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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权利的反思与重塑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适用   
前提与法益基础      

丁晓东*

摘 要 社会需要从隐私权保护过渡到个人信息保护,这已是共识,但学界缺乏对个人信

息保护适用前提的研究。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适用前提是存在持续性的信息不平等关系,因

此知情权、选择权、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等权利不能针对信息能力平等的主体,也不能针对

国家执法过程中产生的非持续性信息收集与处理行为。个人信息保护即信息隐私保护,区别

于侵权隐私保护与执法隐私保护,其制度也不是传统部门法的简单叠加。此外,个人信息权利

保护的法益基础具有多元性,有的信息权利可能对自身、他人、企业、市场与公众都有负面影

响。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是为了实现“合理与正当的信息实践”,应当在具体场景的信息关系中

确定个人信息权利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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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个人信息保护在中国已经提上日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开启了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之

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侵犯公民信息罪,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

·933·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与企业

数据权属研究”(项目编号:18BFX198)的阶段性成果。



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所有主体都纳入刑法调整范围。2016年,《网络安全法》

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规定,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

原则,而且应当获得个人的知情同意。2017年,《民法总则》又在第111条规定:“自然人

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

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

开他人个人信息。”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预见在不久

的将来,就会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

伴随着国家的立法进程,围绕着个人信息权利的理论探讨也成为热点,学术界从不同角度

对其进行了讨论。例如就个人信息权是否成立的问题,有的学者主张个人信息可以成为一种

权利;〔1〕有的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是一种利益,不足以成为一种权利;〔2〕还有的学者则主张一

种个人信息被保护权或个人信息相关权益被保护权,认为个人信息是一种保护相关权益的工

具。〔3〕有的讨论则关注个人信息权利或利益的属性问题,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所要保

护的是个人的人格性利益,〔4〕有的学者认为个人信息所要保护的是个人的财产性利益,〔5〕

有的学者则指出个人信息所保护的是个人的安全利益,〔6〕有的学者指出个人信息上还附着

了他人利益与公共利益。〔7〕此外,还有的讨论则从部门法的角度对个人信息进行探讨,就部

门法性质而言,有的学者主张个人信息权利是一种宪法性权利或基本权利,〔8〕有的学者则认

为个人信息权利是一种私法性权利。〔9〕就部门法保护手段而言,有的学者重点从公法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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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财产权之证成”,《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6期,第5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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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阐述,〔10〕有的学者重点从私法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分析。〔11〕学者

们的共识是:传统的隐私权已经不足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需要从隐私权保护转向个人

信息权利或权益的保护。〔12〕

本文分享此种共识,并且从参与上述讨论获得了很多有益的洞见。但本文将关注一个更

基础性的问题: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适用前提与法益基础。在本文看来,这一问题仍然讨论不

足。尤其是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适用前提,尽管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中文文献已经浩如烟海,

但中文文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仍然处于空白。对这一问题不进行深入讨论,就可能造成对个

人信息权利保护原理与制度的误解。

本文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适用前提切入,指出全球通行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只能

适用于具有持续性信息不平等的关系,个人信息权利只能针对商业性或专业性收集个人信息

的主体。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国际组织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都排除了纯粹个人或家庭

活动中的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也排除了执法过程中的信息收集与处理。离开这一前提谈论

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就无法正确认识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益基础和基本原理,也无法正确设

计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律框架。

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侵权隐私、执法隐私与信息隐私(个人信息保护)三种不同

的法律框架,指出当前以公平信息实践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不能应用于侵权隐私

与执法隐私。个人信息保护实际上采取了一种二元治理的框架,将个人正当程序权利与

合作治理方法结合起来。这种治理框架既区别于传统私法,也区别于传统公法。由于个

人信息权利总是针对信息能力不平等的关系性主体,因此个人信息权利的法益具有多元

性,分析个人信息权利,也必须将其还原到具体场景的信息关系中,在信息关系中确定个

人信息权利的边界。

二、持续性不平等信息关系: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适用前提

在中文学术界,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往往会回溯和参照隐私保护的框架。众所周知,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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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4期,第62-72页;王成:“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模式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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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19年第6期,第133-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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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uelWarren)与布兰代斯(LouisBrandeis)于1890年发表了《隐私权》,提出了隐私权的概

念。〔13〕其后,这一权利分别被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所继承和发展。在美国,威廉姆·普罗斯

(WilliamProsser)在侵权法重述中进行了归纳,将隐私侵权归纳为四种类型:对于独处的侵犯

(intrusionuponseclusion);未经他人同意公开私人事实(disclosureofprivatefacts);公开扭

曲他人形象致误解(falselight);擅自利用他人姓名或肖像为自身牟利(appropriation)。〔14〕在

德国、中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隐私权被归入人格权的范畴,侵犯隐私主要以侵犯人格权的案由

进行立案和救济。〔15〕

当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被提上议程,很多研究自然而然地以侵权法的框架来分析个人信息

权利保护问题,探讨个人信息的权利类型、法益基础与制度设计。但这里却实际上有个前提性

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是否可以针对所有活动中的所有主体? 分析这一问题,

可以发现个人信息权利中的知情权、选择权、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携带权等权利,都只能对

具有专业性或商业性收集能力的主体进行主张,这些权利既不能对日常活动中的个人信息收

集与处理进行主张,也不能针对国家执法中的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进行主张。个人信息权利

保护的这一前提性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的论据进行证明。

第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表明了这一点。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例,其适用

首先排除了平等主体之间的信息收集与处理。第2条第2款(c)项规定:“自然人在纯粹个人

或家庭活动中所进行的个人数据处理”不属于《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调整范围。〔16〕《一般数

据保护条例》“重述”进一步指出:“本条例不适用于自然人在纯粹个人或家庭活动中与专业或

商业活动无关的个人数据处理。个人或家庭活动包括:通信和持有地址,或在此类活动范围内

进行的社交活动和在线活动。”只有对于“为此类个人或家庭活动提供处理个人数据手段的控

制者或处理者”,《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才能适用。〔17〕其次,《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还将“有关主

管部门为预防、调查、侦查、起诉刑事犯罪、执行刑事处罚、防范及预防公共安全威胁而进行的

个人数据处理”排除在外,〔18〕此类个人数据或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处理也受法律规制,但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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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amuelD.Warren&LouisD.Brandeis,“TheRighttoPrivacy”,HarvardLawReview,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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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TEMENT(SECOND)OFTORTS§652A-E(1977).
SeePaulM.SchwartzandKarl-NikolausPeifer,“Prosser̓sPrivacyandtheGermanRightofPer-

sonality:AreFourPrivacyTortsBetterthanOneUnitaryConcept?”,CaliforniaLawReview,Vol.98,No.
6,2010,pp.1925-1987.

“欧洲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丁晓东译,http://www.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12864,最后

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5日。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重述”第18条,https://gdpr-info.eu/recitals/,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

15日。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2条第2款(d)项。



制方式与《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及通行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有很大区别。〔19〕因为此类

个人信息收集的主体虽然和个人之间也具有不平等的信息能力,但二者不具有持续性的信息

关系。

美国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法律制度同样表明了这一点。以美国的领域立法为例,美国的

《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FamilyEducationalRightsandPrivacyActof1974)的规制对象是

公共机构,如潜在雇主、公共资助的教育机构和外国政府。〔20〕美国的《1974年隐私法》(Priva-

cyActof1974)的规制对象是美国联邦规制机构收集与处理个人信息,〔21〕美国的《健康保险

可携带性和责任法》(HealthInsurancePortabilityandAccountabilityAct)的规制对象是医疗

保健提供方、提供或支付医疗费用的实体、医疗信息交换所、商业伙伴等实体。〔22〕美国的《儿

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hildren̓sOnlinePrivacyProtectionAct)的规制对象是在线收集儿童信

息的网站等主体。〔23〕这些法律都将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范围限定在具有持续性不平等信息

关系的主体之间,既排除了个人日常活动中的信息收集与处理,也排除了政府执法中的个人信

息收集与处理。对于政府执法中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美国法律和欧盟一样,都以特殊的法律

框架来加以规制,例如以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相关联邦立法来规制。〔24〕美国州层面的立法更

说明了这一点,例如2020年1月1日生效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顾名思义其规制对象主要

是信息能力不平等的商家或企业,这一法律赋予个人的信息权利,也属于针对商主体的消费者

权利。事实上,《加州消费者隐私法》不仅排除了一般自然人的信息收集与处理活动,而且排除

了小微企业的信息收集与处理活动。《加州消费者隐私法》将受管辖的企业范围限定在年收入

超过2500万美元,或者为了商业目的而接受50000条以上个人信息或者年收入的50%及以

上为销售消费者个人信息所得的公司。〔25〕

第二,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思想资源来看,也可以看到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适用前提。

无论是沃伦、布兰代斯、普罗斯等人所提的隐私权,还是大陆法系基于人格权的隐私保护,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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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ve(EU)2016/680oftheEuropeanParliamentandoftheCouncil.
20U.S.C.§1232g(2006).
5U.S.C.§552a(2006).
Pub.L.No.104-191.
15U.S.C.§§6501–6506.
SeeDanielJ.Solove,NothingtoHide:TheFalseTradeoffbetweenPrivacyandSecurity,New

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11,pp.93-154.
按照加州《民法典》第1798.140节(c)的规定,《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所指的“企业”是:“满足如下条

件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协会或其他法律实体:为其股东或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

其他所有者的利益或财务利益而组织或经营的,或代表其收集信息,并单独或与他人共同确定处理消费者个

人信息的目的和方法的,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展业务的,并满足以下一个或多个基本条件的公司:(A)根据第

1798.185节第(a)小节第(5)段调整后,年总收入超过2500万美元。(B)为商业目的,每年单独或合并购买、接
收、出售或共享50000条或更多消费者、家庭或设备的个人信息。(C)年收入的50%或以上为销售消费者个

人信息所得。”



立在侵权法的思想基础之上的,都预设了侵权方与被侵权方的防范关系与平等主体关系。但

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或所谓的信息隐私,其思想框架却起源于阿兰·威斯丁(AlanWestin)对于

个人信息控制的主张。〔26〕这种主张具有明确的指向对象,明确了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所针对的

对象并非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而是具有专业性或商业性信息收集特征的主体,尤其是利用数据

库等现代科技大规模收集个人信息的主体。〔27〕就此而言,尤其需要注意和澄清的是,虽然美

国法上采取了“大隐私”的概念,将信息隐私也视为隐私保护的一种,但实际上美国的信息隐私

与传统的侵权隐私具有结构性的差异。美国的信息隐私其实等同于欧盟和其他地区的个人信

息权利保护,两者有着类似的针对对象和制度框架。

第三,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制度框架来看,也可以看到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适用前提。

全球通行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制度框架起源于“公平信息实践”(fairinformationpractices)

原则,这一原则给个体赋予了一系列信息权利,给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施加了一系列义

务。〔28〕但同样须注意的是,公平信息实践所处理的是不平等的信息关系,公平信息实践原则

所规制的对象,要么是具有专业性信息收集能力的公共机构,要么是具有商业性或专业性信息

收集能力的企业或类似主体。不可否认,欧盟和美国对于公平信息实践的继承和适用有一定

的差异,例如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的概念来概括政府、企业和

专业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而美国的《1974年隐私法案》和《加州消费者隐私法》则对政府规制

机构和企业进行区别立法。〔29〕但二者的差异并不妨碍其共同之处。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

排除了纯粹个人活动中的信息收集与处理,同时以不同的法律框架来规制政府执法中的个人

信息权利保护问题。

综上所述,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只能适用于特定的信息关系,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不能像隐私

权保护那样,可以针对不特定的第三人。探讨个人信息的权利类型与法益基础,也必须从这个

前提出发。不论将个人信息视为何种权利和类型,此类权利都只能针对形成持续性不平等信

息关系的收集者与处理者。〔30〕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中的相关权利既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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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SeeAlanWestin,PrivacyandFreedom,NewYork:AtheneumPress,1967,p.7.
SeeD.J.Solove,“PublicRecords,PrivacyandtheConstitution”,MinnesotaLawReview,Vol.8,

No.6,2002,p.185.
参见丁晓东:“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思想渊源与基本原理———基于‘公平信息实践’的分析”,《现

代法学》2019年第3期,第96-110页。
是否以及如何区分商业场景与公共机构场景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这也将是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

法或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有的青年学者已经注意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范围问题,但将适用范围限定于个人信息自动化

处理领域,这与本文所阐述的信息关系角度有一定的共同点,但也仍有一定的区别。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

立法来看,非自动化的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也仍然可能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管辖,只要非自动化的个人信息收

集与处理具有商业性或专业性。参见杨芳:“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范围之思考———隐私权救济困境下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10期,第112-115页。



统民法权利,也非传统宪法权利。因为传统民事权利主要针对平等的民事主体,而传统宪法权

利主要针对国家。但无论是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中的知情权、选择权、纠正权、删除权,还是被遗

忘权和携带权,都属于特定信息关系中的新型权利。如果将其纳入民法权利的范畴,也必须突

破传统民法权利的平等法律关系,以不平等的民法权利关系来看待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如果

将其纳入宪法性权利,则这种权利也只能针对专业收集个人信息的公共机构,不能针对偶尔或

单次性获取个人信息的执法机构。

三、侵权隐私、执法隐私与信息隐私

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为何只能针对信息不平等关系中的专业或商业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以侵权隐私、执法隐私与信息隐私的法律框架进行进一步分析,通过

这三种法律框架的区分,我们可以更深入理解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适用范围限定的原因,同时理

解隐私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整体图景。

首先,在侵权隐私的框架中,法律只对个人信息做非常有限的保护,而且依赖于侵权法这

一被动性的保护方式。在美国,只有当相关主体侵犯了普罗斯所归纳的四种隐私侵权类型中

的一种或多种权益时,而且只有当个人提起诉讼,此时法律才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在大陆法

系,只有当相关主体侵犯了人格权中的隐私权时,而且同样只有当个人提起诉讼,法律才对个

人信息进行保护。对于纯粹个人活动或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个人信息收集与处理,国家主要

采取以社会规范调整为主导的方式,只有在侵犯核心隐私而且公民提起诉讼时,国家法律才会

介入。〔31〕

法律之所以对个人信息进行限定性保护与被动性保护,其原因在于个人信息具有很强的

流通属性,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打听他人的姓名、手机号、职业,甚至八卦他人的婚姻状况,都

是非常常见的行为。如果赋予个人对于其信息的积极性权利,要求获取个人信息都必须获取

个人同意,这将导致人们日常交往的失效与社会运转的失灵,导致打听他人信息也属违法的结

果。个人信息的访问权、纠正权和删除权亦是如此,个人不可能要求访问他人所掌握的个人信

息,也不可能要求纠正他人所掌握的个人信息,更不可能要求他人删除他人所掌握的个人信

息。赋予个人以针对他人或平等主体的信息权利,既不合理,也不现实。〔32〕

其次,在执法隐私的框架中,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框架也不能简单适用于作为公权力机构的

执法机关。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公权力机构的执法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因而区别于商业

机构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公权力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和个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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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Post,“Rereading WarrenandBrandeis:Privacy,Property,andAppropriation”,Case
WesternReserveLawReview,Vol.41,No.3,1991,p.647.

参见丁晓东:“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202页。



的关系,并不存在持续性的信息关系。从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关系类型来说,执法隐私所形成的

个人与国家关系其实更接近于传统的侵权隐私中的个人与侵入者,二者都是某个主体对个人

的隐私空间的一次性或多次性侵入。对于这种一次性的侵入,法律一般根据侵入的合理性来

判断是否违法。套用卡拉布雷西的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理论,就是法律仅仅为此类场景的

个人信息设置责任规则而非财产规则。〔33〕

因此,个人相对于执法机构的权利仍然限定于传统核心隐私的范畴。在美国等国家和地

区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主要以“合理预期”的标准来确定执法机构是否侵犯公民的隐私,即政

府执法过程的搜查或信息收集是否违反了一般理性人的合理预期。〔34〕对于政府在执法或搜

查过程中所合法获得的个人信息,个人一般不具有知情选择权、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等权

利。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如果执法机构获取个人信息都需要获得个人同意,那么个人就

会有足够的时间与机会藏匿或删除执法所需信息,同样,如果个人对于自身信息具有访问权、

纠正权、删除权等权利,那么个人就能利用这些权利破坏执法所需要的信息与证据。无论是何

种权利,都将从根本上破坏国家的执法能力。

最后回到信息隐私法即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法的框架。从信息关系上来说,个人和信息收

集者与处理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持续性的信息不平等关系,区别于侵权隐私中的信息能力平等

之间的关系,也区别于执法隐私中的非持续性信息关系。就此类关系的法律性质而言,此类关

系更类似于劳动法与消费者保护法等社会法的关系。在社会法的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之间,消费者与商家之间都形成了一种持续性的不平等法律关系。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中的关

系亦是如此。个人信息的收集者与处理者介于公权力与私主体之间,与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

不平等的持续性法律关系,这种关系既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不同于个人与

国家公权力之间形成的关系。〔35〕

对于这样一种关系,以公平信息实践为基础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采取了多种法律部

门综合保护的进路。其中既包括了知情同意的民法框架,针对商家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框架,还

包括了对违反相关信息权利进行处罚的行政法框架。但需注意的是,这些综合性的法律框架

并非移植或套用传统侵权隐私或执法隐私,也并非是不同部门法的简单叠加。相反,个人信息

权利保护中的部门法之间相互交叉,使得每个部门法都区别于传统的部门法框架。

以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为例,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更依赖于合同法保护,而对侵权法的

进路相对依赖较少,因为传统侵权法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个人很难有动力、精力与把握去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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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GuidoCalabresi&A.DouglasMelamed,“PropertyRules,LiabilityRules,andInalienability:

OneViewoftheCathedral”,HarvardLawReview,Vol.85,No.6,1972,pp.1089-1128.
SeeKatzv.UnitedStates,389U.S.347,360-61(1967).
参见林嘉、邓娟:“论我国劳动法范式的转变”,《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7期,第2-12页;张守文:

“社会法的调整范围及其理论扩展”,《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135-144页。



得个人信息侵权的诉讼。〔36〕相较之下,合同法至少可以为个人提供更多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因而成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37〕但另一方面,即使信息收集者与处理

者通过用户同意获得个人信息,而且完全满足合同法的要件,也并不能保证信息收集者与处理

者对于个人信息的支配权。在个人信息被收集后,个人仍然拥有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信息

安全权等多种不可让渡的权利。

以个人信息的消费者法保护为例,个人信息权利也区别于消费者法所赋予个人的消费者

权利,一般消费者权利主要包括知情权、选择权,以及某些国家和地区所认可的“撤回权”或“后

悔权”,〔38〕但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中的相关权利则远远超出一般的消费者权利。〔39〕针对信息收

集者,消费者不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还具有对个人信息的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携带权、信

息安全权等多种权利,这些权利无论从类型的多样性,还是从权利主张的强度上来说,都远远

超过一般的消费者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不可能要求查看或兑换支付的币种,或者对支

付的金钱进行销毁和删除,但个人在同意信息收集者收集其个人信息并获得免费服务后,仍然

有权利要求信息收集者纠正或删除个人信息。

最后以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为例,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也区别于一般行政规制中所采取

的普遍规制的立场。在一般的行政法与行政规制中,法律与行政规章一般对被规制对象采取

一视同仁的立场,施加相同的责任。但在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中,法律对于被规制对象所施加的

义务主要是程序保障责任,即要求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保障信息主体的相关权利得到正常行

使。就这一点而言,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法的行政法框架其实非常具有弹性。在个人信息权利

得到充分保障和行使的前提下,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既可能因为个人的拒绝而完全无法收集

与使用个人信息,也可能因为个人授权而获得宽泛的收集与处理个人的权利。

综合而言,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法采取了一种马格卡·米尼斯基(MargotKaminski)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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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对于传统侵权法保护现代社会个人信息的有限性,SeeDianeL.Zimmerman,“Requiemfora
Heavyweight:AFarewelltoWarrenandBrandeis̓sPrivacyTort”,CornellLawReview,Vol.68,1983,p.
362;JamesQ.Whitman,“TheTwoWesternCulturesofPrivacy:DignityVersusLiberty”,YaleLawJour-
nal,Vol.113,2004,p.1151;DanielJ.Solove,TheDigitalPerson:TechnologyandPrivacyintheInfor-
mation,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2006,pp.47-55.

当然这并不是说侵权法框架就无法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传统侵权法经过改造,例如降低立案标

准、倒置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提高赔偿责任、设立公益诉讼,都可能使侵权法发挥更大作用。参见叶名

怡:“个人信息的侵权法保护”,《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83-102页。

EricPosner&OmriBen-Shahar,“TheRighttoWithdrawinContractLaw”,TheJournalofLe-
galStudies,Vol.40,No.1,2011,pp.115-148.

有学者从理论上认为,不应设立过多的信息权利,应将个人信息权利作为普通类型的消费者权利,即
个人只具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但是这种分析只是理论上的,全球通行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都认可了个人针对信

息收集者与处理者的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等个人信息权利。SeeOmriBen-Shahar&LiorJacobStrahilevitz,
“ContractingOverPrivacy:Introduction”,JournalofLegalStudies,Vol.43,No.S2,2016,pp.1-11.



的“二元治理”(binarygovernance)结构,它将个人正当程序权利与合作治理方法结合起

来。〔40〕这种治理结构类似公共参与治理,一方面,它将个人针对国家的正当程序权利主张转

嫁到针对信息收集者与信息处理者身上;另一方面,它借鉴了合作治理中的意思自治与国家监

管。它和传统侵权隐私、执法隐私所适用的对象具有重大区别,在部门法的保护方式上,这种

保护也区别于传统部门法的简单叠加。

四、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益基础

在分析了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适用前提及其原因之后,现在可以进一步分析个人信息权利

保护的法益基础或保护目的,此种分析将为我们思考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制度框架奠定基础。

首先,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益包含了防御性隐私权益。相比传统侵权隐私,个人信息权

利保护的适用对象虽然限缩了,但其法益却没有限缩,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仍然包含了侵权隐私

中所包含的法益。传统侵权隐私所包含的法益,仍然是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共识与起点。如

果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在个人不知情的情形下收集和处理个人秘密或私密信息,此时个人既

可以选择以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法的框架进行救济,也可以选择传统侵权隐私法的框架进行救

济。〔41〕正如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所规定的:“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同时适用隐私

权保护的有关规定。”〔42〕

其次,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益还包含了针对信息控制者与处理者的信息自主控制权益,

例如本文一再提到的知情权、选择权、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反对用户画像与自动化处理权

和携带权等权利。就部门法性质而言,此类积极性权利并非针对平等主体的传统民法性权利,

也非针对国家执法的传统宪法性权利。就权益的类型分类而言,这些权利有的具有人格性权

益,有的具有财产性权益,有的具有个人的安全性权益,有的具有个人的便利性权益,有的具有

实现公共政策的目的。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往往是多种不同类型权益的集合。

例如在个人对于收集信息时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中,就包含了个人的人格性权益、财产权权益

与安全性权益。因为对个人进行告知,赋予个人选择权,这包含对个人人格的尊重,〔43〕也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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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otKaminski,BinaryGovernance:“LessonsfromtheGDPR̓sApproachtoAlgorithmicAc-
countability”,SouthernCaliforniaLawReview,Vol.92,No.6,2019,p.1529.

当此类信息收集侵犯了我国宪法上规定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权利时,此时即使信息收集者获

得了个人的知情同意授权,也仍然属于违法行为。参见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
《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第1-20页。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第1034条第2款。

DeniseReaume,“Dignity,Choice,andCircumstances”,inChristopherMcCrudden(ed.),Understand-
ingHumanDigni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3,p.33.



了个人在很多场景下对个人信息的财产化利用,〔44〕同时使得个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预

期相关的风险。〔45〕在个人信息访问权与纠正权中,此类权利则包含了个人的人格性权益、安全

性权益与便利性权益。因为此类权利有利于个人通过访问和纠正个人信息而保护自身的人格,

也有利于个人防范相关风险,同时给自己带来相关便利。在个人信息的删除权、反对用户画像与

自动化处理权中,此类权利包含了个人的人格性权益与安全性权益。因为此类权利有利于个人

通过删除和反对用户画像与自动化处理而保护自身的人格,也有利于个人防范相关风险。〔46〕而

在个人信息携带权中,个人除了可以通过携带信息而实现其人格性权益、财产性权益、安全性权

益、便利性权益之外,还具有实现公共政策的功能,因为这一权利可能可以促进数据流动,在一定

程度上抵消数字经济中的网络锁定效应,从而促进市场更充分的竞争。〔47〕

需要指出的是,相比起防御性的隐私权利,个人针对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的信息自决权更具

争议性。这其中的原因有几点。第一,有些信息权利看起来有可能保护个人权益,但实际上个人

却无法有效行使这些权利,造成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保护的落空,或者给个人带来其他风险。以个

人知情权和选择权为例,面对信息能力不平等的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个人很难有足够的兴趣、

时间、专业作出真正理性的选择。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中的“告知—选择”框架和同意机制,很多时

候不但没有带来真正理性的选择,反而变成了无知和恐慌状态下的武断选择,不利于个人信息相

关权利的保护。〔48〕同时,由于此类武断选择,个人信息知情权和选择权也造成了企业与公共机

构无法合理有效地收集与利用此类信息为个人提供服务,为个人提供更多的便利。另一个例子

是个人信息访问权、携带权等权利,此类权利虽然赋予了个体以访问和获取相关信息的权利,有

利于维护公民相关权利,但此类权利也同时给个体带来了很多风险。因为一旦他人或犯罪份子

冒用个人身份,利用信息访问权和携带权获取个人信息,此时个人信息就会全部泄漏,对个人信

息权利造成重大伤害。即使法律对个人身份的验证程序作出严格规定,此类风险也可能因为公

民信息访问权、携带权的行使而加大。〔49〕

第二,有些个人信息权利可能影响他人的合法权益。权利的冲突是权利保护中经常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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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例如《加州消费者法》和《加州消费者条例》明确赋予了企业可以因消费者披露、删除或出售个人信息

而向消费者提供的程序、福利或其他优惠,包括向消费者付费。
当然,由于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引起风险的不确定性,这种预期也可能是非理性的,SeeAlessandro

Acquisti&JensGrossklags,“WhatCanBehavioralEconomicsTeachUsAboutPrivacy?”,inAlessandroAcquisti,

StefanosGritzalis,CostasLambrinoudakis&SabrinaDeCapitanidiVimercati(eds.),DigitalPrivacy,Auerbach
Publications,2008,p.369.

参见丁晓东:“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与场景化规制”,《清华法学》2018年第6期,第94-107页。
参见丁晓东:“论数据携带权:权利属性、竞争效应与中国应用”,《法商研究》2020年第1期,第73-86

页。

SeeDanielJ.Solove,“Introduction:PrivacySelf-ManagementandtheConsentDilemma”,Harvard
LawReview,Vol.126,No.7,2013,pp.1880-1903.

SeePeterSwire& YianniLagos,“WhytheRighttoDataPortabilityLikelyReducesConsumerWel-
fare”,MarylandLawReview,Vol.72,No.2,2017,pp.373-375.



情形,〔50〕在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使中,这种冲突更为明显。个人信息虽然关乎个人,但常常包含

他人信息,当个人行使个人权利时,就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的信息权利。以访问权为例,当个人

行使访问权获取个人信息,此时个人很可能就获取了第三方的信息。而当个人将个人通讯录信

息或个人相册信息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此时他人的通讯录信息或相册信息甚至可能

面临核心隐私被侵犯的风险。〔51〕因为在个人行使访问权或携带权之前,个人信息可能位于陌生

人的场景,很难被陌生人识别;但在个人行使访问权或携带权之后,个人信息就转移到了熟人或

半熟人的场景,比较容易为熟人或半熟人识别。〔52〕

第三,有些个人信息权利可能给企业施加不合理的影响,影响企业的正当权益。以个人信息

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为例,个人信息一旦被合法收集,就可能在企业内部流转和分析,此时如

果个体可以行使针对企业绝对性的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等权利,那将意味着企业需要在所有

的信息储存和分析部门都给予个人以访问、纠正和删除的权利。即使企业对于相关信息已经进

行了匿名化处理,或者仅仅是在数据集合与统计中分析个人信息,个人也可以要求获取和纠正此

类信息,在数据分析中删除此类信息。因为此类信息仍然可以重新识别和结合其他信息重新识

别个人,因而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53〕在欧盟等地区,此类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权利等行使已

经给企业造成了很多的不合理负担,因为企业不但面临普通个人的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请求,

而且可能面临社会组织、竞争对手所提起的大量请求。企业除了为个人寄送大量的个人信息,满

足个人的信息访问权之外,还需要面对个人行使纠正权和删除权所带来的信息分析结果随时调

整的风险。

第四,有些个人信息权利可能影响市场机制,损害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个人信息

权利保护以信息的“识别”性作为保护前提,包括个人信息的已识别性与可识别性,〔54〕但在大

数据的背景下,绝大部分信息都可能被纳入个人信息的范围,因为绝大部分信息都可能因为和

其他信息结合而识别个人。〔55〕因此,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相关权利很可能导致市场中的信息

流通与共享受到很大限制。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来看,市场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转,就在于市

场中的信息流通与共享使得市场中的主体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自我调节。市场中消费者的用

户需求、价格偏好、消费习惯、消费预期,都需要通过个人的相关信息汇总而获得,离开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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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SeeMaryAnnGlendon,RightsTalk:TheImpoverishmentofPoliticalDiscourse,NewYork:The
FreePress,1991,pp.1-3.

SeeJamesGrimmelmann,“SavingFacebook”,IowaLawReview,Vol.94,2009,p.1193.
内容社区和关系社区的区别,对于理解很多个人信息与数据保护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参见“内容社区

和社交的关系”,https://www.jianshu.com/p/8b93bbc70486,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2月20日。

SeePaulOhm,“BrokenPromisesofPrivacy”,UCLALawReview,Vol.57,2010,p.1701.
SeePaulM.Schwartz&DanielJ.Solove,“ThePIIProblem,PrivacyandaNewConceptofPer-

sonallyIdentifiableInformation”,NYULawReview,Vol.86,2011,p.1814.
SeeNadezhdaPurtova,“TheLawofEverything.BroadConceptofPersonalDataandFutureofEU

DataProtectionLaw”,LawInnovationandTechnology,Vol.10,No.1,2018,pp.40-81.



此类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市场就不可能有效运转。而在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中,这种信息

的对称性尤其重要。无论是双边市场中所强调的平台的媒介功能,〔56〕还是长尾理论所强调

的平台的去中心化功能,〔57〕都依赖于平台对于市场经济主体的相关信息进行合理收集和利

用。就此而言,个人信息权利中的反对用户画像与自动化处理权等权利,如果上升为一种适用

于所有场景的绝对性权利,未必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离开了用户画像等个性化推荐

的能力,不仅个人可能无法在市场中获取有效信息和个性化服务,而且小微企业也可能会失去

市场机会。只有大型企业、商场或商家才有可能在线上购买广告投放流量,或者在线下占据人

们的注意力市场。

第五,有些个人信息权利还可能影响公共利益。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首先对于公权力机

构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具有公共治理功能的公权力机构,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是

其治理能力的基础。离开了对个人信息的合理收集与利用,公权力机构就不可能有效地征税,

有效地扶贫,有效地制定相关政策或对国家进行“数字化管理”。此外,很多场景下的个人信息

收集与流通其实具有公共功能,允许个人对于个人信息行使纠正权、删除权等功能,会极大地

妨碍个人信息的合理流通与公众的知情权。这一点最为明显的是针对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

和网站的纠正权和被遗忘权。〔58〕试想,如果个人有绝对权利可以修改自己在百度词条和维基

百科上的信息,或者可以删除自己在百度和谷歌搜索中的搜索结果,那么很多关于个人的负面

信息都可能从这些网站上消失,因为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负面信息在公共领域流通。〔59〕对于

公众的知情权而言,这种删除权的任意行使会造成信息的真空,甚至造成信息的失真。

综上所述,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益既包括防御性的隐私权益,也包括人格尊严、财产权

益、安全权益以及增强个人便利或个人信息能力的信息控制权。但信息控制权只能针对信息

收集者与处理者,而且此类权利面临更多争议。也因此,个人针对信息收集者与控制者的信息

控制权必然无法成为绝对性的权利,或者至少面临很多例外。例如《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已经

对知情权和选择权规定了同意之外其他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机制。〔60〕访问权、纠正权、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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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60〕

SeeDavidS.EvansandRichardSchmalensee,“Matchmakers:TheNewEconomicsofMultisided
Platforms”,HarvardBusinessReviewPress,2016,pp.15-117.

SeeChrisAnderson,TheLongTail:WhytheFutureofBusinessisSellingLessofMore,Over-
seaPublishingHouse,2006,pp.1-10.

SeeMcKayCunningham,“PrivacyLawThatDoesNotProtectPrivacy,ForgettingtheRighttobe
Forgotten”,BuffaloLawReview,Vol.65,No.3,2017,p.495.

JeffreyRosen,“TheRighttobeForgotten”,StanfordLawReviewOnline,Vol.64,2012,p.88.
参见《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6条第1款。除了(a)款的同意机制外,其他五种合法处理个人信息

的类型分别为:“(b)处理对于完成某项数据主体所参与的契约是必要的,或者在签订契约前基于数据主体的

请求而进行的处理;(c)处理是控制商履行其法定义务所必需的;(d)处理对于保护数据主体或另一个自然人

的核心利益所必要的;(e)处理是数据控制者为了公共利益或基于官方权威而履行某项任务而进行的;(f)处
理对于控制者或第三方所追求的正当利益是必要的,这不包括需要通过个人数据保护以实现数据主体的优

先性利益或基本权利与自由,特别是儿童的优先性利益或基本权利与自由。”



权、反对用户画像与自动化处理权和携带权等其他权利亦是如此,在法律规定与实践执法中,

这些权利实际上都受到了各种条件和例外的限制。

五、在具体场景与信息关系中思考信息权利

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法益基础之所以如此复杂,而个人信息权利又可能和如此多的利益

相冲突,根本原因在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高度依赖于具体场景中个人与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

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谈论一般性权利,例如财产权、人身权甚至隐私权,这些权利即使有争议,

也大致有一个共识性的范围。即使在不同的场景中,这些权利的范围也大致确定。但在个人

信息权利保护的问题上,个人信息权利及其保护的根源就在于不平等不合理的信息关系。因

此,分析与界定个人信息权利的边界,就必须把个人信息重新放置在信息关系中加以思考。

在分类场景与信息关系中思考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这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很多前沿研

究是一致的。例如以国内学界越来越熟悉的海伦·尼森鲍姆(HelenNissenbaum)的场景理

论为例,场景理论的核心就是批判脱离场景与信息关系谈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61〕在其研究

中,尼森鲍姆列举了场景(context)、行为者(actors)、信息种类(informationtype)、传输原则

(transmissionpriciple)等要素,以此说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在不同场景与信息关系中的不同

规则。以场景为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是场景划分的一种,对于位于公共领域的个人信

息,法律赋予给个人的信息权利要远远小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信息。但尼森鲍姆也指出,公私领

域的划分只是场景分类的一种。场景公正理论假设了更为多元的社会场景,每一种场景都需

要不同的规则来确定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边界。〔62〕就信息角色而言,尼森鲍姆指出,对于不

同的信息的发送者、接受者以及信息主体,法律赋予给个人的权利或个人信息流通的规则也不

同。〔63〕例如在医疗场景中,医生收集病人信息与一般医疗化验人员收集信息就非常不同,医

生收集病人信息并不需要时刻征询病人同意,但医疗化验人员则要受到更多知情同意的约束。

就信息种类而言,尼森鲍姆指出,敏感信息与非敏感信息是个人信息分类的一种,但在不同场

景与不同的信息关系中,此类分类完全可能会转化。〔64〕例如,脸部识别信息在线下场景的信

息收集中,可能是非敏感信息甚至是公开信息,但在线上场景,此类信息就可能成为敏感信息。

就传输原则而言,不同的场景与信息关系也非常不同。〔65〕例如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信息传输原

则,招聘场景中的雇主收集求职者信息的传输原则,就非常不同于商业场景中的网站收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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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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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Nissenbaum,PrivacyinContext:Technology,Policy,andtheIntegrityofSocialLife,

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9,pp.140-160.
Ibid.,p.141.
HelenNissenbaum,supranote61,pp.141-143.
HelenNissenbaum,supranote61,pp.143-145.
HelenNissenbaum,supranote61,pp.145-147.



者信息的信息传输原则。

再以近年来兴起的个人信息的信义法(lawoffiduciary)、〔66〕保密关系法(lawofconfi-

dentiality)〔67〕保护为例,此类研究的共同点,也是将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还原到具体场景与信

息关系中进行保护。例如,就个人信息的信托法保护而言,此类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信息收

集者与处理者与个人之间形成了非常不平等的信息关系,而且此类关系是持续性和互相依赖

性的。对于这样一种关系,赋予个体以对抗性的信息权利,很难对个人信息形成有效保护,也

难以对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施加应尽的义务,提供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有效空间。因此,信托法

保护的路径主张对个人和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分别施加信息信托权利与信息信义义务。相比

起传统的个人信息权利,信息信托权利常常需要结合场景与信息关系来确定权利的边界。个

人信息的保密关系法保护具有同样的特点,也强调在具体场景与信息关系中确定个人信息权

利的边界,而非事先确定个人信息的权利边界,然后再将其应用在具体场景中。

在具体场景与信息关系中思考权利关系,这不仅是前沿理论的共识,也是不可避免的实践

真理。在个人信息权利的确立中,最为形式化的信息权利宣示当属欧盟的法律框架。欧盟首

先在《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以基本权利的形式规定了个人信息或数据的被保护权、访问

权与纠正权,〔68〕其后又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2条到第22条用大量的篇幅规定了不同

类型的个人信息权利或数据权利。但在实际执法中,这些权利的边界仍然处于待定状态,仍然

需要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EuropeanDataProtectionBoard)等机构提供场景化的指引,特别

是需要执法案例与司法案例来最终确定各类权利的边界。

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必须回到公平信息实践的“初心”,反思当前个人信息权

利保护制度是否实现了公平信息实践所预期的目的。从形式上说,当前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

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很好地继承了“公平信息实践”所开创的制度,因为“公平信息实践”的

最初版本中,的确包含了大量的个人信息权利。公平信息实践诞生之初,其核心的原则与制度

就与当今各国普遍采用的个人信息制度类似。例如1973年版本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规定:

①所有的个人信息记录系统都不得是秘密的;②个人必须有途径知晓其哪类信息记录在案以

及其是怎么被运用的;③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个人必须有途径阻止其被收集的信息不会

被用于其他目的;④个人必须有途径对可识别的个人信息进行纠正或修改;⑤任何创设、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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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SeeJackM.Balkin,“InformationFiduciariesandtheFirstAmendment”,U.C.DavisLawRe-
view,Vol.49,No.4,2016,p.1183.

SeeNeilM.Richards&DanielJ.Solove,“Privacy̓sOtherPath:RecoveringtheLawofConfiden-
tiality”,GeorgetownLawJournal,Vol.96.No.2,2007,p.123;WoodrowHartzog,“RevivingImpliedCon-
fidentiality”,IndianaLawJournal,Vol.89,2014,p.763.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8条第1款规定,“每个人的个人数据都有权得到保护”,第2款规定“这些

数据必须在有关人员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其他合法基础上,为特定目的公平处理。每个人都有权访问收集到的

有关他或她的数据,并有权纠正这些资料。”



使用、散播个人可识别数据的机构在因为特定目的而使用数据时,都必须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必须采取措施避免数据被滥用。〔69〕就当前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法而言,

这些法律与制度都继承并且强化了“公平信息实践”中的信息权利。除了“公平信息实践”中所

规定的知情权、选择权、访问权、纠正权之外,欧盟等地区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法还规定了反对

用户画像和自动化处理权、〔70〕携带权等权利。

但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初心”或预期目的来说,当前很多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对于“公

平信息实践”的继承仅仅是形式性的,这些制度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公平信息实践”的初心,即实

现的是信息收集者或处理者与个人之间的公平或合理的信息关系,仍然取决于相应制度是否能

够在具体场景与信息关系中确立个人信息权利的合理边界。而要实现这一点,首要的任务就在

于破除脱离具体场景与信息关系的权利思维和形式主义思维。这种思维可能可以大致应对某些

权利问题,但对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而言,却可能导致各种不合理的信息实践。

对于很多法律人而言,在具体场景与信息关系中思考个人信息权利,看上去与法治的基本

原理背道而驰。因为法治的基本原则恰巧要求普遍性的规则之治,〔71〕要求脱离人为关系来

设计规则。〔72〕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关系中思考个人信息权利,并不排斥类型化的个人信息权

利主张与规则治理,只是这种权利主张与规则治理更多依赖于从具体场景出发,通过自下而上

的规则制定来勾勒和确定权利与规则。同时,这种类型化的规则治理更多从信息关系出发,通

过信息关系中的合理信息实践或信息伦理来确定权利与规则。事实上,在现代法治实践中,这

种基于具体场景和个案演化的规则制定方式并不少见,例如在行政规制中,很多前沿学术研究

已经认识到,基于具体情境的正当性判断,反而比形式主义法治更可能符合法治的基本精

神。〔73〕而在竞争法研究中,反垄断判断必须基于理性规则(ruleofreason)来进行理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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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ep̓t.ofHealth,Educ.& Welfare,Sec̓y̓sAdvisoryComm.onAutomatedPersonalData
Sys.,Records,Computers,andtheRightsofCitizens(1973),https://aspe.hhs.gov/report/records-comput-
ers-and-rights-citizens,lastvisited18December2019.

这一权利有时候也被称为“算法解释权”,对这一权利是否存在的讨论,参见张吉豫、丁晓东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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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7,pp.1-8.

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清华法学》

2009年第3期,第100-114页;AdrianVermeule,“OurSchmittianAdministrativeLaw”,HarvardLawRe-
view,Vol.122,2009,p.1095.



而不能依赖规则本身(rulesperse)进行判断,这也已经成为学界共识。〔74〕与个人信息权利保

护类似,这些法律部门所遇到的问题更难以标准化,更依赖于具体情境中的相关因素,也因此

更需要在场景与具体关系中进行判断。一旦脱离具体场景与信息关系,相关的个人信息权利

主张就可能丧失正当性基础,蜕变为形式主义。

六、结语:重构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

2020年,伴随着《加州消费者隐私法》的生效,面对欧盟以《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代表的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强大影响,〔75〕信息隐私的两位学者伍德罗·哈特佐格(WoodrowHar-

tzog)与尼尔·里查德(NeilRichards)大声疾呼,当前正是美国信息隐私重构的宪法性时

刻。〔76〕因为欧盟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未必适合美国,而美国自身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又

面临种种不足,美国必须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制定更为合理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就此

而言,中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面对欧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的竞争压力,是否能够走出一

条独特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道路,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而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

前提是,我们对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基本原理应当有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对于个人信息权

利保护的适用前提与目的,应当尽快走出相关认知误区。

正如本文所表明的,分析个人信息权利保护首先应当认清其适用前提。首先应当区分侵

权隐私、执法隐私与信息隐私,对于现行以公平信息实践为基础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应当明

确这种保护只能针对具有持续性信息不平等关系的信息收集者与处理者,即只能应用在信息

隐私的情形中。如果将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适用于侵权隐私或执法隐私,那将误解个人信

息权利保护的前提性问题,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淆。

其次,正如“公平信息实践”一词所表明的,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在于实现信息的合理实

践;或者如同尼森鲍姆所指出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在于实现信息的合理流通。在这个意义

上,当我们分析与探讨个人信息的相关理论时,必须认识到确立个人信息被保护的权利,其目

的在于通过这类权利的确立来实现个人的相关权益、他人的相关权益、企业的相关权益、市场

的相关权益以及公共利益。因此个人信息权利不是绝对性权利,不能用静态的形式主义的观

念去理解和确定个人信息的边界。相反,我们应当在具体场景和信息关系中重新勾勒和确定

个人信息权利。

在大数据时代,这一任务变得更为繁重。因为在大数据时代,形式主义的个人信息权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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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已经更加难以保护个人的相关信息权益,同时保证他人、企业、市场与公众对于信息的合理

需求。在大数据时代,以识别为基础的个人信息范围大大扩展,造成了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管辖

范围变得非常宽泛;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又使得数据的二次利用成为必要,对

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中的“目的限制”“信息最小化”等原则也形成挑战。解决此类问题,更需要

我们突破传统强化个人信息赋权的进路,从信息信托、代表制等公私法混合的思路重新设计个

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制度的异化,追寻个人信息

权利保护的初心。

Abstract:Ithasbecomeaconsensusthatmodernsocietyneedstotransitionfromtheprotectionof

privacyrighttotheprotectionofpersonalinformation.However,thereisalackofresearchontheprem-

iseof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Thepremiseoftheapplicationofthe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

tionsystemistheasymmetricinformationrelationship.Therefore,therighttoinformedconsent,the

righttoaccess,therighttocorrection,therighttodeleteandotherpersonalinformationrightscannotbe

aimedatthesubjectswithequalinformationcapacity,orthenon-sustainableinformationcollectionand

processingbehaviorsgeneratedintheprocessofgovernmentallawenforcementcontext.Personalinfor-

mationprotectionisequaltoinformationprivacyprotection,butdifferentfrominfringementprivacypro-

tectionandlawenforcementprivacyprotection.Itssystemisnotasimpleaggregationoftraditionalbran-

chesoflaw.Meanwhile,thepurposeorlegalbasisof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isdiverse.Some

personalinformationrightsmayhavenegativeeffectsontheinformationsubjectsthemselves,otherpeo-

ple,enterprises,marketsandthepublic.Therefore,theprotectionof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is

torealizefairinformationpractices.Theboundaryofpersonalinformationrightsshouldbedeterminedin

contextualizedinformationrelationship.

KeyWords:PersonalInformation;ApplicablePremise;LegalInterest;FairInformationPractice;Un-

equalInformational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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