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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证立法益的正当性方向应是将法益与宪法基本权利相关联。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应是个
人信息自决权，以刑法规范保护个人信息具有正当性。但是直接以最严厉的刑罚手段保护个人信息
自决权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必要性与均衡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应是超个人法益，即个人
信息安全的社会信赖。对侵犯个人信息罪的超个人法益的合理性，可以从刑法理论、刑法条文与司法
解释、修法背景与司法实践等几个方面证立。在缺失有关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基础法律规定的前
提下，刑法解释应保持谦抑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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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 题 之 提 出
法益保护作为刑法的核心概念，是刑罚规范的正当化基础，也是刑法解释的出发点，刑法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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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罪问题的研究，首先就绕不开该个罪法益为何。《刑法修正案（九）》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取
代原来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个罪名，将适用主体
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说是在个人信息保护这个问题上跨了一大步。但步子跨得大并不一定就完
全是进步，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巨量的个人信息数据日渐成为具有重大价
值的生产要素，掌握信息，包括个人的信息，不仅有助于个人对生活中的各种事务自由地做出判
断，也有助于企业掌握商机、创造利益，更有助于国家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服务。可以说，个人信
息数据的利用是大数据发展的应有之义。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限制获取、提供与出售个人信息
的行为，并对违反禁止规定者给予处罚，无疑是限制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对公民自由的限制的刑罚
规范必须具有内在正当性，只有这样才符合当今法治国的要求。一般认为，刑法个罪保护之法益
即是证立该刑法规范正当性之理由，即个罪所保护法益具有正当性，刑法规范因此具有正当性。
那么法益又是如何证立自身的正当性？个罪法益的内涵又是如何确定的？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而言，以刑法规范保护个人信息之正当性是什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法益又是什么？

二 、简析法益正当性证立方式与
法益内涵确定步骤
（一）法益正当性证立之方式
有学者认为，法益的基本概念应当是由利益所组成，而利益就是一种使人感到愉悦的生活状
〔
态。１〕 不过生活中可以使人感到愉悦的状态不胜枚举。无论是外在的物质满足还是对个人情绪
的满足，严格意义上来说都可以使人感到愉悦，也就会是一种利益，因此这样的法益定义尚不足以
说明法益的内涵，也不能证立刑法规范的正当性。我国有宪法学者正确地指明了证立法益自身正
当性的方向，即将法益与宪法相关联。该学者指出，法益的宪法关联性应该被理解为宪法对法益
内容的控制，这既包括对立法者的法益形成自由设定宪法边界，也包含教义学层面对法益内容的
合宪性解释。宪法对立法者的法益形成自由的控制，不仅是就立法程序而言，而且是就其实质内
容而言。〔２〕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主张，刑法规范所欲保护的利益，必须与宪法上的基本权或宪
政秩序相联结，进而认为宪法对于基本权的保护，无非就是赋予公民享有社会生活所需资源的自
由，此与刑法保护利益的概念完全契合，因为刑法所保护的公民在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利益，必定是
宪法认为必须予以保障的利益，如果不是宪法所认可的必要生活利益，宪法不可能准许以剥夺公
民生命权及身体自由的方式加以保护。〔３〕 此外，德国学者罗克辛进一步细致地指出，对于安全、
自由的保障为所有个人人权和公民权的社会生活所必要的，或者对于建立在此目标上的国家制度
的运转所必要的现实存在或者目的设定就是法益。刑法规范只能遵循保障公民在维护人权前提
下和平自由的共处目的，一切围绕人权；刑法保护的法益虽然不限于个人法益，而是包括公共法益
在内，但是只有在最终服务于个体国民时，这种公众法益才是合法的。〔４〕 而国家制度（司法制度、
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台北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０页。
张翔：《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５３页。
参见许玉秀大法官，释字５９４号解释之部分协同意见书。转引自潘怡宏：《论个资法第４１条第１项违法
侵害个资之保护法益》，载甘添贵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甘添贵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下）》，
台湾承法数位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３０页。
〔４〕 ［德］克劳斯·罗克辛：《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 １９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１４７ 页。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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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税收制度、廉洁的政府）之所以能够被作为法益内容，也在于其保障个人有尊严的、合于人
权标准的和平生活。从这种法益理论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自由起着捍卫作
用的结论，即如果罪刑规定既不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不是为了保护实现个人自由发展
的社会条件（例如正常的司法和国家行政），那么该规定就不具有合法性。恣意的、纯粹由意识形
态发动的或者违反基本权利的刑法并不保护法益，法益多数要直接回溯到宪法。〔５〕
将刑法保护法益的概念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做联结性思考，进而将刑法保护法益根植于宪
法基本权利的保护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式。因为通过对法益的宪法关联性思考，可以避免法益变
成一个实定刑法下的概念，〔６〕进而限制立法者对法益内涵恣意创设的自由。刑法具有最后手段
性，其目的应与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目的相同，即维护人性尊严、保护人格自由发展与共同社会生活
所应具备之最基本条件。只有针对侵害如此条件的行为才可发动国家刑罚权。法益的宪法关联
性正是说明刑法规范正当性之基础，因为法益内涵一旦与宪法基本权利相联结，则刑法规范保护
之法益都是对我们社会共同生活绝对必要、不可或缺之事项。
（二）法益内涵确定之步骤
法益作为证立刑法分则个罪规范正当性之基础，自然也决定了其对刑法分则个罪构成要件内
涵解释之决定性作用。由于文字具有模糊性与多义性，刑法分则个罪构成要件的内涵往往不是一
下就可以明确的，在对构成要件进行解释时，除了立足于文义解释寻求语言文字的可能含义外，最
重要的即是探求刑法分则个罪的规范目的，即规范所保护之法益。毋庸置疑，法益的确定无论是
对构成要件的成立，抑或是对违法阻却事由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言，其法
益的确定对本罪“行为客体”与“情节严重”的界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以“个
人信息”作为行为客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个人信息”界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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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
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从这个定义可
以发现，《解释》定义的“个人信息”范围甚广，无论是否公开、是否涉及个人隐私，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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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
况的各种信息”，均被归入本罪的规制范围。但是如此广阔的行为客体范围，若没有一个标准限制
其涵摄范围，除了有违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亦与刑法最后手段性与片断性原则不符。对构成要
件内涵进行限定，在文义解释已成定局的前提下，最重要的莫过于规范目的为何，亦即刑法分则个
罪的法益内涵为何。对法益的内涵界定应尽可能明确特定，只有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明确构成要
件的内涵。
那么如何确定刑法分则个罪所保护的法益？一般来说，如果立法者明白地表示，无论是通过
特定刑法分则个罪条文具体表达，或是于其他相关法条规定中推知，只要是立法者明示的意思，在
解释适用法条时应优先加以尊重。但很多时候从法条本身是不能确定立法者意思的，这时就只能
从刑法个罪行为规范中的禁止或命令内容，借由类型学的方法，先检验该行为规范所禁止或命令
的内容，是否符合既有的法益类型，如生命、身体、自由、性自主权、财产等被普遍承认的法益类型。
〔５〕 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对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检视》，陈璇译，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
页
５７ 。
〔６〕 如果法益概念是一个纯粹刑法的概念，由刑事立法者决断，那么，在实现形式上的民主主义和法治主义
之外，宪法所保障的其他价值，特别是人权价值，就有可能会遭受立法者的威胁。见前注〔２〕，张翔文，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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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符合的既存法益类型，那么基于刑法保护的法益具有宪法关联性，与宪法基本权利内涵
相一致原则，就要回归到宪法，检验该个罪行为规范的内容，是否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存在，
也就是检验该个罪行为规范所保护之事项，是否关涉人性尊严、人格的自由形成与发展以及社会
共同生活所不可缺少之条件。若得出否定答案，则应否定个罪行为规范具有保护法益的正当性基
础，进而质疑其存在正当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为何？立法者并未在本罪条文中明确规定，结合前后个罪条文亦
不能直接得出答案。〔７〕 从类型学的方法出发，也很难得出答案，因为本罪的行为客体“个人信息”
内涵涵盖甚广，纵观刑法分则个罪条文，很难为现行刑法之单一特定犯罪行为客体所涵盖，最多也
就是与现行刑法规定之犯罪行为产生竞合而已，因此很难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归入到
既有刑法保护法益类型之中。
因此，欲探求以刑法规范保护个人信息之正当性以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为何，仍必
须追根溯源，先探求个人信息在当今社会对于人们的重要性，分析个人信息遭到非法获取、提供与
出售，是否会影响到我们个人在社会中生存、人格的自由发展，以及个人信息不遭受非法获取是否
是社会共同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就是探求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否属于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的
范围。

三 、个人信息权利属性之界定
欲探究以刑法规范保护个人信息之正当性，必须弄清“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及其内涵。我国
目前未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之中，立法上并未形成一
个完整体系，在理论上也没有对“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内涵达成一致。可以说我国法律对“个人
信息”的保护尚处于原始阶段。为此，有必要借鉴参考其他成熟国家立法与理论，特别是以欧盟和
美国为代表的两种保护模式，探究这两种模式下的国家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之目的，立足于国情，
发现“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及内涵。
（一）信息隐私权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所涉及的基本权利，包含信息隐私权与信息自决权，两者概
念的形成分别来自美国与德国。美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立足隐私权展开，隐私权中关于个人信
息部分，被称为信息隐私权。最早在１８８７年，托马斯·库勒（ＴｈｏｍａｓＣｏｏｌｅｙ）在其关于侵权行为
法的论著中，就曾提到不受外界干扰的权利（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ｌｅｔａｌｏｎｅ），开启隐私权的法律上探讨。
１８９０年，塞缪尔· Ｄ．华伦（ＳａｍｕｅｌＤ．Ｗａｒｒｅｎ）律师因为不满媒体详尽报道其家庭生活，和路易
斯·Ｄ．布兰迪斯（ＬｏｕｉｓＤ．Ｂｒａｎｄｅｉｓ）律师在哈佛法学评论发表隐私权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一
文，主张隐私权属权利之一种，为不可侵犯之人格，并以独处不受他人干扰为其内容，因为不满媒
体报道而发表的论文，成为美国法隐私权发展的基础。〔８〕 后来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引申出“有
限接近自我（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ｔｈｅｓｅｌｆ）”理论对隐私权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有人认为隐私是一种
主张、一种心理状态、一片不可侵犯的领域，或者一种控制的形式。还有将其描述为一种他人对自
〔７〕 刑法第２３５条规定了侵犯通信秘密罪，通说认为该罪保护的法益为隐私权，但是无论是《解释》对“个人
信息”的内涵的界定，以及目前世界各国对“个人信息”内涵的规定，将“个人信息”限定为保护隐私权都不合适，下
文会详述。
〔８〕 参见李振山：《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之回顾与前瞻》，载《中正法学集刊》２００４年第１４期，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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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个人事务知悉程度的控制，对 “个人身份亲密程度的控制”，或是对 “何人可以感受到自我的控
制”。如果说独处理论是从状态上对隐私进行表述，那么“有限接近自我”则是从效果上将隐私权
描述为对个人私生活领域的管控。〔９〕 这种控制理论通过美国学者弗瑞德（Ｆｒｉｅｄ）的论述进一步完
善并得到学界承认，弗瑞德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审视隐私权，将对人际交往关系的维护和对个人
信息的控制联系起来，他认为，隐私和人际交往密切相关，其是我们对自身信息的控制，享有隐私
就意味着我们有权允许或者拒绝他人对我们个人信息的获取，即所谓对人际交往关系的维护，实
际上就是个人决定如何同他人分享自己个人信息的问题。这一理解跨出了美国通过隐私对个人
信息进行保护的重要一步，其将分析的视角由保持个人的隐居独处、排斥他人的不当干预，转换为
本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即隐私权的核心并非是限制他人对本人私人生活的干预，而是保护本人
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１０〕
（二）信息自决权
德国１９８３年的人口普查案，明确地定义出资讯自决权的概念。在实务发展的过程中，德国法
院透过德国基本法第１条第１项“人性尊严不可侵犯”、第２条第１项“一般人格权：人人有自由发
展其人格的权利，但以不侵犯他人之权利，或不违反宪政秩序或道德规范者为限”，承认信息自决
权是上述权利所内含或衍生的权利。所谓信息自决权，系指个人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将个人资料
交付与提供利用。个人资料，非经个人许诺，不得任意搜集、储存、运用与传递。〔１１〕 换句话说，信
息自决权赋予个人对于其自身相关的信息，能拥有决定在何种范围、于何时、向何人、以何种方式
加以揭露或处分使用的自主权，此即赋予个人对个人信息得拥有自我决定之权。也因此，信息自
决权乃是更一般性之自我决定权，自我决定的对象是与个人相关的信息。〔１２〕 个人信息权作为一
般人格权所衍生出的具体人格权，关涉人性尊严。依据联邦宪法法院判断人性尊严是否被侵害而
建立的客体公式，只要个人被他人贬抑为单纯物（客）体、被当作手段、工具或是可替代性的数值或
事物时，即可认为已侵害到其人性尊严。〔１３〕 在信息时代，人特别有沦为被支配客体的可能。科技
的发展虽为人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但是也带来了风险，现今国家、企业甚或个人，凭借信息科技
的帮助，无不拥有收集、建构并解读个人信息的能力，倘若不加限制，那么借由个人信息的收集、解
构、组合再建构的程序，可以想见个人的种种形象、诸般生活样态都可以被国家、企业抑或他人详
细地掌握，就如同监视一般，那么个人就形同玻璃人，成为被观察、监视的单纯客体，不仅隐私无
所遁形，人性尊严更将荡然无存。 至于个人信息的性质是否具有隐私属性，并非信息自决权关
注的要点，个人信息是否应归入信息自决权保障之范畴，以及应如何限制，必须综合该项个人信
息在人格权上所具有的意义、该项信息之使用目的，或该信息与其他信息结合后产生的作用来
判断。即重点在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是否会形成人格图像描绘的效果，若对个人信息所为
之行为会产生人格图像部分或全部描绘的效果，该等行为即属于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的不当
干预。〔１４〕
当然信息自决权亦非无限制地保护，个人亦不能将其所有的信息自决权理解成对于其个人信
参见谢远扬：《信息论视角下个人信息的价值》，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９９页。
见前注〔９〕，谢远扬文，第１００页。
萧奕弘：《论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法制性问题》，载《成大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２３期，第１４９页。
参见邱文聪：《从信息自决与信息隐私的概念区分———评计算机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草案的结构
性问题》，载《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８期，第１７４页。
〔１３〕 参见李忠夏：《人性尊严的宪法保护———德国的路径》，载《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１４〕 见前注〔３〕，潘怡宏文，第５３０页。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４３·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息拥有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支配权。相反，个人应认识到，其人格乃是在社会共同体中发展，经由
与他人的沟通、互助而形成。个人信息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事实的一种写照，并非单纯归属于个人。
从而，如果国家基于重大公益目的而对其信息自决权加以限制时，个人乃负有忍受之义务。当然
对个人信息自决权之限制，如同对其他基本权利的限制一般，仍要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以及比例
原则。〔１５〕
无论是美国信息隐私权理论还是德国的信息自决权理论，其根源都是立足于宪法基本权利，
因此都可以证立刑法规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的正当性。事实上，信息隐私权与信息自决权当前已
无实质差异，均承认个人对其个人信息，拥有控制权或自主决定权，得以决定是否揭露，并对其个
人信息如何被收集、处理与使用，拥有知悉的权利，同时也保有其内容的控制权。只是对于其应受
保护的个人信息范围，可能有细微的差别。〔１６〕 既然信息自决权与信息隐私权都可以很好地诠释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目的，那么我国只需要根据国情选择一种理论适用即可。由于信息隐私权起源
于美国，而美国法采纳的是大隐私权的概念，其包括大陆法中的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具体人
格权的内容，〔１７〕承担了一般人格权的功能。若我国采用信息隐私权理论，则需要继受美国的大隐
私权概念，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将消极的隐私转变为积极的信息控制权。但是，我国作为大陆法
系国家，理论上基本已经构建了完整的人格权体系，如果再采用美国的大隐私权概念难免造成理
论体系上的冲突，〔１８〕故对个人信息之权利属性，采用德国信息自决权理论更适合我国国情。

四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法益
应注意的是，信息自决权固然具备其宪法上基本权利之地位，也有被刑罚规范保护的正当性，
但是这并不必然一定要以刑罚手段来管制，因为正当性只是刑罚规范适用之前提。事实上，信息
自决权作为一种新型具体人格权，其本质上与刑法上对于隐私以及秘密的保护并不相同，用刑罚
手段来保护这样的权利，可谓创设了一种新的刑法保护法益。创设刑法过去所没有的保护法益并
非绝对不可，但是需要考量到刑法的痛苦性、谦抑性，对于新法益的刑罚规范，必须在保护的必要
性以及相关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为全面之考量，以避免刑罚的规定涵盖过广，突破刑法的最后手段
性。下文将首先对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的各种理论予以考察，同时也将
借鉴比例原则，对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法益之必要性、适当性以及均衡
性予以检视。
见前注〔３〕，潘怡宏文，第５３１页。
详细讨论信息自决权与信息隐私权的差异，参见前注〔１２〕，邱文聪文。但是本文认为，两种理论因起源
于不同法系，往往使人误认为两者之间具有很大差别，但实际上，两者理论之间实质上几乎已无差异，两种理论都
具有可操作性，两种理论面对时代发展产生的不足，也都会有相关例外原则予以补充，典型如信息隐私权理论被攻
击的“隐私合理期待原则”不能适应当今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如我们在网上某个特定范围公布信息被认为已经
公开，所以不再具有隐私的合理期待，不能得到保护，而将公开的信息一律排除在隐私外，不给予保护，并不合适。
但是针对隐私合理期待的困境，已经有学者提出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予以解决。关于情境脉络原则详细阐述参见
刘静怡：《社群网络时代的隐私困境：以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为讨论对象》，载《台大法律论丛》２０１２年第４１卷第１期。
〔１７〕 参见王利明：《隐私权概念的再界定》，载《法学家》２０１２ 年第１ 期，第６３页。
〔１８〕 当然这也是理论上的分析，观台湾理论界对信息隐私权与信息自决权就属混用状态，留美学者多用前
者，留德学者多用后者，故王泽鉴教授指出在台湾信息自决权与信息隐私权殆属同义。参见王泽鉴：《人格权保护
的客体与展望（３）———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 （中）》，载 《台湾本土法学杂志》２００７ 年第 ９８ 期，第
２８页。
〔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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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侵害个人信息法益学说简介与批判

１．消极隐私权说之批判
有学者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隐私权（消极的隐私权）。在个人信息上负
载着人格权、隐私权、财产权甚至公共利益等多重权益，在制定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时，作为立法
者就必须选择一种权益作为保护的重点，这也是对立法价值取向的一种预设。立法的价值取向影
响甚至决定着法律条文的解读与适用。 立法者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个罪名放在 《刑法 》第
２５３ 条之一进行规制，就体现着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因此只有个人信息中体现着个人隐
私权的那一部分信息才属于刑法保障的范围。〔１９〕 将本罪法益界定为消极的隐私权可以说是目前
我国学界的一种多数认识，但是该理论的不合理性显而易见，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个人信息的
范围不仅包括尚未公开的信息，也包括已经公开的信息，个人信息不要求必须具有隐私权属
性。〔２０〕 即便相关信息已经公开，不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但仍有可能成为个人信息，如有关国家
机关或者部门为救济、救助或者奖励而公示的公民个人信息。〔２１〕
２．信息隐私权说之批判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就是个人信息所体现的公民的隐私
权，既包括公民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权利，也包括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的控制权。〔２２〕 但另一方面
刑法不能将个人信息的保护绝对化，与公共生活有关的信息应该排除出去，刑法禁止任何对公民
的私人领域的非法侵害，从而实现保护个人信息所体现的公民隐私权，使公民可以自主掌控自己
个人的信息，从而维护公民平稳的生活状态。将隐私权作为本罪保护的法益，有利于弥补我国刑
法尚未设置侵犯个人隐私或秘密相关犯罪的立法漏洞。〔２３〕 该种理论和美国的信息隐私权应属同
义，但是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样，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并不适合美国的大隐私权理论。如果一
方面坚持信息隐私权，一方面却又不继受其基础理论，只可能形似神不似，甚至出现理论冲突。另
外，这也是为了避免多数人误解之需要，因为信息隐私权，很容易让人觉得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不
属于隐私，不具有合理隐私期待。这时，往往需要其他理论对这个漏洞进行修补（如提倡情境脉络
理论），未免得不偿失。美国系因其独特的立法传统，在其隐私保护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之下，通
过“信息控制权”理论修正其隐私权概念，为个人对其信息的积极控制提供支持，从而实现对个人
信息的保护。〔２４〕 可以说这是由于美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我国并不具有这种条件。
３．人格尊严、自由说之批判
另有民法学者认为，“侵犯通信自由罪”与“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所保护的法益
均为公民人格权利与自由，包括公民个人通信自由和人格尊严。从具体罪名的编排来看，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应与上述两个罪名相类似，是对公民人格尊严与个人自由的保护。由
于我国尚未制定具体的关于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所以我国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是建立在
《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基础之上的，是履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义务，保护公民人
参见蔡军：《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立法的理性分析————兼论对该罪立法的反思与展望》，载《现代法学》
２０１０ 年第４ 期，第１０５～１０７页。
〔２０〕 喻海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探微》，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７６页。
〔２１〕 赵秉志：《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１ 期，第１２１页。
〔２２〕 刘艳红：《刑法学（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５３页。
〔２３〕 参见王昭武、肖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第１４８页。
〔２４〕 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载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４３页。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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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尊严、人身自由等宪法权利，而不是直接基于人格权或隐私权保护。因此，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
律基础和基本宗旨角度，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应理解为公民人格尊严与个人
自由，隐私利益只是人格尊严保护的一项内容而已。〔２５〕 该观点将本罪法益界定为人格尊严与个
人自由这种广义上的一般人格权，这种对法益内涵广阔的界定与刑法法益界定原则不符。人格尊
严与个人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其内涵具有开放性，对生命、身体、自由、名誉、利益、信用、隐私等
这些专属于特定人格而存在的权利进行保护，都属于对人格尊严与个人自由的保护。在讨论特定
立法保护之事项是否属于一般人格权之范畴，首先就应该排除已经被规范类型化的具体人格权的
可能性，若理论与实务已经将可归属于一般人格权的权利予以类型化、具体化，那么只能考虑已经
类型化、具体化的具体人格权。〔２６〕 因此，在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实务已经发展出了信息自决权的前
提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就没有适用人格尊严与个人自由这个一般人格权的可
能。另外，刑法分则个罪的法益越具体明确，越有利于界定个罪规范的射程，亦有利于检验特定个
罪规范是否符合法益保护原则之外的其他正当性基准，如罪刑相当原则。
（二）信息自决权之考量与批判
在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益之前，我们很有必要立足我国的国情探求“个人信息”的权利
属性，由上述对比当今主要两大法律体系对“个人信息”保护可知，德国的信息自决权理论更加适
合我国理论实际。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就是信息自决权？即本罪保护的法益为
个人对于其自身相关的信息，能拥有决定在何种范围、于何时、向何人、以何种方式加以揭露或处
分使用的自主权？由于信息自决权关联着宪法基本权利，刑法规范对其进行保护之正当性已经得
以证立。但是正当性得以证立只是第一步，在此之后还需考量采用刑法规范保护信息自决权是否
具有适当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这也是比例原则在刑法中的运用。〔２７〕
若认为本罪所保护的法益为信息自决权，首先就必须检验采用刑罚手段保护信息自决权是否
具有适当性。刑法保护法益，就意味着刑法禁止侵犯法益的行为。但是，应当禁止某种行为不等
于应当以刑罚处罚该行为。在正当性证立后，必须判断刑罚是不是达到合理目的的手段。这是比
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在刑事立法中的运用。如果刑罚不可能保护某种法益，或者以刑罚制裁某
种行为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犯罪发生时，就表明刑罚不是保护法益的有效手段。〔２８〕 就侵犯个人信
息罪而言，刑罚自然是有利于保护信息自决权的，而且也不会出现更严重的犯罪，因此信息自决权
作为侵犯个人信息罪的法益是符合比例原则适当性要求的。
其次，刑法虽是保护法益，但往往也是以限制他人自由为代价。因此，“对刑法来说，较轻的手
段应当永远优先适用，因为它对公民自由的限制轻于一种经常危及生存的刑事惩罚”。在此意义
上说，“刑法以保护其他手段所不能保护的法益为目的”。〔２９〕 所以，存在替代刑罚的手段，即使刑
罚是保护法益的有效手段时也不可用刑罚手段。这既是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的适用，也是刑
法的补充性原理所决定的。那么对个人的信息自决权是否可以用民事或行政替代手段进行有效
高富平、王文祥：《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入罪的边界———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为视
角》，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４７～４８页。
〔２６〕 参见前注〔３〕，潘怡宏文，第５１０～５１１页。
〔２７〕 关于比例原则在刑法中如何适用的介绍，可参见姜涛：《追寻理性的罪刑模式：把比例原则植入刑法理
论》，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陈晓明：《刑法上比例原则应用之探讨》，载《法治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９期；张明楷：
《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２８〕 见前注〔２７〕，张明楷文，第１０３页。
〔２９〕 ［德］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王世洲译，载《法学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１５１页。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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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就我国而言，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呈现分散化现象，缺乏体系性与完整性，应该说目前
想凭借民事或行政手段保护个人信息自决权有困难。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在民事程序不能发挥
应有机能时，可以在民事程序充分发挥机能之前，先动用刑罚，到一定阶段后再交给民事程序处
理。〔３０〕 因此，如果持上述理解，则可以认为采用刑罚手段保护信息自决权具有必要性。但是，有
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该学者的看法，随着我国民事、行政立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完善，再采用
刑罚手段直接保护个人信息自决权是否仍具有必要性？
最后，在只能由刑罚保护法益时，还必须进一步判断，以刑法保护某种法益时，是否会造成对
其他法益的侵害以及造成的侵害程度如何？这是狭义的比例原则的适用。特别需要判断的是，刑
罚的适用在对法益起保护作用的同时，会给全体国民的自由产生什么影响（附随的萎缩效果）。在
刑法上只有当刑罚手段所造成的侵害明显小于所欲追求的目的而获得的利益，才能运用刑罚手
段。〔３１〕 若认为个人信息自决权为本罪的法益，则一旦对个人信息所为之行为会产生人格图像部
分或全部描绘的效果，该等行为即属于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的不当干预。又因为信息自决权为具体
人格权，在没有正当性事由的前提下，只要实施获取、出售以及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即对个人信
息自决权的实害就已经发生。此时，既然已经造成对个人人格的侵害，就应可以适用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之规定。但是若采取此种做法，必定使得获取、利用个人信息的空间，极度压缩，过度限
制人们的自由。因为个人信息的范围甚广，在此种范围模糊不清的处境下，人人恐慌动辄得咎，如
交换名片时出于担心可能要求对方必须签个人信息使用同意书、学校不敢公布获得奖学金学生的
全名、购物网站不敢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为其推荐商品与服务。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被最严的
法网纳入禁止之列者，往往可能都是一些颇为轻微的不当行为，或是尚属于社会中被允许之行为，
例如学校因成年学生家长之要求，交付该学生几十门课的成绩，甚至如毕业纪念册印制学生姓名
与联系方式，都将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此可以发现为保护个人信息自决权而采用直
接刑罚手段并不符合狭义比例原则。同时，就刑罚的横向比较而言，同样属于对个人人格权进行
保护的侮辱罪、诽谤罪、侵犯通信自由罪以及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这几项个罪的法
定刑最高仅为三年，其中侵犯通信自由罪最高法定刑仅为一年，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高法定
刑却为七年。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为个人信息自决权，那么其法定刑和其他同属
保护一般人格权的个罪法定刑相比，就不应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

五 、超个人法益 ：一个全新视角的展开
面对若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界定为个人法益，可能出现刑罚范围涵盖过广，
过度限制公民自由，以及造成有关人格权保护个罪出现法定刑不均衡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本罪法
益具有超个人法益属性。“公民个人信息”不仅是个人法益，而且具有超个人法益的属性。〔３２〕 其
论证道，这种超个人法益主要体现在这两方面：一方面，刑法第２５３条之一使用“公民”概念的潜在
意义是表明“公民个人信息”具有超个人法益属性。在刑法中，“公民”通常指称任何人。外国人、
无国籍人也属于我国刑法保护的对象。公民个人信息不仅直接关系个人信息安全与生活安宁，而
且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安全乃至于信息主权，所以，“公民”一词表明“公民个人信息”不仅是一
〔３０〕
〔３１〕
〔３２〕

见前注〔２７〕，张明楷文，第１０５页。
见前注〔２７〕，张明楷文，第１０６页。
参见曲新久：《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超个人法益属性》，载《人民检察》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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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个人法益，而且具有超个人法益属性，还需要从公民社会、国家的角度进行解释。另一方面，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范目的以及现实状况也表明了“公民个人信息”的超个人法益属性。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不仅严重危害公民的信息安全，而且极易引发多种犯罪，成为电信网络诈骗
以及各种新型犯罪的源头，甚至与绑架、敲诈勒索等犯罪相结合，影响人们的安全感，威胁社会和
谐稳定。〔３３〕
可以说该学者对本罪法益的界定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其并未进一步清楚地界定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的超个人法益是什么。为此，本文认为本罪所保护之法益应该是个人信息安全的社
会信赖，也即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以下将从几个方面予以证立。
（一）刑法理论之证立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风险社会，随着网络与科技的发展，我们外出时已经不必携带现金，各种
事务都可以从网上办理，使我们获得了难以估计的便利。但是，网络信息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便
利，也带来了许多麻烦。随着个人信息在日常生活的利用与流通越来越多，例如网上购物、网上订
餐、出门手机快捷支付都需要个人信息，个人信息被泄露、网络诈骗泛滥也呈爆炸式的增长，给社
会与被害人带来巨大的损失。信息风险社会之中吊诡的是，当信息安全科技不断进步的同时，信
息风险并未降低，反而日益升高，并且更难以察觉与防范，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挖掘漏洞的技术不
断演进，而在另一方面，也是关键性的原因是，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技术的价值及其存在条件，即在
于其不曾停歇的创新与应用，这却刚好就是风险的根源，新技术与新应用总是在隐藏过去未曾发
现的漏洞。从这个角度看，信息社会中风险具有不受限于时空之普遍性，常难以归责于个人以及
发展极为迅速等特点。〔３４〕
在网络信息风险社会中，个人信息风险永远不可能被消灭。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又是个人在信息
社会交往以及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信息社会中个人信息往往关涉社会成员的财产安全、甚至
是人身安全，面对个人信息风险，社会成员的行动自由必定被限制，社会正常的活动必定因为人们对
个人信息泄露的不安受到影响，如支付宝发生大规模用户账号密码泄露事件，人们因此不再信赖其支
付宝的个人信息是安全的，纷纷停用支付宝等网络线上支付工具，那么这不仅可能影响我们正常的生
活，也可能会使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受到重创，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以及社会稳定。〔３５〕 随
着我们借由信息科技管理日常生活事务之处与日俱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细节都转化为某种或是
一些信息，那么信息之决定权限被侵害之风险也就无处不在。〔３６〕 因此，生活在信息社会中，需要
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虽然个人信息的风险不能被消灭，但是只要保证了
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则社会成员就可以安心参与社会活动，社会成员的行动自由范
围就不会被限制，社会成员就有更多的机会实现与完善自己的人格，整个社会系统也可以维持自
身正常运转。因此，在信息风险社会，社会成员普遍的信赖感值得刑法保护。
以交易、货币与电子交易的关系为例，在最早期人类社会中，尚未出现银行，人与人的关系便
前注〔３２〕，曲新久文，第６页。
［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周遵友、江
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８８页。
〔３５〕 事实上，最典型的例子应该属个人信息泄露后喷井式爆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的影响，现在我们接到陌生电
话，如对方声称自己是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电信诈骗。新闻如中国江苏网：“法院电话通知
领１２万元钱，宿迁受害人疑心又是诈骗电话 ”（ｈｔｔｐ：／／ｊｓｎｅｗｓ２．ｊ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５／０７／２２／０２５５６９９６７．
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４）。
〔３６〕 徐育安：《信息风险与刑事立法》，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２０１４年第９１卷，第２３页。
〔３３〕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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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物易物，并无具体的人际关系；随着交易结构的越发复杂性与多样性，人类开始使用货币，货
币能够兑换商品与服务，货币的存在，代表人对支撑货币背后的经济体系的信赖。这时除了交易
进行的具体个人外，还有一个通过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货币制度”，货币的效用，虽然会串联到具
体个人的交易行为，但必然是一个独立于个人之外的人际关系与制度；当我们的社会在进一步发
展，传统的货币交易已经不再符合需求时，我们需要更高阶的交易方式，这时以计算机、网络为中
心而串联的电子化支付机制，又逐步茁生而成为一个类似早期货币形态的新制度。网络交易的买
家和卖家不会亲自见面，但他们可以交易，这因为有一个值得信赖的转账机制，买家把户头上的钱
转给卖家，而卖家的户头多出一些数字，这个流程中，从来没有出现任何现实具体的货币转移，卖
家只是因为账户的数字变大了，就可以担保他已经得到了货款，从而可以顺利出货。这种形态的
交易之所以可以实现，都是因为买家与卖家对于“银行电子转账系统”有着信赖，任何一方都可以
相信转账出现的电子金额，可以归属到自己财物项目的增减。换言之，从尚未有实体纸钞的现实
货币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必须加以保护的新人际关系与制度，这就是电子交易本身的可信赖性，如
同货币和具体个人的关系，电子交易的可信赖性也会独立于具体个人之外，而成为一个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独立系统。〔３７〕
从上述例子可以发现，即便具体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必要元素，但是社会还需要比具体个人更
多的“制度性”组成因子，这些制度的存在，使得我们能够应付复杂的多元社会。我们不用种田，却
有米可以食用，正是因为我们信赖货币制度提供的交易机能；我们购物时只要在网上选好物品，然
后网络转账，是因为我们信赖电子交易制度。在刑法看来，这些制度性事实，正是超个人法益保护
的实质对象。〔３８〕 事实上，某些特定制度的顺利运作需要仰赖人们的信赖，当制度的参与者不信赖
该制度时，很可能导致制度本欲达成的利益无法达成。当社会成员的信赖感是某种制度运作不可
或缺的要素时，确保社会成员的信赖感就具有正当性。生活在信息风险社会中，个人信息关涉社
会成员的财产利益、隐私名誉利益甚或是生命健康，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利信赖个人信息
制度的安全性。〔３９〕
信赖是一个具有浮动特质的外在条件，考虑到社会法益涉及多数且广大的社会利益，刑法的
管制机能不可能迟滞到“一切信赖都丧失”的时点，才介入处罚；在正常情况下，刑法通常会在“信
赖足以减损”的情况中，发动制裁力量介入干预。〔４０〕 因此，并不是只要对个人信息自决权造成侵
害的行为都会破坏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只有达到某种程度的侵害行为才会足以减损
社会成员的信赖，如《解释》规定的出售几千条个人信息的行为。将本罪法益界定为对个人信息安
〔３７〕 许恒达：《资讯安全的社会信赖与刑法第３５９条的保护法益》，载《月旦法学（刑事法制判例研究汇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３８〕 见前注〔３６〕，徐育安文，第３４２页。
〔３９〕 制度是一套彼此相关的规范之体系，将人类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此角色的行为期待给予定性
化，订为规范，要求任何人只要担任此角色就必须符合期待。透过各个角色的各司其职，人们才能缩减复杂与预测
意外，才能顺利生活。一系列的规范组合成体系（制度），为人类社会提供特定功能，所有的规范体系构成人类生活
的大部分内容。对制度的信赖是制度运作的重要基础。信赖意味着把生活一部分的风险交给特定角色去应付与
决策，授信人可以减轻负担，专心在较小范围的事项上，把这部分事情做好。在信息社会，个人信息往往关涉个人
的财产利益甚或人身利益，对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个人信息又是信息社会生活交往中必须流通的，人们只有基于
信赖个人信息的安全制度，信赖个人信息不会被非法获取、出售、提供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前提，才能放心地参与
社会生活，自由地实现自己的人格。关于制度信赖法益的介绍，参见钟宏彬：《法益理论的宪法基础》，台北元照出
版公司２０１２年版。
〔４０〕 见前注〔３６〕，徐育安文，第３４２页。

·１４９·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全的信赖，可能招致的批判是信赖是一种主观评价，具有模糊性。但是刑法本身就是一门具有浓
厚价值判断色彩的学科，特别是法益逐步由物质化向精神化转变的过程中，〔４１〕价值判断更是必不
可少。有学者指出，“一般的信赖感是指社会成员感受到应该相互遵守的社会生活上的规范或规
则被遵守”，〔４２〕这实际上是把“事态发展的预测可能性或所依赖之社会系统发挥正当机能以一般
的信赖利益之形式进行了法益化”。〔４３〕 与此相似，德国刑法理论中的“印象理论”也认为，如果将
法益作精神化的理解，就应当承认国民对于法秩序的信赖感也是法益的内容。〔４４〕 社会系统基本
规范或规则被遵守，是社会系统内部成员参与社会互动交往的重要前提，也符合社会成员基于法
律系统的保障机能而产生的对法秩序的信赖与期待。这种信赖利益的主观化描述，实则是规范的
平稳运行状态在心理层面上的反映。这种期待感也好，信赖感也好，其感受对象是社会规范本
身。〔４５〕 对制度的信赖，是人类的心灵现象，也是真实的，可能受行为影响的。虽然信赖的破坏与
感情一样，必须透过个人的心理反应才会发生，但由于这类制度并非个人自行培养人格、自我负责
的私生活，而是与名誉一样，是社会生活基础的心灵、精神现象，因此值得、也允许刑法保护，国家
的保护不会侵犯人性尊严。不过严格而论，刑法也不可能直接进入内心保护，国家所能做的跟任
何情况都一样，在心灵的外部，消除可能影响内心世界的外在情状。〔４６〕
（二）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之论证
以上只是从刑法理论上论证了将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作为本罪法益的正当性，但
是仍需结合刑法法条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进一步分析论证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作为本罪法益
的合理性。
１．刑法条文之证立
《刑法》第２５３条之一规定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必须符合“情节严重”的条件，才可构成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同时，《刑法》第２５３条之一还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适用第二
档法定刑加重处罚。单从刑法条文分析，立法者明显认为并不是只要非法获取、出售与提供个人
信息，侵犯个人信息自决权，就可以构成本罪，还必须符合“情节严重”的条件。如果采本罪法益为
个人法益的观点，不免有疑虑，信息自决权属于具体人格权，为人身专属法益，一般来说，只要非法
获取、出售与提供个人信息即已经侵犯了本罪法益个人信息自决权，就应构成犯罪。可是《刑法》
第２５３条之一却以“情节严重”限定之，其中道理让人很难理解，因为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一种积极
控制权，与侮辱、诽谤罪所保护的法益名誉权等人格权有所不同，个人信息自决权体现在对个人信
息的积极控制，只有是否侵害的问题，而不可能与名誉权等人格权一样有侵害程度的问题。因此，
本罪法益为个人法益的观点好像并不契合立法者将本罪规定为情节犯的事实，反倒是作为超个人
台湾刑法学者陈朴生指出：“法益概念之内容，从其发展过程而言，始由物质化，进而精神化。”德国刑法
学者麦兹格甚至认为，精神化是法益概念自身的本质，“如果没有精神化，就不可能利用法益概念”。而是否接受法
益精神化，则成为区分“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的试金石：要么接受法益精神化的概念，要么放弃法益侵害
说。关于法益精神化的解释可参见：舒洪水：《危险犯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舒洪水、张晶：《法益在现代
刑法中的困境与发展————以德、日刑法的立法动态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９年第７期。
〔４２〕 ［日］伊东研祐：《现代社会中危险犯的新类型》，郑军男译，载何鹏、李洁主编：《危险犯与危险概念》，吉
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１９０ 页。
〔４３〕 见前注〔４２〕。
〔４４〕 陈家林：《德国的不能犯理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 》第 ２０ 卷，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４６３ 页。
〔４５〕 刘烔：《法益过度精神化的批判与反思》，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７３页。
〔４６〕 见前注〔３９〕，钟宏彬书，第２６５页。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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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即社会成员对信息安全的信赖，更加契合本罪为情节犯的立法。当然，根据法条的“情节严
重”只能简单论证，仍需要结合《解释》的内容继续深入论证。
２．司法解释内容之证立
《解释》详细地规定了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况，可以发现在例示规定的 ９ 种情节中，与个人信
息数量有关的有５条，与个人信息用途有关的有２条。〔４７〕 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侵犯个人信
息数量的多少决定行为是否符合“情节严重”、是否构成本罪。如上述，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应是
一种具体人格权（个人信息自决权），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具体人格权应为人身专属法益，人身专
属法益的衡量自然不可能像财产法益那样简单地相加重叠。但是，《解释》却规定在多数情况下构
成本罪需要根据侵犯个人信息的条数来决定，这也就意味着多数情况下要符合“情节严重”构成本
罪，必须侵犯多人个人信息，也即是侵犯多人的个人信息自决权。也就是说，根据《解释》的规定，
本罪在多数情况下保护的法益是多数人的信息自决权，以出售通信内容为例，行为人必须是出售
５００条通信内容、侵犯５００人的信息自决权，才可为本罪所规制。所以，可以看出，在多数情况下本
罪保护的法益是多数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法益相加的一个法益集合，但是信息自决权作为人身
专属法益的属性决定了并不能将其相加。〔４８〕 因此，若认为本罪法益为个人法益信息自决权，则很
难说明为何《解释》只在行为侵犯多数人的个人信息自决权时才给予规制，即使忽视人身专属法益
不能相加以决定是否可以入罪的问题，多数个人信息自决权相加后的法益也很难认为是个人法益
了。〔４９〕 既然本罪多数情况下保护的对象是复数个人信息的集合，那么从中也可管窥本罪真正保
护的法益为何。我们只需要回答为何本罪要对侵犯复数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也就可以发现
本罪所保护之法益，而维护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作为答案应无问题。正如前述，信赖
是一个具有浮动特质的外在条件，对信赖的破坏会有程度的区分，只有当达到对信赖破坏的临界
值时，社会成员才会真正丧失信赖，至于临界值为何，其判断标准取决于社会结构与其历史。〔５０〕
《解释》第５条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
（三）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
（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
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的；
（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六）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
（七）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八）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
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
（九）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
息的；
（十）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４８〕 与诽谤罪的司法解释对比更能发现问题，诽谤罪也要求“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其中“两高”《关于办理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
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可以看出，诽谤罪也并未将
诽谤多数对象的个数相加，而只是认为诽谤一个对象有程度的区别。
〔４９〕 刑法对人身专属法益的保护条文中，并没有以人次认定是否符合“情节严重”，进而决定是否给予保护。虽
然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规定“拐卖三人以上”属“情节特别严重”，但是这和以人次决定是否符合“情节严重”并不一样。
〔５０〕 参见前注〔３９〕，钟宏彬书，第２６４页。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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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获取、提供抑或出售个人信息的数量多寡自然是影响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信赖的重要因
素，至于数量多少的界定则属于立法技术问题。
其次，将本罪的法益界定为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可以很好论证《解释》将侵犯不同类
型的个人信息符合“情节严重”，分别规定了不同数量要求。如上述所言，个人信息权利属性为信息自
决权，信息自决权是一种积极的控制权，也就是说对信息自决权的侵犯只有是否的问题，并没有程度
的问题。即使认为个人信息的控制也有程度之分，但恐怕也很难认为出售５个人的财产信息对个人
信息自决权的侵害程度比出售４９９个人的交易信息高。因此若认为本罪法益为个人法益，很难合理
解释行为符合“情节严重”会因个人信息的种类不同而要求不同数量的问题。但是，若以社会成员对
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作为本罪法益则可以很好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对信赖的破坏有程度轻重之分，对
不同种类个人信息的侵害，自然会对个人信息安全的社会信赖产生不同的影响。
最后，将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作为本罪法益，也可以很好说明《解释》将侵犯个人
信息用途、侵犯个人信息造成的后果及影响作为决定 “情节严重”与 “情节特别严重”的因素的原
因。因为若是个人信息被用于违法犯罪、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
的或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此种情况下必将对一般社会成员关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造成重大冲
击，此时刑法果断出击通过以最严厉的刑罚来打击此种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应是可以理解的。
反之，若是认为本罪法益为个人法益，则很难将个人信息的用途以及造成后果涵摄在本罪的法益
之中，因为信息自决权只是具体人格权，其不可能涵摄生命权、身体权以及财产权，那么《解释》将
“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的或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作为决定本
罪不法内涵的因素就明显不合适。
（三）修法背景与司法实践之证立
１．修法背景之证立
某大数据中心利用其专属的文书解析技术，针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中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间涉及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类约１３００件刑事案件进行了深度挖掘。发现被告人在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多
用于出售牟利、业务推广、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等。在样本案件中，约有 ５１．２％ 的案件，公民个
人信息被用于出售牟利；约有２０．３％的案件，公民个人信息被用于业务推广，如产品推销、市场拓
展、拉动客源等；约有２８．６％的案件，犯罪人会利用公民个人信息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如实施
诈骗、盗刷信用卡、伪造证件等。〔５１〕 可以发现，除了出售外，个人信息绝大多数都是被用于实施违
法犯罪活动，典型的就是电信诈骗。在“两高”《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的发言人就指出，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已经成为其他各类犯罪的上游犯罪，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治理网
络犯罪最重要的措施之一。〔５２〕 由上述数据以及实务界的观点，可以发现修改并设置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真正动机即在于打击关联性犯罪，希望可以通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修设，从而抑制
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下游犯罪的源头，特别是抑制网络电信诈骗犯罪的继续蔓延。姑且不论此种
修法动机正确与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动机是本次修法重要原因，这也体现在《解释》将“个人信
息被用于犯罪”作为决定“情节严重”与否的因素之一的规定上。
正如上述，在信息风险社会，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不可消灭，立法机关试图通过严厉打击侵犯
〔５１〕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
ｔｈｅｂｉｇｄａｔａ．ｃｎ／ＪｉＳｈｕＢｏＫｅ／３３４２０．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５）。
〔５２〕 “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新闻发布会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ａｉｌ／ｉｄ／ＭｚＡｗＮＥｉｖＭｏＡＢＡＡ％３Ｄ％３Ｄ．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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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来实现抑制其他犯罪的动机似乎很难实现。事实上，立法者只是希望通过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修设，来维持保障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使社会成员安心参与
社会活动，不应惧怕个人信息泄露而限缩自身自由活动范围。日本刑法学者伊东研祐指出，在现
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社会成员的精神（心理）负荷在不断提高，有必要以保护安全感和制
度信赖感的方式来防止犯罪行为对心理的或精神上的平和或安定实施侵害的危险。〔５３〕 在信息风
险社会中，不安全、不信赖已经渗入了人们生活的结构中，破坏了个人的生活，也破坏了自我价值
和自尊，产生了让人无法忍受的恐惧、焦虑、无望和无力。风险感知总是与不安相伴，风险景象亦
总是与恐惧相连。于是，“风险意识加剧了公众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如何为个人的存在提供制度上
的安全保障开始支配公共政策的走向，面对周围世界如此多的挑战与不确定性，不仅个人需要不
断地进行风险管理，现代国家也必须更多地以管理不安全性为目标”。〔５４〕 因此，将社会成员对个
人信息安全的信赖作为本罪的法益，正是体现了国家为了应对信息风险社会中个人信息泄露无法
消灭、个人信息泄露给社会成员带来的巨大恐慌，而采取积极立法应对方式。
２．司法实践之证立
大数据时代，对个人信息的泄露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单个的一条或者几条，通常都是以几百、
几千、甚至几十万条来计算。《解释》也说明了这一点，《解释》将本罪“情节严重”的标准分别规定
为“５０条”“５００条”“５０００条”，若将本罪法益认定为个人法益，在实务处理中根本不具有可行性。
要证明行为人构成犯罪，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就要求实务机关必须去验证每一
条个人信息的真伪与有效与否，因为要证明行为侵犯了单一公民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则至少需要
证明每条信息的真实性与否。但在动辄就是成千上万条的个人信息案件中根本不可能完成。〔５５〕
实务机关针对这个问题已有回应，在“两高”《解释》新闻发布会中，最高检的发言人指出，对批量公
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当然，也允许根据在案证据排除不真实或者是重
复的信息。〔５６〕 但是这种做法明显不符合侵犯个人法益类型犯罪的特征，以故意伤害罪为例，若要
证明行为人有罪，则基本条件就是要弄清楚行为人是否伤害了被害人、伤害了几个被害人。而在
个人信息真伪不明、数量不清的条件下，就认定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并不合适。
但是，将本罪法益认定为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明显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
信赖是否被侵害是一个规范价值的判断问题，侵害个人信息数量只是考量的因素之一。信赖虽然
不明确却也并非不可感知，刑法中对信赖的判断具有规范属性，可以社会中一般人的感受出发进
行判断。以一般人的视角为判断标准，事实上在刑法中已得到广泛运用，典型的就是对于能犯未
遂和不能犯未遂的区分学说之一的具体危险说。〔５７〕 一般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是一种
规范性的状态，社会成员的信赖崩解的证明方法，并非依据经验法则或论理法则去推论个别行为
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联性，而是依据法秩序的价值标准，判断受害利益的重要性及射程对于大众
的法规范信赖应该有多大程度的动摇。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信赖会随着实质利益与被害
见前注〔４２〕，伊东研祐文，第１８２～１８４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２１ 页。
“两高”《解释》新闻发布会中公布了６个典型案例，其中４个涉及“信息条数”，３个案例为几万条，１个案
例为几十万条。见前注〔５２〕。
〔５６〕 见前注〔５２〕。
〔５７〕 对于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的区分问题，具体危险说即是站在行为时的立场，结合已经查明的行为时的
全部客观事实，从社会一般人的生活观念出发，予以具体的、个别的判断。参见梁根林：《未遂犯处罚根据论：嬗
变、选择与检验》，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５３〕
〔５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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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增加而提升。〔５８〕 例如，将个人的行踪轨迹出售给抓外遇的老婆与将个人行踪轨迹出售给
绑架犯罪团伙，后者明显对社会成员的信赖有更大程度的侵害。
（四）小结
由上述可证立，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界定为超个人法益，即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安全的
信赖，具有正当性。事实上，将本罪法益界定为超个人法益也能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只不过这种
保护是一种间接的保护。日本学界认为，此种对法益保护的界定模式为“主副法益论”，即对社会法益
或超个人法益之犯罪类型往往也会伴随着个人利益的维护，因此同一犯罪当中有可能出现保护双重
法益的情形。〔５９〕 我国台湾地区采取主副法益论的学者认为，在解释这种保护超个人法益的犯罪时，
除非是一见即明的秩序动荡，不然于解释上必须寻找出一个成立犯罪时的关卡，借以表明规范秩序的
具体动荡程度。而这个犯罪成立（亦即有规范确认必要性）的关卡，可能是传统社会法益犯罪立法模
式当中的个人法益，此时，该当个人法益就会变成副法益而算入法定刑当中，而唯有当这个副法益被
损害的程度强烈到足以撼动到社会大众对于那个主法益（如制度）的信赖感之际，才有发动刑事处罚
之必要。〔６０〕 本文认为，“主副法益论”只是学者为了更好地阐述理论而生造出来的工具，实际上个人
法益（副法益）只是判断（超个人法益）主法益受侵害与否的一个要素而已，对个人法益（副法益）的保
护也只是对超个人法益（主法益）保护而产生的射幸利益而已。故为了避免司法实践中出现误解，保
持理论的一贯性，没有必要采“主副法益论”，直接将此种情况界定为超个人法益即可。

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刑法
保护再审视 ——— 代结语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信息消费的时代，我们每一天所消费的大量信息，有很多都是某种意义上
的个人信息。同时因我们在网络上活动之行迹处处留痕，我们的个人信息也成为被人消费的对
象。换句话说，所有人都同时是个人信息的主体与直接、间接收集者。绝大多数人因此并不觉得，
即使未得到他人同意而取得他人个人信息是一件不道德或者伤害别人的事。网络社会崇尚自由
与免费的文化，而越加商业化的网络在提供免费服务的同时，网络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不可避免成
为主要通货之一。一个人若是想获取网络生活的便利，不可避免会放弃一部分个人信息选择权，
若娱乐、服务、运用以及其他各种便利是商品，个人信息就是我们用以换取这些商品的通货。随着
网络数字信息科技的发展，许多人已经发现这种得以随时随地使用所需信息、服务或应用软件的
方便性，越来越难以抗拒。此等方便自有其代价，为了让我们自己享受个性化、更方便的上网经
验，多数人都会任由网站将所谓的“小饼干”存放在我们的电脑里。经常上亚马逊的爱书人，一定
会喜欢它的书籍推荐服务，为了让这项服务更有用，许多人还自愿为书籍评价，只是在提供更好的
服务的同时，亚马逊也精确地掌握了我们的喜好与需求，也因而可以更有效地向我们推销它的书
籍与商品。事实上，这些服务在不知不觉中也侵害了个人信息自决权。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
类基本上对己身拥有的，经常赋予较高的主观价值。相对的，对于尚未得到或者已经失去之物，则
恰好相反，即是禀赋效应（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这个理论似乎可以在公民对个人信息权的态度得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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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印证：当一个社会普遍对个人信息有较高的尊重时（如欧盟），则人们也普遍珍视个人信息权。
反之，在一个普遍缺乏个人信息权的社会，则较多的人觉得个人信息权并没有那么重要。在当今
网络信息时代，事实上社会成员对个人信息权仍是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另一方面，在大数据、云计算时代，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数据，只有通过流动、共享甚至交易才
能够实现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才能充分发挥这些数据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事实上，个人信息
数据一直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流动交易。如在２０１３年４ 月，新浪公司宣布，阿里巴巴通过其全资子
公司，以５．８６亿美元购入新浪微博公司发行的优先股和普通股，占微博公司全稀释摊薄后总股份
的约１８％。双方表示，将在用户账户互通、数据交换、在线支付、网络营销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并
探索基于数亿的微博用户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的数亿消费者有效互动的社会化电子商务模
式。〔６１〕 同年５月，高德软件宣布，阿里巴巴以２．９４亿美元购买该公司２８％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高德希望，通过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生活服务以及为生活服务商户提供信息发布、搜索、数据挖掘、
支付等电子商务服务，高德将创造新的位置服务收入模式。高德官方公告暗示了接受阿里入股的
主要目的，希望依托与阿里的合作尽快在移动互联网上盈利。高德提出了当年客户端要突破２亿
的目标，把产品真正打造成一个移动互联网的产品，从纯工具性的产品演化成生活服务的产
品。〔６２〕 可以看出，这些交易都包含着互联网巨头为实现用户信息和交易数据“共享”的目的，虽说
这些交易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是这些交易过程中必不可少地包含着用户个人信息的
流动与交易。甚至一些企业间的收购，收购方就是看重被收购方拥有的用户信息，收购目的就是
为了获取用户信息资源加以整合。由此可以看出，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流动与交易已经是
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是当今时代创新的基础条件之一。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涉及复杂、
繁琐的利益衡量问题，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需要制定更加细致的专门法律来规制，刑法的最
后手段性与片断性决定了其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必定不能冲在最前线。
故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界定为超个人法益，即个人信息安全的社会信赖，以此种间接折
中的刑罚方式来保护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一种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在我国尚未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前提下，各种合理利用个人信息的原则、规范尚未制定，这时若将本罪的法益界定为个人法益，即个
人信息自决权，恐怕刑罚范围很难控制，将有过度抑制个人信息利用之危害。最后，需要重申的是，个
人信息固然需要保护，但是如何保护需要理性思考，以最严厉的刑罚手段直接保护个人信息自决权，
有用力过猛之嫌。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借鉴其他法制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制定专门
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给予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以系统全面地规制，为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划出一
个清晰的界限。刑法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以一个刑法条文附加十几条司法解释就可以
解决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保护平衡的问题。在缺乏基础法律为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划出的清晰
的界限之前，在对侵犯个人信息罪所保护法益进行界定时，应保持谦抑与理性，将其界定为超个人
法益，为个人信息的利用预留更大的空间，应是符合大数据时代潮流之举。
（责任编辑：陈可倩）
《阿里巴巴５．８６亿美元入股新浪微博》（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ｂｒｕｎ．ｃｏｍ／２０１３０４２９／７２４７０．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３）。
〔６２〕 腾讯科技：《阿里巴巴 ２．９４ 亿美元投资高德：成第一大股东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
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３０５１０／
０００１００．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３）。
〔６１〕

·１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