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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规则界分和适用＊

王利明＊＊

内容摘要：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个人信息和隐私的界分一直不明确，导致两者之间的权利保护规则的
区分并不清晰，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分别规定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并且规定了在两者发生重复情
形下应优先适用隐私规则，但因为个人信息和隐私具有重合性，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其进行区分。隐私权规
则优先适用的原因在于：权利不得减损、人格尊严高于私法自治。由于个人信息具有集合性、可利用性、自动
处理性等性质，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予以全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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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隐私与个人信息的重合

比较两大法系的经验可以看出，隐私和个人信息之间的界限一直未能得到准确区分。例如，基于美国法
的大隐私的概念，个人信息被纳入隐私权保护的范畴。而在德国，个人信息权得到最早承认。德国《联邦数
据保护法》第１条规定：“本法制定的目的是保护个人隐私权使其不因个人资料的处理而受到侵害”。在司法
实践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将“信息自决权”作为隐私权的内容。① 而德国宪法法院实则将信息自决权代
替了隐私权（Ｒｅｃｈｔ　ａｕｆ　Ｐｒｉｖａｔｓｐｈｒｅ）。② 以德国法为代表的欧盟法建构了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欧
洲一般数据保护原则》（ＧＤＰＲ）就是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对个人信息保护层次最高、最全面的法律制度，

其中包括了对隐私的保护。对比来看，ＧＤＰＲ规定的敏感信息也属于美国法中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同样，日
本２００３年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案》将个人信息资料视为个人隐私的一部分。可见，在现有的诸多立法
中，个人信息与隐私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如何妥当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仍然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关隐私和个人信息都应当视为人格权益，并受到保护这一点上，理论界
和实务界没有争议，但对两者如何界分，是否需要分别保护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民法典》对这些争议予
以一定程度的回应，它虽然将隐私与个人信息都置于人格权编第六章，但实则对两者作出了明确界分。《民
法典》第１０３２条、１０３３条规定了隐私的概念和侵害隐私的具体形态，第１０３４至１０３８条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规定。不过，仔细推敲前述规定，可以看出，第１０３２条在对隐私进行定义时，将不愿为他
人知悉的私密信息定义为隐私，而私密信息本身作为个人信息的组成部分，其和第１０３４条所规定的个人的
生物识别信息、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形成了交叉和重叠。从《民法典》的上述规则来看，我国的隐私和个人
信息存在重合，因此《民法典》适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准确厘定隐私和个人信息关系的基础上，对它们
加以准确而全面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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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规划项目“人格权保护立法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８ＺＤＡ１４３）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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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之所以未完全得以界分，存在相当程度上的重合，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隐私权与个人信息都属于人格权益的范畴，我国《民法典》之所以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置于同一章

规定，就是考虑到了其天然的联系。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我国司法对于这两者一直存在交叉混用的情况。
例如，在“廖萍诉曾军隐私权案”中，③被告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了原告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信息，并将其在董
事会上公布。法院认为“（未经本人许可）取得私人信息的单位、个人必须得到法律的许可，即有法律赋予的
相应权利，而且获取手段、途径亦应符合法律规定”，但在本案中被告无法出示其合法获得原告个人账户信息
的相关证据，因此“（在没有本人许可的情况下）没有合法授权、合法手段与途径而取得私人信息，没有合法理
由即将该私人信息予以公开的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隐私权”。从该案中不难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
曾经将个人信息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采取隐私权的保护方法为个人信息的权利人提供救济。④ 但是在
另一些案例中，法院则将隐私作为个人信息对待。⑤

第二，两者的客体本身具有重合性，在外延上往往存在交叉，这尤其体现在私密的隐私信息与个人信息
可能存在高度重合。例如，个人的银行账户、⑥房屋家庭住址、身体私密信息、⑦健康信息⑧等既是个人敏感信
息，也是个人的私密隐私。这些私密信息都有可能受到隐私的保护。

第三，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在侵害方式上虽有区别，但都包括非法收集、转让、泄露等形式。特别是随着互
联网、数据库、云计算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的保护成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新挑战，而法律还未对此挑
战做好充足的应对。实际上，信息科技所引发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主要还是最近一二十年信息科技变革所
引发的问题，相关的学术理论认知和制度建构都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这对任何一个法域来说，都没有成
熟的现成答案，以至于个人信息只能按照隐私保护的规范加以保护，并在逐渐成熟后构成了独立的保护体
系，这就导致了个人信息的保护在现阶段难以与隐私权作出清晰界分。

第四，隐私权与个人信息还存在功能上的交互性。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可大体界定为与公民个体的独
立意志和交互行为的独立自主具有密切联系的信息。个人信息发挥自身作用的空间主要是信息主体与外界
的交互过程，信息主体的权益在于依循自身的意愿对个人信息进行合理的利用，以充分实现信息权利人的意
志和利益。⑨ 隐私主要保护个人的私密信息不受到他人的打扰与干涉，是对个人私生活的安宁的维护。但
隐私在某些特定场景下同样具有信息的交互性。例如，患者就医过程中，必需将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信息对医
生进行说明，以实现诊疗的目的。因此，个人信息和隐私都具有信息的交互性，只是二者的交互范围并不相
同。就私密信息与个人信息的关系而言，个人信息能够实现的交互范围更大，而私密信息则通常在某些特定
的场景中实现信息交互。

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在界分上的问题，但如果不对二者进行界分，却又无法实
现对二者不同程度的保护。因此，在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中，有必要在准确厘清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基础
上，确立对二者适用的不同保护规则。

二、隐私与个人信息的规则界分

从制度发展角度来看，隐私概念产生的时间远远先于个人信息。隐私权概念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８９０年
两位美国学者Ｓａｍｕｅｌ　Ｄ．ｗａｒｒｅｎ与Ｌｏｕｉｓ　Ｄ．Ｂｒａｎｄｅｉｓ在他们所著的《论隐私权》（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ｃ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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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９）海民初字第１１２１９号。

参见“冒某军诉中国电信集团黄页信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等隐私权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４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参见参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原江苏省淮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苏０８民终３１９８号判决书；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浙杭民终字第９７５号等。

同上注。

参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０）深宝法民一初字第２４４号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３）西民初字第０８４７８号判决书；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２００８）黔法民初字第２８４号
判决书。

参见廖宇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范围界定———兼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区分》，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中，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并认为人们应有“远离世事纷扰”、“个人独处”的权利（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ｔｏ　ｂｅ　ｌｅｔ　ａｌｏｎｅ），以应对电气时代中的新闻出版商、摄影者以及其他人对个人私生活安宁的打扰。瑏瑠 如果再
进行追溯，会发现隐私权的法理基础可追溯至古代的罗马法、希腊法甚至盎格鲁撒克逊普通法。瑏瑡 受时代和
观念的制约，隐私权的侵害方式通常是披露、刺探等行为方式，而不是采用数据收集、泄露等技术手段，由此
对隐私信息的侵害通常具有特定性，具有明确的侵害对象。

相较隐私权而言，个人信息权益则是在信息时代中涌现的新型人格权益，个人信息保护是上世纪六十至
七十年代在欧洲产生，其产生的背景首先是因为广大民众对政府大规模收集信息、担心信息被泄露而产生的
质疑，需要通过法律制度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从而应对信息泄露的可能。为了缓解民众的这种担忧，法学界
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这一概念，以在方便国家利用个人信息的同时，保护民众的个人信息权益不为国家公权
力所侵害。瑏瑢 随后这种保护的范围逐渐从公法领域向私法领域扩展，直到现在成为了具有社会普遍适用性
的制度。从时代需求来看，此种权益的产生主要是法律为了应对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电子信息技术、数据技
术、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尖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大数据的发展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
分析处理引发的各种问题。因此，法律对个人信息权益的规范面临着更为多元化的利益冲突，相对于隐私而
言，个人信息仍然属于一种崭新的权益类型。

我国自《民法通则》开始，就构建了人格权益保护制度。虽然《民法通则》中没有明文对隐私提供保护，但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大量有关隐私保护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将隐私纳入名誉权的保护
范围，直至２００９年的《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对隐私权的保护。与此同时，我国的相关特别法律，也已经出
现了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具体规范，比如，《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是关于保护个人电子信息的相关规
定，《居民身份证法》是关于个人身份信息的特别规定，《律师法》规定了律师对其在执业活动中掌握的当事人
信息负有保密义务等。由此可见，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我国法律已经将隐私和个人信息作为两种不同的人
格权益进行了区分，但对于二者界分的标准则并未明确。《民法典》在制定中总结了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
经验，《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单设第六章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将这两种人格权益合并在一章中
进行规定本身就表明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很难截然分开，但同时《民法典》又将二者作为不同的权益
类型进行规定，这就说明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民法典》明确区别了隐私和个人信息，分别设定了
不同规则，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权利性质不同。隐私权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格权，虽然可以被利用，但其财产价值并非十分突
出。而个人信息权益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综合性的权益，同时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而且对其的利用和保
护应当并重。另外，就形态载体而言，个人信息通常是被记载或以数字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信息；瑏瑣而隐私则
不局限于以信息呈现的形态，如《民法典》所述，隐私还可以是私密的空间、活动或私人生活安宁。作为隐私
权之客体的私密信息，除了具备“隐”与“私”两大示明种差的内涵之外，还包含“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主观要
件，因此，只有非法披露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才构成侵害隐私。瑏瑤

第二，权利内容不同。隐私权主要是一种被动性的人格权，其内容主要包括维护个人的私生活安宁、个
人私密不被公开、个人私生活自主决定等。故而，隐私权制度的重心在于防范个人的秘密不被披露，而不在
于保护这种秘密的控制与利用，因此权利人通常只有在隐私遭受侵害时才能提出主张。与此不同，个人信息
权益主要是一种主动性人格权，主要是指对个人信息的支配和自主决定，权利人除了被动防御第三人的侵害
之外，还可以对其进行排他地、积极地、能动地控制和利用。

第三，权利保护强度不同。我国《民法典》和其他法律在权益保护上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在涉及到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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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信息保护时，《民法典》的规定是有区别的。如第１０３３条在规定侵害隐私权的免责事由时，要求必须
经过“权利人明确同意”；但第１０３８条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免责事由里，则要求须经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
意”，没有“明确”两个字。这并非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者经过反复研究的结果。加上“明确”二字，表明对隐
私信息的收集必须是明示同意的，不能采用默示同意的方法，而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不一定必须取得权利人
明示的同意，默示的同意也可以。

第四，侵害方式不同。《民法典》第１０３３条详细列举了侵害隐私权的各种方式，此种列举是和１０３２条关
于隐私的内涵相对应的，即分别针对私生活安宁、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四种类型规定了不同的侵害
模式。归纳而言，其基本包括了两种类型，一是非法披露他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隐私；二是采用非法披露以
外的其他侵害方式，如非法拍摄、私闯民宅、非法窥视、非法窃听等。但《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的侵害方式主
要体现为未经许可非法处理他人个人信息，以及因过错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篡改和丢失。在现实中，侵害
个人信息主要表现为非法搜集、非法利用、非法存储、非法加工或非法倒卖个人信息等行为形态，可以说，个
人信息的规模化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将个人信息用于个性化的广告推荐等等，都是隐私保护
场景中未曾面临的问题。

第五，保护方式不同。通常来说，隐私权更多的是一种不受他人侵害的消极防御权利，即权利人在受到
侵害时可基于《民法典》第９９５条的规定，行使人格权请求权，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并可基于侵权责任
编的规则请求损害赔偿。在侵害隐私权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加以救济。而个人信息权
益的保护则包含要求更新、更正等救济方式。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否可以适用《民法典》第９９５条关于人
格权请求权的规定则存在争议，因为该条的适用前提是“人格权”的表述，由于个人信息在性质上并不属于一
项权利，因此难以为“人格权”的表述涵盖，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目的性扩张的方式将该条的规则适用于个人
信息的保护之中。除了采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外，也可以采用财产救济的方法。由于个人信息可以进行
商业化利用，因而在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情况下，也有可能造成权利人财产利益的损失，从而有必要采取财
产损害赔偿的方法对受害人进行救济。瑏瑥 有时，即便受害人难以证明自己所遭受的损失，也可以根据“所获
利益视为损失”的规则，通过证明行为人所获得的利益，对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推定，从而确定损害赔偿
的数额。瑏瑦

第六，是否需要证明损害不同。侵害不同类型的隐私要求满足不同的侵权要件，但侵害隐私权并不必然
要求受害人必须证明有损害的发生。如非法跟踪、非法窥探，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且没有法定免
责事由（如不是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等），行为人就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对于个人信息的侵害，究竟如何承担证
明责任，是一个难题。但通常认为，受害人应当证明实际损害的发生，无论是财产的损害还是精神的损害，都
应该伴随着有损害发生的证明。

第七，对隐私的保护主要借助于民法的方法保护，而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则要考虑综合治理的问题，仅仅
依靠民法对其进行保护是不完全的，还应当结合行政法等公法的相关规定来判断。隐私本身为个人私领域
的体现，原则上不涉及大规模流转与共享，因此法律上要通过民事的手段为其提供必要的保护而并无必要通
过行政的手段对其进行专门的管理。与此不同，个人信息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流转与共享，甚至是跨境流动，

它还涉及社会管理的问题，除了民法之外还需要有特别法进行单独规定。可以说，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到多种
价值之间的协调，多种手段之间的运用，以及各种复杂的内部区分，所以需要突破传统的部门法界限，综合运
用多种法律手段，整体性、系统性地进行规范。这也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需要在传统的民
事救济框架基础上进行特别立法，需要在民法确立了私权确认体系的基础上，探索和发展出一套切实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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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瑥

瑏瑦

参见刘德良：《个人信息的财产权保护》，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郭明龙：《论个人信息之商品化》，载《法学论坛》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但此种观点被很多司法判决所拒绝，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１）昆民初字第２９号判决书。在本案中被
告非法使用原告的肖像，原告主张以被告营业额的一定比例为财产损害的计算依据。法院拒绝被告此项诉请，认为“该数额
并非杨顺英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一方面企业未与肖像权人约定以上利益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因肖像使用给企业带来的
利润如何作为肖像权人损失原告未向法庭举证”。类似还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１９９９）朝民初字第４２４７号判决书。



保护机制，包括公共监管与私权损害救济双管齐下的综合治理体系。即便在民事救济领域内，救济的手段和
工具也可以有所创新，例如，借鉴和引入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内已经有较为丰富经验的惩罚性赔偿
制度。总之，需要建构一套有助于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目标的综合治理方案。

正因为隐私与个人信息之间存在诸多区别，所以我国《民法典》设计出两套不同的规则，分别适用于隐私
与个人信息的保护，此种界分很大程度上是要解决两者重合的矛盾，从而正确处理有关隐私和个人信息的纠
纷。

三、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的规则适用

（一）隐私权规则的优先适用
前文指出，家庭住址、个人的银行存款、健康信息等体现了隐私和个人信息的重合，当它们受到侵害，究

竟应该适用隐私的保护规则，还是适用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是突出的问题。对此，《民法典》第１０３４条第３
款规定：“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据
此，应先适用隐私的保护，然后再适用个人信息的保护。之所以确立这样的适用规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权
利不得减损原则和人格尊严高于私法自治的保护原则。

１．权利不得减损原则
隐私权以保护个人远离他人的侵扰为核心，因而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要受到绝对的保护。而个人信

息虽然也关系到私主体的人格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其也可能成为公共利益的承载者，因而对个人信息的保
护往往需要在利益的平衡中进行，其作为一种法律保护的利益，不能像隐私权一样受到绝对的保护。在《民
法典》的编纂过程中，“隐私”和“个人信息”之后是否需要加上“权”字，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民法典》采
取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表达方式。这说明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而个人信息后面没有“权”字，
说明个人信息只是一项人格权益，并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在法律保护上，对权利的保护程度应该高于权
益。德国法就严格区分了权利的保护和权益的保护。对于权利的保护，通常按照一般的侵权规则来进行，但
是利益的保护是有限制的，以防止利益保护过于宽泛，而影响他人的行为自由。瑏瑧 例如，德国法在追究侵害
民事权益的加害人责任时，通常还要求满足一定的主观要件，如只有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下，才能追究
加害人的责任；或者用是否违反善良风俗等标准限制对加害人的追责。瑏瑨 这实际提出了权利不得减损原则，
即法律不应当减损一般主体对于权利的保护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权利主体的完全保护，这可谓法律
最基础的要求。与此相应，隐私权的保护程度高于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在它们二者重合时，应优先适用隐
私权保护规则，实现更高程度的保护。

２．人格尊严高于私法自治的保护原则
两大法系比较普遍接受的观念是，隐私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尊严，但个人信息体现的是个人对自己信息的

自决权，所以个人信息的各项规则都是建立在“信息自决”的基础上的，彰显的是私法自治。从人的法律保护
价值导向来看，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要高于私法自治，此即人格尊严高于私法自治的保护原则。

沃伦和布兰代斯在１８９０年的论文中就提出，隐私是人类价值的缩影，瑏瑩它更强调人格尊严。美国学者
惠特曼（Ｗｈｉｔｍａｎ）认为，除法律明确规定和权利人明确同意外，整个欧洲的隐私概念都是奠基于人格尊严之
上的，隐私既是人格尊严的具体展开，也是以维护人格尊严为目的的。瑐瑠 故而，隐私权是抵挡“贬损个人认定
的行为”或“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的权利。瑐瑡 在此意义上看，隐私权存在的基础是个人人格的尊严，其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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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Ｖｇｌ．ＭüＫｏＢＧＢ／Ｗａｇｎｅｒ，§８２３，Ｒｎ．３０２ｆ．
Ｖｇｌ．ＭüＫｏＢＧＢ／Ｗａｇｎｅｒ，§８２６，Ｒｎ．２ｆ．
参见［美］阿丽塔·Ｌ·艾伦等著：《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冯建姝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

１７页。

Ｊａｍｅｓ　Ｑ．Ｗｈｉｔｍａｎ，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Ｄｉｇｎ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ｉｂｅｒｔｙ，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４．
Ｅｄｗａｒｄ　Ｊ．Ｂｌｏｕｓｔｅｉｎ，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ｓ　ａｎ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ｇｎｉｔｙ：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Ｄｅａｎ　Ｐｒｏｓｓｅｒ，３９Ｎ．Ｙ．Ｕ．Ｌ．Ｒｅｖ．９６２，

９７１，９７４（１９６４）．



彰显了个人人格尊严。瑐瑢 换言之，隐私体现了个人的人格尊严，其不受侵犯是人格尊严的重要体现。尊重个
人隐私，实际上也是尊重个人的尊严；尊重人格尊严，就要尊重个人的私生活安宁，使个人对自身及其私人空
间享有充分的支配，并排除他人的干涉和妨碍。在此基础上，人们相互之间才能尊重彼此的私生活。特别是
与身体有关的私生活隐私，都与个人尊严相联系，如果暴露这些隐私，将严重损害个人人格尊严。

个人信息也常常被称为“信息自决权”，早在１９７１年德国学者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Ｓｔｅｉｎｍüｌｌｅｒ和Ｂｅｒｎｄ　Ｌｕｔｔｅｒｂｅｃｋ
便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对于人格自由发展的重要性，随后，１９７６年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Ｍａｌｌｍａｎｎ第一次提出了“信
息自决”的概念。瑐瑣 １９８３年，德国宪法法院的人口普查法案判决将个人信息权称为“资讯自决权”（Ｒｅｃｈｔ　ａｕ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ｌｌｅ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在该判决之后，不少德国学者将资讯自决权归结为一般人格权的具体
内容。瑐瑤 在德国法的语境中，该权利是指“个人依照法律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并决定是否被收集和利用的
权利。”瑐瑥依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这一权利是所谓的“基本权利”，其产生的基础为一般人格权。瑐瑦 在
英美法系，个人信息也被称为“信息自决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以体现对个人自决等
人格利益的保护。瑐瑧 个人信息对流通的要求更高，背后彰显的是个人自决的价值取向，在本质上是私法自治
的体现。

隐私虽然也是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容之一，但体现了人格尊严，而人格尊严是不能随意放弃的，否则，个
人在自治过程中会不理性地放弃或者减损人之为人的个人尊严，个人的一些核心隐私信息等将可能脱离个
人的控制，如此将对个人人格造成重大影响。与此不同，个人信息主要体现了私人自治，即个人对个人信息
享有自我决定权。众所周知，正是因为个人信息的权利是属于权利人的，即便数据开发者经过权利人同意对
个人信息进行了搜集、开发，但在其将数据与他人共享之前，还得经过当事人的许可和授权。通过保护个人
信息不受信息数据处理等技术的侵害，就可以发挥保护个人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效果。瑐瑨 对于每个人来
说，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名人还是普通百姓，都享有对自己信息的自主决定权利，任何人不得非法收集、

利用和传送该信息。个人信息权益符合人格权益的本质特征，因为个人信息与个人人格密不可分，个人信息
主要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各种人格特征。法律保护个人信息，虽然以禁止披露相关信息为其表现形式，但背后
突出反映了对个人控制其信息资料的权利或者说个人自主决策的充分尊重。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是个人的
自决权，权利人同意他人搜集、利用或采取何种利用方式，都是个人自决权的具体表现。瑐瑩 从这个意义上说，

法律上保护个人信息的宗旨和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而对于隐私的保护则
是以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为目的，个人信息主要涉及私法自治，而个人的人格尊严相较于私法自治则处于更
高的位阶。因此，在个人信息与隐私信息发生交叉时，应当优先保护隐私信息。

（二）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对隐私权的适用
《民法典》第１０３４条第３款规定：“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

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可见，对于隐私权中没有规定的个人私密信息，可以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虽
然隐私与个人信息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但个人私密信息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个人信息，只不过个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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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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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主体希望使其保持于私密状态而已。这也意味着，对于私密信息这类特殊的信息，在隐私权没有具体规定
时，应当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性规则。例如，《民法典》并未就数据企业利用个人隐私信息进行自动化决
策（如个性化推送）的问题予以具体规定，但数据企业却有可能利用个人私密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这时就
涉及到对于算法体制的规制问题，甚至可以考虑在具体规则上做特殊安排，并且有必要对自动处理与非自动
处理进行区分。如果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处理的，应当保证此自动化处理的透明度与处理结果本身要
公平合理。通过自动化处理以营利性目的向个人进行商业化信息推送的，应当同时提供不具有特定性的个
人特征的选项，以充分保障其权利。上述规则，事实上在隐私领域也具有适用的空间。瑑瑠 但由于隐私权对此
没有明确规定，可以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人格权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
规则只是存在强度上的差异，因此即使对隐私权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也可以起到基本的保护和救济作
用。

（三）某些人格权一般保护规则的统一适用
既然在我国《民法典》中隐私权和个人信息都属于人格权益的重要类型，因此，《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一章

关于人格权保护的一般规则大都可以适用于对这两种人格权益的保护。问题在于，对于个人信息这类尚未
上升为有名“权利”的民事权益，在关于个人信息的具体规则供给不足时，是否也能够像隐私权利那样适用人
格权编中的一般性人格权保护规则？例如，《民法典》第９９７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
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该条确立了对于人格权益保护的禁令制度，本条提供的
临时禁令救济对象是“人格权”，但此处所说的“人格权”是否包括个人信息权益呢？实际上，这是在关于人格
权编的立法学术研讨中重点讨论的问题，这里到底是采用“人格权”还是“人格权益”，应当说反映了立法过程
中的一种取向。如果采用前者而不是后者，意味着这里的“人格权”应当从“人格权益”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能
理解为狭义的“人格权利”。也就是说，个人信息权益是包括在其中的。但笔者认为，本条后半段关于“不及
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之规定，也说明本条致力于保护的是包括人格权益在内的各
种人格权，也包括个人信息权益。

总之，无论是隐私权，还是个人信息利益，在相关具体规则不明确时，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宜适用某一种
权益的规则之外（如《民法典》第９９３条关于许可使用并没有明确规定隐私），应当统一适用人格权编中的一
般性保护规则。

四、个人信息与隐私区分的立法实现

在现代科技社会，“如何收集、保存、维护、管理、分析、共享正在呈指数级增长的数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一个重要挑战。从网络摄像头、博客、天文望远镜到超级计算机的仿真，来自于不同渠道的数据以不同的形
式如潮水一般向我们涌来”。瑑瑡 大量的信息中又包含许多个人私密信息，这是现代社会法律面临的新课题，
需要今后随着社会生活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而总结和摸索立法经验，并予以不断完善。个人信息与隐私权
在权利内容、权利边界等方面存在一定交叉，不过，就隐私权而言，由于既有的民法学说、司法实践和立法已
经将其纳入了保护范围，尤其是《民法典》通过第１０３２和１０３３条对隐私保护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民法
典》第１０３２条确认了隐私权的基本规则，同时将判断隐私的基本标准做了规定；第１０３３条对隐私侵害行为
做了比较系统的类型区分和界定；另外人格权编的一般规定中所设立的人格权保护方式，也给隐私权的有效
保护和救济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定能够比较好地应对当前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隐私权侵
害风险。《民法典》实施后，尽管会出现各类新型的隐私侵害纠纷，但可以在现有的规则体系框架下，通过司
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方式予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民法典》已构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具有适用
弹性的规则框架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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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瑑瑡

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２５条关于个人信息自动化决策的一般性规定，尽管该条主要针对的是个人信息自
动化决策，但是其在隐私信息中同样具有可适用性。

涂子沛：《大数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６页。



然而，与此相比，信息科技时代所面临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远不限于隐私这一类信息的保护问题，在隐
私信息之外还涉及到大量非隐私类的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问题，蕴含着难以预知的风险。还要看到，隐私不仅
强调对私密信息的保护，还强调对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生活安宁的维护，这些则又是个人信息保护所不
包含的。

因此，《民法典》不仅要在概念上区分隐私和个人信息，也要准确区分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不同保护规则，
而这则有待于特别法的进一步制定与完善。截止２０２０年４月，全球已经有１３２个国家进行了个人信息保护
的立法。瑑瑢 我国立法机关也已经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上了议事日程，笔者认为，个人信息立法应当以《民
法典》确立的个人信息的基本框架为基础，并将《民法典》的相关规范予以细化，结合有关行政法等公法规范
进行综合协调，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系统完整的、全面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

（一）未来立法应以《民法典》中个人信息与隐私概念的界分为基础
在我国《民法典》中，从概念上来看，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虽然在外延上存在重合，但是二者的内涵仍

然可以予以澄清和界分。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在未来的立法或司法解释中，主要可以从以下角度区分个人
信息与隐私的概念。

首先，个人信息权是一种主动性的、能够积极行使利用的权利，其体现为对个人信息的支配和自主决
定，瑑瑣而隐私权则是一种被动性的、消极的排他性权利，瑑瑤例如《民法典》第９９３条瑑瑥规定了对于属于个人信息
的姓名、名称、肖像等可以许可他人使用，但并不包括隐私。当然，该条采用“等”的表述，其中是否可包括隐
私仍值得探讨。无论如何，隐私不如个人信息那样可以许可他人利用。

其次，隐私权的客体强调“隐”这一属性，表现为个人不愿意公开的私密性，且单个私密信息并不必然指
向权利主体的身份；而个人信息则强调身份的识别性，即能够直接或经组合后，被信息控制人或他人合理利
用以识别权利主体身份。瑑瑦 根据《民法典》第１０３４条第２款，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
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以“可识别性”为核心特征，其包括仅凭该信息本身即可
直接锁定某特定自然人的“单独识别性信息”和需结合其他信息方可将某自然人与一切其他人区分开来的
“间接识别性信息”。瑑瑧

再次，从侵害的形态来看，隐私主要包括了非法披露他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以及采用非法拍
摄、私闯民宅、非法窃听、非法窥视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但一般并不包括非法利用他人的私密信息。而对
个人信息而言，其侵害的形态除了非法收集、买卖等外，主要强调的是对于个人信息的非法利用。

最后，在责任形态上，隐私作为一种精神性人格权，主要是适用的是侵害人格权的一般保护方法与精神
损害赔偿，而由于个人信息具有可利用性，因此对其侵害，更加注重实际损失的发生与财产损害赔偿。

总之，《民法典》的规定为界分个人信息与隐私提供了基本标准，通过上述的基本界分，可以将隐私与个
人信息进行区分，作为分别适用不同保护规则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不同的保护规则。未来我国立法和
司法解释仍然应以《民法典》的界分为基本依据，从而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制度。

（二）个人信息与隐私区别保护的立法实现
隐私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主要是通过《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则予以保护，并辅之以相应的司法解

释，则可以形成周延的保护。而对于个人信息而言，由于对此种权益的保护具有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属性，完
全通过私法的保护是不全面的，其中涉及公法的管理性规范，需要公法上的协同。民法上的个人信息保护，
主要奠定了私法地位，而对于其中的公法保护手段，《民法典》并不能予以实现，因而需要通过特别法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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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除此之外，个人信息不同于隐私，需要通过特别立法予以规范和保护之处还在于：
第一，个人信息具有集合性，隐私通常很难具有集合性，其本身是单个主体享有的权益。基于人权保护

的原因，许多国家将隐私作为基本人权对待。例如《欧洲人权公约》第８条、《法国民法典》第９条即将隐私作
为基本人权对待，故禁止对个人隐私进行侵害，故一般不允许将隐私作集合化处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
了欧洲隐私的立法路径，故不允许将隐私进行大规模处理，而个人信息通常可以集合在一起形成数据，无论
是匿名化还是非匿名化处理，个人信息都可成为数据。这点就决定了个人信息与大数据的关联非常密切。
从全球范围来看，许多法律文件均采用的是个人数据权的表述（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且这
一术语的使用已基本在欧盟层面的立法中达成了一致。瑑瑨 隐私一般涉及到人格尊严问题，个人信息往往与
大数据发生联系。因此，侵犯隐私的形式是多元化的，而针对个人信息恰恰是在数据应用的前提下才产生个
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故对于个人信息也要强调数据的流通与共享，因此也会出现对个人信息的匿名化处理，
此时会形成纯粹的数据。

第二，个人信息具有可利用性。与数据具有流通价值不同，隐私原则上不能利用，即使实践中已经产生
了利用隐私的情况，但利用范围极其狭窄，并且一般也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而对于个人信息而言，法律对于
其保护与应用是并重的，故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场合利益权衡的空间要大得多。在此意义上隐私权更强调私
密性，故隐私权规则对隐私的保护程度要更强。而一般的个人信息可以为他人知晓，但是强调的是不能未经
个人信息权利人同意而收集、利用个人信息。《民法典》第９９３条在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上刻意未将隐私权
纳入，因此原则上隐私权不得进行商业化利用。

第三，个人信息具有自动处理性。隐私通常不涉及大规模处理的问题，侵犯隐私通常具有个别性。因为
对个人信息处理有集合性与自动化的特点，个人信息的保护还会涉及到跨境流动的问题。根据有关国家法
律规定如果个人信息的处理者需要向境外进行传输个人信息，应当向个人告知境外接收方相关身份信息以
及处理方式、处理目的等，以更好的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而隐私权一般不涉及跨境流动与跨境处理的问
题，因为隐私权禁止大规模收集，更难以进行大规模处理，如果将隐私进行大规模处理，后果将是不可想象
的。现代社会中，为了社会组织、运行与管理现代化，个人信息的大规模收集和自动处理是必须的，而社会的
良序运行不以隐私的收集与自动化处理为必要。瑑瑩 随着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借助于算法等自动化技术
处理手段，可以进行各种网络画像、精准画像的推送，这些都是对个人信息的自动化处理的体现。这种个人
信息的自动化处理又可能会出现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网络画像的滥用等问题。

第四，个人信息泄露的程序法应对具有特殊性。由于个人信息往往以集合的方式出现，一旦其泄露可能
会涉及大规模侵权问题，因而需要进行特殊的诉讼制度与行政的介入来处理，这也是为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
需要行政介入的原因。瑒瑠 正是由于个人信息具有规模性，所以个人信息的诉讼可能会采取集体诉讼的方式
来处理，但集体诉讼仍然是以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为基础的，集体诉讼旨在解决个人诉讼动因不足的问题。瑒瑡

因此，在法律上应当有专门的规则来应对个人信息的特殊管理与保护可能产生的大规模侵权问题，建立相应
的集体诉讼规则。

因为信息具有集合性，会将涉及到某个人的个人信息进行用户画像特点；因为个人信息具有可利用性，
故需要涉及到数据流通的问题；因为个人信息具有规模性，所以要涉及到个人信息的行政管理以及特殊诉讼
处理的问题；因为个人信息具有自动处理性，所以会涉及到对于算法体制的规制问题，甚至可以考虑在具体
规则上做特殊安排，并且有必要对自动处理与非自动处理进行区分。如果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处理的，
应当保证此自动化处理的透明度与处理结果本身要公平合理。通过自动化处理以营利性目的向个人进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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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瑨

瑑瑩

瑒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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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信息推送的，应当同时提供不具有特定性的个人特征的选项，以充分保障其权利。瑒瑢 而隐私在一般情形
下不具有上述特点，对其处理一般具有个别性和非自动处理性。故对隐私的保护需要行政介入的程度相较
个人信息更小。因为个人信息具有上述特殊性，难以在单一部门法中完全实现，故需要民法与行政法的结合
来进行保护，这就产生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它在本质上属于领域立法。

结语

从内涵和外延上讲，隐私与个人信息天然具有重合性。但是，这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民法典》对它们
进行了明确的规则界分，这导致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并产生不同的法律效
果。正确理解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规则界分，并在此基础上准确适用相关规则，对于正确认识隐私权和个人
信息制度的内部体系和外部构造，科学地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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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瑢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２５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