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与“立法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并不相同，相比较后者而

言，前者既未明确其所提出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目的性限制，也没有明确其所存在于其中的具体

情形。“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界定标准是“未给信息主体造成不合理的损害”，这一点对裁

判者来说将会成为更加致命的诱惑，诱惑裁判者倾向于将在实践中难以证明的或者是对个人而言

本来就是不那么重要的损害，都认定为合理使用。由此，所谓“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带来的

并非提出者所要追求的实现“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目的，恰恰相反，会与此所宣称要追

求的目的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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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立法创新与裁判立场

张 建 文

求是学刊 2021年第 6期

一、问题的提出：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

2020年7月31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凌某某诉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①（以下简称“抖音APP案”）作出一审判决。该判决作出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虽已通过但尚未生效，其第999条中也作出了“合理使用他人人格要素”②的

规定，个人信息作为人格要素之一种，被纳入合理使用的对象之中，但是，对该他人人格要素的使用，明

确了该合理使用的公共利益限制，即只能局限于“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同时，

对于可能的超越该界限的使用行为，规定了明确的责任机制，即“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体人格权的”

①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491民初6694号。

② 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用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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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在该案的判决中，司法机关出于“对个人信息绝对化的保护，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处理和数据利用

的成本过高，甚至阻碍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的考虑，认为“需要在具体应用场景中考察是否存在个人

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形”，而且明确且清晰地表达了这种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定义，即“在没有对信息主

体造成不合理损害的前提下，认定某些个人信息的利用行为可以不必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①，可以称

之为“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以区别于可以称之为“立法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民法典的相

关规定。这种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论调的基点，就是“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是数

据的基础”，所考量的要素在于“个人信息处理和数据利用的成本”与所谓的“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并

没有明显的与个人信息合理使用有关的“公共利益导向”的要求。

值得追问的是，在该案裁判中所提出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与民法典所提出的对作为他人人格要

素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前者是在民法典尚未正式生效的情况下，对后者规定

精神的参考吗？

就其根源而言，那就是，要追问：这两种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究竟是否为一回事儿，还是说二者之间

存在差异？如果说，存在差异的话，这种差异是否足够大，以致于可以认为司法裁判实际上提出了一种

新的类型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那么，又如何评价司法裁判所提出的这种“个人信息合理使用”

制度？这种评价必须包含着对司法裁判提出的这种“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究竟是好是坏的判断。

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民法典第999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与第1036条规定的处理个

人信息的免责事由，以本文所要研究的“抖音APP案”的裁判观点为基础，意图仔细辨识在民法典和该

案裁判所提出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之间所可能存在的极其重大的甚至是本质性的差异。也许，

这种差异可以用不甚精确但足以表达其差别的“公共利益导向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与“非公共利益导

向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来表示。

二、民法典的立法创新：公共利益导向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与免责事由

（一）公共利益导向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

民法典上规定的他人人格要素的合理使用制度，不局限于个人信息，还包含了姓名、名称、肖像等，

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只是其中之一。为了研究方便起见，称之为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从个人信息保

护的角度看，民法典规定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在来源上以知识产权法上作为“调和著作权与社会

公益、促进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衡平机制”②的合理使用制度为原型，移植到民法典中来。③

实际上，在研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学者中，已有学者明确提出：“个人信息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

“他人或社会使用个人信息的正当与否不应当由个人决定，而应当由社会决定，由法律决定”，特别是要

求“识别个人信息保护和使用所涉各方主体的利益，并以此进行利益衡量，实现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应

当以此作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理论”，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信息的社会控制论”④。这种观点为

个人信息合理使用问题的制度化解决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民法典第999条所提出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意在“理顺人格权保护与舆论监督、新闻自由的

①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491民初6694号。

② 李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体系构造与司法互动》，《法学评论》2020年第4期，第88页。

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法典中，从知识产权移植而来的制度并不少见，比如人格权保护上的诉前禁令制度（民法典第

997条），还有作为侵犯人格权责任承担方式的替代“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而“在报刊、网络等媒体

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民法典第1000条）等，均为从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移植

而来。

④ 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84、97、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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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等”①，因而具有强烈的公共利益导向性质，同时，对于该合理使用的界限也明确地施加了“合理”的

要求，并且，对于构成“不合理”使用的情形，规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机制。

尽管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机构广义上可能有很多，包括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杂志社、

出版社、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等，②但是，不是所有的新闻报道、舆论监

督等行为都构成合理使用，而只是其中符合“为公共利益”之目的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才能

构成合理使用。在民法典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已经对“为满足社会大众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

而采写的监督性报道”适用了类似合理使用的要求。③

综上，我国民法典上的个人信息合理利用制度，相对我国著作权法上作为对著作权之限制的合理

使用制度④而言，较为狭窄，仅仅局限于为特定的公共利益目的情形，而且对于溢出“合理使用”之界限

的行为配置了民事责任机制。

（二）处理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

从立法结构上看，民法典第999条规定了关于他人人格要素合理使用的一般性制度，在“肖像权”

以及“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专章中规定了对肖像（第1020条）和个人信息（第1036条）合理使用的特

别规定。

具体到个人信息的免责事由，其中的三种情形具有合理使用的性质：一是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

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信息的情形，其例外为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

重大利益，这是来自司法解释的规范上升为民法典的一般立法规定的情形；⑤二是为维护公共利益而

合理实施的其他行为的情形，这是比较空泛且亟待司法实践进一步填补的条款，具体来说，结合有效的

司法解释，可以将“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

或者统计目的”利用网络公开个人信息的情形归入这种情形；三是为维护该自然人合法权益而合理实

施的其他行为的情形，比如为保护“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⑥，特别是“与信息主体生命相关的重

要利益”⑦。

笔者认为，在我国民法典上，针对个人信息的使用，规定了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不同的形式和

机制。2021年11月1日生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正面规定个人信息使用的“合法性基础”（第13条第1

款），以列举的形式规定，构成合法使用的情形，同时也构成免责的事由。⑧民法典则不同，将个人信息

纳入他人人格要素合理使用的范围之中，按照我国民法学者的见解，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属于立法者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对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所作出的限制，其性质上属于对人格权益而非财产权益

的限制”⑨。而且，在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具有强烈的公共利益导向性质，相反，在作

① 王利明：《人格权法制定中的几个问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8页。

② 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用版》，第535页。

③ 在“范某某诉某报业集团侵害名誉权案”中，法院在认定“本案争议的报道”时，指出：“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义

务出发，为满足社会大众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而采写的监督性报道。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

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宽容与理

解。”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静民一（民）初字第1776号。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第24条。

⑤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

11号）第12条第1、2款。

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

11号）第12条第1款第2、3项。

⑦ 高富平：《个人信息使用的合法性基础——数据上利益分析视角》，《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2期，第85页。

⑧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个人资料保护办公室2011年1月发布的《在互联网上发布个人资料的注意事项》第4—6页。

⑨ 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的个人合理使用制度》，《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10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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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责事由的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中，也具有公共利益导向，但同时也包括了不具有公共利益的

情形。

三、《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比较分析：从“合理使用”到“在合理范围内处理”

从整体上来看，民法典规定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与个人信息处理免责事由，具有一般个人信息保

护立法中个人信息使用的合法性基础的性质和作用，但是，在规范安置上较为零散，而且内容也不够全

面。在前文中已经述及，整体上来说，民法典上这种具有并且也将发挥“个人信息使用的合法性基础”

之作用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与个人信息处理免责事由的规定，其所呈现出的凌乱（非体系性）和不完

整，是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重要不足。

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定了完整的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基础体系，个人信息处理可以以

此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基于个人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与非基于个人同意的个人信息处理。前者只包

括“取得个人的同意”一种情形，而后者则包括八种具体情形，又可分为基于“必需性”的六种情形与基

于“合理性”的两种情形。除了前述情况之外，还有作为兜底性质的且具有法律保留意味的“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其他具体情形”。因而共计由十种作为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基础的具体情形。基于必需性

的情形包括：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

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为履行法定义务所必需；为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基于合理性的情形包括：为

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依照该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

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相比较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将民法典规定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第999条）和个人信息

处理免责事由（第1036条）的规定整合起来，形成了统一且完整的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基础体系。

所不同者在于：第一，民法典第1036条中的第1项中的同意，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被作为个人信

息处理合法性基础的核心，其他的合法性基础事由均作为取代同意的情形。

第二，前述民法典条文第3项即“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合理实施的其他行为”

被《个人信息保护法》分解为基于必需性的事由，涵盖为公共利益的三种必需性事由，即为履行法定职

责所必需、为履行法定义务所必需、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为自然人利益的一种必需性事由，即

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值得注意的是，在保护自然人合法权益的情

形中，《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四个不明显但并非不重要的变化：一是增加了“紧急情况下”的必要且充分

的条件性要求；二是将所保护的自然人的范围从民法典限定的“该自然人”扩张到了可能不限于“该自

然人”的其他自然人；三是将合法权益进一步明确为“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四是取消了民法典对此时

处理个人信息的“合理性”限制，这也是由于“紧急情况下”所引起的，符合通常所谓的“紧急之下无权

利”“紧急之下无法律”的法谚。

第三，前述民法典条文第2项的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将该种情形予以承继，但是作出较为重要

的改变。一是增加了“依照本法规定”的限制，二是明确了“合理处理”的含义为“在合理范围内处理”。

要认识该变更的重要意义，尚需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的规定。该条改变了民法典前述条文

对合理处理之例外情形的规定，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法律地位在个人没

有明确拒绝的情况下类似于可供自由使用的公共财产，即不需要取得同意（许可）也不需要付费即可使

用；①但是，该条对于“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则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上应受保

① 张建文：《公众用国有财产之公用性实现机制研究》，《经济法论丛》2009年第2期，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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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个人信息，不但不能自由使用（处理），而且必须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取得个人同意才能

处理。然而，该条所谓“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为何，以及应当以处理者的判断还是个人

信息主体判断为准，则处于较为模糊且阙如的状态，有待司法裁判的累积充实。

第四，民法典第999条的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范围内予以最大限度的承

袭，但是将民法典所谓的“合理使用”变更为“合理处理”。

整体而言，从民法典所谓“合理使用”的角度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虽然

予以承袭，但是也做了不小的变更。其中最具重要性的变更是将民法典第999条所谓的“合理使用”的

表述变更为“在合理范围内处理”，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不接受民法典“合理使用”的概念。

四、“抖音APP案”的裁判立场：非公共利益导向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

（一）“抖音APP案”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特性与意图

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令读者注意到了我国民法典有关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和具有合理使用性

质的个人信息处理免责事由的特殊性，即破碎且不完整的这两个规范群，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在我国

民法典上的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的作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所研究的“抖音APP案”中，司法机关提出了一种与前述民法典上的个

人信息合理使用以及具有合理使用性质的免责事由并不相同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观念，并将其适用

于司法裁判之中。

司法裁判所提出的这种令人震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并不是来自于民法典相关规定的精神，而是

来自于某种被遮蔽的可能与个人信息保护相悖的意图。

重新返回司法裁判对这种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理念的表述是有益的，在这个表述中，司法机关直白

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将损害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直接等同起来。在这个表述中，司法机关

直接提出了实际上也是将自己的裁判说理任务界定在“需要在具体应用场景中考察是否存在构成个人

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形”，而对这种“构成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形”的界定极其简单，即只要“在没有对

信息主体造成不合理损害的前提下”，就可以“认定某些个人信息的利用行为可以不必征得信息主体的

同意”①。

从该案的判决书来看，司法机关提出的裁判上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背景是司法机关面临着具体

而明确的对抖音APP处理手机通讯录行为的认定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双重同意”的基本要求是否

能够被适用，而不是是否应当被适用，因为在裁判理由部分法院已经肯定了“应当征得双重同意”，即

“在处理手机通讯录中联系人姓名和手机号码时，既是对手机用户个人信息的处理，又是对通讯录中

联系人个人信息的处理。所以，这种处理行为一般要征得两类主体的同意，既应征得手机用户同意，

又应征得每条通讯录联系人的同意，即应征得双重同意”。但是，法院认为这种“双重同意”是不现实

的或者说是不具有可能性的，即“如果要求在任何使用场景下都必须严格征得双重同意，有可能会导致

具体场景下利益的失衡”②。由此引出了考察在具体的场景中是否构成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形的裁

判任务。

（二）“损害”要件的司法政策工具化倾向

在本文研究的“抖音APP案”中，司法机关提出的以“没有对信息主体造成不合理损害”作为合理使

用与非合理使用的边界界定标准，显得极其含混和宽泛，是否以损害的存在作为个人信息侵权的构成

要件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

①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491民初6694号。

②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491民初66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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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改革委员会为引入“隐私权”所提出的《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报告

书中，明确提出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原告人须否证明他所受到的实际损害是与人身伤害或财产损

失或损坏相若，才有权就侵犯私隐提起诉讼”。该委员会建议“应该毋须证明有任何损害便可以就侵扰

他人独处或隔离境况的行为或无理宣扬他人的私生活的行为提起诉讼”①。

在比较法上，国际法专家委员会英国分会的报告书认为，法律应该推定私隐受侵犯的人有实际损

害，因为很多侵害私隐权的个案难于证明原告人有实际损失。②爱尔兰法律改革委员会亦建议，原告人

毋须证明他蒙受任何损害。该委员会认为，令被告人须向受害者作出赔偿的过错，主要在于侵犯私隐

行为冒犯了人的尊严，而不在于这种行为所可能造成的损害。③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少数案例中将损害的认定客观化，只要认定被告“未经许可向第三人披

露他人个人信息的事实存在”，即可构成损害，甚至不再进一步考虑第三人的行为是给当事人带来利益

还是实际损失。如在“孙某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隐私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

“对于被告提出其没有给原告造成损害、反而使原告获得了利益，本院认为，法律、法规保护隐私权的目

的是赋予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私生活的控制权，以及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

私以及公开范围的决定权。因此，个人信息的私密性是其重要内容，只要有未经许可向第三人披露他

人个人信息的事实存在即可构成侵害，就侵害的成立而言无须考虑第三人究竟给原告带来的是利益还

是损害，私人信息为第三人所知本身即为损害。”④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损害”的存在和证明成为隐私

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要素。⑤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中，“损害”要件的认定与个人信息的“私密

性”检验，越来越呈现司法政策工具的意义，成为互联网企业可能而且也的确是经常通过法院强制剥夺

或者限制“我们管理个人数据的能力，以及按照我们的意愿保护或披露这些数据的能力”⑥。

笔者认为，在个人信息保护中，“损害”的认定，应当尽量采取客观化或者推定化的方式进行认定，

因为在此类诉讼中，损失或者损害可能是微不足道的，除非是允许原告无须证明有任何损失或损害便

可以起诉，否则原告就不能够以申请诉前禁令等来制止被告做出或者重复做出侵权行为。

① 参见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侵犯私隐的民事责任》，2004年12月发布，第260页。

② See Justice, Privacy and the Law , London: Stevens and Sons, 1970, p.32.

③ See 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Ireland, Consultation Paper on Privacy: Surveillance and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

tions, 1996, p.117.

④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浦民一（民）初字第9737号。

⑤ 如在“张某某等与俞某等隐私权纠纷上诉案”中，法院指出：“本案中俞某未经张某某的同意和授权，擅自以张某某

的名义到第一医院获取张某某的CT报告单，该行为存在过错。但俞某在拿到该CT报告后，并没有向不特定的人群传

播，且于当天将报告单还回了第一医院，没有给张某某的隐私权造成损害，因此，张某某要求俞某赔偿其损失等缺乏依

据，本院不予支持”，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1民终3053号。再如，在“刘某诉广州市云妮

尔婚纱摄影有限公司等隐私权纠纷案”中，法院指出：“本案刘某的相片虽然属于其隐私，但刘某诉称广州市云妮尔婚纱

摄影有限公司侵权首先必须提供广州市云妮尔婚纱摄影有限公司将刘某的相片交给其他人后给刘某造成了不利后果的

证据，但刘某未对此举证，故刘某没有证据证明其被损害的事实，刘某的诉称及举证与法律规定的隐私权被损害的构成

要件不符”，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152号。在“徐某、济宁市兖州区龙

桥街道办事处范庄村村民委员会隐私权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济宁市兖州区龙桥街道办事处范庄村村民委员会对

本村住宅小区依法负有管理维护职责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在小区内安装摄像头以及对个别摄像头的安装位置进

行调整的行为，主观上是为了小区安全，没有侵犯徐某隐私权的故意，虽然安装的摄像装置采集的部分信息涉及徐某部

分隐私内容，但济宁市兖州区龙桥街道办事处范庄村村民委员会是基于小区安全管理等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安装、采集信

息，且济宁市兖州区龙桥街道办事处范庄村村民委员会未将涉及徐某隐私的信息进行传播，未给徐某造成损害后果”，参

见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鲁08民终5559号。

⑥ 伊莱恩·卡斯凯特：《网上遗产：被数字时代重新定义的死亡、记忆与爱》，张淼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

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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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抖音APP案”所提出之“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意图

值得追寻的是，司法机关提出这种直白且简单的可以称之为“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意图

何在？在本文所研究的“抖音APP案”中，特别是法院在抖音APP读取原告手机通讯录行为的认定中，

透露并试图自我解释其所提出的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意图。

首先，司法机关出于对个人信息的数据资源特性，自我设定了考察具体应用场景中是否存在构成

个人信息合理使用情形的任务。

法院提出：“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是数据的基础，对个人信息过于绝对化的

保护，可能导致个人信息处理和数据利用的成本过高，甚至阻碍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在具

体应用场景中考察是否构成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形”①；“基于个人信息而产生的数据，是企业竞争、

行业发展的资源和支撑”；“个人信息是数据的重要来源之一，而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又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基础，对于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利用必然会带来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②。

在该论调中，凸显了数据的资源价值，特别是个人数据获得空前价值，③具有强烈的资源隐私论

的色彩——“认为隐私只是一种工具，具有某种工具价值。例如，为了能够使用某项服务，我将向您

提供一定程度的访问我私人信息的权限。这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在数字世界中每天都会发生无数

次”④——而不是强调隐私的尊严价值，个人信息的“突出特点在于人格权属性”⑤。

其次，司法机关提出的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具有强烈的商业性（非公共利益性）利用色彩。

法院明确提出：“就信息使用的目的而言，除满足或促进用户在抖音APP中建立社交关系外，还具

有一定的商业目的，但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并不必然排除出于商业目的的使用”⑥。这一点与民法典第

999条和第1036条的规定意旨相去甚远，极大地突破和超出了民法典相关规定的效力范围。

最后，司法机关所提出的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真实意图是所谓的促进互联网行业的发

展。具体体现为：

一是前已述及的法院裁判观点——“对个人信息过于绝对化的保护，可能导致个人信息处理和数

据利用的成本过高，甚至阻碍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法院重申“过度严格地保护个人信息维护会给个人带来利益，而适度允许互联网行业在安全

的前提下合理使用个人信息，则可以促进互联网行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增加整个社会的福祉”，尽管

加上了一句含混不清的限制，即“这种适度的合理使用应以不损害个人利益为前提”；

三是法院在对读取手机通讯录的行为的认定中，认为“虽然读取手机通讯录时不可避免地会读取

原告的手机号码，但读取和匹配行为并不会对原告产生打扰，通常也不会不合理地损害原告利益，且有

利于满足其他有社交需求用户的利益及行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属于对该信息的合理使用”⑦。

综上，在本文所研究的“抖音APP案”中，司法机关所提出的“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与民法

典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以及具有合理使用性质的规范相比，具有极其明显的差异：

在对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的认识上，前者具有更加明显和强烈的资源意识，完全将个人信息看做

①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491民初6694号。

②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491民初6694号。

③ 周汉华：“序二”，京东法律研究院：《欧盟数据宪章：〈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评述及实务指引》，北京：法律出版

社，2018年，序二第1页。

④ 伊莱恩·卡斯凯特：《网上遗产：被数字时代重新定义的死亡、记忆与爱》，张淼译，第144页。

⑤ 王利明：《怎样理解和保护新形态的人格权》，《北京日报》2012年3月31日，第018版。

⑥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491民初6694号。

⑦ 笔者认为，法院在该部分的认定中，没有考虑个人信息以及其被侵害的特殊性，比附一般侵权行为中损害的要求

来认定个人信息保护诉讼中的损害，显然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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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数据时代的经济要素，强调其经济价值，①而后者具有相对较多的尊严价值，考虑到个人信息一定

程度上具有人格尊严的意义。

在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上，前者倾向于以未给信息主体造成不合理损害为标准，但是，实际上，对

于不合理损害的判断仍然处在极为模糊的地带，赋予了裁判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难免造成法律适用

的不统一，而后者特别是民法典第999条的规定，对合理使用的目的和合理使用的具体情形进行了较

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

在合理使用的方向上，前者具有强烈的商业性利用色彩，意在为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性使用，放松对

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的管制力度，而后者具有强烈的为公共利益目的利用的色彩，主要是在特定的

公共利益使用情形中放宽对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管制。

在最终的意图上，虽然都有追寻个人信息保护与大数据利用的边界的意识，但是，前者意味着裁判

立场与企业立场（“基于个人信息的资源性的大数据利用”）的高度趋近，而与个人立场（“基于个人信息

的尊严性的法律保护”）悖离，后者相对而言试图探寻必要的中间立场。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资源价值和资产意义被无限扩张和放大，刺激和推动了互联网企业过度地

甚至近乎疯狂地搜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将个人信息视为大航海时代的无主土地，以近乎偏执和疯狂的

跑马圈地和先占为手段，希望通过对海量的用户信息的收集和存储，为自己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形成

并积累竞争优势。

在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中，在“因为技术能力，普通网络用户很难了解其个人信息如何被处理和利

用，其对网络空间中的个人信息和私人领域的控制力更为减弱”的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与大数据利用

之间的冲突再次凸显了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时代意义。在大数据时代重申加强个人信息主体对自己

的个人信息的自我控制权并非是虚妄的，而是具有其重要的现实价值，这种现实意义不仅需要从对个

人的隐私权和个人尊严保护的角度进行理解，也需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理解，“海量的用户信息一

旦泄露，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的危害”②。目前，在我国有关个人信息立法的趋

向中，普遍不看好欧盟的模式，认为“欧盟更注重读以个人信息的保护，并不强调个人信息的利用”，对

“更强调对个人信息的利用，更注重发挥个人信息的经济效用”③的美国模式，艳羡不已。

结 语

由上所述可知，在本文所研究的“抖音APP案”中，司法机关提出了“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

概念。该概念与当时虽已公布但尚未生效的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合理使用以及具有类似作用的免责

事由等规范相比较而言，仍有极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差别，其致命性的缺陷在于“未给信息主体

造成不合理损害”的标准本身的缺陷。这个所谓的“未给信息主体造成不合理损害”的标准，既缺乏对

合理使用的目的的限定（特别是司法机关明确不排除在商业用途中对个人信息可能的合理使用，而且

在该案中司法机关也的确以此认定了在商业使用中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形），也缺乏对合理使用

的具体场景的明确规定，不得不将所造成的损害之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判定，全盘委之于司法机关的

自由裁量之中。

① 在本文研究的“抖音APP案”中，最能体现司法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的认识的是，法院在“虽然双方均未提

供原告因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或被告因此获得利益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仍然认定“被告对个人

信息的采集和利用必然会为其商业运营带来利益”，判决“被告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采集原告的个人信息并加以利

用，应当进行一定的经济赔偿”，最终“酌定赔偿数额为1000元”，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491民初

6694号。

② 隆雨：“序一”，京东法律研究院：《欧盟数据宪章：〈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评述及实务指引》，序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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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场合中，要想完成对损害本身的存在的证明已经极其困

难，因为对个人而言，互联网企业过度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或者不甚

重要的，由此对作为裁判者的法官来说，将侵害个人信息所造成损害认定为并非不合理的倾向，可使裁

判者走上歧途。

无疑，司法机关所提出的“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理念，豁免了互联网企业在商业使用中收

集与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的基本义务，悖离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宗旨，其进一步的实践的后果，

就是会导致公众对互联网企业和大数据产业的不信任加剧，反而阻碍互联网企业和大数据产业的健康

发展。抖音海外版（Tik Tok）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因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理由所遭遇

的经历，虽然不排除个别国家的特定政治意图，但是，该软件本身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缺陷和运营者过

度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否存在，并未那些国家提供了口实。

从微观角度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弥补了民法典在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和免责事由的规范

设计与编排上的散乱且在内容上不完整的弊端，将其统一整合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体系，更

为重要的是，将民法典第999条的“合理使用”更改为“在合理范围内处理”，意图在于取消立法上的个

人信息合理使用，使得民法典所谓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范的适用更为复杂。从宏观角度看，《个人信

息保护法》在立法趋向上对待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制上，遵循了“三严”的理念，即“严密的制度、严格的标

准、严厉的责任”，强化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权利，强化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在《个人信息

保护法》的框架下，类似于本文所研究的“抖音APP案”中司法机关所提出的“裁判上的个人信息合理使

用”概念，还有多大的适用空间甚至是否有适用的可能性问题，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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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Innovation and Judgment Position on the Fair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ZHANG Jian-wen
Abstract：“Fair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judgment”is not the same as“fair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legislation”. Compared with the latter, the former has neither made clear the purposeful restriction of fair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nor the specific situation in which it exists. The definition of“fair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judgment”is“not causing unreasonable damage to the subject of information”, which will be⁃
come a fatal temptation for referees to consider the damage that is difficult to prove in practice or is not so im⁃
portant to individuals as fair use. Therefore, the so-called“fair 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judgment”does
not bring about the goal of“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natural persons being protected by law”. On the con⁃
trary, it will run counter to the stated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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