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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頻被“出賣”‧誰能保護你？
20151230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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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30萬學生資料外泄的震撼彈，再次敲響個人資料外泄危機的警鐘；其實你曾
否想過，你的個人資料，真的“個人”嗎？個人資料是在甚麼情況下被“出賣”？那會
帶來甚麼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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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人魚》周星馳有客串！
2 票房破19億‧《美人魚》被刪減 ...
3 《賭III》1100萬大馬票房 ...
4 與周星馳合作‧羅志祥：快得憂鬱 ...
瑪茲瑪烈手上拿的是個人資料保護局發出的註冊證明，每間已向該局註冊的“資料用戶＂都必須將該證明文件放在櫃檯
顯眼處。（圖：星洲日報）

5 馬超一夜紅遍全球‧法伊茲一球成 ...
6 業者不甘心再玩創意‧“大雕燒”禁賣改 ...

“XXX小姐/先生，您好！恭喜您獲得了XX公司年度幸運大獎……由於XX是外資公
司，因此為了運大獎到大馬，需先繳付運輸費，請問您希望怎麼繳費？……”個人
資料外泄，是你接到詐騙電話的起源！
除了詐騙電話，你曾否接到不知名來電或短信，向你兜售各類產品或樓盤，甚至
提供“貸款便利”、性服務？較早前更有大耳窿獲取他人銀行賬戶號後，硬匯款逼借
錢，再而潑紅漆恐嚇追債的野蠻行為。
他們究竟如何獲得你的個人資料？我國已在2013年全面落實《2010年個人資料保
護法令》，這項法令究竟有何作用？為何我們感受不到該法令的保護力度？
未曾對付觸法者個資保護局“太寬容”

隸屬通訊及多媒體部的“個人資料保護局”成立於2011年，而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則在

新聞網上議論



2013年全面落實和生效；不過，該局以“人手不足”以及“鼓勵企業自發性保護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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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部份資料用戶公司（data user）仍不瞭解法令為由，迄今仍無任何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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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下被提控，而被批評“形同虛設，執法不嚴”。
通訊及多媒體部雖規定法令落實後，11個領域的資料用戶需在3個月內（2014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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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前）向個人資料保護局註冊（至今有超過8萬間公司已註冊），逾期者將面
えびぱん

對最高50萬令吉罰款，或監禁最多3年或兩者兼施。
然而，部份資料用戶公司至今仍未註冊，而個人資料保護局也尚未採取取締行
動，表示還在“寬容”。
瑪茲：員工盜取難對付

盜取以轉售其他行銷公司，這是執法上較為困難的部份。
“其實一些握有顧客機密資料的單位，特別是醫療單位，對資料把關十分嚴謹，他
們在電腦設定上不允許以隨身碟複製病人個人資料，以此防盜。更有些甚至不允
許工作上需要瀏覽客戶個人資料的員工，隨身攜帶有拍攝功能的工具如手機。”
“但不同公司的資料保護嚴謹度，是視乎所處理客戶資料的敏感度，因此並沒有要
求所有公司都取用同一套作業方式。”
缺人手只監察大公司
他說，該局只有40名官員，其中10人是執法人員，肩負全馬各州的執法任務。
“其實嚴格來說有15人，加上我自己（和另外4位部門領導）。我們都親自到各地
去做宣導和監督。人手確實不足，但目前政府已暫停增聘公務員。”
他解釋，由於人手限制，因此目前著重於確保擁有龐大消費者資料庫的大公司，
能嚴謹遵守法令。
“目前的方式是到各公司去要求他們匯報處理消費者資料的作業模式，並觀察前台
人員處理資料的態度與方式。”
個人資料保護局2014年所接獲的投報有53宗；而2015年截至5月共接獲17宗投報，
其中14宗已在該局的調查與協調下，獲得解決。
表格沒有“不同意”選項消費者個資“外流”
瑪茲瑪烈接受星洲日報訪問時指出，目前許多公司確實沒有在申請表格上，提
供“不同意”選項，導致消費者在申請特定服務的同時，被迫接納或同意，相關公司
往後致電、電郵、或短信銷售其他產品。
但他披露，該局已指示握有大量客戶資料的領域，著手擬定操作指南“COP”（code
of practice），列明各領域在個人資料保護法令下的作業細節。
11個在商業交易中擁有大量個人資料的領域為通訊、銀行及金融、保險、醫療保
健、旅遊及酒店、交通、教育、直銷、服務、房地產及公用設施。
“其中4個領域（保險、電訊、銀行業、國能），已呈交個別領域的COP以進行審
批，接下來個人資料保護局會將COP掛上網，讓各界人士建議增刪部份，並預計
於明年2月完成正式推行。屆時相關領域的所有申請表格，將提供｀不同意’選
項。”
個人資料保護局指出，法令上規定“資料用戶”不被允許在顧客沒有回應的情況下，
當作默許繼續使用客戶資料。
撥電推銷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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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專員瑪茲瑪烈受訪時透露，若大公司的消費者個人資料外泄，大可能是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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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資料用戶首次撥電給消費者推銷產品，並非錯誤行為，若消費者沒以書面或
錄音的情況下，要求刪除本身的資料，並拒絕對方繼續聯繫，就算相關公司再次
撥電也不被構成罪行。反之，若已明確拒絕個人資料被繼續使用，卻依然接到來
電，對方就涉嫌觸法。”
雖然有者認為這已與該法令的精神相抵觸，但個人資料保護局表示，除非消費者
能在向該局投報時，提供拒絕本身資料被繼續使用的證據，卻再次受到同一公司
的干擾，否則無法構成罪行。
而這種情況，會否在COP推行後獲得改善，則尚未有定奪。
消聯會：雖落實2年“資料保護法如同虛設”
大馬消費人協會聯合會首席執行員拿督保羅西華受訪時坦言，《2010年個人資料
保護法令》雖落實了兩年，但卻與法令落實前或個人資料保護局成立前，沒甚麼
兩樣。
“法令的宗旨是好的，當初人民也對它抱有很高期待，但至今卻發現消費者個人資
料泄露的情況仍舊發生，許多不該擁有我們資料的人，事實上擁有了我們的個人
資料。”
“姑且不論法令夠不夠完善，若沒有執法或執法不嚴，再完美的法令都沒用。”
很多人選擇不投訴
他形容，個人資料保護局形同虛設，很多人在個人資料被泄露後，選擇不向該局
投訴，有者並不知道該局的存在，但是即便知道也因對該局缺乏信心，而不願浪
費時間與之周旋。
他說，個人資料保護局有責任讓消費者更清楚其存在的目的與功能，讓消費者在
面對個人資料泄漏的問題時，第一時間想到個人資料保護局。
沒回复不應視為默許
他也說，只有嚴厲執法，對付走捷徑的資料用戶公司或擁有個人資料的單位，並
讓消費者見證該法令的保護力度，法令的存在才有意義。
現在各“資料用戶”都以同樣方式走捷徑，例如在申請表格上“將取用客戶個人資料
以進行日後各種產品促銷”一欄沒有“拒絕”選項，或以冗長刁鑽的規章條文為難客
戶。消費者即使不同意，轉到另一家公司，也面對同樣的情況，導致消費者只能
屈服。
“個人資料保護法令”自2013年11月生效後，消費人若在收到資料用戶的通知書後，
置之不理或沒有主動聯繫相關公司，就被當成默認同意資料用戶使用其個人資
料。
保羅西華認為這並不正確。他指出，資料用戶必須獲得消費者的“明確同意”，而不
該在沒有獲得回复下，當作消費者默許蒐集、利用或分享消費者個人資料。
要不要接收資訊銀行客戶“自己做主”
據記者向銀行業者瞭解，銀行內部已就相關法令推出新申請表格，讓客戶能在申
請各項服務時，根據個人意願選擇是否接收更多其他產品資訊。
記者以顧客身份到銀行信用卡柜台申請信用卡。業務員在獲取所需資料後，就請
顧客在申請表格上簽了好幾個名，但卻未主動進一步解釋簽名項目的詳情。
通常會擅自幫顧客選“NO”
直到記者詢問“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轉到其他部門或公司嗎？或只供信用卡處
理？”業務員才抽出其中一張已簽名的表格，指出表格上提供了選項，讓顧客選擇

是否允許銀行將個人資料分享給其他部門或公司。
惟該業務員坦言，一般上不會特地向顧客解釋相關部份，而只要求顧客簽名。他
說：“我們通常會擅自幫顧客選“NO”，因擔心顧客收到太多資訊覺得受困擾，而終
止服務。”
無論如何，據記者觀察雖然部份銀行已採用新表格，但消費者若不清楚本身權
益，不主動提出要求，將讓自己陷入個人資料“被允許”使用的可能性。
另外，部份銀行也為了維護客戶個人資料安全，在獲取客戶公積金詳情時，使用
小型解讀器，解讀客戶每個月的公積金進賬數額，而非獲取客戶公積金整數。
採集消費者資訊方式多別錯罵電訊公司
另外，兩家電訊公司回复本報時都指出，很多客戶收到不明來電就聯想是電訊公
司泄露了顧客電話號碼，其實是誤解。因為不止電訊公司擁有消費者的個人資
料，市場上很多公司透過促銷活動、有獎遊戲等方式，大量收集消費者資訊。
天地通電訊公司也透露，該公司設有垃圾短信過濾服務，當新的惡意短信經常性
出現，將在系統辨別下被列入黑名單，以避免客戶受到干擾。然而並沒有過濾系
統是100%安全的，總會有漏網之魚。
“不僅電訊公司可阻撓發件者或將之列入黑名單，客戶也可將發送干擾短信的號碼
在手機設定中列入黑名單，但這也表示將來可能會錯失短信中感興趣的部份。”

個人資料保護法令7大原則：
1. 不可未經當事人允許，處理其私人資料（如宗教信仰、政治或性取向、身份證
號碼、電話號碼、薪水單、評估報告等）。
2.“通知及選擇”原則：在處理資料前，必須通知並告知當事人採用其資料的目的及
取得管道
3. 除非獲得當事人同意，否則不能透露其個人資料給第三者
4. 安全原則：資料使用者在處理他人個人資料時，必須確保資料沒被破壞、被更
改、濫用、遺失或把資料傳給不相關人士
5. 存檔原則：不能長期持有他人的個人資料，因此在完成相關程序後，必須刪除
或銷毀
6. 資料完整性：資料使用者必須確保他人個人資料是最新、正確、完整及不會令
人混淆的
7. 允許原則：當事人有權更改及更新其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局投訴專線
038911 5478（En Tahir）

038911 5423（En Ismail）
電郵：aduan@pdp.gov.my
（星洲日報‧報道：許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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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知習俗】公司開工，老闆多會擇良辰吉日，但打工一族在新的一年“開工”，又如何增加運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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