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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的公法应对:
引入预防原则的构想证成
宋宗宇

〔 摘要〕

林传琳

数字科技滥用个人信息造成的社会风险与个人权利侵犯问题日益突出ꎬ 个体缺

乏保护个人信息的能力ꎬ 公法已然具备更深层次干预个人领域之理由ꎮ 预防原则是公权力面对
科技风险的严厉举措ꎬ 近年来其扩张适用日益广泛ꎮ 数字科技之风险后果既满足严重性与不可
逆转性ꎬ 又符合预防原则的基本触发条件ꎬ 因此适用该原则应是风险防范的较优选择ꎮ 由于抽
象的侵权风险证明可能离不开主观判断ꎬ 在适用时需要注意限制其规范对象ꎬ 科学设定 “ 强”
“ 弱” 预防原则的启动阈值ꎬ 灵活设置 “ 不确定风险” 的证明ꎬ 避免无休止的重复论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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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缘起: 当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公法缺陷
科技在带给人类福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容忽视的抽象社会风险ꎬ 其中以个人信息安全所面临的威胁
尤为突出ꎮ 在面对科技侵入个人领域时ꎬ 滞后的法律显得心余力绌ꎬ 特别是数字技术对个人数据的运算
设置及结果ꎬ 可能会在暗中侵蚀着个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ꎬ 也可能会影响社会公平与国家安全ꎬ 层出不
穷的新型侵权对法律提出了诸多挑战ꎮ
法学界对这种数字科技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与个人权利侵犯早有关注ꎬ 研究重点多侧重从私法角度来
实现个人权利保护ꎮ 我国 « 民法典» 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ꎬ 首创人格权独立成编ꎬ 并确立了隐私权
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ꎮ 可是ꎬ 基于信息控制论及其衍生规则为基础的民法保护体系ꎬ 与当下时代特征不
符ꎮ ① 为此ꎬ 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建议ꎬ 例如构建新型个人信息民事权利 ② ꎬ 重构隐私侵权规则 ③ ꎬ 综合运
用法律、 技术、 市场、 伦理等手段ꎬ 形成 “ 多管齐下ꎬ 激励相容” 隐私保护路径ꎮ ④ 虽然数字科技风险
大多以侵犯个人权利的事实来呈现ꎬ 但是ꎬ 个人信息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利益ꎬ 而是当下社会的基础资
源ꎮ 侵犯个人权利的后果既具个体性也有整体性ꎬ 例如ꎬ 绝大多数人必将被迫面对的算法操控现象ꎬ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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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字科技所引发的整个社会的风险ꎮ 仅仅依靠私法救济ꎬ 不仅无法挽回公众与个人的尊严ꎬ 更重要的
是对这种新型社会风险无法起到预防作用ꎮ 借助公法发挥其事前预警的防范功能已经成为众望所归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ꎬ 在全国人大发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 草案二次审议稿) » [ 以下
简称 « 个人信息保护法 ( 草案) » ] 中ꎬ 政府部门的权责得到充分的强调ꎬ 就印证了这一点ꎮ

现阶段监管部门对数字产业风险的管控却不乐观ꎬ 因为行政机关对信息处理者多以 “ 约谈—自查

整改” 的形式实现其风险防范职责 ⑤ ꎬ 执法依据是以 « 网络安全法» 为基础ꎬ 其他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
以及政策标准为补充ꎮ 目前ꎬ 法律法规制定者多围绕着 “ 知情—同意” 框架进行制度设计ꎬ 即信息处
理者在违反用户协议或法律强制性规定时ꎬ 执法部门才可以采取有效手段ꎮ 此种制度设计的缺陷较为明
显: 一是无法实现风险规制的功能定位ꎬ 对于形式上遵守隐私协议的 “ 算法操控” 等抽象性权利侵害
缺乏执法依据ꎮ 换言之ꎬ 行政处罚过度重视意思自治与损害结果ꎬ 倘若没有实质性损害证据则无法采取
行动ꎮ 二是 “ 约谈—自查整改” 的执法方式对于数字科技的风险预防力度不足ꎬ 无法对相对人构成足
够威慑ꎮ « 个人信息保护法 ( 草案) » 关于个人信息风险管控的规定也存在类似问题ꎮ 为了应对抽象的
数字科技权利侵害ꎬ 必须要做到 “ 面向未知而决策” ⑥ ꎬ 适用预防原则似乎成为一种可以讨论的方案ꎮ

预防原则是公法上产生的原则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德国环境法中的风险原则 ( Ｖｏｒｓｏｒｇｅｐｒｉｎｚｉｐ) 被视为

预防原则的起源ꎮ ⑦ 近年来ꎬ 预防原则已逐步成为国际法的重要依据ꎬ 在人类健康、 环境气候、 消费者
安全保护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２ 年通过的 « 欧洲联盟条约» 第 １３０ 条确立了预防原则的
基本原则地位ꎻ ２００２ 年欧盟通过了 １８７ / ２００２ 法案ꎬ 其中明确规定预防原则是规制食品安全领域不确定

风险的基本原则 ⑧ ꎬ 欧盟及其成员应积极执行ꎮ 预防原则还被积极地应用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等领域 ⑨ ꎬ

２００１ / １８ / ＥＣ 号指令 ( 关于故意释放转基因生物) 指出ꎬ 依据预防原则应当对转基因生物进入市场采取
措施ꎬ 以避免对人类健康或生态环境形成危险ꎮ ⑩ 然而ꎬ 该原则通常用于防范科技手段引发的实质性风

险ꎬ 从未适用于如个人信息侵害等抽象风险ꎮ 但是ꎬ 随着现代科技引发的社会风险日益严重ꎬ 预防原则
在国际法中的适用范围已变得愈加广泛ꎬ 从预防环境损害扩展到保护人类健康和消费者安全ꎬ 同时改变
了风险损害的法律性质和证据要求ꎮ 那么ꎬ 预防原则是否可以扩张至防范数字产业风险ꎬ 从而捍卫公民
的个人信息权利 ( 抽象权利) ? 如果可以ꎬ 又该如何应用? 本文将讨论这些问题ꎮ
二、 逻辑前提: 公法干预个人领域的理由
根据传统法学理论ꎬ 公权力不能介入私人自主权利领域ꎮ 在现阶段的法学理论体系中ꎬ 个人信息是
否属于公法可以干预的客体并未得到充分论证ꎮ 由于隐私在我国带有明显的私权属性ꎬ 隐私利益是纯粹
意义上的私人利益ꎬ 因此公权力很少干预个人隐私ꎮ 而个人信息又与个人隐私枝附叶连ꎮ 有观点认为ꎬ
无论隐私权如何发展ꎬ 都必须遵守一个前提: 即个人信息是个人的道德义务ꎬ 具有排他性的私权客体应


通过私法来保护ꎮ 
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也认为ꎬ 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呈交叉关系ꎬ 两者既有重合的部


分又有相互独立的部分ꎮ 
« 民法典» 第 １０３２ 条将私密信息列为隐私概念的一部分ꎻ 第 １０３４ 条规定私


密信息优先适用隐私权保护规则ꎮ 实践中ꎬ 个人信息保护往往以隐私权形式出现ꎮ 
但是ꎬ 在比较法上

隐私权却是由宪法与私法部门双层建构ꎬ 个人信息权利也是一种跨越部门法的综合性权利ꎬ 即公权力可
以介入个人信息保护ꎬ 引致传统大陆法系隐私权理论发生一些新发展ꎮ 隐私权诞生于美国ꎬ 又被称为


“ 独处的权利” 
ꎬ 二战后欧洲各国逐渐将隐私权作为法律所保护的权利ꎮ 当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ꎬ

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ꎬ 隐私信息被限制在个人不公开领域的藩篱逐渐被破解ꎮ
科技手段可以在不影响个人独处的情况下盗取其隐私信息ꎬ 个人即使独处也不足以享有私生活的安宁ꎬ
此时个人信息权利应运而生ꎮ 在数字时代ꎬ 隐私权也可以被解释为是个人可以选择在何时以及何种程度


公开个人信息的权利ꎮ 
为此ꎬ 我国现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并未完全排斥行政部门介入ꎬ 但缺

乏决定性的理论共识ꎬ 行政权的介入还相对较弱ꎬ 远未达到预防原则所需要的执法强度ꎮ
预防原则本质上是公法上的授权ꎬ 即法律授权政府在国民蒙受不确定的极端风险时ꎬ 不顾及风险概
率而采取的保护措施ꎮ 申言之ꎬ 预防原则要求政府以严格的态度履行职责ꎮ 此种立法授权之所以勃兴ꎬ
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个体对科技风险存在认知局限ꎬ 无法判断其来源与未来ꎬ 故称之为 “ 风险” ꎮ 尤其
在现代社会ꎬ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社会风险不断呈现ꎬ 基于自由意志的个人理性已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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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无误ꎮ 另一方面ꎬ 风险往往具有紧急性ꎬ 需要立即作出应对ꎮ 与专家不同ꎬ 普通民众对风险的认识
大多来自直觉ꎬ 这种不安全感也会导致民众希望政府进行干预ꎮ 即使此种直觉并没有合理的根据ꎬ 但政
府仍然会面临回应民众的压力ꎮ 相较于个人防范ꎬ 政府对未知风险的预防与管理更加有效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即使在欧美等自由主义国家ꎬ 政府形象也从消极的 “ 守夜人” 逐渐演变为积极的 “ 家
长” ꎬ 要求行政权更加积极主动地防范风险ꎬ 而不是恪守议会的意志ꎮ



如果个人信息构成公法上的权利客体ꎬ 那么就 “ 应当通过设计制度来落实权利保护” ꎮ 
这就需要讨

论公权力能否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ꎮ 笔者主张公权力可以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ꎬ 主要基于如下
理由:
其一ꎬ 公权力从未 “ 缺席” 私人领域ꎮ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ꎬ 个体差异逐渐造成两极分化ꎬ 实力强

劲的个人利用竞争中的优势令契约自由、 人格平等成为泡影ꎬ 过度推崇私法自治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



题ꎮ “ 基于某种政策考量限制主体的私权及其行使” 
ꎬ 公权力可能不断地渗入私人领域ꎬ 因为市场主体


“ 始终都受民法自治规范和国家管制规范的双重限制” ꎮ 
就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而言ꎬ 我国法律早有涉

及ꎮ 例如ꎬ 我国 « 刑法修正案 ( 五) » 增加了 “ 窃取、 收买、 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ꎬ « 刑法修正案
( 七) » 增加了 “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就是例证ꎮ

其二ꎬ 隐私规则的公私二分理论在数字时代逐渐失效ꎮ 传统理论认为隐私只存在于私人领域ꎬ 个人

信息通过自由意志流入公共领域就不再是隐私ꎮ 自新型数字技术出现后ꎬ 在网络中传播的个人信息也会
被用户视为个人隐私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一款名为 “ ＺＡＯ” 的 ＡＰＰ 因使用 “ ＡＩ 换脸” 技术需收集、
处理用户面部信息引发社会热议ꎬ 进而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 ( 以下简称 “ ＺＡＯ ＡＰＰ 事件” ) ꎮ 所谓的 ＡＩ

换脸ꎬ 是指只需要一张正脸照片就可以将媒介中特定人物的脸进行替换ꎬ 既可以换成自己的脸ꎬ 也可以


换成不特定他人的脸ꎬ 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ꎮ 
监管部门很快认定 “ ＺＡＯ” 的 ＡＰＰ 隐私保护协议不


规范ꎬ 要求其自查整改ꎬ 并表示需要制定新的治理规范监管新技术、 新应用ꎮ 
可见ꎬ 坚持公私界限作

为判断是否隐私的基础已经不能满足数字时代用户人格利益的保护要求ꎬ 若依据传统的隐私理论ꎬ 则充
斥在网络中的个人面部信息就不再是隐私ꎮ 不仅如此ꎬ 比较法上摒弃个人隐私的公私二分理论也已成为
普遍做法ꎬ 转而强调主体对个人信息的绝对控制ꎮ 海伦尼森鲍姆教授提出的场景性公正理论 (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即是基于不同场景来判断隐私ꎮ 
因此ꎬ 公私二分论一旦被否定ꎬ 就不存在公权力

不能介入私领域的这个逻辑ꎮ

其三ꎬ 个体逐渐缺乏保护个人信息的能力ꎮ 在传统理论上ꎬ 公权力不能介入个人信息保护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是ꎬ 保护个人信息属于个人的道德义务并且其有能力保护信息外泄ꎮ 在互联网时代初期ꎬ 人们
有能力保护个人信息ꎮ 虽然用户之间存在信息互换ꎬ 但是互联网技术也为个人打造出一个 “ 独立空
间” ꎬ 个人可以处于独立封闭的空间中ꎮ 而且那时 “ 信息总量不大ꎬ 泄露风险较低ꎬ 即使泄露其影响也


有限” ꎮ 
但进入数字时代后ꎬ 由于受到知识和实践选择不足的限制ꎬ 个体缺乏采取措施限制大数据捕获

个人信息的能力ꎮ 事实上ꎬ 即便个体知晓互联网的信息风险ꎬ 也无法拒绝使用科技产品ꎮ 因为个人的工
作和生活已经与数字科技高度耦合ꎬ 当人们置身于数字生活中或者以其他方式 ( 如云支付、 在线申请
工作等) 参与数字经济时ꎬ 都会对数据库作出无形的贡献ꎮ 现代化智能产品作为数据收集者ꎬ 随时可
能甚至必然变成数据泄露者ꎮ 数据的收集范围时常会超出服务者的需要范围ꎬ 而用户却不知情ꎮ 如 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 等社交媒体为广告营销、 公关等正当用途所收集与交易的数据中ꎬ ８ / ９ 的数据用户无法看到ꎬ 仅


有 １ / ９ 的数据用户可以看见ꎮ 

个人最大化地实现规避风险的方式ꎬ 就是产生更少的数据从而减少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的可能性ꎮ

但法律却不能鼓励这么做ꎬ 一旦不能收集足够数据和高质量数据ꎬ 将会导致国家在多个关键领域的竞争
失败ꎮ 互联网企业的隐私政策给予了用户是否公开个人数据的权利ꎬ 但是ꎬ 用户在与企业的权利博弈中
并没有太多话语权ꎬ 晦涩、 冗长、 难懂的用户协议迫使个人跳过阅读ꎬ 概括式地要么同意这些软件政策
继续安装ꎬ 要么只能离开ꎮ 并且ꎬ 许多软件之间存在相互关联ꎬ 一旦同意了其中一个软件的隐私政策ꎬ


也就视为用户同意将个人数据对其他关联的软件予以共享ꎮ 
知情同意规则的虚化让保护个人信息任务

变得更加艰巨ꎮ
其四ꎬ 私法的局限性ꎮ 仅仅通过放大或缩小私权并不能根除数字科技的风险ꎬ 这种现象在互联网巨
头企业中尤为明显ꎮ 即使 « 民法典» 对个人信息保护高度重视ꎬ 并将其纳入人格权编ꎬ 也无法避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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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以请求权作为基础的救济方式ꎮ 问题的关键在于ꎬ 私人与互联网巨头的地位不平等导致民事救济难以
实现: 一方面ꎬ 因为它们获取与应用个人隐私的手段完全 “ 合法” ꎬ 且不会造成明显的损害ꎬ 通过人格

权制度很难提供法律救济ꎬ 而隐蔽的侵权活动却仍然存在ꎻ 另一方面ꎬ 人工智能产品的创新速度较快ꎬ
私法在抵御这类法律风险时存在 “ 侵权—救济” 范式的构造难题ꎬ 针对还未引起足够审慎思考就已投


入使用的技术ꎬ 传统侵权法理论根本无力应对ꎮ 
仍以 “ ＺＡＯ ＡＰＰ 事件” 为例ꎬ 在法律对于如何保护面

部信息不甚了了时ꎬ 带有科技风险的换脸 ＡＰＰ 就已经上架投入使用ꎮ 该软件公司甚至在用户协议中就
明确指出ꎬ 用户上传发布内容后就意味着同意授予 “ ＺＡＯ” 及其关联公司以及 “ ＺＡＯ” 用户在全球范
围内完全免费、 不可撤销、 永久、 可转授权和可再许可的权利ꎮ 尽管最终这场风波随着行政机关及时介
入而结束ꎬ 但其暴露出的隐私安全问题却未经充分的讨论ꎮ 就此事件ꎬ 现阶段用户可采取的私法救济措
施主要有: 主张此用户协议属于合同法上 “ 格式条款” ꎬ 不能成为缔约双方认同之内容ꎻ 或者对 ＡＩ 换
脸技术所引发的名誉权、 隐私权等人格权风险主张排除妨害等等ꎮ 但是ꎬ 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ꎬ 面部
数据与个人账户的安全度密切相关ꎬ 任何能够复制面部数据的个人或公司都可能掌握了打开个人账户的
钥匙ꎬ 而个人却无法举证侵权是如何进行的ꎮ 所以ꎬ 私法对科技侵权风险可能显得无从下手ꎬ 必须借助
于公权力进行风险防范ꎮ
三、 法理支撑: 引入预防原则的合理性分析
虽然公权力可以保护私人权利为由规范数字产业ꎬ 但预防原则是极为严格的监管方式ꎬ 因此需要充
分讨论引入预防原则的合理性ꎮ
( 一) 个人信息保护需要被法律严格对待

预防原则的证成必然带有预设的价值判断ꎬ 即必须严格对待数字科技风险ꎮ 笔者主张严格对待数字
科技风险ꎬ 但数字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ꎬ 且预防原则是一种严格的法律原则ꎬ 故欲证明个
人信息保护可以适用预防原则ꎬ 就必须提出合理的理由ꎮ
首先ꎬ 现阶段个人信息保护亟需统一其价值认同ꎮ 如果不能明确必须坚守的价值目标ꎬ 那么对价值
理解不同的人就可能对法律作出相反的理解ꎮ 例如ꎬ « 网络安全法» 第四章与 « 民法典» 所规定的个人
信息保护规则ꎬ 既可理解为法律重视私权抑或是对侵犯个人信息持严格态度ꎬ 也可以理解为法律认可基
于知情同意规则下的信息分享抑或对合法的信息处理行为持宽容态度ꎮ 司法实践中ꎬ 往往也会因为价值
观念不同而发生分歧ꎮ 例如ꎬ 在朱某诉百度公司隐私侵权纠纷案中ꎬ 朱某认为百度公司收集其在百度搜
索引擎中的搜索记录并运用算法对客户进行精确广告营销的做法侵犯了他的隐私权ꎮ 一审法院判朱某胜




诉
ꎬ 而二审法院驳回了朱某的诉讼请求ꎮ 
二审法院的裁判理由是搜索信息属于匿名信息ꎬ 它不符合个

人信息的可识别性ꎬ 且百度公司也没有宣扬朱某的隐私并因此造成损害ꎮ 事实上ꎬ 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
只是回避了个人信息利用的合法性问题ꎬ 并不能消除个人信息流通中的隐私风险ꎮ
其次ꎬ 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在公共政策制定、 企业决策等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预测能力ꎬ 而个人信息
是其学习与运算的 “ 血液” ꎬ 被称为 “２１ 世纪的石油” ꎬ 所以社会往往对互联网企业过于宽容ꎮ 由于单
个个体的数据价值并不大ꎬ 因此互联网企业必须竭尽所能地收集大众数据ꎮ 换言之ꎬ 这种技术在骨子里
就存在诱发信息滥用的基因ꎬ 因为滥用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ꎬ 个人信息的滥泄就成为可能甚至必然ꎮ 科
技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甚至引发世界格局变革ꎬ 但它对人类尊严与自由造成了威胁ꎮ 由于如今的网络


技术功能强大ꎬ 牵扯范围广ꎬ 嵌入社会深ꎬ 因而其社会风险很大ꎮ 

最后ꎬ 更为糟糕的是ꎬ 即使风险苗头已然显现ꎬ 但由于科技往往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ꎬ 故其背后的
侵权风险被视若无睹ꎬ 公众的目光并非真正的审慎与理性ꎬ 国内某明星与 “ Ｂ 站” 之纠纷就是一个例


子ꎮ 
活跃在该网站上的视频制作者通过剪接、 换脸等方式ꎬ 将该 “ 明星” 面孔从原视频中截取出并置

于其他搞笑视频中ꎬ 以达到赚取流量的目的ꎮ 但搞笑视频经常带有贬义ꎬ 其在视频网站上传播ꎬ 不免发
生类似 “ 破窗原理” 的观众跟风诋毁现象ꎮ 一段时间后ꎬ 该明星的名字甚至姓氏都沦为网络语言中的
贬义ꎬ 对其社会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ꎮ 该明星曾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要求网站删除相关视频ꎬ 却遭遇拒
绝ꎮ 单从法律角度分析该事件ꎬ 若主张传统意义上的侵权法责任ꎬ 将难以成立ꎮ 一方面ꎬ 视频制作者可
以辩解自己只是为了娱乐需要ꎬ 那么ꎬ 其主观上的过错就难以认定ꎮ 另一方面ꎬ 制作者获取视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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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法的ꎬ 视频内容也是真实的ꎬ 也不能构成严重的侮辱、 诽谤ꎮ 但若依人格权请求权ꎬ 则该请求可能


得到支持ꎮ 因为人格权请求权属于绝对权请求权ꎬ 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 
ꎬ 旨在将人格损害恢复

至圆满状态ꎬ 但被害人却未如此主张ꎮ 因为 Ｂ 站提出社会舆论对公众人物所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
容忍ꎬ 并基于此迅速开展舆论攻关ꎬ 获得了多数公众支持ꎬ 最终该明星放弃了维权ꎮ 即使此事件引发了
全国性的舆论风波ꎬ 但该互联网企业却屹立于不败之地ꎮ 而如今ꎬ 这种恶搞现象似乎已经成为网络
常态ꎮ
上述案例背后映衬的问题是ꎬ 互联网巨头为多数人狂欢寻找了一个 “ 正当” 的理由ꎬ 即 “ 明星”

“ 名人” 才会遭到恶搞ꎬ 普通人并不会ꎬ 从而令多数人无视科技手段所带来的道德风险ꎬ 此其一ꎮ 在当
今数字时代ꎬ 每当舆论倒向一方ꎬ 法律往往只能作出让步ꎬ 一旦舆论战中分出高下ꎬ 则法律上的结果已
不再重要ꎬ 此其二ꎮ 互联网企业往往具有极强的公关与舆论引导能力ꎬ 如任由此现象发展ꎬ 法律恐将一
直被舆论绑架ꎬ 难以对乱象形成制约ꎬ 此其三ꎮ 总之ꎬ 个人信息的滥用看似无足轻重ꎬ 实则影响深远ꎬ
需要被法律严肃对待ꎮ 如果不能明确严格的监管理念ꎬ 加强法律在智慧社会中的权威性ꎬ 仅仅依靠立
法ꎬ 其现实意义将非常有限ꎮ
( 二) 个人信息保护满足预防原则的触发条件

预防原则通常要求有不确定风险的证据ꎬ 或者有合理理由怀疑某项技术对环境、 健康问题存在潜在
威胁时ꎬ 才能选择适用ꎮ 从理论上讲ꎬ 需要同时满足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和风险具有严重性两个条件ꎮ 显
然ꎬ 由大数据技术引发的社会风险具有不确定性ꎮ 如果其是确定的ꎬ 也就意味着人类能够预测到人工智
能的决策结论ꎬ 那么人工智能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ꎮ 但是ꎬ 抽象风险能否适用预防原则却是一个关键
问题ꎮ
１. 物理损害并非预防原则的必要条件

有观点认为ꎬ 触发预防原则只能是由科技造成的直接物理损害ꎬ 或者对环境造成的直接物理损害引

发的间接物理损害例如核污染ꎬ 而抽象的侵权损害并不在预防原则的适用范围内ꎮ 理由是: 其一ꎬ 因科


技改变个人生活而导致的精神性损害或失落感难以计算ꎬ 而且通过自我调解可以克服ꎮ 
其二ꎬ 不确定

风险需要最低限度的证据基础ꎬ 不能是尚未论证的学术思想或假设ꎮ ＯＲｉｏｒｄａｎ 和 Ｃａｍｅｒｏｎ 就认为ꎬ 对
预防原则最普遍的理解是具有 “ 足够” 证据的ꎬ 或者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后有理由采取行动的ꎬ 或者可


能导致不作为而不得不 “ 谨慎” 采取行动的ꎮ 
这意味着采用预防原则的理由不仅仅是推测ꎬ 还需要采


用科学的评估方式ꎬ 如采集样本、 控制变量、 选择模型等等ꎮ 
而侵犯个人信息的后果大多是抽象的损

害ꎬ 例如信息茧房、 改变人类自由意志等等ꎬ 表面上看与预防原则的要求相去甚远ꎮ
针对物理性损害ꎬ 主要通过预防原则经多年发展所产生出的衍生规则来救济ꎮ 起初ꎬ 预防原则仅仅
是针对特定的科技事项ꎬ 其重点关注风险的严重性与发生依据ꎬ 而这种风险是否属于物理损害并不是关
键问题ꎮ 例如ꎬ « 里约宣言» 是最广为人知的确立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ꎮ 它对损害的描述是具有 “ 严重


的和不可逆转的损害” ꎬ 并未提及风险损害的物理性ꎮ 
就此而言ꎬ 可以归纳出预防原则的特征是存在潜


在的未来风险、 具有初步科学依据、 在完全确定风险之前就展开行动ꎮ 
换言之ꎬ 预防原则在发展演变

过程中增加了一些限制 ( 如物理的损害) ꎬ 但最初并没有此项要求ꎮ 因此ꎬ 当时代发生了变化 ( 科技所
造成的社会风险日益复杂化) ꎬ 就不能当然地坚持预防原则完全不具有适用于非物理损害的可能性ꎮ

那么ꎬ 如何通过科学依据证明存在严重的抽象风险呢? 如果将 “ 科学依据” 理解为仅指自然科学

依据ꎬ 而将法律用于论证风险认为是不 “ 科学的” ꎬ 此观点也是片面的ꎮ 实际上ꎬ 抽象风险也可以用法
律的严谨方式进行评估ꎬ 以免引致滥用预防原则ꎮ 因为预防原则所要求的是一种不确定风险ꎬ 最终的价
值判断仍然离不开主观论证ꎮ 现实中ꎬ 不存在一种确定的能证明具有潜在风险的自然科学证据ꎬ 否则就
不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了ꎮ 科学家对科技引起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很难达成共识ꎬ 因为实验结论本身就
不是绝对科学的ꎬ 科学家大多不敢或不愿给出确定的结论ꎮ 换言之ꎬ 即使完全尊重科学家ꎬ 也会因科学
家的结论之间存在分歧而不得不进行主观判断ꎬ 那么道德论证就显得更加重要ꎮ 因此ꎬ 科学依据并不能
仅作狭义的理解ꎬ 人文科学的论证也当属于此范畴ꎮ
２. 个人信息滥用的后果足够严重

预防原则可适用于环境保护与人类健康领域ꎬ 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它们关乎人类的生存繁衍ꎮ 而个人



信息滥用最严重的后果是不断地让渡隐私以换取利益ꎬ 最终隐私为零ꎮ 
没有隐私就没有自由意志ꎬ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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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分人仍然坚持自由意志的价值难以同人类健康相比ꎬ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 某些数字科技风险也同样具
有严重性与不可逆转性ꎮ
其一ꎬ 严重性体现在算法操控与破坏公众自由决策ꎮ 一般而言ꎬ 个体对于自身信息的管控不得不对
智能产品产生妥协ꎬ 但人工智能却可以针对个人选择做出精确的资讯投递ꎮ 申言之ꎬ 通过人工智能而影
响个人的自由意志绝非难事ꎮ 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数据泄露事件中ꎬ 算法通过对个体数据的匿名数据分析处理
后ꎬ 筛选出一些目标用户ꎬ 对他们进行新闻推送、 政治精准宣传ꎬ 从而影响了多个国家的总统选举结



果ꎮ 
该事件充分证明ꎬ 只要收集到足够的个人数据ꎬ 人工智能可以影响人类的自由决策ꎬ 那么社会的

根基也将面临重大威胁ꎮ
其二ꎬ 不可逆转性体现在当人类习惯失去尊严后就很难恢复ꎮ 隐私是人类的基本利益ꎬ 它决定着人
类的尊严问题ꎮ 当今数据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提出隐私是可以牺牲的代价ꎬ 他们认为科技可能是毁灭人类


自主的原罪ꎬ 但也是不可抗拒的影响社会之因素ꎮ 
保护个人隐私的任何道德责任不包括约束大数据的

义务ꎬ 因为大数据在商业、 人类健康与安全等方面的有益用途已经超过了隐私危害ꎮ 易言之ꎬ 人的尊严
与隐私等权利应当为科技发展让位ꎮ 但如果不能重视人类基本权利的保护ꎬ 那么资本将通过高新技术侵


蚀个人尊严的内核ꎬ 个人就不再能实现 “ 独处” ꎬ 人类就不再存有隐私ꎮ 

隐私能得到保障也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前提ꎬ 没有隐私人类就无法培养个人道德与自主意识ꎬ 就不能

意识到个人行为与行为后果之间的关系ꎬ 自然也不存在自担风险的责任意识ꎮ 此外ꎬ 信息控制的严重不
均衡也将加剧教育、 就业、 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不平等ꎮ 当前大数据分析涉及个人行为生成的未知性和
非共识性数据使用ꎬ 企业及研究者可以部署复杂的人工智能算法ꎬ 揭示原本无法确定的身份、 行为、 趋
势以及实践性知识体系ꎬ 进而损害个人的机会ꎬ 这些机会流失的后果大多为个人所无法预见ꎬ 最终导致
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遭受巨大挑战ꎮ 事实上ꎬ 这些威胁通常难以救济且不可逆转ꎮ 退一万步讲ꎬ 即使视
数字科技风险为威胁真的毫无道理ꎬ 或者不如环境与健康风险所引致的损害那么严重ꎬ 公众对风险的看
法仍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合理理由ꎮ 既然数字科技侵犯公众隐私所造成的社会风险已昭然若揭ꎬ 那么公众
向公权力求助进而适用预防原则也就具备正当性ꎮ
四、 路径设计: 引入预防原则的实现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ꎬ 可见预防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仍有用武之地ꎬ 其制度功能不仅要体现对数字科
技风险的防范性ꎬ 还要具备对于数字产业的治理性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ꎮ 治理性主要体现在专家与信息处
理者对于不确定风险的论辩反思上ꎬ 公权担当人所代表的公众担忧之表达也是其重要内容ꎮ 但是ꎬ 预防
原则确实存在内容模糊、 表述版本多且缺乏统一性等先天缺陷ꎬ 个人信息的权利损害也比较抽象ꎬ 那
么ꎬ 在适用预防原则时会否出现更加缺乏程序与规范的现象呢? 实际上ꎬ 法律本身就是确定与不确定的


混合体ꎬ 并且将永远是含糊的、 不稳定的ꎮ 
尽管无法对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中的预防原则下一个准确定

义ꎬ 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主要的程序规范ꎮ 以下将从预防原则的适用对象、 启动及证明三个方面进行
讨论ꎮ
( 一) 预防原则的适用对象

由于数字科技所造成的风险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ꎬ 其产生机理也较为复杂ꎬ 对预防原则规范对象
的界定就变得尤为重要ꎮ
１. 可针对的主体ꎮ 必须说明是ꎬ 笔者提出预防原则适用个人信息规制体系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信息

主体ꎬ 而只能针对部分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主体ꎬ 例如用户众多的互联网平台ꎮ 原因在于: 其一ꎬ 适用
预防原则的正当性是基于公众对公权力保护个人信息的需求ꎬ 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一部分ꎮ 而


现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思想源于公平信息实践原则 
ꎬ 它所管束的是不平等的信息关系ꎬ 针对的主体大

多是商业性或特殊主体ꎮ 它既不能针对个人或群体日常的、 普通的信息收集、 处理行为ꎬ 也不能针对公
权力机关的职权行为ꎬ 目前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大多包含了此种理念ꎮ 例如ꎬ 欧盟 « 一般数据
保护条例»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第二条第二款 ( ｃ) ( ｄ) 项规定ꎬ “ 自然人在个人或家
庭活动中的个人数据处理” 与 “ 预防、 侦查刑事犯罪或执行刑事处罚” 的个人数据处理行为不适用此
条例ꎮ 我国 « 民法典» 第 １０３９ 条规定ꎬ 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 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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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私和个人信息” 负有保密义务ꎻ « 个人信息保护法 ( 草案) » 第 ３５ 条规定ꎬ 行政机关在处理个人信
息时原则上应经过本人同意ꎬ 但在妨害其履行法定职责时除外ꎮ 这就相当于将国家机关依职权获取个人
信息的行为排除在外ꎬ 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原则ꎮ 其二ꎬ 预防原则仅针对具有一定严重后果的科
技风险ꎬ 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而言ꎬ 大多数严重风险都是由大型信息处理者所引起的ꎮ 小型的甚至个人的
收集行为通常并不会引起社会风险ꎬ 且个人完全有能力通过私法手段来救济权利ꎮ
２. 不确定风险的类型ꎮ 显然ꎬ 在此体系中预防原则所规范的并不是互联网平台所使用的数字技术

本身ꎬ 而是包含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产品ꎮ 这里需要明确不确定风险的两个性质: 第一ꎬ 风险必须是智
慧手段正常使用中所产生的ꎬ 以科技手段故意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ꎮ 例如ꎬ 用互
联网手段非法入侵他人电子设备ꎬ 盗取个人信息与财物的ꎬ 应被视为盗窃行为ꎬ 而非科技伦理风险ꎮ 其
二ꎬ 损害后果是非物理损害ꎮ 因为数字科技产品风险引发的重大物理损害已有相关法律予以规制ꎬ 并不
需要讨论ꎮ 例如ꎬ 自动驾驶汽车正常运行中致人损害ꎬ 被害人有权提出侵权损害赔偿ꎬ “ 通过可接受风


险理论与利益衡量” 
可以划分保有人和生产者的责任界限ꎬ 而自动驾驶汽车中处理信息的算法是否符

合伦理要求ꎬ 则可以纳入预防原则的讨论范围ꎮ
根据损害方式的不同ꎬ 可将具有社会损害风险的产品分为两类: 一是具有直接损害风险的产品ꎬ 指
的是信息处理活动对不特定第三人所造成的直接损害ꎮ 由于直接损害对信息主体造成了直接的侵权风
险ꎬ 故较为容易认知与证明ꎬ 例如个人信息在采集、 处理、 储存中的泄露风险ꎮ 直接损害所造成的不仅
仅是经济上的损害ꎬ 也包括对个人名誉、 隐私等人格权的损害ꎬ 例如私密信息被公开的风险或者通过
ＡＩ 换脸等技术造成混淆后对他人名誉损害的风险等ꎮ 二是具有间接损害的风险产品ꎮ 这是信息处理活
动对个人或者群体引发的道德、 伦理等抽象性风险ꎬ 往往难以被社会公众所发现、 认知ꎬ 并且难以证
明ꎮ 此种风险可以是现阶段就存在的个人生活于数字时代中都能够感知到的权利或者道德上的风险ꎬ 也
可以是当下并不存在的潜在风险ꎮ 尽管潜在风险尚未爆发ꎬ 但是只要公众有合理理由担心未来可能会爆
发ꎬ 都应当被预防原则所规制ꎮ
( 二) 预防原则的启动

１. 阈值设定ꎮ 预防原则有 “ 强” “ 弱” 之分ꎬ 最早的预防原则理论是指在进行一项活动时ꎬ 为了

避免严重的、 不可逆转的损害而禁止使用某种科学技术ꎬ 从而确保该活动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进行ꎮ 但
是ꎬ 这可能会严重地阻碍社会发展ꎬ 为了弥补早期理论的过度僵化ꎬ 弱预防原则理论应运而生ꎬ 而早期
的预防原则就被称为强预防原则ꎮ 所谓弱预防原则ꎬ 是指在危险程度相对较低时ꎬ 采取一定的措施从而


防止危害的产生或扩大ꎬ 因此它往往需要考虑比例原则、 成本收益等等ꎮ 
而最弱的预防原则是政府对

于科技风险的密切关注ꎮ 由于个人信息保护一直是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ꎬ 故无探讨最弱预防原则的
必要ꎮ 必须指出的是ꎬ 无论适用强预防原则还是弱预防原则ꎬ 其启动阈值均以某种风险为严重的、 不可
逆转的为必要ꎬ 这就需要进一步设定某种程度的风险阈值ꎬ 从而对 “ 强” “ 弱” 进行区分ꎮ

作为借用于数学物理领域的专业术语ꎬ 阈值是一种临界状态的翻转值ꎮ 强预防原则的风险认知阈值

较低 ( 由于难以认知ꎬ 所以一般人达到低水平的认知阈值即可启动) ꎬ 即使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某项活
动可能有害ꎬ 也可以将其本身视为必须采取诸如禁止之类的严厉措施ꎬ 政府措施倾向于风险防范ꎮ 弱预
防原则的不确定风险认知阈值较高 ( 由于容易认知ꎬ 所以需要一般人达到一定水平的认知才可启动) ꎬ
需要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某种行动的后果是有害的ꎬ 就足够证明监管是正当的ꎬ 政府措施更倾向于风险


管理ꎮ 

在此过程中ꎬ 必须注意避免唯科学主义ꎮ 由于不确定风险难以被科学所证明ꎬ 故不能仅执行科学家
所设定的标准ꎮ 事实上ꎬ 预防原则离不开主观论证ꎬ 科技也必须要接受质疑ꎬ 可以结合行政主体与民众
对于数字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ꎬ 从而制定风险标准体系ꎮ 法律还应当建立不同的援引预防原则的举证标
准ꎬ 力图使援引预防原则的依据取决于所涉问题的性质与类型ꎮ 具言之ꎬ 弱预防原则应当设定较高的启
动阈值ꎬ 因为当公众认知风险比较容易时ꎬ 就不会难以理解风险的后果与企业的过错ꎬ 对风险的防范也
比较容易达成共识ꎬ 故应设定较高的启动阈值ꎮ 例如单纯的买卖个人信息行为ꎬ 属于公众容易认识的侵
犯个人隐私的风险ꎬ 不涉及公民平等、 国家安全等难以认知的问题ꎬ 那么法律就不必采取强的预防措施
( 将其完全禁止) ꎬ 而是需要督促政府履行管理职责ꎻ 政府不得借故缺乏科学依据ꎬ 怠于实施行政行为ꎮ
也可以通过行政管理措施从宽解释预防原则ꎮ 例如ꎬ 关于敏感信息的使用ꎬ 即使科技企业再三强调面部

 ９０

信息的收集与使用并不会导致泄露或面部识别的密码失控ꎬ 但只要公众仍然担心它将影响个人生活安宁
或私人账户安全ꎬ 那么就已经达到了高度认知的阈值ꎬ 政府就应当对此进行必要的管理甚至防控ꎮ 换言
之ꎬ 只要公众对风险的认知达到了较高的一致性ꎬ 则政府的风险管理就是正当的ꎮ 而对于认知较为困难
的数字科技风险ꎬ 例如信息产品对用户的算法操控、 数据的跨境转移等公众难以理解的信息处理者行
为ꎬ 但导致的后果又可能特别严重ꎬ 就可以采取强预防原则ꎮ 一言以蔽之ꎬ 法律只需要设置较低的认知
阈值ꎬ 就可授权政府采取强的措施ꎬ 例如举证责任倒置ꎬ 要求行动者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应用信息是安全


的ꎬ 这样即使无法确定引发风险的因果关系ꎬ 也可以将个人自由与法律父爱主义结合在一起 
ꎬ 从而避

免损害威胁ꎮ

２. 成本分析ꎮ 在适用弱的预防原则时需要衡量行政行为的成本收益ꎬ 经济成本与收益是评价预防

原则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指标ꎬ 因为政府对科技风险的预防措施很可能限制社会福利ꎮ 例如ꎬ 将微博、 抖
音等信息软件予以禁止ꎬ 不仅可能造成大量失业ꎬ 而且也会大幅影响人们的业余生活ꎮ 那么ꎬ 如果不能
带来足够的收益ꎬ 该预防措施将会遭到强烈的质疑ꎮ 基于此ꎬ 就只需采取整改、 禁止部分功能等适当的
监管手段ꎬ 以避免社会福利大幅下降ꎮ 当然ꎬ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不乏反对者ꎬ 其理由在于人类的尊严与
自由不能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ꎮ 换言之ꎬ 成本分析法只是为了短期利益而忽视了长时期的不确定风险ꎬ


应当予以坚决制止ꎮ 
这种反对论的认识来源于人是目的并非工具的康德法哲学ꎮ 然而ꎬ 现代社会的政

府很难不考虑经济因素与人民意志ꎬ 而非仅为了捍卫康德信条ꎮ 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适用预防原则ꎬ 可
能影响数字产业的发展ꎬ 进而产生经济下滑、 失业率上升等社会成本ꎬ 必然引发公众与政府的担忧ꎮ 据
此ꎬ 适用弱的预防原则要求政府不得以缺乏科学依据为由不作为ꎬ 但仍应考虑行政成本效益ꎮ
与弱的预防原则不同ꎬ 适用强的预防原则就可以突破成本效益标准ꎬ 因为所遭受的损害可能无法衡
量ꎮ 即尽管行政措施的成本巨大ꎬ 也要对后果足够严重的风险采取行动ꎮ 例如ꎬ 对于通过数字技术操控
选举结果的行为ꎬ 就无法吝惜行政措施的成本ꎮ 因此ꎬ 对数字科技的风险阈值的判断十分重要ꎮ 具体而
言ꎬ 针对一般的数字科技风险ꎬ 在保护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尽可能避免科技风险ꎻ 其预防措施应当允许
一定程度上的信息流通ꎬ 重视监管行为的成本ꎮ 针对重大的数字科技风险ꎬ 则应当不计成本地采取预防
措施ꎮ 一般情况下ꎬ 个人信息泄露的损害后果是一个抽象问题ꎬ 它的行政管理成本相对而言并不算高ꎮ
例如ꎬ 限制转基因食品的流通可能造成部分人饥饿甚至死亡ꎬ 而限制一些数字技术应用只会影响一些社
会软福利ꎮ 但是ꎬ 如果完全禁止一些数字技术就可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ꎬ 故只能针对部分后果严重的
数字科技风险采取不计成本的措施ꎮ 当然ꎬ 还应设置一定的执法程序ꎬ 并经有关部门批准ꎮ
那么如何判断数字科技的风险是否 “ 足够” 严重? 主要考虑公众和学术界的态度ꎬ 并不要求确定

的或者高度盖然性的证据ꎬ 多数民意导向即可成为判断依据ꎮ 例如ꎬ 面部特征等较为敏感的信息具有不


可更改与不可匿名性ꎬ 只能认定其损害程度较大ꎮ 
质言之ꎬ 只要后果足够严重ꎬ 就不必考虑产生此种

后果的成本收益问题ꎮ 而对一般的数字科技风险ꎬ 只需采取与风险适当的预防措施即可ꎮ
综上所述ꎬ 本文认为ꎬ 可根据对风险认知的难易程度、 风险后果能否计算或者补偿来设定预防原则
的启动标准ꎮ 弱预防原则的启动标准应设定为: 某种较容易认知的ꎬ 可以较精确地计算或者可大概估算
的、 不容易补偿的较大的风险ꎻ 强预防原则的启动标准应设定为: 某种难以认知的ꎬ 无法通过成本衡
量、 无法补偿的重大风险ꎮ
( 三) 风险不确定性的证明

除明确预防原则可适用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 规制对象以及启动条件外ꎬ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不确
定风险究竟要证明到何种程度ꎮ 所有的有关预防原则的证明都要求包含一定的知识条件ꎬ 需要达到可以
应用的等级ꎮ 对于该风险是否足够严重的证明也不例外ꎮ
１. 避免循环论证ꎮ 科学在为预防原则提供证据性结论时也存在局限性ꎬ 即科学很难证明一定存在

不确定的风险ꎮ 事实上ꎬ 与该风险相关的科学知识条件可能尚且处于模糊状态ꎬ 因为信息产品的风险具
有不确定性ꎬ 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ꎬ 在举证时往往难以令人信服ꎮ 行政相对人可能会要求行政行为
人提供存在 “ 不确定风险” 的证明ꎬ 此即所谓的 “ 不确定性悖论” ꎬ 不断地上诉可能会陷入证明逻辑困
境ꎮ 一方面ꎬ 人们认识到科学无法对不确定风险提供决定性证据ꎻ 另一方面ꎬ 政府和律师又需要证明存


在或不存在不确定性风险ꎮ 



在辉瑞公司诉欧盟委员会案中就多次出现循环论证的情况ꎮ 
自 １９７０ 年以来ꎬ 欧盟委员会开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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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员国所使用饲料中的添加剂ꎮ 丹麦国家实验室检测出欧盟委员会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维吉霉素可
能将其从畜产品传递给人ꎬ 于是通知欧盟委员会丹麦禁止使用维吉霉素ꎮ 但依据 １９９６ 年欧盟引入的共
同授权系统规定ꎬ 各国有权在饲料中使用经过欧盟授权的添加剂ꎻ 如果成员国要限制或者禁止使用ꎬ 则
必须立即通知其他成员国与欧盟ꎬ 并说明该添加剂具有危害的理由ꎮ 欧盟委员会接到丹麦的通知后ꎬ 委
托动物营养科学委员会 ( ＳＣＡＮ) 对丹麦国家实验室的实验报告做出 “ 确定性” 的答复ꎬ 但 ＳＣＡＮ 认为
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过大ꎬ 并提供了一些可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分析ꎬ 但肯定不构成直接威胁ꎮ 欧盟
委员会却根据预防原则提出了一项禁令ꎬ 禁止包括维吉霉素在内的四种抗生素作为食品添加剂ꎬ 最终被
欧盟理事会批准ꎮ 随后ꎬ 维吉霉素生产商辉瑞公司针对此禁令向欧盟初审法院 ( ＣＦＩ) 提出异议ꎬ 认为

欧盟委员会对两份 “ 不确定风险” 报告做了不同的判断ꎬ 维吉霉素与报告中的风险并不存在因果关系ꎮ
于是ꎬ 法院不得不对两份报告的科学性、 真实性与有效性进行审查ꎬ 作证专家也陷入不确定性悖论的循
环讨论之中ꎮ 法院开始要求提供确凿的证据ꎬ 这就将非不确定风险举证演变为零风险举证ꎬ 法院也不可
避免地要对科学主张作出判决ꎮ
在适用预防原则时应当避免循环论证的发生ꎬ 证明过程不能要求确凿地证实数字产品存在不确定风
险的证据ꎬ 而应强调一旦风险转化为现实损害ꎬ 其后果的严重性以及公众对科技产品风险损害的担忧ꎮ
多数存在风险的科技产品都可能被证明不存在危害或者存在风险的概率极低ꎬ 但这对公众来说并不具有
说服力ꎮ 因为科学的证明结论也总是在不断地被推翻ꎮ 为了结果的严谨性ꎬ 鉴定人员往往无法给出一个
确定的答案ꎬ 因为即使科技风险的存在属于小概率事件ꎬ 但一旦发生就可能引发公众性灾难ꎮ 例如ꎬ 即


使转基因食品多次被证明不存在危害ꎬ 但也不能被学者所接受ꎮ 
因此ꎬ 在法律论证中不能过分陷入是

否成立不确定风险的论证之中ꎬ 也要适当考虑风险的严重后果ꎮ
２. 证明标准ꎮ 有研究者总结了欧盟在适用预防原则时的发展趋势ꎬ 发现在适用 “ 弱” 预防原则时

所必要的科技风险证明标准似乎更加苛刻ꎬ 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原因ꎬ 可能更倾向于采取一定限度内的较
轻的控制措施ꎮ 相比之下ꎬ “ 强” 预防原则的所必要的证明标准却比 “ 弱” 的更加简易ꎬ 往往将实施政


策的成本转嫁给潜在有害活动或产品的支持者ꎮ 
而数字科技风险的证据可能更加主观ꎬ 因此证明标准

应当张弛有度ꎬ 可以采取不同严格程度的措施ꎬ 具体取决于需避免风险的严重程度、 证据的力度以及公
众对风险的态度ꎮ 对于多数数字科技风险而言强预防原则过于严格ꎬ 实践中可能更多是弱预防原则之应
用ꎮ 弱预防原则所针对的不确定风险认知难度较低ꎬ 在证明时可以根据风险的严重程度适当地灵活变化
证明标准ꎮ 对于损害大、 发生概率小的风险ꎬ 则应从严证明并采取严厉的措施ꎻ 对损害小、 发生概率高
的风险从宽证明ꎬ 采取相对温和的措施ꎮ 例如ꎬ 如果某项信息产品存在明显的算法操控用户的嫌疑ꎬ 一
旦造成后果可能十分严重ꎬ 将证据标准从 “ 充分的不确定性” 降至 “ 合理的关注理由” 以及预防性措
施ꎬ 是完全可行的ꎮ 尽管如此ꎬ 科学论证还是十分必要ꎬ 即使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答案ꎬ 但它仍然是法律
论证中的重要依据ꎮ
对于认知阈值低但损害后果特别严重的数字风险ꎬ 还应考虑转移举证责任ꎬ 即由科技公司证明自身
产品不存在安全风险ꎬ 这在国际法中已有适用先例ꎮ １９９５ 年新西兰 “ 核试验” 案中ꎬ 在适用预防原则

时就曾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ꎮ 但是ꎬ 它只是预防原则可允许的证明方式ꎬ 并非必须采取的措施ꎮ 所以ꎬ
国际法上是否需要转移举证责任是由不确定风险的阈值所决定的ꎬ 目前虽未形成统一的应用标准ꎬ 仍然
值得借鉴ꎮ
五、 结论
预防原则不失为一种个人信息保护的新思路ꎬ 它不仅可适用于人类健康、 环境保护等领域ꎬ 也可尝
试用于某些严重的抽象风险ꎮ 当智慧科技产品引发了公众担忧或者道德难题时ꎬ 法律就应当严肃对待ꎮ
即使是个人信息这样的私人自治领域ꎬ 预防原则的适用同样可以适当变通与突破ꎮ 至于数字科技是否能
够引发潜在的个人权利侵犯与社会风险ꎬ 预防原则透过科学论证也可以作出较具说服力的判断ꎬ 亦可为
政府提供较为明确的价值指引ꎮ 风险防范的论证过程至少可以达到 “ 有则改之ꎬ 无则加勉” 的管控目
标ꎬ 从而维护社会的安稳秩序ꎮ 以此为鉴ꎬ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尝试引入风险预防原则ꎬ 但由于
相关法律过于繁多ꎬ 鉴于篇幅所限不能尽述ꎬ 在此仅以 « 个人信息保护法 ( 草案) » 为例ꎬ 建议对其做

 ９２

如下修改:

(１) 赋予行政机关更多权能ꎬ 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增加第五项 “ ( 五) 根据风险的具体情况ꎬ 按照规

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该个人信息处理的活动采取部分限制等临时措施ꎮ”

(２) 为体现预防原则的强弱双重性ꎬ 将第六十三条修改为 “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履行个

人信息处理监督管理职责时ꎬ 如果发现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ꎬ 不及时制止将使公众合法
权益受到较为严重或难以补偿的损害的ꎬ 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证据为由ꎬ 延迟采取措施防止情况恶化ꎮ
可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或采取临时措
施ꎮ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按照要求采取措施ꎬ 进行整改ꎬ 消除隐患 ( 弱预防原则) ꎮ 如果发现个人信息
处理活动存在重大安全风险ꎬ 不及时制止将使公众合法权益受到特别严重或无法衡量的损害的ꎬ 应当立
即采取措施并上报有关部门ꎮ 经国务院决定或者批准ꎬ 可以对此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采取全面限制等临
时措施 ( 强预防原则) ” ꎮ

① 房绍坤、 曹相见: « 论个人信息人格利益的隐私本质» ꎬ « 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② 程啸: « 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 ꎬ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③ 叶名怡: « 个人信息的侵权法保护» ꎬ «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ꎮ

④ 郑志峰: « 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保护» ꎬ « 法律科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⑤ ＡＰＰ 专项治理工作组:

« ＡＰＰ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 息 专 项 治 理 报 告 ( ２０１９ ) » ꎬ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ꎬ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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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赵鹏: « 知识与合法性: 风险社会的行政法治原理» ꎬ « 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⑦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Ｐｅｅｌ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ｔｉｏｎ) 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ｐｐ. ２１８ － ２１９.

⑧ 张海柱: «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欧盟风险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ꎬ «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⑨ Ｄａｎｉｅｌ Ｓｔｅｅｌꎬ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９ － ２０.
⑩ 刘韵清: « 预防原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分析» ꎬ « 国际法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ꎮ
 丁晓东: « 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ꎬ «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ꎮ



 张新宝: «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 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 ꎬ «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海民初字第 １１２１９ 号 « 民事判决书» ꎻ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浦民一


初字第 ９７３７ 号 « 民事判决书» ꎻ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穗中法民一终字第 ３６７５ 号 « 民事判决书» ꎮ

 Ｓａｍｕｅｌ Ｄ. Ｗａｒｒ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ｕｉｓ Ｄ.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ꎬ “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ｉｖａｃｙ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４(１８９１) ꎬｐ. １９３.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Ｌ.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ꎬ “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ꎬ” ｉｎ Ｊ. Ｒｏｌａｎｄ Ｐｅｎｎｏｃｋ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Ｗ. Ｃｈａｐｍａｎꎬｅｄｓ. ꎬ Ｐｒｉ￣


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７ꎬｐｐ. ５６ － ６０.

 丁晓东: « 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与行为主义规制» ꎬ « 法学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ꎮ


 郑晓剑: « 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 ꎬ «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谢鸿飞: « 论法律行为生效的 “ 适法规范” ———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ꎬ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ꎮ

 常莽: « ＡＩ 换脸技术有多恐怖» ꎬ « 计算机与网络» 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２ 期ꎮ



 王庆凯: « 国家网信办回应 ＡＩ 换脸软件 “ ＺＡＯ” 涉嫌侵权: 已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相关规定监管» 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ｓｈｉｐｉｎ / ｃｎｓ － ｄ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１８ / ｎｅｗｓ８３１８９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ꎮ

 Ｈｅｌｅｎ Ｎｉｓｓｅｎｂａｕｍꎬ“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９(２００４) ꎬｐ. １１９.



 朱方彬、 宋宗宇: «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制构建» ꎬ « 山东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ꎮ



 Ｂ. Ｄｅｂａｔｉｎꎬ Ｊ. Ｐ. Ｌｏｖｅｊｏｙ ａｎｄ Ａ. Ｋ. Ｈｏｒｎꎬ ｅｔ ａｌꎬ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ꎬ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１５(２００９) ꎬｐ. ８６.

 李延舜: « 我国移动应用软件隐私政策的合规审查及完善———基于 ４９ 例隐私政策的文本考察» ꎬ « 法商研究» ２０１９ 年


第 ５ 期ꎮ

 ＤｏｕｇｌａｓＨａｒｒｉｓꎬ “ Ｄｅｅｐｆａｋｅｓ: Ｆａｌｓｅ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 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Ｙｏｕꎬ” Ｄｕｋｅ Ｌ. ＆ Ｔｅｃｈ. Ｒｅｖ. ꎬ ｖｏｌ. １７



 ９３

(２０１８) ꎬｐ. ９９.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鼓民初字第 ３０３１ 号 « 民事判决书» ꎮ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宁民终字第 ５０２８ 号 « 民事判决书» ꎮ



 谢俊贵: « 高新技术社会风险的生发逻辑与控制理路» ꎬ «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彭 启 航: « Ｂ 站 回 应 蔡 徐 坤 律 师 函 事 件: 已 收 悉ꎬ 相 信 法 律 自 有 公 断 » 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ｅｎｔ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３ / ５６７３７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ꎮ

 王利明: « 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 ꎬ «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陈景辉: « 捍卫预防原则: 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 ꎬ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ＯＲｉｏｒｄ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ｍｅｒ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ꎬ１９９４ꎬ ｐ. １６.


 高秦伟: « 论欧盟行政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 ꎬ «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 里约宣言» 第 １５ 条规定: “ 为了保护环境ꎬ 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的适用风险预防措施ꎬ 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


的损害时ꎬ 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证据为由ꎬ 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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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冬梅、 陈晰: « 硬规则时代的数据自由与隐私边界» ꎬ « 湘潭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王中原: « 算法瞄准如何重塑西方选举———算法时代的选举异化及其治理» ꎬ «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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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嵩: « 风险预防原则理论与实践反思———兼论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问题» ꎬ « 北方法学»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丁晓东: « 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思想渊源与基本原理———基于 “ 公平信息实践” 的分析» ꎬ « 现代法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宋宗宇、 林传琳: « 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的民法教义学解释进路» ꎬ « 政治与法律»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ꎮ



 朱炳成: « 环境健康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展开» ꎬ « 暨南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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