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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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網上活動的風險  
隨着互聯網的普及與急速發展，資

訊無分地域全天候隨時傳送，大家透過網

絡上載、下載或瀏覽資料的同時，不少行為

追蹤工具亦在蒐集商戶有興趣的數據。用

戶可能對這些資料蒐集包括追蹤行為不以

為意，對分享線上資料持開放態度，認為

在網絡世界公開的資料都沒有涉及太多私

隱，或認為利用資料換取某些網上服務是

合理的，但實際上，用戶有機會因而承受不

同程度的風險。舉例說，普遍商戶在完成

市場調查後，除進行數據分析外，亦會把用

戶界定為某類別的客戶群，進行目標性營

銷活動（target marketing），例如通過程式

化廣告（programmatic advertising）集中

顯示適合年輕女性的廣告用品，用戶獲得

其他營銷資訊的機會便被剝削了。

再者，儘管用戶的資料在單一調查內

可能只是從一個整合統計的層面來進行分

析，但隨着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技術

不斷改良，集合用戶於不同平台留下的資

料來推算出用戶的身份亦非全不可能。最

嚴重的是用戶的資料被竊取而引致經濟損

失，不過用戶如因疏忽而洩露了密碼或其

他個人資料，事後可能難以追究損失。

資料蒐集手法大搜查
究竟大數據科技是如何在網上收集

資料或監察用戶的一舉一動？為什麼我昨

天在搜尋器尋找過日本美食資訊，今天到

訪的網站都給我顯示日本餐廳的廣告？以

下是數據分析公司所採用的一些較常見建

立數據庫的方法及工具(見右圖)：

你的網絡活動可能每一分鐘都正被監視！在現今的「大數據」

(big data) 時代下，資料跟金錢彷彿可以畫上等號。商家看準消費者

的資料極具價值並不遺餘力地進行資料探勘，用以制定業務策略。

當網路成為全世界資訊的集散地之後，大數據科技更是無孔不入地

入侵我們的線上生活，24小時無聲無色追蹤我們每一個行動足跡。

下文講述常見的網上資料收集手法及提升私隱保障的貼士。

1. 社交媒體
商戶能透過不同的社交媒體平台直

接瞭解用戶的個人資料、興趣及對品牌

的忠誠度。此外，透過社交媒體進行宣傳

活動，邀請用戶透過社交網絡邀請或向朋

友推薦產品，亦是十分常見及有效的資料

收集手法，有助商戶於短時間內收集

有潛力的客戶群的聯繫方法，甚

至贏取口碑 。

大數據時代下
網絡私隱自保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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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上行為追蹤
不同的行為追蹤技術工具例如小型文字檔案

（cookies）、網路信標（web beacons／bugs）、伺

服器紀錄（server logs）、特徵採集（fingerprinting）

等，都能透過網站背後複雜的運算而瞭解用戶於網站

的瀏覽活動是如何進行的，包括瀏覽人次、用戶於某

網站瀏覽過的頁面、瀏覽該網站的次數及頻率、於

網站的設定、在瀏覽網站前後所到訪的網站、

使用的電腦與瀏覽器種類及其IP地址所

屬國家區域等。

4. 有獎遊戲 / 市場調查

以獎賞為基礎的活動例如有獎問答遊戲或

市場調查，除了令消費者提供所需資訊外，

亦讓商戶從中瞭解人口特徵及消費者使用產

品或服務的情況、喜好習慣與趨勢。

大數據的未來：
資料合併科技

在眾多方法及工具中，網上行為

追蹤技術是社會上被較為廣泛討論的

議題，主要是由於許多行為追蹤工具

均普遍潛藏在用戶的電腦或伺服器的

背後，亦即用戶大多在不知情或未予

同意下，有可能已透露了不同類型的

資訊給網站營運者甚至第三方用家，

因此，對一般用戶而言可謂防不勝防，

或需要擁有一定程度的技術知識才能

理解背後的運作原理，從而減低行為

被追蹤的可能性。

而在科技技術發達的今天，商戶

未必只採用單一方法去瞭解消費者的

習慣及喜好，也可能通過資料合併科

技，盡量從多個平台，線上及離線、實

體及虛擬的環境之中收集、串連及綜

合不同類型的數據來建立一個超級數

據庫。即使用戶只是僅僅在社交媒體

發出一個「讚」、於電郵中開啟過一封

廣告電郵並開啟當中連結、接受過一

個簡短的問卷調查、利用手提電話登

記為某公司之客戶或利用會員卡進行

過付款等，都會變成重要的提示數據，

有助商戶或數據分析公司進一步調整

精密的資料探勘運算程式，整合出大

數據，為不同的用戶群作更全面的分析

及解讀以優化其業務策略。

3. 會員登記
會員帳戶除了方便用戶建立個人檔案、記錄及進

行購買活動外，亦是方便商戶分析客戶群數據的其

中一個重要起點。根據基本資料，例如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工作、收入，甚至日常習慣與

生活態度等，商戶可以附加其他後續活動及進

行進一步的分析。



保護個人資料你我有責
個人資料的定義及保障原則

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資料，在《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下，個人資料是指（1）關乎一名在世人士，並可識別該人士身份

的資料，（2）資料存在的形式令資料可讓人切實可行地查閱或處理。

因此，個人的姓名、電話號碼、地址、身份證號碼、相片、病歷和受僱紀

錄等都是上述條例保護的個人資料。而使用資料原則指明，除非得到

資料當事人自願和明確的同意，否則個人資料只限用於收集時述明的

目的或直接相關的目的。有關私隱條例詳情，可瀏覽公署網頁www.

pcpd.org.hk/tc_chi/ordinance.html。市民亦可以瀏覽公署特別為網

上私隱而設立的「網上私隱要自保」網站（http://www.pcpd.org.hk/

besmartonline/）以瞭解詳情。

用戶自保清單
● 電腦保安：加強軟件及硬件保安，於維修、出售或棄置個人電腦時，可利用永久性刪除

程式徹底刪除資料，或考慮移除硬碟或記憶體。

● 帳戶管理：使用高強度的密碼並定期更改，安全地保存密碼，避免在不同的帳戶使用

相同的密碼。

● 瀏覽互聯網：提防可疑的公共無線網絡（Wi-Fi），妥善設定瀏覽器（如使用「私人／

安全模式」或拒絕接受非必要的cookies），安裝抗惡意程式碼保安軟件，瀏覽互聯網

或透過權限以換取線上服務的使用權時，應先瞭解網站如何收集或使用個人資料。

傳送資料時盡量進行加密，及使用保密插口層（SSL）來確保個人資料得到網站保護 

（即有https:// 而非僅http:// 的連結）。

● 下載軟件：只下載證實來自官方途徑

或可靠來源的軟件，下載時瞭解會被

收集哪些個人資料，同意方才繼續。

● 遞交個人資料：不要隨便向別人提供

個人資料，向商戶提供個人資料前先瞭

解其私隱條款，確保清楚收集資料的目

的、用途、資料保留時間以及資料可能

會被轉移給哪些人士。

● 社交媒體：使用社交媒體時，確保管

理好朋友名單（friend's list），只選擇性顯示資料給部分朋友，注

意帖文是否有附加地理標記（geotag或location check-in），不要

顯示敏感資料例如地址及車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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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投訴急增逾倍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數

據顯示，涉及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的侵

犯私隱投訴逐年倍增，去年收到206宗投

訴，較2013年的93宗個案數字增加一倍

以上，當中三大類別分別涉及社交網站、

在互聯網披露或洩漏個人資料及流動應

用程式。

投訴個案例子包括：

● 在未取得同意下利用他人的個人資

料登記Facebook帳戶，並張貼其居

住地區、電話及相片。

● 商戶就買賣糾紛發WhatsApp短訊給

顧客，恐嚇顧客會把其個人資料放

在網上。

● 在街上及網上公開賣家的單位資料，

以及把賣家的資料披露予準業主。

● 離職後個人資料於前僱主網頁上被

公開。

● 海外僱傭中介公司把女傭的申請表

上載網頁，披露了準僱主的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子女數目及地址）。

資料來源：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 由於一宗投訴可能涉及多於一種投訴類別，故各類別的總

和可能超越投訴總數。

社交媒體上的私隱設定有助我們更有效地管理個人私隱，

例如是否向外公開朋友名單或地理標記、控制可觀看帖子

的對象、是否希望被搜尋器列出連結等。

www.pcpd.org.hk/tc_chi/ordinance.html
www.pcpd.org.hk/tc_chi/ordinance.html
http://www.pcpd.org.hk/besmartonline/
http://www.pcpd.org.hk/besmart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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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應提高私隱政策透明度

另一方面，商戶亦應提高其私隱政策

的透明度，事實上，許多消費者在清楚明

白收集其個人資料的目的及使用方法後，

會樂意提供資訊供參考；消費者對品牌的

喜歡程度亦可能因而增加，為資料搜集帶

來雙贏局面。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編製了各類型指引及單張，讓業界認識在

互聯網上開發應用程式等新工具時需遵守

的個人資料保障要求，詳情見公署網頁：

www.pcpd.org.hk/tc_chi/topics_ict.html。

結語
善用科技能改善我們的生活質素，

提升社會的生產力。大數據的原意只為研

究大眾消費者的習慣與喜好，而非仔細地

收集個人資料，因此未必一定涉及私隱問

題。然而，在互聯網這個公共領域上，資料

披露後能否被妥善保管，存在疑問，因此

消費者必須懂得保護私隱，在適當的情況

下向資料採集者說「不」，拒絕提供個人資

訊。而且，不僅是在線上，離線時也要提高

警覺，在資料共享與個人私隱之間取得平

衡(如欲瞭解最新的網絡安全軟件及使用

手機應用程式的權限，讀者可參閱本刊第

462與449期)。 

用戶須加強保安意識

面對日新月異的資料採集方法，消

費者需留意並非所有大數據技術都是在

用戶知情及同意的情況下採集資料，及需

要一定的技術來避免入侵，因此，用戶更

需要提高保安意識，慎重地管理自己的

個人資料，以避免網絡追蹤或不慎洩露

個人資料。用戶亦可瀏覽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辦公室的「網絡安全資訊站」(www.

cybersecurity.hk)，獲取更多實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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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資料保障改革：

「被遺忘權」的啟示
現時不少國家都積極面對數碼科技為個

人資料帶來的威脅，以助保障私隱權益。歐盟國

家已將「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付諸

實踐，並在法院中給予這權利某程度的肯定。被

遺忘權不等於刪除所有歷史，而是把用戶看作

資料持份者之一，讓他們有權利選擇是否同意

被搜尋器列出已過時或再無關係的個人資訊，

希望藉着賦予他們也可在網上控制個人身份會

否被搜尋器列出的權利，使大眾可以更有效地

控制其個人資料，已過時或再無關係的個人身

份資訊不會被不合理地在網路上刻意散播。

雖然「被遺忘權」並非一項絕對的權利而

歐洲法院的裁決在本港並沒有約束力，但值得

考慮為本港引入「被遺忘權」的概念，有助加強

保護個人私隱，從而維護及實踐人權概念及履

行保護私隱的社會責任。

第三方 cookies 一般為非必要及多為廣告用途為主，用戶可

透過於瀏覽器更改預有的設定，拒絕向外透露行為足跡。

自訂瀏覽器 cookies 設定
為個人資料設防 

網站cookies是用戶在瀏覽網站後，網站於用戶個人裝置中

留下的行為檔案，記錄下的cookies檔案愈多，網站便擁有愈多有

關用戶瀏覽行為的踪跡，有助優化用戶的瀏覽體驗，及讓商戶追溯

歷史踪跡，在綜合層面下瞭解客戶的瀏覽習慣與喜好。

cookies可分為第一方（網站營運者）與第三方（網站營運者

以外的第三者），其中的第三方cookies一般為非必要，不會影響

網站運作而且多為廣告

用途，故可透過瀏覽器

的設定選擇接受或拒絕

這些第三方cookies。另

外，用戶亦可考慮使用

「私人/安全模式」來避

免留下瀏覽的蹤跡，包

括儲存的密碼、表格及

下載紀錄等，但使用這

模式有可能減慢用戶的

瀏覽速度。

消費提示

www.cybersecurity.hk
www.cybersecurity.hk
www.pcpd.org.hk/tc_chi/topics_ic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