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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Watch可執行兩款具有醫療功能的應用程式，其
內建的「接收心率通知」功能可以分析脈搏率資料，

以識別提示心房顫動的不規則心律，當維持靜止達10
分鐘，心率仍在指定每分鐘心跳數（BPM）以上時，
Apple Watch會通知用戶。Apple Watch Series 4更新增另
一個應用程式「心電圖」，透過機身感測器能建立一

個心電圖，可以檢測心房顫動和定期心律。美國食品

藥物管理局在開發和測試這些軟體產品時與Apple公司
密切合作，因這些軟體可能有助於數百萬用戶更快地

識別健康問題。上述心電圖功能因不符合臺灣醫療法

規，故於臺灣販售之商品未包括該功能，在思考相關

法規是否應鬆綁使得法規能跟上科技的進步之餘，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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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討論的是：當應用程式提供用戶資訊的同時，個

人資訊與隱私權是否同時喪失？

MAC’s Apple Watch can perform two medical-enabled 
applications. The Apple Watch’s built-in heart rate 
notification feature analyzes pulse rate data to identify 
irregular heart rhythms that indicate atrial fibrillation. 
Another application, ECG, has been added to the Apple 
Watch Series 4. An electrocardiogram can be created 
through the body sensor to detect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regular heart rhythm.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orks closely with Apple Inc. when developing and 
testing these software products, as these software may 
help millions of users identify health issues faster. We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should 
be loosened so that they can keep up with the progress and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iscussion is 
about “will the us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be 
linked out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device’s application 
while providing the user information”?

壹、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應用

一、大數據定義

大數據（big data）又被稱為巨量資料，其概念其實就

是過去廣泛用於企業內部的資料分析、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和統計應用之大成。大數據的定義是“volume”

（容量）、“velocity”（速度）和“variety”（多樣性），但也有

人另外加上“veracity”（真實性）和“value”（價值）。大數據

資料和傳統資料最大的不同特質是，資料來源多元、種類繁

多，大多是非結構化資料，而想要用大數據創造價值，就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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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數據的真實性。

二、大數據與醫療關係

傳統以病人描述自身症狀並以生物醫學檢測來判斷病情，

但近年來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是醫療產業界熱門的

發展方向，將家族病史、種族等個人資料透過人體基因資料

庫進行比對分析，從中選出最適合病人的治療方式。歐巴馬

（Barack Obama）在2015年也投資2.15億美元發展「精準醫學

計畫」（The Precision MedicineInitiative），期待當基因檢測

與大數據結合，能在預防、個人醫學及健康照護等領域有所突

破，如從中找尋誘發癌症的基因、新藥開發等。精準醫療需要

的資訊包括種族、年齡、工作臨床及保險理賠、人口統計、基

因等數據，也可能包括姓名、生日、戶籍地址與聯絡方式等資

料，上述資料的蒐集均與大數據相關，個人資料安全問題隨著

資料來源越來越多且資料量越來越大而更令人擔心。

三、人工智慧與大數據

古埃及人藉由觀察尼羅河的氾濫來判斷預測洪水到來和退

去的時間，他們根據天狼星和太陽同時出現的位置來判斷一年

中農耕的時間和節氣，然後準確地判斷洪水可能到達的邊界和

時間；農曆係古代相傳為黃帝時代或夏朝創制，亦是依據觀測

月相變化，嚴格按照朔望月週期確定月份。此兩者皆經由數

據的統計與分析，故可以看出人類常經由蒐集數據、分析數

據、建立模型來預測未知，但人腦在分析數據時，常常會因個

人的教育或學習而有所偏頗，如經由人工智慧，能迅速地取

得最大關聯度，藉由取得的資訊擬定對策，在醫療上亦是如

此，經由數據蒐集，可能發現以往被納入考量的因素與疾病的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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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隱私權保護

一、資訊隱私權

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中論述：「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

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

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

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

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

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

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

二、個人資料與去識別化

（一）相關概念

1. 個人資料

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

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

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

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

料。1

2. 特種資料

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所列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五種個人資料。

3. 間接識別個人資料

得以間接方式識別，指保有該資料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

僅以該資料不能直接識別，須與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結

1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