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力推廣、監察及監管，促使各界人士遵從條
例，確保市民的個人資料私隱得到保障。

To secure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of the individual with 
respect to personal data through promotion,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of compliance with the Ordinance. 

使命 
MISSION STATEMENT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下稱「公署」）是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
負責監管《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下稱「條例」）的執行。
條例旨在保障個人在個人資料方面的私隱權利。

條例在1995年制定並於2012年修訂。公署成立於1996年8月1
日。

personal data.

The Ordinance was first enacted in 1995 and amended in 2012. The 

關於我們 
WHO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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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下稱「私隱專員」）為首。私隱專員是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負責履行條例賦予他的職能及 
權力，包括推廣、監察及監管對條例的遵守，以及管理公署的活
動。副私隱專員負責協助私隱專員。

公署分為多個部門，協助私隱專員履行其職責，包括行政部、財務
部、法律部、執行部、審查及政策部、資訊科技部及機構傳訊部。

conferred upon him under the Ordinance including promoting,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ng compliance with the Ordinance, as well as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職責 
FUNCTIONS AND DUTIES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涵蓋範圍
條例旨在保障個人資料方面的私隱權，即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人
士（資料當事人）有關而從中可切實確定有關人士的身份的任何已
記錄在文件內的資訊，而此等資訊的存在形式，是可以切實可行地
作出查閱及處理的。任何操控個人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使用
的人士（資料使用者，包括私營機構、公營機構及政府部門）須遵
從條例的規定。

The Ordinance aims to protect the privacy rights of a person's 
personal data i.e. recorded information rela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o controls the collection, holding, processing or use of the personal 
data shall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Ordinance.

關於條例 
ABOUT THE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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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1）是關乎一名在世人士，並可識別該人士身份的資料；
（2）其存在的形式令資料可讓人切實可行地查閱或處理。

個人的姓名、電話號碼、地址、身份證號碼、相片、病歷和受僱
紀錄等都是條例保護的個人資料。

records and employment records.

資料當事人是指屬該個人資料的當事人的在世人士。根據條例，已
故人士不是資料當事人。

甚麼是個人資料? 
WHAT IS PERSONAL DATA?

誰是資料當事人? 
WHO IS A DATA SUBJECT?



資料使用者是獨自或聯同其他人操控個人資料的收集、持有、
處理或使用的人士。即使個人資料處理程序外判，資料使用者
亦須為承辦商的錯失負上法律責任。

with other persons, controls the collection, holding, processing or use 

act of its authorised data processor. 

誰是資料使用者? 
WHO IS A DATA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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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條例下可享有的權利  
RIGHTS TO BE ENJOYED UNDER THE ORDINANCE

只提供所需資料的權利
公平及為合法目的收集資料的權利
獲告知資料的用途的權利
要求資料準確的權利
要求資料不要被過度保留的權利
拒絕同意更改資料用途的權利
要求採取資料保安措施的權利
獲告知資料政策及措施的權利
查閱資料的權利
改正資料的權利

right to give only necessary data
right to fair collection for lawful purpose 

right to data accuracy 

right to withhold consent to change of use
right to data security

right of access
right of correction 



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SIX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S 

資料使用者須以合法和公平的
方式，收集他人的個人資料，
其目的應直接與其職能或活動
有關。

須以切實可行的方法告知資料
當事人收集其個人資料的目
的，以及資料可能會被轉移給
哪類人士。

收集的資料是有實際需要的，
而不超乎適度。

收集目的及方式
Collection Purpose & Means

資料使用者須確保持有的個人資
料準確無誤，資料的保留時間不
應超過達致原來目的的實際所
需。

所有使用個人資料的人士（資料使用者）須依從條例核心的六項保
障資料原則，該六項原則涵蓋了每項個人資料由收集、保存、使用
以至銷毁的整個生命周期。

represent the normative core of the Ordinance and cover the entire life 
cycle of a piece of personal data. 

1第 原則DPP

2第 原則DPP

Personal data must be collected in a 
lawful and fair way, for a purpose directly 
related to a function/activity of the data 
user. 
All practicable steps shall be taken to 
notify the data subjects of the purpose 
of data collection, and the classes of 
persons to whom the data may be 
transferred. 
Data collected should be necessary but 
not excessive.

Personal data is accurate and is not kept 
for a period longer than is necessary to 

準確性、儲存及保留
Accuracy & Retention



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步
驟，保障個人資料不會未經授權
或意外地被查閱、處理、刪除、
喪失或使用。

查閱及更正
Data Access & Correction

個人資料只限用於收集時述明
的目的或直接相關的目的，除
非得到資料當事人自願和明確
的同意。

使用
Use

資料使用者須公開其處理個人資
料的政策和行事方式，交代其持
有的個人資料類別和用途。

透明度
Openness

6第 原則DPP

5第 原則DPP

4第 原則DPP

3第 原則DPP

保安措施
Security

Personal data is used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data is collected or for a 
directly related purpose, unless voluntary 
and explicit consent is obtained from the 
data subject.

A data user needs to take practical 
steps to safeguard personal data from 
unauthorised or accidental access, 
processing, erasure, loss or use.

A data user must make known to the 
public its personal data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ypes of personal data it holds 
and how the data is used.

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查閱其個人
資料；若發現有關個人資料不準
確，有權要求更正。

A data subject must be given access 
to h is personal  data and to make 
corrections where the data is in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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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人可用中文或英文，以書面向公署提出投訴。投訴內須列出投
訴人的姓名及聯絡方法，被投訴者的身份資料，以及個案的詳情
（包括足夠資料以支持其指稱）。為方便起見，投訴人可使用公署
的投訴表格（「OPS001」表格）。

of the party complained against, and full particulars of the case with 

在接獲投訴並核實投訴人的身份後，私隱專員首先會與投訴人及
（若有需要的話）被投訴者接觸，以斷定投訴的表面證據是否成立。
如表面證據成立，私隱專員會在投訴人與被投訴者之間進行調停，
試圖解決爭端。如爭端無法透過調停去解決及根據條例第39（2）
條，私隱專員可根據條例第38條作出正式調查。如涉嫌違反投訴
個案的性質嚴重的話，私隱專員亦可進行正式調查。在完成調查
後，如私隱專員認為有關資料使用者正在或已經違反條例下的規
定，及考慮到對資料當事人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損害或困擾（如
有），私隱專員會決定是否向資料使用者送達執行通知。該通知會
指令有關資料使用者採取步驟（包括停止任何作為或行為），以作
出補救，及在適當情況下防止違規行為再發生。違反執行通知即屬
違法，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

已依從執行通知的資料使用者如故意作出或不作出執行通知指明的
作為，即屬犯罪。私隱專員可將個案轉介警方調查及檢控。

如何作出投訴？ 
HOW TO LODGE A COMPLAINT?

處理投訴的程序 
COMPLAINT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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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y complained agains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rima facie case 

to undertake a formal investigation if the suspected contravention 

data user is contravening or has contravened a requirement under the 

decide whether or not to serve on the data user an enforcement notice. 
The notice will direct the relevant data user to take such steps (including 

enforcement notice, intentionally does the same act or makes the same 

refer the case to the police for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條例第66條規定，任何個人如因資料使用者違反條例下的規定而蒙受
損害，則該名個人有權就該損害向有關的資料使用者申索補償。私隱
專員可依據條例第66B條向擬提起法律程序以尋求補償的人士給予法
律協助。

grant legal assistance to the aggrieved individual who intends to institute 
proceedings to seek compensation.

法律協助 
LEGAL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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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投訴程序圖 
COMPLAINT 
HANDLING CHART

違反條例的資料使用者除可能受到刑事制裁外，
蒙受損害（包括感情的傷害）的個人可基於該等
違例事項而透過民事法律程序向有關的資料使用
者申索補償。私隱專員可依據條例第66B條向擬
提起法律程序以尋求補償的人士給予法律協助。 

on a data user who has contravened a requirement 
under the Ordinance, an individual who suffers 

contravention, may seek compensation from the data 

assistance to the aggrieved individual who intends to 
institute proceedings to seek compensation.

調停不果

調停成功

無遵守執行通知的指示
Non-compliance  
with enforcement notice

接獲書面投訴

審閱投訴 審閱後不再處理

勸喻 / 警告 / 解決
事態嚴重的個案

Nature

違反條例

the Ordinance

執行通知 / 警告

Notice or Warning

個案轉介
警方處理

無違反條例

of the Ordinance

終結

處理投訴

正式調查

民事補償

調停

違反條例的規定
（保障資料原則除外）

Ordinance other than 

違反保障
資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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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條例的規定，個人有權要求資料使用者，例如某政府部門或
某公司證實是否持有他的個人資料，以及要求它們提供一份該資
料的複本，這就是查閱資料要求。個別人士如欲提出查閱資料要
求，可填寫由私隱專員指定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查閱資料
要求表格」（「OPS003」表格），或闡明有關的查閱資料要求是根
據條例而作出的。

a data user, e .g.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a company, to 
ascertain whether it holds his personal data and to request a copy 

To make a data access request under the Ordinance, an individual 

or simply specify that his request is made under the Ordinance. 

如何提出查閱資料要求？ 
HOW TO MAKE A DATA ACCESS REQUEST?

公署致力透過以下途徑，推廣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訊息：
‧ 策劃及推廣公眾教育
‧ 與傳媒及持份者建立良好關係及促進交流
‧ 為機構舉辦有關認識條例規定的研討會及講座
‧ 製作刊物及培訓教材，以推廣條例
‧ 接受傳媒查詢及安排新聞發佈會
‧ 設立中文繁體、中文簡體及英文網站，為市民提供有關條例及

公署動向的資訊，以及網上資源

programmes 

推廣及公眾教育
PROMO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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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於2000年創立保障資料主任聯會，為機構的保障資料人員提
供一個交流經驗和培訓的平台，促進知識的增長和符規的實踐。 
（會員需繳交年費）

protection officers with a platform for advancing the knowledge and 

保障資料主任聯會 
DATA PROTECTION OFFICERS' CLUB ("DPOC")

網上私隱要自保 青少年專題網站

Organising seminars and presentations for organisations to educate 
them on th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Ordinance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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