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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流行和演進的技術觀點，電子
資料隱私性是全球議題且和隱私權損
害與資料跨邊界於網際網路與使用無線
裝置(例如行動電話、互動電視、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 [GPSs])傳輸、儲存與使用
的資訊安全受到大眾持續的關注。從
這些來源捕捉的電子資料可能被用來
做非計畫中的目的使得使用這些服務
的 個 人 受 害 。 根 據 Ponemon 研 究 院
(Ponemon Institute)執行的研究 1 顯示行動裝
置與無所不在的存取敏感的個人資料
造成數位時代的重大個資風險。
本文從隱私權侵害探討其威脅和保
護客戶資料所普遍實施的政策與保護措
施。
哪些個人資料遭遇風險?
個人資料遭遇的風險的例子包含但
不限於姓名、生日、住家地址、電話號
碼、種族、性傾向、政黨、宗教、社會
安全號碼、不同系統的識別號碼、客戶
信用卡資訊、申請工作的健康資訊、資
格和經驗、受雇表現評價、網際網路瀏
覽記錄和電子郵件等。

•
•

取權限的人蓄意洩漏。
實 體文件 (Physical documents)—紙
本資訊遭遺失、拋棄或偷竊。
可攜式裝置（Portable devices）—
筆記型電腦、硬碟、隨身碟、光
碟和智慧型手機遺失、拋棄或遭
竊。

甚麼是隱私權
在企業經營時，組織必須取得關
於個人、公司和其他機構的個人資料。
隱私權是指「免於遭受未經授權的打
擾 」 ("freedom from unauthorized
intrusion.”)3。
隱私權保護根據使用者、客戶與
員工三個面向管理：在使用者面向，
期望其個人紀錄受到保護不被未經授
權的個人或個體侵害。由客戶之面向，
當業務執行時，信賴與信用必須被維
護。而從員工的角度，必須確保其隱
私資訊不會在未經員工同意下遭揭露。

當敏感資料處理時，必須實施額
外的保護措施，特別是資料傳輸時的
強韌加密與記錄存取敏感資訊。然而，
最佳的防禦措施並非實施技術上的安
全控制措施，而是辦理資訊安全訓練
隱 私 權 情 報 交 換 所 (Privacy 與認知。對於服務提供者和組織，鼓
Rights Clearinghouse)描述在 2005 至 2012 勵使用者對於安全有認知將是主要關
年間組織的個人資料安全損害事件由於： 心的事。在資訊安全中，使用者被認
2
為在確保資訊機密上是脆弱的一環。
• 非故意的揭露—資訊不慎地被送 在 2005 年到本文撰寫的 2012 年間，
到錯誤的收件者。
有 364 個案例導因於內賊洩漏的資訊
• 內 賊 的 資 訊 （ Insider
造成資料外洩 4。
information）—資料被具有合法存
ISACA JOURNAL 摘譯文章

2

隱私資料法規:保護的措施
•
近年來，在公開報導的違反個資事件後，為
了提供安全給使用者、客戶與員工以防其資料可
能被竄改、其隱私在資料安全事件可能遭外洩，
新的法規已經制訂。
於 1972 年由美國衛生、教育與公眾服務部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制 訂 的 公 平 資 訊 實 務 法
(The Code of 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s)提供後續法
規 例 如 美 國 資 料 隱 私 權 法 (US Data
Privacy Act (1974)) 和 英 國 資 料 保 護 法
(UK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的基礎。公平資訊
實務法根據以下五個原則制訂:5

必須提供個人資料記錄保存制度。
必須提供個人知道其個資被記錄與如何使用
的資訊。
• 因某一目的而取得的個人資訊不能在沒有取得
當事人同意下使用或利用於其他用途,，必須要
有方法防止上述情形發生。
• 必須提供修正或增補個人可識別資訊的記錄
之方式。
• 任何組織產生、維護、使用或散播可識別個
人資料紀錄必須確保資料特定使用目的的可
信賴性並且必須採取預防措施防止資料的誤
用。

•
•

美國與英國法律框架支援良好隱私實務已經
擴展包括業界特定的法規以因應和特定型態資料
相關的內在風險。這些實務的例子包括:
•

•

1999 年 美 國 針 對 金 融 機 構 制 訂 的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GLBA)6 法案
美 國 於 2002 年 頒 佈 的 沙 賓 法 案
(THE SARBANES-OXLEY ACT7)，也被稱為
「上市公司會計改革和投資人保護法案與稽
核 可 規 則 性 與 責 任 法 」
(the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Reform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Act and
Corporate and Auditing
Accountability and

•

Responsibility Act)
2006 年美國針對健康保險公司與醫療提供者
制訂的健康保險可攜性和責任法案
(THE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8 ) 。
2003 年 的英 國 隱私 和電 子通 訊 法 ( 歐 盟 指
令 ) UK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
MUNICATIONS REGULATIONS
(EC Directive)9 of 2003 禁止未事先經用戶同
意下直接透過電話、電子郵件或文字訊息行
銷。

英國和美國立法的管理需求結合對於隱私與
資訊安全成長的關注，已經觸發公司和政府機構
朝向符合國家法律或者國家間彼此的協議。法律
上的規定與符合性的標準 10 是外部驅動指令 11 的
範例，能提供跨國際疆界的隱私權政策框架 12 並
設計藉由禁止未經授權揭露個人資訊來保護個人
隱私權益。在法律框架內，額外的關心是組織通
知當事者其個人資料已經洩漏的責任。在美國此
法規於不同洲有所不同，但一般來說若資料未經
加密（亦即可用明文讀取）必須強制實施。美國
的 洲 議 會 國 家 聯 盟 （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維護已頒佈與已提出的安全侵害
通 報 法 律 清 單 13 。 歐 洲 網 路 與 資 訊 安 全 署
(The Europea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Ag
ency,ENISA)於 2011 年 1 月出版歐洲國家資料外
洩通報法律（data breach notification laws)報告，
此份報告陳述在大部分歐盟國家資外洩通報並未
強制實施，因為大部分成員國仍在準備調整至
2009 年 11 月歐盟通過的電信法規改革包裹法案
14
，此改革包裹法案需要歐盟成員國將資料外洩
通報法規引介至其本國立法。
為了有效地實施立法框架的政策以因應技術
風險，業界特定的標準已經浮現。這些標準根據
產業風險剖繪更新，並且出版作為實施數位維運
的基準。
這些標準的例子包括:
•

付 款 卡 片 工 業 資 料 安 全 標 準
PAYMENT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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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 (
PCI DSS)15
美 國 國 家 標 準 和 技 術 研 究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
LOGY (NIST)16
ISO/IEC 27001 資訊技術-安全技術-資訊安全
管 理 系 統 - 要 求 事 項 (ISO/IEC 27001
Information
technology—Security)
techniques—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Requirements)

隱私資料外洩如何發生？
在數位通訊中，常常發生敏感個人資訊未經授權
存取或是因不注意而揭露。資訊安全上這些利用
的進入點範例如表 1 顯示：
隱私資料外洩
有時資料安全侵害和偽冒身分或是洩漏被認
為是機密或秘密的資訊的報導使得企業、名流與
政府官員於大庭廣眾丟臉
孤獨和隱私對於個人已經變得更重要，但現
代企業和發明帶來痛苦和憂傷,遠比只是對身體健
康的損害來得大。17
近期發生資料安全事件的媒體報導其例子涵
蓋部門包括以下：
•
•
•

能就增加。對某些範圍，保護個人資料大部分倚
賴每個人。
對損害預作準備
對於使用者教育關鍵資訊安全觀念，例如社
交 工 程 、 電 子 隱 私 e-privacy 和 網 際 空 間 安 全
（cybersecurity)很重要。
關於公司監控、存取數位通訊和電子檔案應該只
有在合法的業務理由下執行，例如技術維護、監
視系統安全、符合公司政策和/或是法律規定、調
查不端行為、欺騙或犯罪的辯解與申訴。使用者
應被告知其電子通訊可能因為上述理由而被存取。
當資料被用來做為行銷目的，個人應該在任
何時間有機會決定不參與此項安排。
針對資料保管者其功能與角色提供特別的訓練
很重要，以確保在其責任下對資料提供適當的防
護措施。資料保管者承擔對於敏感性資料的存取
准駁以及適當的資料機密分級之責任。
執行定期的資訊安全覆核、稽核、資料隱密
性政策和程序與主動監控新安全弱點可協助確保
維護適當的資料保護標準。啟動資訊安全成功建
置的關鍵策略是高階管理者的支援。

谷哥違反英國資料隱私權協議(2012 年 7 月)18
美國聯邦貿易部對 WYNDHAM 大飯店資料
損害事件提起訴訟( 2012 年 6 月)19
安大略選舉發現選舉個人資料損害 (2012 年
7 月)20

ISACA 白皮書強調做壞事的人為了犯罪的目
的可使用定位系統追蹤個人行蹤的風險，這類型
的資訊是高度個人化且應該被歸類為敏感並且應
該恰當地限制存取 21
每次人們於店家簽署折扣卡或填完表格以取
得某些優惠服務，個人資料在未知之處增長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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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資訊安全威脅範例
威脅
馬虎的用戶

範例
•

在社群網站 透過標示照片或影片交換個人資料 (臉
書, LINKEDIN 和推特 TWITTER)

•
社交工程

在公眾網站上傳圖像、影片與聲音記錄或文件

•存取朋友清單與網路取得公開的履歷並允許使用搜尋功能擷取
• 被騙提供個人資料或透過語音通訊(例如在講電話過程)向陌生人洩
漏敏感資訊

不恰當的資料處理

•

透過虛構或匿名身分達到蒐集網路上其他人資訊的目的

•

提供特定目的使用的資料,透過故意的竄改或非故意的誤用使用於其
他用途

弱邏輯存取控制

• 資料從得到授權來源蒐集,再交換、、銷售或租用給其他人（例如市場
•
由於人為疏失將電子郵件與語音郵件訊息散播給非計畫中的收件
商人)而未得到這些資料擁有者的同意
• 者
於使用中弱通行碼/無通行碼保護

實体安全的破壞

•

將訊息送到錯誤的收件者

遺失或被竊取的筆電行動裝置與可攜式儲存設備
LOST/STOLEN LAPTOPS, MOBILE DEVICES AND PORTABLE DI
SK STORAGE

利用從監控的裝置蒐集

•

藉由撥號者識別碼特徵從電話號碼指出發話來源

的資訊

•

監視相機與記錄裝置用於捕捉個人移動因此特定事件將來可以重播
或揭露

•

隱藏式的小型電子裝置秘密地錄製受禁止的影像

•

用戶活動的記錄（例如網際網路瀏覽歷史,小型文字檔案(cookies),
電子郵件,印表機和傳真機日誌)

不安全的網路連接

•

花很多時間在作商務旅行的人其不安全的撥接和粗心的無線網路使
用

•

透過遠端連接不安全地存取公司資料庫（例如資料傳輸未經加密）

•

通訊流量的攔截與竊聽（例如利用藍芽技術的漏洞)

•

連接至產品或存貨清單、識別證、護照或行李並用於個人追蹤和檢
歷的 射頻識別標籤

惡意程式

•

（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TAGS)
未經保護的家用電腦（攻擊者更喜歡)

•

藉由電子郵件交換附加檔案,透過網站廣告或網路連結下載 ，使用惡
意軟體存取電腦而取得控制權

系統除役

•

系統中的敏感資訊未經適當抹除而遭棄置
SENSITIVE INFORMATION REMAINING ON SYSTEMS THAT A
ISACA JOURNAL 摘譯文章

RE DISPOSED OF WITHOUT PROPER ERASURE

5

9.

結論
隨著通信技術不斷演進，源自於個人資料的
安全侵害，考慮到損失的範圍與種類，必須由隱
私專家 22 執行持續性的風險評估。並配合這樣的
努力，需要更嚴格的政策與規定降低不斷成長的
威脅。根據前美國司法部部長 Earl Warren 表示
“電子通訊驚人的進步造成了個人隱私更大的危
險,”23 ， 因此，個人資訊保護和安全對於能影響對
抗隱私權侵害的政策與法律發展的隱私權專家必
須是優先考慮的事情。隱私權法律在許多國家仍
處在嬰兒期，每個主要個體應該持續參加防止與
偵測個人資料的濫用的行動。持續的資訊安全作
戰必須恰當地教育使用者
關於其個人資料遭竊以及
資料隱私是每一個
保護個人資料的控制措施。
人的責任
在使用者認知行動的關鍵
成功因素是 C-階層(C-level)支援-藉由範例與可歸
責性展現給領導階層。此任務可透過和非營利性
隱私權保護組織的利害關係人伙伴關係延伸宣傳
至公眾資訊媒體而普遍地教育使用者。簡而言之，
資料隱私權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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