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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者如何妥善處理改正資料要求

1 條例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2(1)原則訂明，資料使用者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在顧及有關的個人資料被使用於
或會被使用於的目的（包括任何直接有關的目的）下，有關的個人資料是準確的。

2 定義見條例第2(1)條及第17A條
3 條例第18條
4 條例第22條及附表1的保障資料第6(e)原則
5 指引可從 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DAR_c.pdf 下載
6 要求者在沒有向某資料使用者提出查閱資料要求以索取其個人資料的複本並檢查有關資料是否準確之前，是無權根據條例

向該資料使用者提出改正資料要求的。如資料使用者已合法地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求，要求者便無權提出改正資料要求。
7 具體而言，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在處理有關個人信貸資料的改正資料要求時，須依從私隱專員發出的《個人信貸資料實務

守則》的相關條文。

指引資料

引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條
例」）下，資料使用者有責任確保其持有的個人
資料是準確的1。就此，資料使用者在依從資料當
事人（或代表該名資料當事人的「有關人士」2）
所提出的查閱資料要求3 提供其資料的複本後，
如資料當事人（或其「有關人士」）發現其個人
資料不準確可進一步提出改正資料要求4，資料使
用者如在無合理辯解下不依從條例的規定處理改
正資料要求，可構成罪行，一經定罪，可被判處
罰款。

本指引使用步驟式的描述，輔以個案研究的形
式，就資料使用者如何妥善處理改正資料要求提
供一般性指引。資料使用者應一併參閱由香港個
人資料私隱專員（「私隱專員」）發出的《資料
使用者如何妥善處理查閱資料要求及收取查閱資
料要求費用》指引5。

評定及處理改正資料要求的 
四個步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使用者收到任何改正資料的要求後，可循以
下四個步驟評定及處理有關要求：－

步驟一：評定收到的是否條例釋義下的改正資料
　　　　要求；

步驟二：核實改正資料要求者的身份及所獲的授
　　　　權；

步驟三：評定改正資料要求的內容；及

步驟四：決定應依從或拒絕依從有關改正資料要
　　　　求。

步驟一：評定收到的是否條例釋義下的改正資料
要求
條例下的改正資料要求是指當資料使用者已依從
查閱資料要求向一名個人提供其資料的複本後6，
該要求者認為資料複本有不準確之處，而提出改
正該資料的要求。

常見的改正資料要求例子包括信貸服務使用者要
求改正其信貸報告內的個人信貸資料7，以及僱員
要求改正僱主持有的與僱員有關的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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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核實改正資料要求者的身份及所獲的授權

資料使用者需要核實改正資料要求者的身份及所
獲的授權，以防止其持有的個人資料在未獲授權
下被修改。

資料使用者依從查閱資料要求之前，理應已核實
要求者的身份。假如該要求者其後向資料使用者
提出改正資料要求，資料使用者一般毋須再次核
實同一人士的身份8。

不過，如當日提出查閱資料要求的並非資料當事
人本人，而是獲其以書面授權的「有關人士」，
日後該名「有關人士」不能單憑該項查閱資料要
求的授權而提出改正資料要求9。該名「有關人
士」必須向資料使用者提供另一份由資料當事人
簽署的改正其資料的授權書。獲授權的「有關人
士」並不限於自然人，非自然人如律師樓或機構
均可成為獲授權的「有關人士」。

如資料使用者不獲提供合理要求的資料，以確定
其資料當事人或「有關人士」的身份，資料使用
者須拒絕依從該改正資料要求10（詳見下文的步
驟四）。 

8 條例第24(2)條
9 條例第22(1A)條
10 條例第24(1)條
11 根據條例第2(1)條，「不準確」，就個人資料而言，指資料是「不正確的、有誤導性的、不完全的或過時的」。

步驟三：評定改正資料要求的內容

經核實提出改正資料要求者的身份及所獲的授權
後，資料使用者應先評定被要求改正的事項是否
不準確11，才決定依從或拒絕依從該改正資料要
求。作出評定時，資料使用者應考慮被要求改正
的資料當中哪些是「可被核實的事項」、哪些是
不可被核實的「意見表達」，因為他們有著不同
的處理方法。

「可被核實的事項」是指能夠以客觀現實、紀錄
或數據為基準評定有關資料是否準確的事項（例
如僱員的出勤紀錄、學生成績表上的成績等）。

個案研究二：

父母是否必定可以「有關人士」的身份查閱
及改正其未成年子女的個人資料？

根據條例第18(1)條，查閱資料要求可由資料
當事人本人或代表他的「有關人士」作出。
但過去曾有案例，父母離異後父親向女兒的
學校作出查閱資料要求以期取得前妻及女兒
的住址，私隱專員認為父親明顯並不是代表
女兒作出此項查閱資料要求，故此學校不應
向父親提供所要求的資料。由於改正資料要
求必須是在資料使用者依從查閱資料要求後
作出的，父母若不能代表未成年子女而作為
「有關人士」的身份去查閱未成年子女的個
人資料，他們亦不可能以「有關人士」的身
份要求改正子女的資料。

請注意，即使沒有接獲條例釋義下的改正資料要
求，資料使用者仍有責任確保其持有的個人資料
準確，以遵守保障資料第2(1)原則的規定。

個案研究一：

僱主指稱僱員的出勤情況欠佳，在僱員質疑
下僱主提供了僱員的出勤紀錄以作佐證，僱
員從中找出一些他認為不準確之處後要求人
事部更正，但不獲處理，僱員遂向私隱專員
投訴僱主沒有依從他的「改正資料要求」。

私隱專員認為，僱員的更正要求所依賴的出
勤紀錄並不是透過查閱資料要求而取得，僱
員所作出的更正要求並不屬條例下的改正資
料要求，因此，僱主無須按照條例下有關依
從改正資料要求的程序規定來處理僱員的上
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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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是指不能核實的、或在有關個案的所
有情況下予以核實不是切實可行的事實的陳述12。

最常就「意見表達」出現爭議的，往往是評核報告
等對特定人士作出評價的文件。負責編製這類文件
的人往往會羅列一系列的事實，然後基於有關事實
而表達其意見或作出評論，故此這類文件一般會夾
雜「可被核實的事項」和不可被核實的「意見表
達」。資料使用者處理關於這類報告的改正資料要
求時應清楚界定報告中哪些是可被核實的事實陳
述，而哪些是不可被核實的「意見表達」。

12 條例第25(3)條
13 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在上訴案件第42/2006號個案的裁決，判斷與資料當事人的健康情況有關的醫學意見準確與否並不

屬私隱專員的管轄範圍。
14 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在上訴案件第48/2014號個案中的裁決。

個案研究五：

一位經理在一位受評人的評核報告中作出了
以下陳述：「受評人在試用期間遲到早退，
表現乏善可陳，本人建議停止聘用受評人」。
該名受評人認為評核報告不準確要求更正。

私隱專員認為，只要有備存出勤紀錄，「試
用期間遲到早退」是「可被核實的事項」，
而「表現乏善可陳」一評語的尺度因人而異
（屬經理的「意見表達」），故此是不能核
實的陳述。至於「本人建議停止聘用受評人」
是經理的建議，是一個可被核實的陳述，而
並非「意見表達」。

假如有關的「意見表達」涉及專業判斷，在一般
情況下，私隱專員不會介入要求專業人士改正其
作出的專業判斷的個案13，除非有關資料存在顯
然的不準確、或要求者能提出有份量的反證14。

個案研究六：

醫生判斷某病人患上某疾病，病人認為醫生
誤診，故向醫生提出改正資料要求以期從他
的病歷中刪除有關疾病，但被醫生拒絕。病
人遂向私隱專員作出投訴。

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的判例，私隱專員認為
病人有否罹患某疾病屬醫生的專業判斷，
在病人未能提供有份量的反證（例如專科診
治該疾病的醫生所持的相反意見等）的情況
下，私隱專員可拒絕處理這宗涉及「改正」
醫學專業意見的個案。

個案研究四：

投訴人查閱自己的信貸報告，發現當中載有
一項信用卡簽帳後欠款不還的紀錄，但他聲
稱其沒有清還有關的簽帳源於他購買機票時
與航空公司之間發生的爭議，他認為自己毋
須為有關簽帳負責，故向發卡銀行提出更正
資料要求，以期在其信貸報告中刪除相關紀
錄。該發卡銀行表示有關簽帳確實是該投訴
人作出的，並無爭議，故拒絕了該更正要
求，投訴人遂向私隱專員作出投訴。

私隱專員的調查顯示該投訴人當時未能趕上
航班入閘時間，故被拒絕登機，因而與航空
公司的職員發生爭執，但最終以信用卡簽帳
購買了另一航班的機票。私隱專員認為該投
訴人聲稱的爭議是他與航空公司之間就他被
拒絕登機一事上的爭執，但他最終曾以信用
卡簽帳購買另一機票而沒有還款是可被核實
並且是準確的紀錄，故此私隱專員認為發卡
銀行拒絕刪除有關的欠款不還紀錄並無違反
條例的規定。

個案研究三：

學生向學校作出改正資料要求以更正其學校
紀錄內的出生日期。學校查證後發現有關日
期是學生註冊時自行填報的，即出錯的是學
生而不是學校，故拒絕更正，學生遂向私隱
專員作出投訴。

私隱專員認為，條例的主旨是要確保資料當
事人的資料準確，故此改正資料要求應以資
料是否不準確為依歸，學生不應因為當初錯
誤填報自己的資料便從此喪失改正資料的權
利；而出生日期是一項能以紀錄去評定其準
確性的「可被核實的事項」，經私隱專員介
入後，校方以該學生的身份證及出生證明文
件確定了學生真正的出生日期，並以此為據
改正了學生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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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上訴案件第 22/2000 號的裁決，如僱員就僱主終止聘用他 / 她的理由提出異議，他應通過其他法律
途徑（例如勞資審裁處）尋求補救，而不是向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作出投訴。

16 條例第 28(1) 條
17 根據條例第 2(1) 條，「改正」，就個人資料而言，指「更正、刪除或填備」。
18 條例第 23(1) 條
19 條例第 23(2)(a) 條
20 條例第 23(2)(b) 條
21 條例第 24(3)(a) 條，然而改正資料要求並沒有特定的格式或表格。
22 條例第 24(1) 條
23 條例第 24(3)(b) 條
24 條例第 24(3)(c) 條
25 條例第 24(3)(d) 條
26 條例第 25(1)(a) 條
27 資料使用者在採取條例第 19(2)(a) 條述明的步驟後，可以延長依從查閱資料要求的期限，然而條例就改正資料要求並無

類似條文，亦即所有拒絕改正資料要求的回覆必須於 40 日內作出。
28 條例第 25(2) 條
29 條例第 25(2)(ii) 條

• 不獲提供足夠資訊以確定有關資料在哪些方
面不準確24；或

• 不信納該改正資料要求所標的之改正資料是
準確的25。

如決定拒絕依從改正資料要求，資料使用者須在
接獲改正資料要求後 40 個曆日內以書面回覆要求
者，述明拒絕依從改正資料要求的理由26。條例就
拒絕改正資料要求而言並無延長期限的條文27。

如改正資料要求關乎「意見表達」，而資料使用
者並不信納該意見有不準確之處，該資料使用者
須作一項關於該等事宜的附註，好讓他人在查閱
到及注意到該附註的情況下才使用該資料28。該
資料使用者亦須將該附註的複本附於其向要求者
發出的通知書上29。

個案研究七：

「個案研究四」中的投訴人其後向私隱專員
提出發卡銀行應在有關欠款不還的紀錄上加
上附註，以顯示他不還款的原因是他認為該
紀錄是有爭議的。

私隱專員向該投訴人解釋，條例下「加上附
註」的要求只適用於「意見表達」事項，即
提出要求者與資料使用者之間就不能核實的
「意見表達」互有見解的情況。由於有關簽
帳屬於「可被核實的事項」及亦是已被核實
的準確紀錄，故此「加上附註」的條例規定
並不適用。

此外，如所涉的改正「意見表達」的要求是可循
其他更合適的途徑來處理，則私隱專員可能不會
調查有關投訴。舉例來說，如僱員就僱主終止聘
用他的理由提出異議，他應通過勞資審裁處或其
他法律途徑尋求補救，而不應就僱主在終止聘用
信中有關其工作表現欠佳的指稱提出改正資料要
求15。

步驟四：依從或拒絕依從改正資料要求 

資料使用者應考慮每項被要求改正的資料是否有
不準確，而局部依從 / 局部拒絕改正資料要求並
非不常見。

如資料使用者信納被要求改正的資料是不準確
的，便要在不得徵收費用16下依從有關要求。改
正資料17必須在收到要求後40個曆日（而非工作
日）內作出及向要求者提供經改正的個人資料複
本18。如資料使用者不能在40日內完全依從改正
資料要求（例如因為需要改正的資料數量龐大
等），他應首先在上述期限內盡力依從可以依從
的部分19，並以書面通知要求者未能在時限內依
從 / 完全依從（視何情況而定）及原因，然後在
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依從餘下的部分20。

資料使用者在下列情況下可拒絕依從改正資料要
求：

• 改正資料要求並不是以中文或英文的書面提
出21；

• 未能核實改正資料要求者的身份及所獲的授
權22；

• 不信納改正資料要求所關乎的個人資料屬不
準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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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條例第 27 條
31 私隱專員發出的《個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第 3.19 段
32 根據行政上訴委員會在上訴案件第2/2011號的裁決，對第三者是否仍然「使用」不準確的資料這一點，應給予合理地寬

鬆的釋義。該第三者是否仍然「使用」有關資料，並不取決於該第三者是否有取回有關不準確的資料再次查看，並明確
地依賴該不準確的資料。只要該不準確的資料仍然影響該第三者的決策或其他對資料當事人造成影響的行動，便足以構
成「使用」。

33 條例第23(1)(c)條
34 如該第三者是透過查閱資料使用者所提供的公眾登記冊或其他相類似文件（但不包括獲資料使用者供應核證為正確的複

本）而獲披露有關資料則屬例外，見條例第23(3)條。
35 條例第24(3)(e)條及25(1)(b)條
36 條例第22(3)條

如資料使用者收到改正資料要求後，需要在依從
或拒絕有關要求之前向第三者披露與該改正資料
要求有關的個人資料，資料使用者應採取所有切
實可行的步驟，告知有關的第三者他正考慮改正
有關資料36。

個案研究九：

市民向信貸資料機構查閱其個人信貸報告後
發現其聯絡地址出錯，向信貸資料機構作出
改正資料要求，機構應如何處理？

信貸資料機構應盡快就此諮詢提供這項資料
的信貸提供者。如沒有收到信貸提供者就此
的書面確認或改正，信貸資料機構便應在收
到改正資料要求起計的40日內刪除或因應要
求修訂有關地址31。

個案研究十：

某集團要求屬下一間子公司統一處理集團轄
下所有公司的日常人力資源管理事宜，但子
公司沒有母公司的授權下不得更改其管有的
人事檔案中的任何內容。假如有集團的僱員
指稱其人事檔案中的資料不準確並向該子公
司提出改正資料要求，子公司以無權更改有
關資料為由拒絕該僱員的要求時，應告知該
僱員他應向母公司的哪個部門或人員提出有
關要求。

進行步驟四（即決定應依從或拒絕依從改正資料
要求）時，如資料使用者信納資料不準確而決定
依從改正資料要求，若不準確的資料在資料使用
者依從改正資料要求當日之前的12個月內曾被披
露予第三者，資料使用者應確定該第三者是否已
停止使用有關資料32。如資料使用者沒有理由相
信該第三者已停止將有關資料使用於資料被披露
的目的，便應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向該第
三者提供經改正的個人資料複本，以及書面通知
該第三者改正資料的原因33, 34。

進行步驟四時，如有另一資料使用者控制有關資
料的處理，而其控制的方式禁止該資料使用者依
從改正資料要求，則資料使用者應在拒絕依從改
正資料要求的通知中，告知要求者有關的另一資
料使用者的地址及姓名或名稱35。

此外，資料使用者須就拒絕改正資料要求連同拒
絕的理由備存紀錄，並將有關紀錄保存四年30。

改正資料要求涉及第三者時應注意
的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進行步驟三（即評定改正資料要求的內容）時，
如資料使用者所持有的有關資料是由第三者提供
的，則資料使用者可就有關資料的準確性諮詢該
第三者以決定是否依從有關的改正資料要求。

個案研究八：

在上文「個案研究五」中，「乏善可陳」是
難以核實的評價陳述，屬條例所指的「意見
表達」，故此如僱主不信納有關評價陳述有
不準確而拒絕作出改正，便須在有關陳述上
加上附註以顯示受評人的不同意見。

至於「本人建議停止聘用受評人」是經理就
是否續聘受評人的建議，是「可被核實的事
項」，而並非條例釋義下的「意見表達」，
即使受評人不同意該建議，僱主亦毋須就此
加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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