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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工作場所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僱主對僱員活動監察的指引 

 

 為有效實施第 8/2005 號法律(下稱《個人資料保護法》) ，現特制定本指引，

以達至保護個人資料的目的，並指引僱主在訂定其對僱員活動監察的相關政策時

作出詳細、周全的考慮，避免其因此而觸犯法律。 

 本指引僅適用於公共部門及私人機構(下統稱機構)僱主對僱員活動的監察。 

 

一、監察行為屬於處理個人資料的行為 

僱主對僱員活動的監察，一般可能涉及電話、電郵、瀏覽互聯網及攝錄監察

等方面。 

電話監察是指，監察及記錄僱員通過僱主所提供的電訊設備接收及發出電話

的號碼、通話或留言內容，因而收錄了當事人的聲音等。 

電郵監察是指，監察及記錄僱員通過僱主提供的設備收發的電子郵件，因而

收集了僱員收發電郵中的電郵地址及內容等。 

互聯網使用監察是指，監察及記錄僱員通過僱主提供的設備瀏覽互聯網的活

動，因而收集了僱員的用戶瀏覽記錄、傳送或接收的資料等。 

攝錄監察是指，在辦公地點安裝攝錄機或閉路電視等設備，記錄僱員及在此

範圍內活動的人員的情況，因而收集了僱員及其他人員的影像等。 

僱主對僱員活動的監察行為，涉及個人資料的收集及處理。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條的規定，“個人資料”是指：與某個身份已

確定或身份可確定的自然人（“資料當事人”）有關的任何資訊，包括聲音和影

像，不管其性質如何以及是否擁有載體。所謂身份可確定的人，是指直接或間接

地，尤其透過參考一個認別編號或者身體、生理、心理、經濟、文化或社會方面

的一個或多個特徵，可以被確定身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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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年齡、婚姻狀況、地址、電話、傳真、電郵、

工作地點、職務、收入、選民證編號、銀行戶口、相片、影像及聲音等。 

所謂“個人資料的處理”是指：有關個人資料的任何或者一系列的操作，不

管該操作是否通過自動化的方法進行，諸如資料的收集、登記、編排、保存、改

編或修改、復原、查詢、使用，或者以傳送、傳播或其他透過比較或互聯的方式

向他人通告，以及資料的封存、刪除或者銷毀。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該法“適用於全部或部分以自動化方

法對個人資料的處理，以及以非自動化方法對存於或將存於人手操作的資料庫內

的個人資料的處理。” 因此，上述的監察活動受《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 

 

二、 僱主對監察活動的事先評估 

由於電話、電郵、瀏覽互聯網及攝錄監察涉及對僱員個人資料的收集，僱主

決定對僱員的活動進行上述監察之前，應作出周全的考慮，特別是要考慮以下問

題： 

1. 收集的目的是什麼，是否合法； 

2. 監察措施是否為達到目的所必須，是否有其他對個人資料的處理更少的

方法可以代替之； 

3. 監察措施、範圍、時段是否合理適當； 

4. 所收集的資料包括哪些，是否為達到預定的目的所必須； 

5. 監察是否有助於保障僱主、僱員及服務對象的利益； 

6. 如不當處理所收集的資料，會帶來什麼損害性結果； 

7. 如何制定保護個人資料的行為守則及收集個人資料的聲明。 

 

三、 對僱員進行監察應遵循的原則 

監察活動屬於收集個人資料行為，因此，僱主對僱員的監察行為應遵從《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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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處理個人資料時應以透明、合法的方式進行，應尊重私

人生活的隱私及遵守法律對個人基本權利、自由和保障的規定，亦應遵守善意原

則﹝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五條第一款第(一)項﹞。違反本點所述的

原則，可能構成行政違法，甚至構成犯罪，僱主亦可能因此而需對受害人作出賠

償﹝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四條、第三十條至第四十四條﹞。 

 

(一) 合法性原則 

處理資料的合法性原則包括三方面：目的合法性、方式合法性及範圍合法性。 

1. 目的合法性 

一般來說，僱主於工作場所收集僱員的個人資料、監察其行為的目的是基於

機構運作的需要，保障僱主的利益。作為僱主，在其機構的經營範圍或權責範圍

內，基於運作、業務及整體需要而對僱員的活動進行監察，其目的是合法的。 

在實施監察時，僱主應考慮的因素主要有： 

----是否保障僱員安全的必要措施； 

----是否存在重要財產遺失或受損的風險； 

----是否因機構的性質而有強烈的保安需要； 

----是否存在僱員將其機構的秘密資料向其他機構或個人洩露的風險； 

----有否僱員在工作時間從事私人活動，影響工作成效； 

----會否因不當使用電腦設備使機構的系統受到影響； 

----僱員是否為服務對象提供良好的服務，在遇到服務對象投訴時，如何保

障機構、僱員及服務對象三方的利益； 

----如何減少因此而產生的，對僱主與僱員之間的良好合作及互相信任關係

的不利影響。 

2. 方式合法性 

要以合法的方式進行監察，這些方法須為達到目的所必須。監察方式必須向

僱員公開，不能以秘密的手段進行。所取得的資料的保存期應在為達到目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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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期間內。建議訂定保存期為三個月，特別情況不超過六個月。 

3. 範圍合法性 

監察的範圍以僱員與工作有關的活動為限，不能包括與僱員私人生活有關的

內容，否則，會造成對其私隱的侵犯，從而違反《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三

十條的規定(“……澳門居民享有……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隱私權”)。 

例如，攝錄機或閉路電視不應安裝在員工休息室或更衣室，不應監察僱員在

非辦公時間向其家人發出的電郵的內容等。 

 

 (二) 適度原則 

     這裡所指的適度原則主要包括適當及最低限度介入原則。 

1. 如果以其他代替措施已可以達到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即收集個人資料

非為必須時，不應收集。 

例如，為了避免電腦病毒的入侵，僱主可以在電腦系統中裝上防

火墻、過濾軟件等，以及給僱員作出明確的指引，說明不可以瀏覽何

種網頁，但不應收集僱員瀏覽互聯網的資料。 

2. 監察只針對高風險業務及在高風險的範圍進行，以保障僱主的合法利益

及潛在風險為限。對於不掌握機構保密資料，或不構成風險的僱員的個

人資料不予收集；對標明為私人郵件的電郵不應進行監控。對於非高風

險的區域不進行攝錄監察。 

例如，只將攝錄機或閉路電視裝在存有機密或敏感資料、檔案、

物料、系統的地方。 

3. 盡量減少監察的時段，對於非辦公時間僱員的活動不應監察。 

4. 監察的程度為達到目的所必須，將對個人資料的收集和處理減到最少。 

例如，只記錄僱員收發電郵的電郵地址，打出及接聽電話的號碼，

非必須時不檢查其中的內容。 

只有當為達到原定目的所必須時，才翻查電話、電郵的內容或攝錄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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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例如，接到服務對象對僱員的投訴，在調查時需翻查電話錄音或

查看電郵內容。 

在翻查相關記錄時，除因違紀、行政違法調查或刑事偵查的需要外，最

好有當事人在場。 

 

(三)  確保資料當事人權利的原則 

對僱員工作場所的監察活動須公開（以透明的方式）進行，以保障資料當事

人權利的行使。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資料當事人有資訊權、查閱權

及反對權(參見上述法律第十條至十二條)。 

1. 資訊權 

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有關機構應告知資料當事人下列資訊（如有收集個人資

料的文件，應在文件中提供）： 

(1)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實體的身份及如有代表人時其代表人的身份。 

(2) 處理的目的。 

例如，確保機構商業秘密的安全、確保服務質素、確保高價值物料

的安全等。 

(3) 資料的接收者或接收者的類別。 

即指出在監察過程中，收集的資料是否會交由其他機構知悉或進行處理。

如由次合同人處理相關個人資料，也應讓僱員知悉。 

一般來說，這些資料被記錄在相關機構的系統中，無需再由第三者進行處

理。僱主應指定監察和處理資料的人員，且應說明相關資料會因違紀或違法調

查而交由有權限的部門、刑事偵查當局或司法當局翻查。 

(4) 當事人回覆的強制性或任意性，以及不回覆可能產生的後果。 

這點適用於在收集資料時涉及一些問答及調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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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慮到資料收集的特殊情況，為確保資料當事人的資料得到如實處理，

在必要的情況下享有查閱權、更正權和行使這些權利的條件(參見查閱

權)。 

2. 查閱權 

作為資料當事人的僱員有權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要求查閱其個人資料，僱主

應在合理的期限內向其提供相關資料。僱員的查閱權包括： 

(1) 確認與當事人有關的資料是否被處理，處理的原因，被處理資料的類別，

資料接收者或接收者的類別； 

(2) 瞭解需要處理的資料及有關資料的來源； 

(3) 瞭解對與其有關的資料自動化處理的原因； 

(4) 對未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處理的資料，尤其是對不完整或不準

確的資料的更正、刪除或封存； 

(5) 根據第(4)點的規定對資料進行更正、刪除或封存時，通知曾知悉有關資

料的第三人同樣對資料進行更正、刪除、銷毀或封存，但證實不可能通

知或作出通知的成本過高者除外。 

3. 反對權 

在不抵觸法律的前提下，資料當事人有權隨時以與其個人情況有關的正當和

重大理由反對處理與其有關的個人資料。如反對理由合理時，負責處理的實體不

得再對該等資料進行處理。 

 

四、 為監察僱員行為制定《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注意事項 

僱主要對僱員實施監察前，須為此制定明確清晰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在聲明中應說明以下內容： 

1. 對僱員進行監察的目的。 

例如，只是為了確保服務質素而對電話進行錄音，或是該錄音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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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評核員工工作表現的目的；攝錄監察的目的是為保安理由，或是相關

紀錄亦作員工考勤之用。 

2. 因監察而要收集的個人資料的類別。 

3. 因監察而收集到的個人資料的用途。這些個人資料的用途不應偏離監察

的目的。 

4. 對因監察而收集到的個人資料的使用準則。 

例如，在電郵監察的聲明中註明，對私人性質的電郵的內容進行監

察，只是記錄其使用的情況，如有需要須列明在何種情況下會監察私人

電郵的內容。在攝錄監察的聲明中註明，對於攝錄的資料，是定期查看，

還是在發生問題時查看。 

5. 獲授權監察和處理資料的人員。 

例如，操作及監察攝錄設備的人員；有權查看相關記錄的人員。 

6. 對因監察而處理資料的保存期限。一般來說，相關資料的保存期不應超

過六個月。除非有法律或合約條款規定須保存一段更長的期間，或相關

的紀錄已作為違紀、行政違法或犯罪證據。 

7. 載明僱員有資訊權、查閱權及反對權，及僱員行使查閱權時需繳付的合

理費用的原則性規定。具體的費用可視乎個案而定，但須在查閱前告知。 

8. 訂定員工使用機構的設備處理私人事務的“守則”。內容主要包括： 

(1) 如果僱主允許僱員使用機構的電郵地址、電話及瀏覽互聯網

設備作私人用途，允許使用的時段及相關的限制。 

例如，說明不能以電郵傳送的內容或其類別；要求員工

將私人電郵作出標記；訂定使用互聯網時不允從事的活動，

不允許瀏覽的互聯網頁或其類別等。 

(2) 設置錄影設備的區域及錄影的時間。 

(3) 如何保存及銷毀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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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注意事項 

1. 在決定對僱員的行為進行監察後，僱主應同僱員就《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的內容進行溝通，取得其理解及合作。 

2. 僱主應通過各種渠道確保僱員知悉《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內容，並及

時檢討及修訂。 

3. 制定對所收集資料的保存措施，確保資料不會被刪減、竄改、被未經授

權者查看及被用作其他用途，或因保管不善而流失、損毀。 

4. 對獲授權監察和處理資料的人員，要作操守及操作技術方面的培訓，確

保其遵守《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所規定的目的、用途及使用方法。 

5. 凡作出監察的部分，應讓使用相關設備、進出相關區域的人員知悉已被

監控及監控的目的。 

例如，在電話接通後告知來電者、在攝錄區顯眼處張貼告示以及

在電郵中加上提示等。 

6. 如交由次合同人協助執行監察，應選擇在資料的處理技術安全和組織上

能提供足夠的安全及保密措施的次合同人，並應以合同及指引等方式約

束次合同人。 

7. 絕大部份對僱員的監察活動屬於對個人資料的自動化處理，僱主應按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十一條的規定向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作出通

知，通知應包括該法律第二十三條規定的內容。如監察資料處理涉及個

人資料的互聯，應向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申請許可（《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九條及二十二條規定）。 

8. 即使在合約上要求僱員不可以利用機構之設備處理私人事務，也不意味

著僱主可以隨意進行監察。僱主進行監察活動須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及按本指引處理。 

9.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建議有條件的僱主指定專人負責“處理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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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方面的查詢和要求，以更好地保障僱主、僱員及服務對象等多方面

的利益。 

 

本辦公室將根據實施情況，對本指引性原則作出適當調整或修正。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2007 年 9 月 

 

 

附件： 

1. 樣本：《xxx 機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電話監察）》 

2. 樣本：《xxx 機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電子郵件及互聯網監察）》 

3. 樣本：《xxx 機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攝錄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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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xxx 機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電話監察） 

（樣本） 

本聲明為 xxx 機構（下稱機構）就機構內電話監察的政策聲明。 

 

一、員工使用機構電話的規則 

機構基於運作的需要，在機構內安裝有電話錄音監察設備。 

機構准許員工在不影響機構運作，不對工作造成影響，不損害機構的利益，
不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因私人理由使用機構的電話設備。 

員工使用機構的電話設備時不得作出以下行為： 

 洩露機構的機密、敏感資料； 

 以機構名義進行非機構職務範圍的活動； 

 從事不法活動。 

 

二、電話監察的目的 

機構會對電話使用情況進行監控，其目的是： 

 確保服務質素； 

 評核員工工作表現； 

 保障機構合法利益。 

 

三、因監察而記錄的個人資料 

因監察需要，機構會在中央電話系統內使用相關技術記錄以下類別的資料：
打出及接聽電話的電話號碼、日期、起始時間、終止時間及內容錄音。  

 

四、因監察而記錄的個人資料的使用 

為上指的監察目的，機構可查閱所記錄的資料，包括聽取通話內容的錄音。 

 

五、獲授權監察和處理資料的人員 

只有機構負責人及其授權的職員才可以查閱上述記錄；所有這些人員需遵守
本聲明的規定及有保密的義務。 

在進行違反紀律調查時，有關資料可能會轉交負責紀律調查的人員。 

在進行違法犯罪調查，以及必須遵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有關資料可能會轉
交司法機關、刑事警察機關或其他有權限機關。 

 

六、資料的保存期限 

上述資料的一般保存期間為六個月。在進行違法犯罪調查，以及必須遵守法
律規定的情況下，有關資料可能會保存至轉交第五點所指機關後或有確定判決後
的一個月，或應該等機關的要求保存更長的時間。 

 

七、違反聲明的後果 

違反本聲明的人員可能受處分，包括有被解僱的可能。 

 

八、員工權利 

員工依法享有資訊權、查閱權及反對權，在行使查閱權時需以書面方式向機
構負責人提出，並需繳付合理的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聲明 

本樣本僅作參考之用。各機構應根據本身對個人資料的具體處理情況制定其《收

集個人資料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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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x 機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電子郵件及互聯網監察） 

（樣本） 

 

本聲明為 xxx 機構（下稱機構）就員工使用機構提供的設備收發電子郵件及

瀏覽互聯網的政策聲明。 

 

一、電子郵件收發及瀏覽互聯網規則 

機構基於運作的需要，向(部分)員工提供設備，以便以工作為目的收發電子

郵件及瀏覽互聯網。 

機構准許員工在下列情況下因私人理由使用上述的設備： 

 前提：不影響機構運作，不對工作造成影響，不損害機構的利益，不違

反法律規定。 

 時間：一般情況下，員工應在休息時段使用上述的設備處理私人事務。 

員工在使用電郵作私人用途時，應在私人用途的電郵上加上“私人”的標

記。員工使用電郵時不得作出以下行為： 

 發放和傳播不雅、淫穢、誹謗、辱罵或其他涉及違法或犯罪的訊息； 

 洩露機構的機密、敏感資料； 

 以機構名義進行非機構職務範圍的活動； 

 從事不法活動。 

員工瀏覽互聯網時不得作出以下行為： 

 瀏覽不雅、淫穢之網站及網頁； 

 下載及安裝未經機構批准的軟件； 

 上載或傳播屬於機構的機密、敏感資料； 

 上載或傳播不雅、淫穢、誹謗、辱罵或其他涉及違法或犯罪的訊息； 

 從事不法活動。 

 

二、監控電郵及瀏覽互聯網的目的 

機構會對員工的電郵及瀏覽互聯網情況進行監控，其目的是： 

 確保服務質素； 

 評核員工工作表現； 

 資訊保安。 

  

三、因監察而記錄的個人資料 

因監察需要，機構會使用電腦軟件及相關技術記錄以下類別的資料並儲存於

機構的伺服器中： 

 員工的收發電郵中的電郵地址、日期、時間、標題及內容； 

 員工瀏覽互聯網的時間、網頁、傳送或接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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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監察而記錄的個人資料的使用 

為確保服務質素和評估員工工作表現的工作需要，機構有需要時可查閱員工

的電子郵箱中所有沒有加上“私人”標記的電郵內容。為評估員工工作表現，機

構有需要時可查閱員工瀏覽互聯網的時間和網頁。在資訊保安檢查、進行違反紀

律調查或違法犯罪調查，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情況下，機構也可查閱員工的電子

郵箱中已加上“私人”標記的電郵內容，以及員工傳送或接收的資料。 

 

五、獲授權監察和處理資料的人員 

機構網絡管理員獲授權查看儲存於機構伺服器中的相關記錄，但不能查閱電

郵內容，員工傳送或接收的資料。只有機構負責人及其授權的職員才可以查閱包

括這些內容在內的所有記錄。所有這些人員需遵守本聲明的規定及有保密的義

務。 

在進行違反紀律調查時，有關資料可能會轉交負責紀律調查的人員。 

在進行違法犯罪調查，以及必須遵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有關資料可能會轉

交司法機關、刑事警察機關或其他有權限機關。 

 

六、資料的保存期限 

上述資料的一般保存期間為六個月。在進行違法犯罪調查，以及必須遵守法

律規定的情況下，有關資料可能會保存至轉交第五點所指機關後或有確定判決後

的一個月，或應該等機關的要求保存更長的時間。 

 

七、違反聲明的後果 

違反本聲明的人員可能受處分，包括有被解僱的可能。 

 

八、員工權利 

員工依法享有資訊權、查閱權及反對權，在行使查閱權時需以書面方式向機

構負責人提出，並需繳付合理的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聲明 

本樣本僅作參考之用。各機構應根據本身對個人資料的具體處理情況制定其《收

集個人資料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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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xxx 機構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攝錄監察） 

（樣本） 

本聲明為 xxx 機構（下稱機構）就機構內攝錄監察的政策聲明。 

 

一、攝錄監察 

機構基於運作的需要，在機構內安裝有攝錄監察設備。 

有安裝攝錄監察設備的地方包括：公眾接待處（有同步錄音）、辦公地點及
倉庫出入口、走廊。所有攝錄監察設備一般處於全日自動攝錄狀態。 

 

二、攝錄監察的目的 

機構內進行攝錄監察的目的是： 

 保障機構財產及其他合法利益； 

 保障員工安全及其他合法權益； 

 確保服務質素（只限於公眾接待處區域）； 

 評核員工工作表現（只限於公眾接待處、辦公地點出入口區域，包括考
勤打咭機前區域）。 

 

三、因監察而記錄的個人資料 

因監察需要，機構攝錄監察設備會使用相關技術自動記錄所有在攝錄監察鏡
頭前的影像(部份同時錄音)及對應的日期、時間。  

 

四、因監察而記錄的個人資料的使用 

為上指的監察目的，機構可查閱所記錄的資料，包括錄音和錄像。 

 

五、獲授權監察和處理資料的人員 

負責保安監控的職員獲授權查看即時記錄，但不可以翻查過往的錄音、錄
像。只有機構負責人及其授權的職員才可以查看包括過往的錄音、錄像在內的上
述記錄。所有這些人員需遵守本聲明的規定及有保密的義務。 

在進行違反紀律調查時，有關資料可能會轉交負責紀律調查的人員。 

在進行違法犯罪調查，以及必須遵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有關資料可能會轉
交司法機關、刑事警察機關或其他有權限機關。 

 

六、資料的保存期限 

上述資料的一般保存期間為六個月。在進行違法犯罪調查，以及必須遵守法
律規定的情況下，有關資料可能會保存至轉交第五點所指機關後或有確定判決後
的一個月，或應該等機關的要求保存更長的時間。 

 

七、違反聲明的後果 

違反本聲明的人員可能受處分，包括有被解僱的可能。 

 

八、員工權利 

員工依法享有資訊權、查閱權及反對權，在行使查閱權時需以書面方式向機
構負責人提出，並需繳付合理的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聲明 

本樣本僅作參考之用。各機構應根據本身對個人資料的具體處理情況制定其《收

集個人資料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