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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網絡時代的通訊監察及其透明度 

➢ 背景  

● 隨著電子郵件、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等互聯網應用日益普及，世

界各地政府實施監控的手法不再局限於監視和監聽。聯合國人權理事

會的一份報告列出五種通訊監察（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模

式，包括：定點通訊監控、大眾通訊監控、通訊數據獲取、互聯網過

濾和審查、對匿名的限制1。   

● 在香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589 章）是規管執法機關實施

監控的法例。《條例》制定於 2006 年，規管對象乃監聽和開拆信件

等「截取」行為，及監視等「監察」行為。最近一次修訂在 2016 年，

當時有立法會議員和公民團體建議將其規管範圍擴寬至調取網絡用戶

資料及已儲存通訊內容的做法，惟當局不予採納。 

● 本報告研究了韓國、台灣、澳洲、英國和美國的現行通訊監察法例、

運作模式及其資訊公開機制，希望對完善香港就通訊監察的規管有所

啟迪。 

 

➢ 主要發現 

1) 香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589 章）已落後於時代，對執法部

門調取網絡空間個人資料的做法欠缺規管。  

 

● 《條例》主要規管執法部門截取實時通訊內容的行為，分為通過郵政

或電訊系統傳送兩大類。不過，對於執法部門從資訊科技公司獲取已

儲存的通訊內容和用戶資料的做法，《條例》未作規定。 

● 其他一些司法管轄區的通訊監察法例或工作守則對獲取已儲存的通訊

內容和用戶資料的行為有規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報告亦認為獲取

已儲存的資料屬於通訊監察，但各地通訊監察法例一般不涉及該報告

提及的互聯網過濾和匿名機制。 

 

 

 

                                                           
1 Modalities of 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 targeted 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 mass 

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 access to communications data, Internet filtering and 

censorship, Restrictions on anonymity，詳見本報告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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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法機關是否需要事先申請法庭手令或類似法律許可？ 

 香港 韓國 台灣 澳洲 英國 美國 

截取 ✓ ✓ ✓ ✓ ✓ ✓ 

已儲存的 

通訊內容 

✓ ✓ ✓ ✓ ✓ ✓ 

元資料 ✗ ✓ ✓ ◯ ◯ ✓ 

個人資料 ✗ ◯ ◯ ◯ ◯ ◯ 

✓：要有法庭手令或類似法律許可； 

✗：無須法庭手令或類似法律許可； 

◯：不要求執法部門事先獲得法庭手令或類似法律許可，但當局對相關程序有提供具體指

引，且開放予公眾查閱。 

 

為防止執法人員濫用監控手段，保障公民私隱，各司法管轄區普遍要

求相關任務須得到法庭批出的手令（warrant）或履行類似的法律許

可程序。香港亦不例外，《條例》規定在實施截取通訊前須獲得法官

的「訂明授權」。 

 

不過，若是向資訊科技公司索取用戶資料（包括元資料和個人資料），

由於《條例》未作規定，香港執法部門可繞過法庭直接發出要求，而

當局也沒有公開發布規範有關執法程序的指引。  

 

釋義: 

1) 「截取」（interception）指實時監控或錄製正在進行中的私人交

流； 

2) 「已儲存的通訊內容」(stored communications)指存儲於通訊

（網絡）服務供應商的伺服器或個人電子設備中的通訊內容（例

如：已經完成發送的電子郵件、即時通訊應用的聊天記錄等）； 

3) 「元資料」 （metadata）指服務供應商在經營過程中產生或保存

的業務記錄（例如：電話撥打和接聽者雙方的號碼、通話時間、

日期和地點等）； 

4) 「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指描述個人身份的資料（例如：姓

名、身份證號碼、住址等）； 

5) 「元資料」與「個人資料」在本報告中又合稱「用戶資料」(us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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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美國和台灣地區的法例則對獲取元資料規定要事先申請法庭手

令。即使在一些對此未要求法庭手令的司法管轄區，民眾也能夠輕易

地在其政府網站上找到關於執法機關規範獲取其個人資料的指引或工

作守則。 

 

2) 政府在網絡空間實施通訊監察的透明度不足，除無公開對執法機關的

指引外，亦無主動定期公開有關統計數字。 

 

● 當局是否主動定期公布相關資訊？ 

 香港 韓國 台灣 澳洲 英國 美國 

截取 ◯ ✓ ✓ ✓ ✓ ✓ 

已儲存的 

通訊內容 

✗ ✗ ✓ ✓ ✓ ✓ 

元資料 ✗ ✓ ✓ ✓ ✓ ✓ 

個人資料 ✗ ✓ ◯ ✓ ✓ ◯ 

✓：有主動定期公布； 

✗：無主動定期公布； 

◯：無該類別的確切數字但囊括於更大範疇的統計數字中。例如，香港當局會披露每年法

官批准的截取次數，但沒有說明截取的是電子通訊還是郵政信函。 

 

本報告調查的六個司法管轄區均主動定期公布關於通訊監察的資料，

既有公開部分統計數字，也有用簡單易明的語言解釋有關機制的運作

方式。台灣地區和美國則設有專門的網絡平台供民眾查閱有關數據。 

 

香港的統計數字載於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的周年報告，不過並無

指明監聽等具體行動的次數，而是與開拆郵政信件等做法全部混入

「截取」大類之中，不夠清晰。更不包含執法部門獲取已存儲的通訊

內容、元資料和用戶資料等數據。 

 

因此，就網絡空間的通訊監察而言，香港當局並無主動定期披露相關

情況，透明度顯著低於其他五個司法管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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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 立法或修訂現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589 章） 

 

《基本法》第 30 條保護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秘密。面對通訊科技

的發展變化，香港當局應當通過立法或修訂現行法例來落實其保護公

民私隱的責任。 

 

● 向執法部門發出操作指引並公開有關指引 

● 改善定期公布機制以提升透明度    

 

 

2. 索取用戶資料和移除網絡內容 

➢ 索取用戶資料 

● 從 2011 至 2017 年，香港政府平均每年向資訊科技公司提出索取用

戶資料要求 4,470 次，其中 2013 年的索取次數最多（ 5,351 次），

隨後一直下降至 2017 年達至最低值（3,541 次）。 

● 有八間國際資訊科技公司2的透明度報告披露曾經收到香港政府發出

的索取用戶資料要求。自 2013 年以來，該八間公司收到的要求量佔

香港政府發出總量的 42%，但數量和比例一直呈遞減趨勢：從 2013

年上半年的 1,722 次（企業數字佔政府數字的 67%）降至 2017 年上

半年的 572次（佔 32%）。另外，以上公司對要求的執行率平均只有

60%。 

● 警務處發出的索取用戶資料要求次數最多（佔 88%）。政府索取用戶

資料的主要理由是防止及偵查罪案（佔 99%）。 

 

➢ 移除網絡內容 

● 從 2011 至 2017 年，香港政府平均每年向資訊科技公司提出移除網

絡內容的要求355次，其中2013年的要求移除次數最多（657次），

隨後一直降至 2016 年的最低值（194 次），2017 年略有反彈（336

次）。 

● 衞生署（含藥物辦公室、中藥事務部、家庭健康服務）提出的移除網

絡內容要求的次數最多（佔 50%），相關內容主要涉及非法銷售藥物

（佔 44%）。  

                                                           
2 分別為谷歌（Google）、雅虎（Yahoo）、微軟（Microsoft）、蘋果（Apple）、面書

（Facebook）、推特（Twitter）、威訊（Verizon）與連我（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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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絡時代的通訊監察及其透明度 
 

引言 
 

背景 

「監察」是香港和台灣地區對英文單詞「surveillance」的官方中文翻譯，

而各地中文媒體和中國大陸則普遍採用「監控」一詞，或更具體的「監視」

和「監聽」，因為早期的做法是派人觀察當事人的行動，開拆信件或竊聽電

話。無論何種字眼，本質都是政府出於各種目的從民眾日常交流中獲取情報。

為在保障公民私隱權和政府執法之間取得平衡，世界各國政府普遍通過訂立

法例對通訊監察予以規管，監聽和監視行為亦成為最早的監管對象。 

隨著電子郵件、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等互聯網應用日益廣泛，世界各地

政府實施監控的手法不再局限於監視和監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2013 年的

一份特別報告列出五種通訊監察（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模式，包

括：定點通訊監控、大眾通訊監控、通訊數據獲取、互聯網過濾和審查以及

對匿名的限制3。其中第一項涵蓋傳統的監視和監聽，而其餘四項則屬於網

絡時代的方法。 

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在 2013 年揭露了該國的全球性大規模監控（mass 

surveillance）計畫，人們對網絡時代私隱權的關注空前高漲，民意壓力促

使一些國家和地區立法或修法以加強對通訊監察行動的規管，也令其透明度

得以提升。 

在香港，是否應將執法機關調取資訊科技公司管有的用戶資料和已存儲通訊

內容的做法納入《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589 章）規管仍存爭議。有立

法會議員和公民團體在審議《2015 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

                                                           
3 原文是：targeted 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 mass 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 

access to communications data, Internet filtering and censorship, Restrictions on 

anonymity。請參閱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地 23 次會議 A/HRC/23/40 號文件，增進和保護見

解和言論自由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弗蘭克·拉·呂的報告，2013 年 4 月 17 日，官方中文譯

本：https://documents-dds-

ny.un.org/doc/UNDOC/GEN/G13/133/02/PDF/G1313302.pdf?OpenElement；英文原版：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RegularSession/Session23/A.HR

C.23.40_EN.pdf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33/02/PDF/G1313302.pdf?OpenElemen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3/133/02/PDF/G1313302.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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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建議將調取用戶資料和已存儲的通訊內容一併纳入《條例》。不過，政

府以該建議不符合《條例》對「截取」（ interception）和「秘密監察」

（covert surveillance）的定義為由而拒絕接納4。 

目的 

爲深入了解香港在網絡空間的通訊監察狀況，《香港資訊公開報告》項目展

開了相關研究，包括調查韓國、台灣、澳洲、英國和美國等地的現行通訊監

察法例、運作模式及其資訊公開機制，希望對完善香港的通訊監察規管措施

有所啟迪。 

釋義 

為保持上下文一致和便於敘述，本報告主要使用「通訊監察」一詞來指代執

法機關在數碼領域（網絡空間）的監控行動5。其他常用詞彙定義如下： 

1) 「截取」（interception）指實時監控或錄製正在進行中的私人交流； 

2) 「已儲存的通訊內容」(stored communications)指存儲於通訊（網

絡）服務供應商的伺服器或個人電子設備中的通訊內容（例如：已經

完成發送的電子郵件、即時通訊應用的聊天記錄等）； 

3) 「元資料」 （metadata）指服務供應商經營過程中產生或保存的業

務記錄（例如：電話撥打和接聽者雙方的號碼、通話時間、日期和地

點等）； 

4) 「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指描述個人身份的資料（例如：姓名、

身份證號碼、住址等）； 

5) 「元資料」與「個人資料」在本報告中又合稱「用戶資料」(user 

data)。 

 

 

 

                                                           
4 請參閱 保安局局長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5 年截取通訊及監察 (修訂) 條例草案》發言

全文，2016 年 6 月 3 日，「《條例》自二○○六年運作至今，依然有效地支援執法機關 

的運作，沒有「過時」或「涵蓋範圍不足」的情況，也不存在漏洞...執法機關向網絡服務 

供應商索取用戶資料屬日常執法工作，不屬於《條例》規管範圍，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6/03/P201606030690.htm 
5 「通訊監察」一般而言涵蓋所有的通訊形式，包括郵政信件，但在本報告中「通訊監察」

主要指代針對網絡世界的監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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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情況 
 

通訊監察 

香港政府機構的監察行動受《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589 章）約束。

《條例》從 2006 年開始實施，規定截取郵政信件、電子通訊6 ，以及使用

數據監察設備7等行動均需得到專責小組法官8的授權。值得留意的是，《條

例》只規管實時監聽或監視進行中的交流，並不涉及調取已經儲存在電子設

備中的通訊內容和數據（例如個人資料）。 

政府部門若要獲取儲存在電子設備中的個人資料和日誌記錄 （元資料），

可以直接向有關資訊科技公司發出索取要求（request），且雙方都必須遵

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9的規定。 不過，關於索取個人

資料的具體程序，截至本報告完成為止，我們並沒有找到任何可供公眾查閱

的官方指引或工作守則。現行法例沒有要求執法機關在索取個人資料時必須

先取得法庭手令（court warrant）10，執法機關可視情況決定是否申請。如

果沒有法庭手令，企業有權不予配合。 

                                                           
6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589 章）第 2(1)條規定，「『通訊』 （communication）指 

——(a)任何藉郵政服務傳送的通訊；或(b)任何藉電訊系統傳送的通訊」 
7 第 2(1)條規定，「『數據監察器材』 （data surveillance device）——(a)指用作以下用途

的任何器材或程式：監測或記錄藉電子方法向任何資訊系統輸入資料或自任何資訊系統輸

出資料；但(b)不包括視光監察器材；」 
8 第 8(1)條規定「部門的人員可向小組法官提出申請，尋求發出對該部門的任何人員或他人

代該部門的任何人員進行任何截取或第 1 類監察的法官授權。」「第 1 類監察」包括使用

數據監察設備. 
9  請參閱 2015 年 5 月 8 日立法會 CB(2)1391/14-15(01)號文件第六段，保安局局長吳江美

妮代表政府回應 「執法機關在調查罪案時，會視乎案件的性質，並基於防止及偵查罪案的

理由，在有需要時向有關人士或機構索取與偵查罪案有關的資料，包括向本地或海外網絡

服務供應商要求索取用戶資料（例如用戶名稱及用戶網際網路協定地址 （IP 地址））及登

入紀錄，以便尋找證人、證據或嫌疑人。 有關的查詢並不包括索取任何非公開的通訊內容

記錄。執法機關為防止及偵查罪案而需索取個人資料，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第 486 章)的規定。執法機關向網絡服務供應商索取用戶資料屬日常執法工作，不屬

於《截取通 訊及監察條例》的規管範圍。」 
10 請參閱 2015 年 5 月 11 日立法會 CB(2)1586/14-15 號文件《2015 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

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紀要 002713 - 003547，「 執法機關擬向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索取

元數據以外的資料時，會申請法庭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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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獲取已儲存的通訊內容，執法機關必須根據包括《警隊條例》（第 232

章）在內的法例11事先申請法庭手令。另外，高等法院在 2017 年 10 月裁定，

警方若在非緊急情況下查看被捕人士手機或其他電子設備內的資料，必須獲

得法庭發出的搜查令（search warrant）12。 

透明度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自 2007 年開始發表周年報告，內容包括授權和拒

絕截取通訊的統計數字、被捕人數和異常事件等13。但報告並沒有按照通訊

類別（例如：郵政信件、電話、電子郵件和即時通訊軟件）提供分項統計數

字，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做法（詳見下一節「其他一些司法管轄區的情況」）。 

關於向資訊科技公司索取用戶資料的統計數據，政府只有在立法會議員提出

有關質詢時以答覆形式披露14，並未主動定期公開。而且政府也沒有完全應

議員的要求披露數字。例如，警方作為索取用戶資料次數最多的部門就從未

披露為此申請了多少法庭手令。 

至於依據法庭手令取得已儲存的通訊內容的情況，政府以沒有備存相關統計

數字為由不予披露15。 

                                                           
11

 請參閱 2015 年 5 月 8 日立法會 CB(2)1391/14-15(01)號文件第九段，保安局局長吳江美

妮代表政府回應「香港有多條法例載有申請法庭手令的安排。執法機關可根據個別案件的

情況，按照法例申請手令，並按照法例的 規定及手令中施加的條件執行有關手令。有指明

可申請法庭 手令的條例包括《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17 條、《廉政公署條

例》」（第 204 章）第 10B 條、《警隊條例》（第 232 章） 第 50(7)條、《有組織及嚴重

罪行條例》（第 455 章）第 5 條、《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第 191 條、《販毒

(追討得益)條 例》（第 405 章）第 21 條、《版權條例》（第 528 章）第 123 條及 《入

境條例》（第 115 章）第 56AA 條等。」 
12

 請參閱岑永根 訴 警務處處長（ Sham Wing Kan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案, 

HCAL122/2014, 2017 年 10 月 27 日裁決。 
13 請參閱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周年報告，

http://www.info.gov.hk/info/sciocs/en/reports.htm 
14 請參閱《立法會十題：政府向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提出披露及移除資料的要求》，2017

年 3 月 1 日，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3/01/P2017030100385.htm 
15 請參閱 2015 年 5 月 28 日立法會 CB (2)1572/14-15(01)號文件第六段，保安局局長吳江

美妮代表政府回應「執法機關並沒有備存透過向法庭申請手令以向任何機構、人士或個別

行業檢取文件或資料的統計數字。」 

http://www.info.gov.hk/info/sciocs/en/reports.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3/01/P20170301003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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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周年報告，一般在提交半年后於網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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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各司法管轄區的情況 
 

韓 國 

 

通訊監察 

韓國的通訊監察分為四大類：通訊限制措施（  communication restricting 

measures，  例如截取通訊 /監聽）16，獲取通訊確認數據（acqusition of 

communications confirmation data，即日誌或元資料）17，提供通訊資料

（provision of communications data，即個人資料），以及搜查和扣押

（search and seizure），主要針對儲存通訊內容的設備）18。 

                                                           
16 “content restricting measure” 字眼出自韓國法律的官方英文版，在韓國 亦稱爲 

“censorship”，其含義類似於香港的「截取」。 請參閱《通訊秘密保護法》（Protection of 

Communications Secrets Act）中的第三條說明“Any censorship of mail or any wiretapping 

of telecommunicat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mmunication-restricting 

measures’) ...”。第二條亦說明 “6. The term ‘censorship’ means opening mail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arty concerned or acquiring knowledge of, recording or withholding its 

contents through other means;” 。

http://elaw.klri.re.kr/eng_service/lawView.do?hseq=39120&lang=ENG  
17 請參閱 Article 2 of the Protection of Communications Secrets Act provides that “11.The 

term ‘communication confirmation data’ means the data on the records of 

telecommunications falling under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a) The da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by subscribers; (b) The time that the telecommunications commence 

and end; (c) The communications number of outgoing and incoming call, etc. and the 

subscriber number of the other party; (d) The frequency of use; (e) The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or Internet log records relating to facts that the users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or the Internet have used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f) The data 

on tracing a location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pparatus connecting to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g) The data on tracing a location of connectors 

capable of confirming the location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pparatus to be used 

by the users of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or Internet for connecting with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18 請參閱 the Korea Internet Transparency Report 2017 第三頁，2017 年 10 月，韓國高麗

大學法學院， http://transparency.kr/wp-content/uploads/2017/10/Korea-Internet-

Transparency- Report-2017.pdf 

http://elaw.klri.re.kr/eng_service/lawView.do?hseq=39120&lang=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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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通訊秘密保護法》（Protection of Communications Secrets Act），

截取實時通訊19 和從企業獲得已儲存的元資料20 兩種行動都需要有法庭頒發

的書面許可（written permission）21。 在涉及國家安全的特定情況下，這類

書面許可由韓國總統簽發22。 

如要獲取包括姓名、地址、身分證號碼等在內的個人資料，政府或司法機關

可以依據《電訊事業法》（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Act）23的規定，

無須法庭手令即可向電訊業務營運商發出索取要求。《電訊事業法》於

2010 年通過實施，第 83 條詳細列明了發出索取個人資料要求的程序。面對

該類要求，企業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配合。  

                                                           
19 《通訊秘密保護法》（Protection of Communications Secrets Act）第 6 (1)條說明 “Any 

prosecutor (including any public prosecutor; hereinafter the same shall apply) may ask a 

court (including a military court; hereinafter the same shall apply) to permit 

communication-restricting measures for each suspect or person under investigation when 

the requirement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5 (1) are met.” 
20 第 13 (2)條說明“Any prosecutor or judicial police officer shall, when he/she asks for the 

provis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confirmation data under paragraph (1), obtain permission 

therefor from the competent district court (including any ordinary military court; 

hereinafter the same shall apply) or branch court with a document...” 
21 “content restricting measure” 字眼出自韓國法律的官方英文版，在韓國亦稱爲 

“censorship”，其含義類似於香港的「截取」。 請參閱《通訊秘密保護法》（Protection of 

Communications Secrets Act）中的第 3 條說明“Any censorship of mail or any wiretapping 

of telecommunicat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mmunication-restricting 

measures’) ...”。《通訊秘密保護法》中的第 2 條亦說明 “6. The term ‘censorship’ means 

opening mail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arty concerned or acquiring knowledge of, 

recording or withholding its contents through other means;” 。

http://elaw.klri.re.kr/eng_service/lawView.do?hseq=39120&lang=ENG 
22 第  7(1) 條說明“2. Written approval shall be obtained from the President with respect to 

communications of countries hostile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eign agencies or groups 

and foreign nationals suspected of engaging in anti-national activities, or members of 

groups within the Korean Peninsula effectively beyon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ir umbrella groups based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in the event of the 

proviso of paragraph (1) 1.” 
23 《電訊事業法》（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Act）的第 83(3) 條指出數據提供的範圍

爲 “1.Names of users; 2. Resident registration numbers of users; 3. Addresses of users; 4. 

Phone numbers of users; 5. User identification word (referring to the identification codes 

of users used to identify the rightful users of computer systems or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6. Dates on which users subscribe or terminate their sub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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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企業已經應執法人員要求提供用戶的個人資料24或元資料25，事

後須向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Ministry of Science and ICT）報告。 

至於要取得已儲存的通訊內容，執法機關必須先根據《刑事訴訟法》

（Criminal Procedure Act） 第 215 條向法院申請搜查扣押令（search and 

seizure warrant）26。持有該授權令的執法人員可以查閱已扣押設備內一切

資料，既包括通訊內容，也包括元資料和個人資料。 

透明度 

前面提到通訊企業需要向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報告其應執法機關要求提供用

用戶資料的情況，而該部在掌握情況後則主動每半年在網站上公布相應統計

數據27，但其實並沒有任何法律規定必須公布有關數據。 

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還對上述數據做了分項統計，包括按照機構、賬戶類型

和通訊方式（固網電話/手機/互聯網等）分類。在截取通訊部份，數據會分

為正常或緊急措施兩類。 

然而，韓國當局一直沒有公布依法院搜查扣押令所取得已儲存通訊內容的統

計數據，因而受到批評28。 

 

                                                           
24 請參閱《電訊事業法》（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Act）的第 83(6) 條. 
25 《通訊秘密保護法》（Protection of Communications Secrets Act）第 13(7)  條說明 

“When a 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entity provides any prosecutor, any judicial police 

officer or the head of any intelligence and investigative agency with the communication 

confirmation data, he/she shall make a report on the provis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confirmation data twice a year to the Minister of Science, ICT and Future Planning and 

shall keep records in which necessary matters, including the provis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confirmation data, are entered and other materials related to requests for 

the provis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confirmation data, etc. for seven year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each of such communication confirmation data is provided.” 
26 韓國的最高法院於 2016 年裁定使用截取的授權令去獲取已儲存的數據是違法的 

(Supreme Court, 2016Do8137, 2016 年 10 月 13 日)，而檢控官可以申請搜查和查封令而取

得有關的內容。 
27 請參閱其 2017 上半年的報告：

http://www.msip.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do?cateId=mssw311&artId=136

8236 
28 請參閱 Korea Internet Transparency Report 2017 的第 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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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發布的透明度報告《2015 年上半年通信限制及通信確認數據等之提供現

況》 

 

台 灣 

 

通訊監察 

在台灣，不論是採用實時截取的方法或是調取已儲存的通訊內容，通訊監察

只要涉及電訊、郵政系統乃至面對面交談即受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29的

規限。該法例原本只涵蓋實時的通訊監察，包括「截收、監聽、錄音、錄影、

攝影、開拆、檢查、影印」等，但「於私人住宅裝置竊聽器、錄影設備或其

他監察器材」則不在其管轄範圍內30。總體而言，所有實時通訊監察措施都

須事先經由檢察官向法官申請核發「通訊監察書」31。 

                                                           
29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第 3 條說明「本法所稱通訊如下：一、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

存、傳輸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 二、郵件及書

信。三、言論及談話。」 
30 請參閱《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3 條 
31 請參閱《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6 條：「為防止他人生命、身體、財產之急迫危險；或

有事實足信有其他通訊作為前條第一項犯罪連絡而情形急迫者，司法警察機關得報請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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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在 2014 年修訂後新增「調取票」制度，作為法院授

權執法人員調取「通信紀錄」和「使用者資料」的文件32，申請程序與通訊

監察書類似，但申請人不再限於檢察官，警方也可以申請。根據修訂後法例

的定義，通信紀錄包括電話號碼、通信時間和位置等紀錄（相當於本報告所

指的「元資料」），而使用者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和地址（相

當於本報告所指的「個人資料」）33。 

此外，根據《電信法》的第七條34及其對應的實施辦法35，除申請調取票外，

執法機關也可以向電訊服務供應商直接查詢通信紀錄及使用者資料，查詢單

由該機關首長簽發。不過，查詢單沒有調取票的法定強制力，電訊服務供應

商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配合。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法例條款和程序並不適用於互聯網平台、內容或服務供

應商等非電訊公司，譬如經營社交媒體和搜索引擎的公司36。因此從互聯網

公司調取用戶資料的法定程序在現目前是不清晰的。 

至於電子郵件，通訊監察書的許可範圍也僅限於在傳送過程中截取，而不能

調取已儲存的電郵內容。執法機關如要取得儲存在非電訊商服務器中的用戶

資料和通訊內容，須依據《刑事訴訟法》經檢察官向法官申請核發「搜索票」
37，方可搜查相關的「物件或電磁紀錄」38。 

 

                                                           
檢察官以口頭通知執行機關先予執行通訊監察。但檢察官應告知執行機關第十一條所定之

事項，並於二十四小時內陳報該管法院補發通訊監察書。」 
32 請參閱《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第 11-1 條。 
33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第 3-1 條說明「本法所稱通信紀錄者，謂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

服務後，電信系統所產生之發送方、接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

務型態、信箱或位置資訊等紀錄。本法所稱之通訊使用者資料，謂電信使用者姓名或名

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地址、電信號碼及申請各項電信服務所填列之資料。」 
34 《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辦法》於 2007 年根據台灣《電

信法》第七條訂立。第七條說明「電信事業或其服務人員對於電信之有無及其內容，應嚴

守秘密，退職人員，亦同。前項依法律規定查詢者不適用之；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

（構） 查詢通信紀錄及使用者資料之作業程序，由電信總局訂定之。電信事業用戶查詢本

人之通信紀錄，於電信事業之電信設備系統技術可行，並支付必要費用後，電信事業應提

供之，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電信事業用戶查詢通信紀錄作業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

之。」 
35 《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辦法》《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

關查詢電信通信紀錄實施辦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17 年 6 月 15 日修正。 
36 請參閱法務部於 2014 年 10 月 17 日回應 Yahoo 的查詢, 法檢字第 10300162120 號函, 

http://www.moj.gov.tw/public/Attachment/4102016115868.pdf 
37 請參閱《刑事訴訟法》第 128 條。 
38 請參閱《刑事訴訟法》第 十一 章 《搜索及扣押》第 122 條的關於「電磁紀錄」的規定。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K006005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K006003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K006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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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在 2014 年修訂後增加了一項規定：「通訊監察執行

機關、監督機關每年應製作該年度通訊監察之相關統計資料年報，定期上網

公告並送立法院備查。」規定還列出了統計年報應包含的事項39。 

自此，司法院作為台灣地區最高司法機構開始在網站上公布《通訊監察統計

年報》40，分為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經辦的案件兩大類。年報又按通訊監察

的線路種類作分項統計，包括固網電話、手機、非對稱數位用戶線路

（ADSL）、Skype 及電子郵件等。至於涉及獲取元資料和用戶資料的通信

調取案件，報告則以案由進行分類，例如偷竊、毒品、詐騙、賭博等。 

 

 

                                                           
39 請參閱《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6-1 條。 
40 請參閱《通訊監察統計年報》，司法院，http://www.judicial.gov.tw/juds/ 

http://www.judicial.gov.tw/j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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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負責管理執法機關和檢察機關的法務部也在其網站上公開通訊監察的

相關統計數據，但採用不同的統計口徑41。 

 

 

                                                           
41 請參閱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aspx?menu=INF_COMMON_O 

圖 3 台灣司法院每年發布的透明度報告《通訊監察統計年報》 

圖 4 台灣法務部每年發布的透明度報告《通訊監察書/調取票聲請案件》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aspx?menu=INF_COMMON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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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洲 

 

通訊監察 

在澳洲，只有指定的國家安全機關或執法機關42出於調查嚴重罪行43的需要，

方可向法官申請手令以截取通訊或調取已儲存的通訊內容。除上述情況以外，

《1979 年電訊（截取及取用）法令》（Telecommunication (Interception 

and Access) Act 1979）44 禁止任何人實施通訊監察。 

與截取通訊同樣受到限制的是對監察器材的使用。《2004 年監察器材法令》

（Surveillance Device Act 2004）規定，使用監察器材開展包括監控電腦輸

入和輸出45數據等在內的行動亦須得到法庭的手令。 

至於採集電訊資料（telecommunications data，澳洲法律詞彙，即本報告所

指的「元資料」）46 ，則不論是調取現有資料或計劃在將來實時採集資料，

均只有少數指定的執法機關可以獲得授權，具體行動由部門內的高級主管審

批47。 

個人資料方面，政府機構不論持有法庭手令與否都可以直接向管有該資料的

資訊科技公司發出索取要求，但必須符合《1988 年私隱法》（Privacy Act 

1988）訂明的澳洲私隱原則六（Australian Privacy Principle 6） 48 中關於

                                                           
42 請參閱 page 1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Access) Act 1979 Annual 

Report 2015-16, 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interception warrants were available to 17 Commonwealth, state and territory agencies 

(along with ASIO)...”, 

https://www.ag.gov.au/NationalSecurity/TelecommunicationsSurveillance/Documents/Tel

ecommunications-Interception-and-Access-Act-1979-Annual-Report-15-16.pdf 
43 請參閱 page 2 of the TIA Act Annual Report 2015-16.  
44 請參閱 Chapter 2 “Intercep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hapter 3 “Preserving and 

accessing stored communications”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Access) 

Act 1979. 
45 請參閱 Chapter 1 of the Surveillance Devices Act 2004 Annual report 2015-16, Attorney-

General’s Department. 
46 請參閱 page 37 of the TIA Act Annual Report 2015-16, “‘Telecommunications data’ is 

information about a communication—such as the phone numbers of the people who 

called each other, how long they talked to each other, the email address from which a 

message was sent and the time the message was sent.” 
47 請參閱 chapter 4 “Access to telecommunications data” of the TIA Act. 
48 請參閱 Schedule 1 of the Privacy Act 1988. 

https://www.ag.gov.au/NationalSecurity/TelecommunicationsSurveillance/Documents/Telecommunications-Interception-and-Access-Act-1979-Annual-Report-15-16.pdf
https://www.ag.gov.au/NationalSecurity/TelecommunicationsSurveillance/Documents/Telecommunications-Interception-and-Access-Act-1979-Annual-Report-15-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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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披露個人資料」的規定。如果沒有接到法庭手令，企業可以自行決

定是否予以配合。 

透明度 

截至 2016 年度，澳洲律政部（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每年都發

表《電訊(截取及取用)法令》和《監察器材法令》實施情況的報告，但此後

報告將改由 2017 年 12 月成立的內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負

責49。內政部下轄國家安全、情報、執法和應急管理等多個政府機構。 

這兩份報告不但提供統計數據，還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了法律依據和程序。

具體內容包括有關法律近年來的發展變化、涉及哪些官方機構、法庭手令或

行政授權令的種類、監察器材的種類、所獲得元資料和個人資料的數量50，

以及因此而被檢控和定罪的人數等。 

 

                                                           
49 澳洲內政部的兩份報告可於此網頁查閱: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about/national-security/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surveillance 
50 請參閱 Table 43 in page 57 of the TIA Act Annual Report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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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澳洲律政部就《電訊(截取及取用)法令》實施情況發表的最後一份報告，2017 年度起改由內政部

發布 

 

圖 6 澳洲律政部就《監察器材法令》實施情況發表的最後一份報告，2017 年度起改由內政部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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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通訊監察 

根據《2000 年調查權力規管法令》（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 Act 

2000，簡稱 RIPA），任何通訊監察，包括截取實時通訊和獲得已儲存的通

訊內容51都不得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進行，而授權的主要方式是英國國務大

臣簽發的手令52。 

目前，執法機關採集通訊資料（communications data，英國法例詞彙，涵

蓋本報告所指的「元資料」和「個人資料」）53的行動需要得到部門內指定

高級官員54的批准。另外，一些指定的官員亦有權向服務供應商發出通知，

要求其採集並向執法機關披露元資料和個人資料55。對於該類通知，服務供

應商有義務執行56。 

不過，英國政府於 2017 年 11 月發表的諮詢文件57建議，將授權調取用戶資

料的權力從分散的各執法機關統一轉移至調查權力專員（ Investigatory 

Powers Commissioner）轄下的新機構。 

                                                           
51 「已儲存的通訊內容」（stored communications）的定義可參閱 sections 2(7) and 2(8) 

of the 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2000。 以及， Section 3.23 of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Code of Practice states “stored communications may 

also be accessed by means other than a warrant, for example, to be obtained by a 

production order under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 
52 請參閱 page 33 of the Report of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er 

Annual Report for 2016, “In practice, four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one Scottish Minister 

consider most of the interception warrants. They are: The Defence Secretary; 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Secretary; the Home Secretar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Cabinet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Scotlan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port-of-the-interception-of-

communications-commissioner-annual-report-2016 
53 在 RIPA 中通稱為 “communications data”， 專員在其年度報告中作了分類, 包括「流量

數據」 traffic data (e.g.， the sender and recipient, location, time)，「服務數據」service 

data (e.g.，items on the bills of a user by a service provider) and 「用戶資料」 subscriber 

information，請參閱 page 3 of the Annual Report for 2016。  
54 請參閱 sections 3.7-3.18 of the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criteria of a “designated 

person”. 
55 請參閱 Section 22 RIPA. 
56 請參閱 Section 22(6) RIPA, introduced by 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s Act 2012.  
57 請參閱 “UK police to lose phone and web data search authorisation powers”, 30 

November 2017, The Guardia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port-of-the-interception-of-communications-commissioner-annual-report-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port-of-the-interception-of-communications-commissioner-annual-repor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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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法例還特別提及加密的通訊內容：在得到司法機構許可後，高級別的執

法官員可以向個人或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其解除對指定通訊的加密58。 

透明度 

英國已就實施通訊監察的具體程序制定了一系列供執法機關遵循的工作守則，

包括關於獲取、披露和留存通訊資料的守則59、截取通訊守則60、及調查受

保護數碼資料守則61。這些守則都是開放予公眾查閱的。 

通訊監察的統計數據、出現差錯的案件和其他問題原本分別刊載於截取通訊

專 員 （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er) 、 監 察 專 員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s）和情報服務專員（ Intelligence Services 

Commissioner）的年度報告。不過，從 2017 報告年度起，三份報告合併成

一份，由新設立的調查權力專員辦公室負責編撰和發表62。 

英國當局一直在完善通訊監察的統計和報告工作。2014 年，截取通訊專員

就如何記錄通訊監察申請數字和項目數字提出建議63，內政部次年便在操作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nov/30/police-to-lose-phone-and-web-

data-search-authorisation-powers 
58 請參閱 part III “Investigation of electronic data protected by encryption etc.” and 

schedule 2 of the RIPA. 
59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26248

/Acquisition_and_Disclosure_of_Communications_Data_Code_of_Practice_March_2015.pdf 
6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rception-of-communications-code-

of-practice-2016 
6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de-of-practice-for-investigation-of-

protected-electronic-information 
62 請參閱 “Investigatory Powers Commissioner establishes oversight regime”, 1 September 

2017, Home Off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investigatory-powers-

commissioner-establishes-oversight-regime 
63 請參閱 paragraphs 6.5 and 6.6 of the Acquisition and Disclosure of Communications 

Data Code of Pract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26248/

Acquisition_and_Disclosure_of_Communications_Data_Code_of_Practice_March_2015.pdf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nov/30/police-to-lose-phone-and-web-data-search-authorisation-powers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nov/30/police-to-lose-phone-and-web-data-search-authorisation-powe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26248/Acquisition_and_Disclosure_of_Communications_Data_Code_of_Practice_March_2015.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26248/Acquisition_and_Disclosure_of_Communications_Data_Code_of_Practice_March_2015.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rception-of-communications-code-of-practice-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rception-of-communications-code-of-practice-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de-of-practice-for-investigation-of-protected-electronic-informa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de-of-practice-for-investigation-of-protected-electronic-informa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investigatory-powers-commissioner-establishes-oversight-regim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investigatory-powers-commissioner-establishes-oversight-regim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26248/Acquisition_and_Disclosure_of_Communications_Data_Code_of_Practice_March_2015.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26248/Acquisition_and_Disclosure_of_Communications_Data_Code_of_Practice_March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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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中增加了關於統計要求的規定64。此外，截取通訊專員辦公室亦會自行

發表關於統計要求的指引65。 

 

                                                           
64 請參閱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lications, authorisations, notices and items of data”, 

November 2014,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er’s Office, 

http://www.iocco-

uk.info/docs/Relationship%20between%20applications,%20authorisations,%20notices%20

and%20items%20of%20data.pdf 
65 請參閱 Guidance on the Statistical Requirements in Paragraphs 6.5 and 6.6 of the 

Acquisition and Disclosure of Communications Data Code of Practice, 13 November 2015, 

IOCCO, http://www.iocco-

uk.info/docs/SRO%20Circular%20(3)%20Statistical%20Guidance%20Document%20for%20

Annual%20Statistical%20Return.pdf 

圖 7 英國的截取通訊專員、監察專員

和情報服務專員各自發表的最後一

次年度報告，2017 年度後改由調查

權力專員一併負責 

http://www.iocco-uk.info/docs/Relationship%20between%20applications,%20authorisations,%20notices%20and%20items%20of%20data.pdf
http://www.iocco-uk.info/docs/Relationship%20between%20applications,%20authorisations,%20notices%20and%20items%20of%20data.pdf
http://www.iocco-uk.info/docs/Relationship%20between%20applications,%20authorisations,%20notices%20and%20items%20of%20data.pdf
http://www.iocco-uk.info/docs/SRO%20Circular%20(3)%20Statistical%20Guidance%20Document%20for%20Annual%20Statistical%20Return.pdf
http://www.iocco-uk.info/docs/SRO%20Circular%20(3)%20Statistical%20Guidance%20Document%20for%20Annual%20Statistical%20Return.pdf
http://www.iocco-uk.info/docs/SRO%20Circular%20(3)%20Statistical%20Guidance%20Document%20for%20Annual%20Statistical%20Return.pdf


 

 
25 

 

2018 

美 國 

 

通訊監察 

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保障美國人不受無理搜查66，而最高法院在 20 世紀 60

年代的一項裁決將「搜查」的定義擴展至監聽和記錄私人對話67。一般而言，

對美國公民或身處美國本土的人士實施通訊監察都需要有法庭手令。  

美國的全國性通訊監察法律主要是針對外國勢力及其情報人員的監察行動，

比較重要的是在1978年通過的《外國情報監控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設立了外國情報監控法庭（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負責批核相關的通訊監察手令。法案此後又經歷了數次

修訂，包括《2008 外國情報監控法修正案》（FISA amendments Act of 

2008）和《2015 美國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 of 2015）。 

《外國情報監控法案》列明實施監控的條件和程序。例如，第一章（Title I）

規定，如要對身處美國境內的人士實施監控68，必須由聯邦執法機關或情報

機關向法庭申請並獲批手令後方可實施。第七章（Title VII）的第 702 條

（Section 702）則允許在沒有法庭手令的情況下對美國本土以外的非美國

公民實施監控69，但要根據司法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的指令並受到外國情報

監控法庭的監督。美國的通訊服務供應商有義務配合符合第 702 條要求的授

權監控行為。 

外國情報監控法庭可以授權執法機關向通訊公司索取元資料，包括有形的

（tangible）業務記錄和詳細通話記錄。此外，美國聯邦調查局有權以國家

                                                           
66 第四修正案（Amendment IV）規定:“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67 請參閱 Katz v. United States,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89/347/ 
68 請參閱 50 U.S.C. sections 1804 and 1823. 
69 請參閱 50 U.S.C. section 1881a, and pages 5-6 of the Statistical Transparency Report 

Regarding the Use of National Security Authorities for Calendar Year 2016, 

https://icontherecord.tumblr.com/transparency/odni_transparencyreport_cy2016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89/347/
https://icontherecord.tumblr.com/transparency/odni_transparencyreport_c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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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調查為由向資訊科技公司發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安全信函（National 

Security Letters），以索取元資料和個人資料70 。 

透明度 

美國自 2013 年起設立了一個專門公開國家情報工作情況的官方網站，名為

IC on the Record（icontherecord.tumblr.com）。網站發布解密文件和統計

數據，內容涵蓋通訊監察，有關資料可回溯至 2009 年。 

IC 是美國官方組織「情報體系」（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縮寫，由國

家情報總監（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領導，統領包括中央情報局

和國家安全局在內的 17 個情報機構。 

2013 年 6 月，在前情報人員斯諾登揭露美國的大規模監控計劃後，時任總

統奧巴馬向美國情報體系作出指示，要求盡可能多地公開有關各監控計劃的

資料71。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於

2014 年 6 月出版了第一份統計透明度報告（Statistical Transparency 

Report），向公眾解釋監控行動的法律依據和程序，並公開一系列統計數據，

包括依據外國情報監控法案下達的指令和發出國家安全信函（National 

Security Letters, 簡稱 NSLs）的數量。 

2015 年 6 月通過的美國自由法案將透明度報告制度正式列作法定要求，並

擴大了統計範疇72。同年，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出版了美國情報體系情報透

                                                           
70 國家安全信函（NSLs）可用於索取電話用戶資料（ telephone subscriber 

information） 、其他電子通訊交易記錄（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transactional 

records）, 以及消費者識別資料（consumer‐identifying information,包括姓名、住址和工

作地點等），請參閱 page 22 of the Statistical Transparency Report 2016。 
71 請參閱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 press conference, Barack Obama, 9 August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8/09/remarks-president-

press-conference 
72 請參閱 50 U.S.C. section 1873(b)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8/09/remarks-president-press-conferenc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8/09/remarks-president-press-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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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原則（ Principles of Intelligence Transparency for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73及相應的執行計劃74 。 

 

圖 7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表的《統計透明度報告》 

                                                           
73 具體的四個原則是: 1. Provide appropriate transparency to enha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IC; 2.Be proactive and clear in making information publicly available; 

3. Protect information about intelligence sources, methods, and activities; 4. Align IC roles, 

resources, processes, and policies to support transparency implementation, 請參閱 

https://www.dni.gov/index.php/how-we-work/transparency 
74 請參閱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Principles of Intelligence Transparency, 27 

October 2015, https://icontherecord.tumblr.com/transparency/implementation-plan-2015 

https://www.dni.gov/index.php/how-we-work/transparency
https://icontherecord.tumblr.com/transparency/implementation-pla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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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所得 
 

香港和其他五個司法管轄區的通訊監察情況總結如下： 

 

是否需要法庭手令？ 

 香港 韓國 台灣 澳洲 英國 美國 

截取 ✓ ✓ ✓ ✓ ✓ ✓ 

已儲存通訊內容 ✓ ✓ ✓ ✓ ✓ ✓ 

元資料 ✗ ✓ ✓ ◯ ◯ ✓ 

個人資料 ✗ ◯ ◯ ◯ ◯ ◯ 

✓：要有法庭手令或類似法律許可； 

✗：無須法庭手令或類似法律許可； 

◯：不要求執法部門事先獲得法庭手令或類似法律許可，但當局對相關程序有提供了具體

指引，且開放予公眾查閱。 

 

為防止執法人員濫用監控手段，保障公民私隱，各司法管轄區普遍要求相關

任務須得到法庭批出的手令（warrant）或履行類似的法律許可程序。 

對於截取通訊和獲得已儲存的通訊內容，香港的做法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基本

一致，均要求執法部門申請法庭手令（部分地區的手令由政府部長或以上級

別官員簽發）。 

至於獲取元資料，韓國、美國和台灣地區的法例亦規定須有法庭手令。即使

在一些對此未要求法庭手令的司法管轄區，民眾也能夠輕易地在其政府網站

上找到規範執法機關獲取公民個人資料的指引或工作守則。 

不過在香港，由於欠缺具體法例規定，執法機關向資訊科技公司索取用戶個

人資料和元資料時可以繞過法庭直接向企業發出要求，當局亦沒有公開相關

的行政指引或工作守則，執法程序欠缺透明度。 

 

 

 



 

 
29 

 

2018 

是否有定期公布機制？ 

 香港 韓國 台灣 澳洲 英國 美國 

截取 ◯ ✓ ✓ ✓ ✓ ✓ 

已儲存的 

通訊內容 

✗ ✗ ✓ ✓ ✓ ✓ 

元資料 ✗ ✓ ✓ ✓ ✓ ✓ 

個人資料 ✗ ✓ ◯ ✓ ✓ ◯ 

✓：有主動定期公布； 

✗：無主動定期公布； 

◯：無該類別的確切數字但囊括於更大範疇的統計數字中。例如，香港當局會披露每年法

官批准的截取次數，但沒有說明截取的是電子通訊還是郵政信函。 

另外，台灣當局只公布通過「調取票」調取個人資料的數字，卻沒有主動公布執法機關向

企業「查詢」個人資料的數字。 

 

本報告調查的六個司法管轄區都有定期披露當局實施通訊監察情況的機制，

既有公開部分統計數字，也有用簡明易懂的語言解釋有關機制的運作方式。

在香港地區和英國，有關資訊主要 通過獨立於政府的事務專員

（commissioner）以年度報告形式向公眾披露。韓國、澳洲和美國也有類

似報告，但由政府部門發布。除此以外，台灣地區和美國則設有專門的網絡

平台供民眾查閱有關數據。 

不過，各地統計和披露的範疇有別。香港的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報告沒

有指明電子通訊監察（例如竊聽）的數量，而是將其歸入包含開拆郵政信件

等行為在內的「截取」大類之中，不夠清晰。 

至於有關執法機關獲取已儲存的通訊內容、元資料和用戶資料的統計數據，

香港因為《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不涉及有關做法而未能反映在專員的報告

中。反觀其他五個司法管轄區，大部份都有主動定期披露上述三類數據，僅

韓國沒有披露獲取已儲存通訊內容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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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監察法例 

香港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589 章）在通訊監察方面僅規管了執法

機關的截取行為，例如竊聽。而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具有類似名稱的法例則

普遍已將規管範圍擴大至獲取已儲存的通訊內容、元資料和個人資料。 

這些海外法例主要有韓國的《通訊秘密保護法》（Protection of 

Communications Secrets Act）、台灣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澳洲的

《電訊(截取及取用)法令》（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Access) Act）、英國的《調查權力規管法令》（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 Act）和美國的《外國情報監控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eillance Act）。 

 

改善建議 
 

立法或修訂現行法例 

《基本法》第 30 條確認「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是香港居民的一項「基本

權利」，執法機關只有在特定情況下可「依照法律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75。 

2006 年訂立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就是落實《基本法》第 30 條的「法

律程序」之一76。不過，這些「法律程序」並不適用於獲取用戶資料和已儲

存通訊內容的過程。在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日趨流行的今天，這些

                                                           
75 基本法第 30 條說明「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公共安全和追

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有關機關依照法律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部門或個人不得以

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 
76 從 1963 年到 2006 年，《電訊條例》第 33 條允許總督/特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授權執法

機關開展秘密監察。2005 年 8 月 17 日，古思堯和時任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向高等法院就此

提出司法覆核。2006 年 7 月 12 日，終審法院判決政府敗訴，宣布行政命令不能成為《基

本法》第 30 條所指的「法律程序」，當局隨即推出《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並於

2006 年 8 月 9 日通過並生效，此後改由小組法官負責審批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行動。司法

覆核過程請參閱《十年人事 一條無法諮詢的「國家安全」法誕生》（余依庭，香港獨立媒

體，2016 年 6 月 15 日，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429001）；終審法院判決中

文版請參閱《古思堯，梁國雄 v.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858

68&QS=%28%E5%8F%A4%E6%80%9D%E5%A0%AF%29&TP=JU）；政府在判決後的跟進

行動請參閱立法會 CB(2)2860/05-06(01)號文件（2006 年 7 月 31 日，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se/papers/se0731cb2-286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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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資料在有關調查和執法行動中有著越來越高的價值，不應遊離於通訊監

察法例的規管之外。 

面對質疑，政府聲稱「截取」的字面定義已經框定了《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的範圍77只能是實時監控而不涉及已儲存的資料。但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

表明香港政府的理由並不成立，因為這些國家或地區已經因應通訊科技的變

化修訂了通訊監察法例。例如，澳洲的《電訊（截取及取用）法令》的標題

和香港的法例一樣有「截取」（interception）字眼，其中的第四章更詳細

規範了執法部門從企業處取得元資料的程序。 

香港政府應當通過立法或修改法例，在進入數碼時代後繼續履行保障市民私

隱的法定義務。 

 

向執法機構發出指引 

倘若政府接納上述建議，立法工作仍需時多年。在新法例實行前，政府可以

根據現行法例或法院裁決制定指引或工作守則。 

根據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即使不是所有的通訊監察行動都需要法庭手令，

但向執法機構發出詳細的工作指引則屬於普遍的做法，值得借鑑。 

 

改善定期公布機制以增加透明度 

香港地區採用了類似英國的做法，通過專門的法例設立了獨立的事務專員一

職位以監督執法機關，並公開其向特首提交的年度報告，該機制因而具有一

定的透明度。 

由於香港現時的法例的內容仍落後於時代，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的周年

報告因此沒有交代任何在網絡空間開展通訊監察的情況。不過，即使法例未

作規定，政府依然是可以公布有關統計數據的。 

                                                           
77
 請參閱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2017 年 12 月 5 日，立法會 CB(2)647/17-18 號文件，

「副主席表示.....鑒於市民使用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情況甚為普遍，實在有必

要檢討《條例》中"截取"或"電訊系統"的定義。......保安局局長回應時表示，《2015 年

截取通 訊及監察 (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已詳細討論此問題。現時載於《條例》的定義

已收效，因此無需要進行檢討。」，https://www.legco.gov.hk/yr17-

18/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712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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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先例就是關於香港《公開資料守則》的實施情況。當局自 2015 年

起在沒有法律強制規定下於專門網站主動定期公開有關統計數據，而申訴專

員公署也公開了涉及《守則》投訴的一些案例。 

韓國是另一個例子。韓國的法例同樣沒有強制要求公開有關數據，但是科學

技術情報通信部仍主動每半年公開該部所掌握的截取通訊、採集元資料和個

人資料的統計數據。 

香港當局完全可以在現行披露機制的基礎上，因應科技和執法方式的變化進

一步擴大主動披露的範圍。良好的透明度有助於鞏固乃至增強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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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索取用戶資料和移除網絡內容 
 

簡介 
 

研究對象 

互聯網及各類資訊科技應用已成為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技進步

帶來便利的同時亦暗藏風險：網上個人資料遭濫用或洩漏的消息時有耳聞，

網上發言亦有可能招致牢獄之災。《香港資訊公開報告》項目（下稱「本報

告」）關注香港政府如何在網絡空間獲取公民個人資料及移除網絡內容。 

出於防止罪案、執法及制止侵犯版權等方面需要，香港政府同其他國家或地

區的政府一樣，會不時向網絡、電訊及其他科技服務提供商（下稱「資訊科

技公司」，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panies, ICT）

發出要求（requests）：1）索取用戶資料78及 2）移除網絡內容79。部分資

訊科技公司已通過自行發表的透明度報告(transparency report，又稱資訊

公開報告）披露有關情況。部分公司的披露範圍更廣，例如美國蘋果公司就

專門統計其收到關於調查遺失或被盜移動電話的「器材要求」（device 

requests）數目。但為便於比較，本報告僅分析政府部門向企業發出的索取

用戶資料和移除網絡內容要求。 

資料來源 

目前，香港政府並無主動定期披露其向資訊科技公司發出索取用戶資料和移

除網絡內容要求的統計數字。本報告只能通過兩個渠道收集：1）香港政府

對立法會議員質詢的答覆；2）政府各部門的公開資料主任就本報告依據

《公開資料守則》進行查詢所作出的答覆80。 

                                                           
78 本報告所指「用戶資料」既包括可識別用戶身份的「個人資料」（即姓名、住址、聯絡

方式等），也包括資訊科技公司保留的「元資料」（IP 地址、通訊的時間日期、地點

等）。 
79 本報告所指「網絡內容」包括通過互聯網發表或儲存在服務供應商處的文章、影片、網

頁及超連結等資料。 
80 《公開資料守則》是一套政府行政守則，規定政府提供資料的範圍，並列明按慣例或應

要求提供資料的程序。http://www.access.gov.hk/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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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起，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與涂謹申都曾就相關議題質詢政府，官方

統計數字因而可見於政府官員的覆本 （請參閱附錄 B)。 

此外，截至 2017 年全球已有 70 間公司加入了發表透明度報告的行列81，其

中有八間82曾經錄得收到香港政府提出的要求（見附錄 C）。故此，本報告

亦將這八間公司公布的數字與政府數字做了對比分析。 

 

索取用戶資料 
 

2011- 2017 年索取用戶資料的次數 

從 2011 年至 2017 年，香港政府每年平均向資訊科技公司索取用戶資料

4,470 次，其中 2013 年達致頂峰，有 5,351 次，此後逐年下降至 2017 年的

3,541 次，為最低點。 

 

 

圖 8 2011 – 2017 年索取用戶資料的次數 

 

                                                           
81 Access Now. Transparency reporting index. https://www.accessnow.org/transparency-

reporting-index/ 
82 分別為谷歌（Google）、雅虎（Yahoo）、微軟（Microsoft）、蘋果（Apple）、面書

（Facebook）、推特（Twitter）、威訊（Verizon）與連我（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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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資訊科技公司數字之比較 

截至 2017 年，共有八間資訊科技公司的透明度報告披露曾經收到香港政府

發出的索取用戶資料要求，惟 2013 年之後的數據才較為完整，可供橫向互

相比較。 

從 2013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上述八間公司聲稱收到索取用戶資料要求總

共有 8,105 次，佔同期香港政府所披露發出索取用戶資料要求總數的 42%。

四年半間，無論是絕對數值或佔政府總數的比例都在下降，從 2013 年上半

年的 1,722 次（佔比 67%）減少至 2017 年上半年的 572 次（佔比 32%），

與政府數字所反映的整體減少趨勢一致。 

*「1H」代表上半年，「 2H」代表下半年 

圖 9 比較政府與資訊科技公司披露的索取用戶資料次數 

1H2013 2H2013 1H2014 2H2014 1H2015 2H2015 1H2016 2H2016 1H2017

政府數字 2,582 2,770 2,310 2,264 2,366 1,937 1924 1669 1768

企業數字 1,722 1,266 987 908 809 617 712 512 572

企業/政府數字比例 67% 46% 43% 40% 34% 32% 37% 31% 3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6 

 

2018 

 

圖 10 各資訊科技公司每年收到來自香港政府索取用戶資料要求的次數 

 

2011- 2017 年索取用戶資料的主要部門 

從 2011 年至 2017 年，共有七個政府部門83曾向企業索取用戶資料，其中

數量最多的三個分別為：警務處（88%，27,737 次）、海關（10%，3,140

次）及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1%，304 次）。政府所發出的全部索取資

料要求中，有 99%都是來自以上三個部門。 

 

                                                           
83 分別為漁農自然護理署、公司註冊處、海關、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處、警務處、稅務

局與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1H2013 2H2013 1H2014 2H2014 1H2015 2H2015 1H2016 2H2016 1H2017

Google 253 347 359 367 246 138 163 143 119

Yahoo 839 545 365 318 332 246 229 151 215

Microsoft 597 344 229 149 146 107 23 8 6

Apple 32 4 14 34 14 13 106 77 106

Facebook 1 25 20 39 71 113 190 131 123

Twitter 0 1 0 0 0 0 1 0 2

Verizon 0 0 1 0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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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11 年至 2017 年索取用戶資料次數最多的三個政府部門 

 

索取用戶資料的理由 

雖然政府各部門的情況有別，但 2016 年及 2017 年索取用戶資料的理由基

本可歸為以下兩類： 

1) 防止及偵查罪案（99%，共 7,086 次）：警務處（6,635 次）、 海關

（451 次）  

2) 執法（1%，共 49 次）：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35 次）、稅務局

（11 次）、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處（2 次）、公司註冊處（1 次） 

 
原 因 2016 2017 

防止及偵查罪案 3,571 3,515 

執法 23 26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海關 613 579 881 472 206 123 328

警務處 4,103 4,613 4,389 4,000 3,997 3,448 3,187

通訊事務管理局 33 42 71 67 64 1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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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2016 年與 2017 年政府索取用戶資料的理由 

 

應政府要求提供用戶資料的情況 

2016 年及 2017 年的政府數字顯示，除警務處以外，各部門索取用戶資料

的要求有 99%獲資訊科技公司執行。 

警務處的情況最不透明，所提出的要求佔政府總數 88%，卻從未披露其中

有多少獲企業執行。 

 
 

公司註冊處 民政事務總署 

牌照事務處 

稅務局 通訊事務管理局 

辦公室 

海關 警務處 總數* 

要求數目 1 2 11 35 451 6,635 500 

要求被執行

數目 

0 1 11 35 450 無數據 497 

執行率 0% 50% 100% 100% 99% / 99% 

*不含警務處 

圖 13 2016 年及 2017 年政府索取用戶資料時獲企業執行的情況（政府披露數字） 

 

不過，有五間資訊科技公司自行披露了執行數量或執行率。自 2010 年以

來，該五間主要公司平均執行了所收到來自香港政府各部門（包括警務處）

的索取用戶資料要求之 60%。 

執法; 49; 1%

防止及偵查罪案, 
7,08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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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微軟的執行率最高（77%），隨之為蘋果（65%），雅虎（65%），

Facebook（56%）與谷歌 （42%）。Twitter、Verizon 與 Line 則未公布執

行率。 

 

圖 14 企業執行政府索取用戶資料要求的情況（資訊科技公司披露的數字） 

 

無法庭手令的情況下索取用戶資料 

2016 年及 2017 年，除警務處和稅務局外，各政府部門在向企業索取用戶

資料時皆未取得法庭批出的手令。而警務處84和稅務局85則拒絕披露相關數

字。 

在此期間，政府共有三次索取用戶資料的要求遭企業拒絕，其中有兩次（分

別來自公司註冊處和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的原因為欠缺法庭手

令。 

 

 

 

 

 

                                                           
84警方援引之理由為「沒有備存有關統計數字」。 
85 稅務局方面援引之理由為「《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及《稅務條例》（第 112

章）的保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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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對政府索取用戶資料要求的執行率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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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網絡內容 
 

2011- 2017 年要求移除網絡內容的次數 

從 2011 年至 2017 年，香港政府每年平均向資訊科技公司要求移除內容

355 次，其中 2013 年達致最高峰，有 657 次，往後則逐年減少至 2016 年

的低點 194 次，但在 2017 年稍微反彈至 336 次。 
 

 

圖 15 2011 年至 2017 年要求移除網絡內容的次數 

 

2011- 2017 年要求移除網絡內容的主要部門 

從 2011 年至 2017 年，共有十四個政府部門曾提出移除網絡內容的要求，

其中最多的四個為：衞生署藥物辦公室（40%，1,004 次）、海關（32%，

801 次）、警務處（16%，401 次）與衞生署中藥事務部（8%，211 次）。  

若將衞生署轄下三個部門（藥物辦公室、中藥事務部與家庭健康服務）的數

據合併統計，可以發現香港政府提出的移除網絡內容要求中有 50%都來自

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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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2011 年至 2017 年要求移除網絡內容次數最多的三個政府部門 

 

要求移除網絡內容的理由 

雖然各部門的情況各異，但 2016 年及 2017 年政府要求移除網絡內容的理

由基本可歸為以下五類：  

1) 非法販賣藥物（44%，共 236 次）：衞生署藥物辦公室（211 次）、

衞生署中藥事務部（25 次）  

2) 侵權行為（32%，共 172 次）：海關（150 次）、衞生署家庭健康服

務（21 次） 

3) 防止及偵查罪案（22%，共 119 次）：警務處（119 次） 

4) 不恰當廣告（2%，共 11 次）：房屋署（11 次） 

5) 不雅內容（0%，共 1 次）：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1 次）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海關 71 67 372 109 32 19 131

警務處 12 23 30 121 96 33 86

衞生署中藥事務部 5 18 60 64 39 14 11

衞生署藥物辦公室 90 116 190 240 157 107 104

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0 0 0 0 4 2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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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2016 年及 2017 年政府要求移除網絡內容的理由 

 

移除網絡內容的執行情況 

2016 年及 2017 年，除警務處以外的各部門提出的所有移除網絡內容要求

皆獲資訊科技公司執行。 

警務處所發出移除網絡內容要求數量佔政府總數的 16%，卻從未披露其中

有多少獲企業執行。  

  

不雅內容; 1; 0%

侵權行為; 171; 
32%

非法販賣藥物; 
236; 44%

防止及偵查罪案; 
119; 22%

不恰當廣告;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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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各司法管轄區就通訊監察發

表的官方透明度報告 

 

香 港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周年報告》，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辦公

室 

http://www.info.gov.hk/info/sciocs/en/reports.htm 

 

韓 國 

《半年通信數據及通信確認數據的現狀》 （반기 통신자료 및 통신사실확인자료 제공 등 

현황），科學技術情報通信部（과학기술정보통신부） 

(2017 年上半年報告) 

http://www.msip.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do?cateId=mssw311&artId=136

8236 

 

台 灣 

《通訊監察統計年報》，司法院 

http://www.judicial.gov.tw/juds/ 

 

《通訊監察書/調取票聲請案件》，法務部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aspx?menu=INF_COMMON_O 

 

澳 洲 

《1979 年電訊（截取及取用）法令-年度報告》（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 and 

Access) Act 1979 – Annual report）， 律政部（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2004 年監察器材法令-年度報告》（Surveillance Devices Act 2004 – Annual report），

律政部（Attorney-General’s Department） 

http://www.info.gov.hk/info/sciocs/en/reports.htm
http://www.msip.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do?cateId=mssw311&artId=1368236
http://www.msip.go.kr/web/msipContents/contentsView.do?cateId=mssw311&artId=1368236
http://www.judicial.gov.tw/juds/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aspx?menu=INF_COMMON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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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omeaffairs.gov.au/about/national-security/telecommunications-

interception-surveillance 

 

英 國 

《截取通訊專員年度報告》（Report of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er: annual report），截取通訊專員（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er） 

(For 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port-of-the-interception-of-

communications-commissioner-annual-report-2016 

 

《監察專員辦公室年度報告》（Office of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s annual report）, 監

察專員辦公室（Office of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s） 

(For 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ffice-of-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s-annual-report-2016 

 

《情報事務專員報告》（Report of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Commissioner），情報事務專

員（Intelligence Services Commissioner） 

(For 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port-of-the-intelligence-

services-commissioner-for-2016 

 

注：三個專員報告將在的 2017 報告年度起合併為一份，統一由調查權力專員

（Investigatory Powers Commissioner） 負責。 

 

美 國 

《有關國家安全許可的統計透明度報告》（Statistical transparency report regarding the 

use of national security authorities），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2016) 

https://icontherecord.tumblr.com/transparency/odni_transparencyreport_cy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port-of-the-interception-of-communications-commissioner-annual-report-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port-of-the-interception-of-communications-commissioner-annual-report-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ffice-of-surveillance-commissioners-annual-report-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ffice-of-surveillance-commissioners-annual-report-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port-of-the-intelligence-services-commissioner-for-201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port-of-the-intelligence-services-commissioner-for-2016
https://icontherecord.tumblr.com/transparency/odni_transparencyreport_c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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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香港立法會議員就當局索取

用戶資料和移除網絡內容所作的質詢 

 

披露日期 質詢議員 回覆官員 涵蓋時間 連結 

2013 年 

2 月 6 日 

莫乃光 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 

2010 - 2012  

（總數）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

l/201302/06/P201302060424.htm 

2014 年 

2 月 19 日 

莫乃光 梁敬國  

（署理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

長） 

2013 年 2 月  

– 2014 年 1 月 

（總數）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

l/201402/19/P201402190281.htm 

2014 年 

10 月 15 日 

涂謹申 蘇錦樑 2014 年 

2 月-10 月 

（總數）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

l/201410/15/P201410150422.htm 

2015 年 

2 月 11 日 

莫乃光 蘇錦樑 2011 年 

-2014 年 

（每年數字）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

l/201502/11/P201502110755.htm 

2016 年 

1 月 27 日 

莫乃光 楊偉雄  

（創新及科技

局局長） 

2011 年  

- 2015 年 

 （每半年數字）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

l/201601/27/P201601270385.htm 

2017 年 

3 月 1 日 

莫乃光 楊偉雄 2015 年  

– 2016 年 

（每半年數字）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

l/201703/01/P2017030100385.htm 

2018 年 

1 月 31 日 

莫乃光 楊偉雄 2017 年 

（每半年數字）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

l/201801/31/P201801310045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2/06/P20130206042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2/06/P201302060424.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19/P201402190281.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19/P201402190281.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0/15/P20141015042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0/15/P20141015042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2/11/P20150211075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2/11/P20150211075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1/27/P20160127038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1/27/P20160127038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3/01/P201703010038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3/01/P201703010038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1/31/P2018013100456.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1/31/P20180131004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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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透明度報告/資訊公開報告提

及香港情況的資訊科技公司 

 

公司名稱 首次發布報

告的年份 

報告首

次提及

香港的

年份 

總部所在國 平均每年

收到要求

的次數 

連結 

Google 
谷歌 

2010 2010 美國 490 https://www.google.com/tr

ansparencyreport/userdata

requests/HK/ 

Microsoft 
微軟 

2012 2012 美國 662 https://www.microsoft.com

/en-us/about/corporate-

responsibility/lerr 

Twitter 

推特 

2012 2013 美國 1 https://transparency.twitter

.com/ 

Oath86 

（Yahoo 

雅虎） 

2013 2013 美國 960 https://transparency.oath.c

om/ 

Apple87 

蘋果 

2013 2013 美國 820 http://www.apple.com/hk/

en/privacy/transparency-

reports/ 

Facebook 2013 2013 美國 62 https://transparency.faceb

ook.com 

Verizon 

威訊 

2013 2014 美國 1 http://www.verizon.com/ab

out/portal/transparency-

report/international-

report/ 

Line 

連我 

2016 2016 日本 1 https://linecorp.com/en/se

curity/transparency/top 

 

 

 

                                                           
86 Verizon 在 2017 年收購了雅虎, 並成立新公司 Oath 管理雅虎等品牌。Oath 從 2017 年上半

開始發布透明度報告，其統計數據除了雅虎外，還包括 Tumblr 和美國在線（AOL）等業

務。 
87 來自蘋果公司的數字包括「器材要求」（device request）。蘋果公司收到執法部門的要

求主要與遺失或被盜有關。「器材要求」亦可能囊括客戶用於註冊設備的聯絡方式或首次

使用蘋果公司服務的日期。 

https://www.google.com/transparencyreport/userdatarequests/HK/
https://www.google.com/transparencyreport/userdatarequests/HK/
https://www.google.com/transparencyreport/userdatarequests/HK/
https://www.google.com/transparencyreport/userdatarequests/HK/
http://www.apple.com/hk/en/privacy/transparency-reports/
http://www.apple.com/hk/en/privacy/transparency-reports/
http://www.apple.com/hk/en/privacy/transparency-reports/
http://www.apple.com/hk/en/privacy/transparency-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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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無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