真寺內看到警察，但具體的詳細情況不甚

清楚34。 

（2）特別的，當警察為被原告所看到時，不能否定的，可

能是該蒐集私人活動的行動事件，尚未被發覺。「原告主張，對

於 X 等人的蒐集資料，可從警視廳與警察廳在反恐策略的名義

下，採取蒐集一般穆斯林之活動的相關資料；但本案的資料蒐集

活動，對於防制恐怖行動上，並非屬於必要的情報蒐集活動。因

此，應屬於對信教自由，造成壓迫、干涉的行為。鑑於憲法保障

精神自由之一部分的信教自由目的，在判決上須顧及此點。」 

本案警察所蒐集的資料，屬於為達成國際反恐對策目的前提

下，其所考量的在於因「日本國內存在有充份的可能，會遭受到

國際恐怖活動攻擊的危險狀況；且如發生國際恐怖攻擊之情況，

其所造成的危害，將會很重大。伴隨著其危害具有隱密性，如要

事先發覺及防止其發生，都很困難。對於本案包括瞭解清真寺的

活動，及本案所採取的相關蒐集情報活動，對在清真寺內活動之

人的瞭解作為，其發動是依據日本警察法第 2 條第 1 項的預防犯

罪作為。而維持公共安全與秩序是警察的任務；上述之作為，應

                                                       
34 同前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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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防範國際恐怖活動發生於未然，所採取的必要作為。35」 

對於警察的「此作為，考慮本件資料蒐集活動，主要在防範

國際恐怖主義攻擊案件的發生之相關性，所採行的。其蒐集對象

主要以信奉伊斯蘭教的教徒，及所蒐集的資料，為出入清真寺的

情況。所稱蒐集活動，涉及宗教方面的事務。可以提出討論的為

此作法對伊斯蘭教的信仰內容，及對宗教本身主體內容的適當性

與否的問題。在有關認定上，因警察從來即未加以干涉宗教自

由；而伊斯蘭教徒，其本身有一部份是屬於伊斯蘭激進派者，在

國際社會間實施恐怖攻擊行動。利用宗教設施，伊斯蘭教激進派

者會對教友洗腦，唆使、激起教友從事相關的恐怖攻擊行動。此

也是從歷史發展所得出的脈絡。警察經由蒐集伊斯蘭教激進派之

活動，可以事先發覺國際恐怖主義的活動，而防範於未然。其目

的在於防止一般國民被害案件的發生。另外依警察的執行目的，

應該是沒有針對伊斯蘭教徒的信仰精神性、宗教性方面，特別為

臉部面相蒐集的情形。」 

「另一方面，為瞭解清真寺的活動，如前述警察偵查員自行

進入清真寺，對 X 等人進出清真寺的情況，從外觀全面蒐集瞭

解。此僅限於外觀的紀錄，該當紀錄的效果，並非透過強制處分

的行為……像這樣對於信教自由的影響，即使有一些可能性，但

其完全是因為警察進入到清真寺內，所伴隨而來的厭惡感，應僅

限於這樣的觀感……」36。 

3.相關學者的見解 

（1）日本學者小島慎司認為：本案在判決中重複主張思考

上可參考「解散奧姆真理教事件之命令」的判決（最決平成

                                                       
35 同前註，頁 16-17。 
36 同前註，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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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0 民集 50 卷 1 號 199 頁）。該決定指出，對宗教法人所為

的解散命令，「即便使信奉者在參與宗教活動上，無可避免的會

產生一些障礙，此障礙只僅於是伴隨解散命令的間接事實上行

為。此屬利益衡量上，需考量的」。本案判決亦如此，認為本件

蒐集情報活動，即使會使 X 等人的參與宗教活動造成寒蟬效

果，但其目的並非在於否定性的評價伊斯蘭教的信仰內容，作為

增加合憲性的評論依據。 

特別依平成 8（1996）年判決表示，認為造成宗教上活動的

障礙，並非解散命令的「法律」效果，而是所謂事實上（並非由

事實行為）限制的意味。所以解散命令本身對於宗教的行為，並

無造成障礙，只是附隨性的混合（摻雜）限制的意味。但是對於

宗教自由是事實上的限制或法律的限制，二者是否有其不同？其

二者之間應有些微的差異，至少事實上的限制，是較輕微的情

況，有這樣的說服力之說。本判決著重在限定的附隨性的限制

論，在思考上應是適切的37。 

有關附隨性的限制論，應也不能濫用。如這樣會使所有具規

制效果的附隨性，都可以此理由作為辯解了38。 

4.本文認為 

警察基於預防重大犯罪，須事先蒐集相關資料。教堂屬於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一般人皆得進出，警察為維護治安，認有必

要，應得以到此場所觀察與蒐集必要情資。  

依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9 條：「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

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

處理或利用前，向當事人告知個人資料來源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37 同前註，頁 17。 
38 同前註，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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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五款所列事項（第 1 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項

之告知：一、有前條第二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二、當事人自行

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三、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為告知。四、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

必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

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五、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

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第 2 項）。第一項之告知，得於首次對當

事人為利用時併同為之（第 3 項）。」 

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6 條規定，警察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應於公開時間內為之，並不得妨害其營業。在執行上有基本

的依據。除此之外，應考量目的性，是否與維護治安有關及是否

有必要性？如可採取其他方式瞭解，即應考量其他更適當的方

法。如近來有警察對陳情的人，採取家戶訪查之方式為調查，即

受到使用方法不當之指責39。雖然警察得使用任意性—即相對人

同意之方法蒐集其個人活動資料，但仍然應受目的性與比例原則

之規範。 

四、不蒐集單純屬私生活或民事關係之個人資料 

警察對於個人之間因私生活或民事紛爭關係40，涉及與其他

私人事項，不得假藉職務權力加以蒐集。警察個人民事上或親友

間，或另有其他私誼目的或如欠款之追討等，均不得透過警察公

                                                       
39 內政部長葉俊榮表示，近期將檢討修正「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辦法」，嚴禁員

警藉家戶訪查之名，執行維護治安以外的任務。參中央社（14/10/2016），葉俊

榮：保障人權 檢討家戶訪查勤務報導。 
40 有關警察保護私權之探討，請參考李震山（2016），《警察行政法論—自由與秩

序之折衝》，頁 85 以下，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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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所掌管之資訊系統，查詢個人資料或與個人資料有關之如車

輛、戶籍資料等。但與公務有關事務，如警察遇有特殊對私權重

大危害，亦有即時保護私權之必要41；例如大量解僱勞工爭議法

之規定，對雇主惡性掏空公司42，而恣意潛逃，被害人不及請求

法院保護時；警察遇有報案亦可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8 條為對

人查證或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維護受害員工之權益。此時警察之

蒐集個人資料，應屬公務及任務所及之範圍。 

理論上民事爭執之權責機關，為由民事法院之途徑解決，依

法警察無法作出相關之判斷。例外情形，如果事出突然或危害重

大，法院或主管機關不及保護被害之人民時，警察遇此情形，可

以例外的介入作必要之調查與處置。此屬警察法上補充性原則之

運用，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8 條之規定執行43。 

五、蒐集個人敏感性資料之限制  

有關特種個人資料之保護，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規定：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

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41 許義寶，〈論警察保護私權之任務與界限〉，「警察任務法之回顧與展望」學術

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系主辦，2017 年 11 月 24 日，頁 171-192。 
42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12 條第 1 項：「事業單位於大量解僱勞工時，積欠勞工

退休金、資遣費或工資，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限期令其清償；屆期未

清償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函請入出國管理機關禁止其代表人及實際負責人出

國：一、僱用勞工人數在十人以上未滿三十人者，積欠全體被解僱勞工之總金

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 
43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8 條規定：「警察為制止或排除現行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

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得行使本法規定

之職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第 1 項）。警察依前項規定，行使職權或採取

措施，以其他機關就該危害無法或不能即時制止或排除者為限（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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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一、法律明文規定。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

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

施。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四、公

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

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

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

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

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

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

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第 1 項）。依前

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

其中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

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第 2 項）。」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

等六類個人資料，原則上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僅於符合一定

之要件之情形，得例外為蒐集處理利用。「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

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例如：檢警機關偵

辦犯罪，蒐集或利用涉嫌人之犯罪前科資料；醫生發現疑似法定

傳染病，蒐集相關醫療資料通報主管機關等，自得依法為之）、

「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

範圍內」，且依相關法令規定提供適當安全維護措施44。 

有關警察因偵辦案件向他單位索取個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

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法

                                                       
44 尤重道（2017），〈個人資料保護之概念與蒐集處理利用暨違法責任（下）〉，

《全國律師》，21 卷 8 期，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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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明文規定。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

必要，且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

之個人資料。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

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經一定程序所為蒐集、處

理或利用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公務機關對個人

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

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經當事

人書面同意。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警方因偵辦案件向他單位索

取個資如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之情形，並於執行法定職務必

要範圍內，難謂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虞45。 

警察蒐集個人資料之範圍，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公權力蒐

集個人資料，應考慮私人權利或自由受到影響，二者之間，是否

成比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原則上禁止公務機關蒐集個

人敏感性之資料，如基因、病歷、性生活等紀錄46。但此情形仍

有例外，例如警察機關之偵查犯罪，對於重大嫌疑犯，如該人在

犯案過程受傷，警察為追緝之必要，亦得採取必要方法蒐集。另

外從醫療法之目的規範，亦有對病患個人資料保護之規定，以免

侵害隱私或造成病患疑懼，而造成不敢就醫之結果。因此，對於

                                                       
45 參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網頁，https://www.police.ntpc.gov.tw/cp-30-1995-1.html（最

後瀏覽日：06/06/2018）。 
46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

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一、法律明文規定。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

務所必要，且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

個人資料。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經一定程序所為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個人資

料。」 

101



32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5 卷．第 1 期 

 

病患之就醫，醫院不得任意洩漏或提供其病患個人資料47。 

為防止危害或追緝犯罪，警察須蒐集特定之個人資料，因

此，是否應課予醫療院所提供個人資料給警察，容有討論必要。如

該嫌疑人涉及重大危險、危害公安嚴重情形，應可例外允許警察得

要求特定醫療院所提供該個人資料，或課予醫療院所通報之責任；

如果僅是一般性之妨害秩序、違規等輕微犯罪，基於比例原則考

量，應不得課予醫療院所此種義務，或授權警察有此種權力48。    

肆、法律規範內之利用與目的外利用 

一、法律規範內之利用 

（一）警察提供他方肇事者之個人資料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 條第 5 項授權，訂定之道路

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

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提供相

關資料：一、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

單。……」因此，交通事故各造當事人之一方為聲請民事調解或

和解，向警察機關申請提供他造當事人之個人資料時，警察機關

基於「警政」之特定目的內，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而利用該等

個人資料，提供予申請之一方（個資法第 15 條第 1 款、第 16 條

                                                       
47 醫療法第 72 條規定：「醫療機構及其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

資訊，不得無故洩漏。」 
48 太陽花學運退場，卻傳出警方要秋後算帳。監督健保聯盟今天就拿出一張公

文，表示北市警察局竟然要求六家醫院，提供 3 月 24 號行政院驅離當天的就

醫病歷，立委也批評，這是違反「醫療法和憲法」保障人權，不過警方澄清，

這是因為許多市議員要求警方了解民眾受傷情況，警方才會配合發出這紙公

文。最後證明整起指控是烏龍一場。參聯合影音（10/04/2014），秋後算帳？市

刑大調 324 就醫病歷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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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照），並無違反個資法49。 

（二）警政署公告通緝提供不特定民眾查詢  

內政部警政署將司法機關公告通緝之部分內容，公開於該署

網站，提供不特定民眾查詢，於個資法第 6 條特種資料未施行

前，可認屬符合個資法第 16 條前段「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

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合」之目的內利用情形50。 

（三）警察利用違規現場之照片 

個資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所謂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

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

料。同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本法第 2 條第 1 款所稱得以

間接方式識別，指保有該資料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僅以該資料不

能直接識別，須與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結等，始能識別該特

定之個人。」本件警察機關基於「行政裁罰、行政調查」（代號 

039）之特定目的，於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1、

第 7 條之 2 規定之法定職務時，因須調查受舉發人之違規事實，

爰蒐集違規行為、違規現場之照片，其內雖含有其他非受舉發人

（乘客）之影像，若影像清晰且與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結後

具間接識別可能者，固仍屬個資法所稱個人資料，惟為維持該採

證照片之真實性、完整性，其蒐集認屬與執行法定職務有關之必

要範圍內，仍符合個資法第 15 條規定。至於該等個人資料之利

用，即舉發單併同前揭採證照片送達被通知人，係為證明違規事

實及違規當時之客觀情狀，應與警察機關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

                                                       
49  法務部提供之「個資法問與答」，www.hwhs.tc.edu.tw/f_dl.php?id=49&tb= 

office09_2dl（最後瀏覽日：06/06/2018）。 
50 法務部 101 年 10 月 1 日法律字第 101031080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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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屬執行上開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符合個資法第 16 條規定51。 

（四）受臨檢民眾個人資料與員警資料庫進行比對之問題 

有論者指出：法務部函釋（法律字第 10503512050 號）警察

機關為查察員警風紀狀況，將列管不妥當場所之所有受臨檢民眾

個人資料與員警資料庫進行比對，恐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本號

函釋指出，依照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7 條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下

稱個資法）第 16 條本文及但書第 2 款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

料之利用，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

特定目的相符，但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

用。故警察機關將依法執行臨檢勤務所取得受臨檢民眾之個人資

料與所屬員警資料庫「進行比對」，以確認所屬員警有無涉足不

妥當場所，乃屬個人資料之「利用」，須符合個資法第 16 條規

定，始得為之。本號函釋進而指出警察機關基於警政特定目的執

行臨檢職務，得採取「身分查證」措施，蒐集受臨檢民眾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並載明

於臨檢紀錄表，惟警察機關將臨檢紀錄表之個人資料與所屬員警

資料庫進行比對，係為掌握違紀員警並加強督導考核，則屬「特

定目的外」之利用行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規定，尚應尊

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

必要範圍，以符比例原則。因此，警察機關為查察員警風紀狀

況，避免所屬員警有違紀案件發生，而將經列管之不妥當場所之

所有受臨檢民眾之個人資料與所屬員警資料庫進行比對，此種全

部、通案、預先之比對機制，恐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52。依內政部

                                                       
51 法務部 104 年 5 月 14 日法律字第 10403505690 號書函。 
52 參伍涵筠，受臨檢民眾個人資料與員警資料庫進行比對問題，理慈法律，

https://www.leetsai.com/（最後瀏覽日：06/0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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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署組織法第 2 條：「……十二、警察勤（業）務督導及警察風

紀督察考核。」另內政部警政署處務規程第十四條：「督察室掌理

事項如下：……四、員警風紀之規劃、督導、考核及重（大）要違

法（紀）案件之查處。五、員警之考核、風紀評估、教育輔導之規

劃、執行、督導及考核……。」前述二規範屬於組織法之性質；

如為全面查核，理論上應有作用法之授權53。另如對特定對象，

認為有犯罪、違法之虞，亦得加以查詢、利用該個人資料。  

二、原則禁止目的外利用 

業務主管機關依其原來目的所蒐集的個人資料，依該當業務

範圍及目的，得由該行政機關及其內部單位，或由國家及地方自

治團體之內部使用。但如提供給外部私人機構，已超出原來蒐集

目的。如稅捐目的所蒐集之個人資料，提供給外部第三人，已超

出原來國家、地方政府業務的目的54。 

目的外使用之原因，如符合緊急性之必要時。將個人資料作

為目的外使用，提供給外部單位的要件標準，應以為保護個人生

命、身體或財產安全，有緊急不得已情況時。例如發生地震、火

災等災害，或交通事故等，屬無法預期的災害，對有關被害人的

身分、病歷、血型等的提供給外部救護機構。此從，被蒐集資料

                                                       
53 有關作用法之依據，參考大法官第 535 號解釋文：「……臨檢實施之手段：檢

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

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

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方符

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 
54 皆川廣治（2009），〈行政機関による個人情報の目的外利用・外部提供の 

制限と許容性に関する一考察〉，《中京法學（CHUKYO LAWYER）》，10 期，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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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而言，可推定該當事人會「同意」55。   

目的外使用相當性的判斷；為在必要限度內的利用，而且其

利用要認為有相當的理由。在本人沒有同意下，由該行政機關或

執行機關採取目的外的利用決定，或提供給外部機構，亦有可

能。這種情形委由該行政機關或執行機關裁量，例如對於兒童輟

學、不良行為等問題的對應，教育行政機關將該兒童的資料，提

供給參與處理及諮詢的相關機關56。 

目的明確化原則之拘束，如嚴格執行，難免會因過於嚴格以

致窒礙難行，爰以列舉方式為例外規定，以資調和。各公務機關

若欲為目的外之個資利用，因對當事人之隱私權益影響甚大，自

應以法律規定為必要。例如依社會救助法第 44-3 條第 1 項、第 4

條、第 4-1 條之規定，主管機關為審核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

資格，而向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請求該申請人之個人資料，財政

部財稅資料中心應依法提供，不得拒絕。又辦理國家考試之機

關，依典試法第 21 條規定訂定之「試場規則」公布違規者姓名

等相關個人資料，係依特別法所為，尚無庸依個資法權衡公布個

人資料之範圍57。 

三、警察不任意提供民眾口卡片給其他機關 

在台灣每個領有身分證的國民，在戶籍所在地的縣市警察

局，都建立有個人完整的基本資料檔案，內容有姓名、身分證字

號、年籍、地址、婚姻及照片等，且每個人從初領、換領及補領

                                                       
55 同前註，頁 41。 
56 同前註，頁 42。 
57 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個資法問與答，轉引自林鴻文（2013），《個人資料保

護法》，頁 107，台北：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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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時，所繳交的相片，也都會附在口卡上，如果遷移戶籍，

個人口卡也會轉到遷入地的縣市警察局。建立及保存口卡的資料

可是項大工程，有的人甚至會有 4 到 5 張口卡，各縣市警局必須

有廣大的空間、櫃子，來存放口卡，並且常須更新資料，同時建

立嚴格的調閱口卡機制，防止個人資料外洩或遭濫用58。 

行政執行署曾請求警察機關提供特定人之口卡片，指出：行

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19 條規定，執行法院於強

制執行事件，有調查之必要時，得依職權調查之；又行政執行法

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規定執行目的有難於實現之虞、

執行事項涉及其他機關者，得於必要時請求其他機關協助之，被

請求協助機關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行政執行署所屬各行政

執行處辦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事件（包括各地警察

機關移送執行之案件），經法院裁定准許應拘提管收之人，由行

政執行處派員執行之（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至第 19 條參照）。另

依「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獎勵檢舉應受拘提人作業要點」，本署得

辦理獎勵檢舉應受拘提人公告刊載應受拘提人相片，是各警察局

負責註記、通報之口卡所黏貼之相片有助於行政執行機關辨識應

受拘提、管收人之身分，並據以辦理獎勵檢舉應拘提人之公告作

業，為行政執行處辦理行政執行事件所必需者。各行政執行處向

警察機關函調口卡片資料為辦理執行業務所需，邇來有警察機關

婉拒口卡資料之提供，揆諸前揭條文說明，請同意各警察機關繼

續提供各行政執行處所需之口卡片資料，以貫徹公權力59。 

警政署認為：警察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甚為重視，從行政原

                                                       
58  治安利器「口卡」將走入歷史，http://city.udn.com/54532/3801876#ixzz5Hmu 

1nzG4（最後瀏覽日：08/06/2018）。 
59 警政署 92 年 6 月 12 日行執三字第 092620062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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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觀，警察將個人資料不當傳遞或提供其他行政機關不合目的

性之使用，或依法傳遞，但個人資料因長期保存，未經修改、補

充或更新而有錯誤，雖不違背職務協助之精神，卻已因個人資料

保護之理由，構成人民基本權利之侵害，因此，在未能確保口卡

片正確性之前提下，仍應堅守僅供偵防犯罪所用，以免造成對人

權之侵害。口卡片資料，關係個人隱私、權益甚鉅，以此口卡片

所貼之相片提供作為辦理獎勵檢舉應受拘提人之公告相片，似有

不妥，為保障民眾權益不受侵害，不宜供給非偵查犯罪所需。 

近年來，民眾遷徙頻繁，而地方政府不斷精減人事造成各

市、縣（市）警察局口卡片註記人員人力嚴重不足，故辦理口卡

片工作進度落後，無法及時改註、移轉至他縣市，肇致不少無口

卡片或遺失相片之情事。民國 89 年台北市士林戶政事務所發生

多起國民身分證遭冒領情事，影響人民權益，歸咎部分原因即是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提供戶政事務所核對當事人容貌之口卡片相

片多為過時老舊之相片，無法正確比對，或口卡片尚在其他縣市

未移轉，而無法調閱，警察機關也因此遭致監察院糾正。是故，

各市、縣（市）警察局口卡片相片在未能更新前，實不宜提供60。 

 

                                                       
60 各市、縣（市）警察局所建立之口卡片資料，係對內供治安之用，其資料來源

係由戶政機關提供戶籍登記申請書副本，再以人工方式註記完成，內容難免發

生錯漏，且戶籍資料經常會異動，而使得口卡片常因改註、抽取、移轉等因素

造成磨損或遺失等情事；至於口卡片上所黏貼相片係戶政機關於民國 75 年辦

理台閩地區換發國民身分證作業時由當事人所繳之相片，迄今已逾 17 年戶政

機關未再辦理是項國民身分證換發作業，故造成口卡片上相片多數已泛黃褪

色、模糊不清，且歷經十餘年，相片中人與當事人在形貌上恐亦大幅改變而有

所不符，甚至脫落毀損而無法更新，因此，口卡片上之相片大多已喪失其比對

功能。92 年 6 月 26 日警署戶字第 092008631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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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資料保護法與警職法之關係   

警職法屬於特別法之位階。個人資料保護法於法律適用上，

係處於普通法位階之法律依據，參考原來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

法第 2 條之刪除修正理由：「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法規

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

之。』本法之性質應為普通法，其他特別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或

利用之規定，不論較本法規定更為嚴格或寬鬆者，依特別法優於

普通法之法理，自應優先適用各該特別規定。」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15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 6 條

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三、對

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警察執行上亦可依個資法之授權規定，加以蒐集利用個人資

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

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

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維護國家安全

或增進公共利益。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

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

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

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七、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依上開規

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

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如為特定目的外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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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應符合同法第 16 條但書各款情形之一61。 

警職法與個資法，在適用上亦相關聯。實務上為民服務之範

躊事項，不得任意提供個人資料給第三人。法院認為：人民請求

警察機關提供報案紀錄，因涉有勤務派遣、職務進行及相關人之

個人資料，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礙難提供；

警察為民服務範躊，與刑事案件有別，並無報案三聯單之適用62。 

五、其他特別法之授權利用 

全民健保主管機關蒐集利用個人之健保資料，主要係依全民

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

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機構審查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在其職掌範

圍內，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醫療費用及上傳健保 IC 卡之就

醫紀錄而來，符合新個資法第 15 條第 1 款「執行法定職務必要

範圍內」之規定。公務機關控管去識別化程度，應進行整體風險

影響評估，綜合考量個人資料類型、敏感性程度、對外提供資料

之方式、引發他人重新識別之意圖等因素，判斷去識別化之技術

類型或程度，若係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個別申請使用之資

料，因資料提供對象有所限縮，除能對資料接收者之身分、使用

目的、其他可能取得資料之管道、安全管理措施等先為必要之審

查外，並得與資料使用者約定禁止重新識別資料之義務及其他資

料利用之限制等，較有利於風險之控管，風險檻值相對較低63。 

                                                       
61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簡上字第 22 號判決。 
62 原裁定以抗告人未踐行上述行政訴訟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之訴願程序，逕行提

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其起訴不合法。台灣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裁字第 2350
號裁定。 

6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3 年度訴更一字第 1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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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之個人資料，提供其他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個

別申請使用之資料，如未予匿名化處理，特定個人資料、地址、

病況等，即會外洩而受到一些不符合法律規範之行為出現，而造

成影響或侵害特定個人之權益。 

有關醫師法之規範，相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公

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醫師法第 22 條：

「醫師受有關機關詢問或委託鑑定時，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

告。」醫師法第 23 條：「醫師除依前條規定外，對於因業務知

悉或持有他人病情或健康資訊，不得無故洩露。」，警察機關為

執行職務必要，依法亦得向醫院或醫師查詢相關之個人資料。 

伍、結論 

警察蒐集與利用個人資料，在於為達成警察任務。具體之警

察任務，在於防止危害及預防與偵查犯罪。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7 條規定：「警察對於依本法規定所蒐集資料之利用，應於法

令職掌之必要範圍內為之，並須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法律

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本條文有三個重點，一者為依本法

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其二，利用個人資料，須符合警察職掌與蒐

集的特定目的。第三，法律如有特別規定，則屬例外。從個人資

料保護出發，個人資料被蒐集與利用，皆屬一種干預性的行為。

另警察為維護治安，得依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涉及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

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

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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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從警察對於個

人資料之保護而言，警察將個人資料不當傳遞或提供其他行政機

關不合目的性之使用，或依法傳遞，但個人資料因長期保存，未

經修改、補充或更新而有錯誤。 

為預防將來犯罪行為發生，警察須採取必要的準備措施，以

對應此種危害案件。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9 條以下的資料蒐

集，屬於此種「危害預防」之情形。另對個人資料之目的外使

用，如符合緊急性。將個人資料作為目的外使用，提供給外部單

位的標準，應以為保護個人的生命、身體或財產安全，有緊急不

得已的情況時為限。 

警察蒐集個人資料，有直接蒐集與間接蒐集之方式，直接蒐

集須有作用法據；間接蒐集仍須有組織法之依據，始得為之。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有關醫療、基因、性生

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法律明文規定。二、公務

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且有適當

安全維護措施……。」如警察機關為偵查犯罪之特定目的，亦得

依法蒐集。另有關警察蒐集個人資料之利用，須與警察職務有關

及符合原來蒐集之目的。除非有符合個資法之規定，得以為原來

目的外之利用。以有效保護個人資料與達成警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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