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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融隐私权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法学概念不断延伸和扩展，在全球化资

金融通促进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金融隐私权就是在传统的隐私权基础

上发展出的新内容，它以金融信息为对象，包含金融消费者的人身识

别信息和财产流转记录等多层次的信息。对金融隐私权的保护，在金

融现代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已成为各国建立和维护金融市

场稳定性和完整性、维护金融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旨在以比较法的视角，从最基础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出发，

借鉴和结合欧美等国较为成熟的金融隐私权理念，对金融隐私权的基

本概念展开探究和层层分析。以期对我国今后金融隐私权保护制度的

构建添砖加瓦，起到一点辅助和推动作用。

引言结合我国对金融隐私的认识和保护现状提出建立和完善这一

概念的必要性。正文第一章从金融较为发达的英美等国发展历程出发，

结合英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考察金融隐私权概念的出发点和发展中的

重要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英美判例法发展中的四个典型案例，从

中提取概念中重要的关注点。第三章结合前两章对历史发展和典型案

例的分析，总结归纳金融隐私权在英美法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普通

法理论基础，和以基本权利为依托的保护依据。第四章着重探讨金融

隐私权的对象、客体，在对这一组概念进行区分的基础上，讨论得出

金融隐私权的对象是金融信息，而客体则是不受他人打扰和干涉的隐

私权益，此外还讨论了金融隐私权理论上作为一种绝对权利在缺乏立

法的情况下受到相对保护的状况。第五、六章分别探讨了权利主体、

义务主体的特点和两个角度相对应的权利内容。第七章讨论了金融隐

私权在法律和实践中的几种例外情况。第八章则关注了金融隐私权实

体权利之外的程序性内容。

关键词： 金融隐私权 隐私权 银行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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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FINANCIAL PRIVACY

ABSTRACT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entail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legal concep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privacy right grows to
meet the new demands of society, that where the financial privacy found its
basis. The object of financial privacy is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of economic participants, their financial record
and other relevant state of their account. The protection towards such
privacy has been found necessary alo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used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also become a requirement for
countries when they are trying to build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financial market.

This article, beginning with the fundamental legal theory, doctrine and
legal practice, aims at illustrate the basic concept of financial privacy, by
using comparative method and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ncept
in United States and in European Union, hoping to make a little contribute
to bring financial privacy into China.

In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I focus on financial privacy in US and EU,
discussing the history, the case law and common law theory of this concept.
In Chapter four to eight, I separately analyze different part of the concept,
including the subject, the object, the nature and the extent, the exception
and the procedural right. In conclusion part, I go back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privacy in China, corresponding with the reason I brought up
this issu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make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Financial Privacy, Right to Privacy ， Duty of
Confidentiality, Banking Secre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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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提出问题及研究目的——我国研究金融隐私权的

必要性

一、金融隐私权的提出

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财富不断积累和增加，人们贮藏

财富、运作投资、支付借贷的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银财宝已成为旧

时代的标记，没有人在自家后院设立库房量进量出，从原来的票号钱庄，到如今

的银行、基金、信托、证券公司，各类金融机构作为吸收存放社会闲散资金、融

通资本的中介机构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

于个人或者企业来说，银行账户和金融票据成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一项配置。

金融机构在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时候，必然会要求客户提供各类信息，以

保证资金流动的安全性。除了账号、密码这些账户基本内容，金融机构还会要求

客户提供身份信息，若金融服务涉及更高要求的信用时，还会要求客户提供家庭

及亲属信息、投融资及交易记录、诚信记录、犯罪记录等等。

除了要求客户提供的信息，账户本身包含的余额、流水记录、交易往来也往

往涉及商业及个人机密。上述此类信息，对于个人或企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同时也往往将其作为个人隐私或商业机密不愿为人所知。但是，在传统意义上，

这些信息内容并不为一般隐私权所涵盖，又账户中的钱财有别，不能归于财产范

畴。除了属性的特殊性，这些信息与一般隐私的隐蔽性有所不同，它们独立于信

息来源者存在于外部，最主要的保存处是金融机构，尤以银行为代表，存在于银

行数据库、客户档案中，不仅金融机构中不同层次的人员可能有相应权限对这些

信息进行查阅、存取、利用，还可能受到法院、税务等政府部门的调阅和检查，

可能受制于各类知情权遭到披露。由此，随着科技发展和金融服务的广泛普及，

一个重要的伴生现象就是人们的个人信息随时被置于遭到泄露的风险之下，就像

美国一位法官所述，仅从一个人所签署的支票，别人就可能查到他的医生、律师、

债主、政治同盟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宗教信仰、教育背景和喜好甚至他所订阅的

报章杂志等等1。仅从这些抽丝剥茧而愈发庞大的信息量，我们似乎已然看到了它

1 原文为：In a sense a person is defined by the checks he writes. By examining them [one gets] to know his doctors,
lawyers, creditors, political allies, social connections, religious affiliation, educational interests, the papers and
magazines he reads, and so on ad infini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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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就这些特殊的金融信息之上的权利，本文随英美法之称谓，称之金融

隐私权，本文的研究即围绕此概念展开。

说到金融隐私权，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中这一概念还较少提及，但日常生活中，

人们一定对此非常熟悉。

引例一：2012年8月13日，某网站刊出新闻：江苏银行将3.2万客户的个人信用

信息违规提供给第三方机构，已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通报批评，责令整改。

据报道，江苏银行上海金桥支行于2012年2月至4月间，凭借宜信普惠信息咨询（北

京）有限公司提供的查询授权书，在未与客户发生业务关系的情况下，查询了3.2

万余人的个人信用报告，并将部分查询结果提供给宜信公司。2

该事件以央行通报批评、责令整改的行政处分告结，可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那3.2万被泄露信息的银行客户，他们的权利何处主张？如何救济呢？在这个事件

的处理中，这3.2万人就像无关的第三方一样，只是被当做一个数字，而其实他们

的权利才应当是核心。一个数字的漠然，不仅是制度的缺失，也是权利意识的淡

漠。

引例二：2012年央视“315”晚会披露，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员工被曝向其他

人出售客户个人信息，导致银行客户资金被盗，造成受害人损失3000多万元3。

关于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试问，谁的手机没有

接到过推销保险、推销金融服务的电话或者短信呢？谁的邮箱里没有被塞的满满

的广告垃圾邮件呢？那么这些个人信息又是怎样通过何种渠道为人所知呢？一个

令人瞠目结舌的答案也许是：银行。上述两个引例只是沧海一粟，在网上随手一

搜，银行内部人员批量转售客户个人信息的报道屡见不鲜，甚至可与营销、广告

公司形成一道信息销售链，客户被按照存款额度分类，2元到10元一条不等，各种

信息便流入了地下信息交易链。

面对这些新闻，我们定然无法置若罔闻。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银行的消

费者，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批量信息中，也许就有你我的名字。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从金融消费者的角度，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是极

其有必要的，而从金融服务提供方——金融机构的角度也是如此。

近些年来，以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里程碑，我国的经济保持着持

续高速的增长，我国的金融产业也在随之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金融

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也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到期而不断扩大，各类金融产品

日渐丰富，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以及个人信贷的规模显著增加，上海、天津、深

California Bankers Ass'n v. Schultz, 416 U.S. 21, 85 (1974) (Douglas, J., dissenting).转引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page 567
2 专题报道网址：http://zhuanti.21cbh.com/2012_jsyhxm/ 最后访问时间2013/1/31
3 新闻来源网址：http://bank.jrj.com.cn/2012/03/1521471250046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1/31

http://zhuanti.21cbh.com/2012_jsyhxm/
http://bank.jrj.com.cn/2012/03/152147125004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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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等地都在建设各有侧重的现代化金融服务中心。伴随着大环境的发展和硬件水

平的建设提高，金融服务软件的标准必然要相辅相承。从法律角度看，金融服务

的加强必然要依靠对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制度保护和金融服务供需双方权利意识的

培养和提高，金融隐私权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实际意义的切入点。

纵观我国的法律体系，对金融机构消费者或者客户的金融隐私保护仍然停留

在较浅层面，法律的规定表面化、原则化特点较强。以下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对机

构的保密或披露义务在法律文本中的典型表述4：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修正)》第三十二条规定：保险人或者再保险接

受人对在办理保险业务中知道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再保险分出人的

业务和财产情况及个人隐私，负有保密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对调查或者检查中

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2003修正)》第二

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

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修订)》第四十

四条规定：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依法为客户开立的账

户保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6修正)》 第十一条规定：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并有责任为其监督管理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及当事人保守秘密。

以上是我国目前法律层面上对金融机构保密义务的典型表述，在本文附录中

笔者总结了相关国家统计、税务、调查、监管机构的类似法律条文规定和当前我

国的立法进程，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金融消费者对其金融信息尚不享有法定权利。只有对相关部门保密义

务的要求，更不用说单独立法；在缺乏权利规定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非常

多的机关和部门可以接触到公民个人的相关金融信息，显然，在缺乏保护的法律

制度中，金融隐私遭到泄露和被滥用的风险很高。

第二，保密义务的要求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规定。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上

述内容仅仅截取的法律条文，还没有辅之以相关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这一部分规

章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具体总结，但仅从法律层面来看，保密义务的详细度和可

操作性是非常低的，这也就给实际中金融机构的规避适用和两可解释提供了很大

空间。

金融隐私权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工程，无论是从我国目前法典化民

法和相关隐私权益保护立法的进程、我国民众的权利观念，还是从我国法学界对

金融隐私权益研究的现状来看，笔者认为，现如今从宏观上讨论体系、模式入手

4 法律引文来源于北大法宝资料库，http://www.pkulaw.cn/ 最后访问2013/3/18

http://www.pkula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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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尚不成熟。为此笔者在本文中将从最基础的实践和法学理论出发，借鉴和结合

欧美等国较为成熟的金融隐私权理念，对金融隐私权的基本概念内容入手进行分

析和探究，以期对我国今后金融隐私权保护制度的构建添砖加瓦，起到一点辅助

和推动作用。

二、金融隐私权的在本文的限定5

本文所做的研究范围的限定：

第一，隐私信息的范围仅限于金融信息，即自然人、法人留存在金融机构的

基本识别信息、由金融机构服务产生的账户记录和由此衍生出的相关信息。

第二，金融隐私权在实际上内容包含甚广，能够接触到相关金融隐私信息的

机构也不限于金融机构，很多商户、事业团体以及政府机构都有可能接触到公民

和企业的各类金融信息，为了说明问题的便利，有必要集中重点，因此本文以银

行作为金融机构的代表，主要研究基于银行与银行客户之间的金融隐私权保护关

系。此外，银行客户以自然人权利为主，间或提及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相关权利。

第三，出于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金融隐私权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客户权

利角度指称，相对的，银行方面的广义保护义务包含诸多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收

集、保存、传递、不随意泄露信息等诸多方面，但从历史发展和实践中，银行义

务主要体现在银行的保密义务方面，因此文中在狭义上，多以银行保密义务对应

客户金融隐私权利，特此说明。

第四，对于“金融隐私权”这一权利名称，在不同的法域的概念中有不同范

畴，如在欧盟立法中称“个人信息保护”“信息权益保护”等，后者包含范围更

大，本文在行文中运用这些词汇时，仍以关注金融信息为核心，特此说明。

5 关于本文术语和注释的说明：

第一，金融隐私权一词并未在我国的立法文件中出现，仅在学术中使用以方便讨论。仅就字面来看，该术语

为翻译词汇，在美国的立法文本中出现，英语原文为Financial Privacy。
第二，本文参考的国外文献案例翻译名称的问题，相关案例名称在文章中使用英文原文，简称使用原告名称，

不做翻译以方便对照，以避免与其他文献和书籍中出现译名上的差异。

第三，本文直接引用的英文原文段落将作为引注，标注“原文为……”，将对应英文原文内容添加在脚注中；

文中为行文方便对外国术语或词汇的引用，将以括号方式将原文标注在对应的中文译文之后，以此尽量避免

笔者翻译水平不足引起错漏给阅读者带来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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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融隐私权的历史发展

金融隐私权这一概念是伴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扩张以及金融信息电子化处理

的普及而产生和获得发展、从而逐渐走进法律的视野的，因此自产生以来不过短

短一百多年。从出现这一权益保护的诉求，到具体的权利进入司法实践、理论研

究、立法文本以至形成行业规范和单行立法，在欧美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中，

经历了不同的途径。从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保护金融隐私权保护的出发点、

权利诉求的角度和各类利益的碰撞，这些都能丰富和加深我们对这一权利的认识

和理解。

一、金融隐私权在美国的发展

（一）金融机构留存客户信息及其合宪性争论

传统上，美国的金融机构并不保存客户的交易记录及其备份文件，这种做法

实际上为储户的隐私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当支票支付完成，支票所载的客户

的相关信息，包括签发人和收款人的姓名或名称、背书等内容就不再储存在金融

机构。然而，经过了一些实践，许多金融机构开始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客户诉讼

而开始以微缩胶片的形式保存客户交易记录的副本。与此同时，联邦调查机构发

现金融机构留存的这些信息可以为税务、行政以及刑事调查提供有用的线索。因

此，当20世纪60年代到来，由于保存客户信息的成本过于高昂，许多金融机构不

再留存交易记录时，大量依靠这些信息的联邦调查机构便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方式

延续这一做法，由此便诞生了1970年的《联邦银行保密法》（the Bank Secrecy Act

of 1970）6。该法案要求金融机构保存所有经本机构签出和收到的票据副本，并留

存有签字权限客户的相关个人身份信息7，因此该法案几乎适用于所有个人储蓄账

户。在金额上，财政部细则规定100美元以下的票据免于记录，而在实际操作中，

为了节省筛选审查成本，金融机构一般会保存所有记录，无论金额大小。该法令

规定的记录保存年限最低为5年。

《联邦银行保密法》一经颁布，在司法实践中即遭遇挑战，在1974年的

California Bankers Association v. Schultz8（以下简称Schultz案）一案中，原告主张

《联邦银行保密法》违反宪法第一、四、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在

6 Pub. L. No. 91-508, 84 Stat. 1116.
7 12 U.S.C. § 1829b(c) and (d) (1982). 该法案由美国财政部具体颁布执行细则。
8 416 U.S. 21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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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中确认了银行保密法的合宪性，认为该法案仅强制要求留存记录，并未强制

披露信息。而信息披露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依据现行法律程序进行判断。但该案

未讨论的是，银行未经客户同意主动向政府部门透露信息的权限问题。因为实际

上，经金融机构主动披露信息在当时非常普遍。1977年隐私保护学术研讨会即就

这个现象指出，“只要金融机构有权应政府要求披露信息，个人隐私能真正获得

的保护就非常有限9”。

与众多早期联邦案例相似，Schultz案没有认可银行-客户间的免证特权（a

banker-depositor evidentiary privilege），这就意味着无论对客户而言多么重要的机

密，都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示。

但Schultz案仅仅是个开始，1976年联邦法院对United States v. Miller10（以下简

称Miller案）一案中，法院认为银行客户不应当对置于第三方金融机构保管之下的

账户记录的隐私权存有“合理期待”，因此银行客户无权依据第四修正案对开释

银行账户记录作为证据的法院传票的有效性提出质疑。11该案的判决因为更进一步

践踏了金融隐私权而广受非议。

（二）法定披露程序保护金融隐私

由于在司法上金融隐私权很少得到法院支持，美国国会于1978年颁布了《金

融隐私权法案》（the Right to Financial Privacy Act of 1978，缩写为RFPA）。根据

RFPA，禁止联邦机构通过金融机构获取账户信息，除非经过法定的程序，如客户

授权、行政传票或传唤、搜查证、法院传票、无传唤权力的机构发出的正式书面

文件，以及大陪审团的传票12等等。由此，RFPA同时向进行披露的金融机构和要

求披露的政府部门规定了特定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金融隐私权。

然而，该法案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并不能达到充分保护金融隐私权的效果。

9 引自PRIVACY PROTECTION STUDY COMM'N, PERSONAL PRIVACY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349 (1977), The Commission was created by the Privacy Act of 1974, Pub. L. No.93-579, 88 Stat. 1905 (codified at 5
U.S.C. § 552a (1982)). at 351
转引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 at p568.
10 425 U.S. 435 (1976).
11 该部分原文为：

the Court held that a depositor does not have standing under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challenge the validity of a
subpoena for account records because the depositor has no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n records held in the
custody of third-part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425 U.S. 435 (1976). at p446.
对隐私权存有合理期待的基础来自1967年的联邦案例Katz v. United States[389 U.S. 347, 353 (1967)]，
该案扩大了对第四修正案的狭义解释，认为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people），而非地点（place），如此以

来，被人们视为隐私而期待保护的内容，即使保存在对公众开放之处，也应受宪法保护。原文为"the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s people, not places. . . . [W]hat[a person] seeks to preserve as private, even in an area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may be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389 U.S. 347, 353 (1967) ，at p351
12 12 U.S.C. § 3404,§ 3405,§3406,§3407,§3408,§3420,§3403(a),§3403(b),§3409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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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一个缺点是它的适用范围，法案仅适用于联邦机构，不适用于州和地方

政府机构，也不适用于个人和民事单位或团体提出了披露请求13，即使对于联邦机

构，所能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该法案保护的对象仅为个人和成员少于6人的

合伙14，对大型合伙、企业等的金融隐私并不提供保护。对金融机构来说，更要面

临的难题是判断要求披露信息的政府机构具有怎样的职权来签发相应的传票以符

合法定程序，金融机构为了免于麻烦仍会尽量满足政府机构的要求，尤其是当作

出披露要求的机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时更是如此。

除了适用范围的问题，RFPA也未能在程序性要求之外创设实体权利，因此，

银行储户只能在最低限度内主张金融机构披露程序违法，并不能在实体权利上对

抗政府机构的知情权要求，因此，在此类诉讼事件中，多数原告当事人以败诉告

终。

（三）九十年代多因素推动立法

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外一系列金融隐私权保护的事件，以及美国金融

机构混业合并的进程，推动了隐私权问题被提上立法日程。

1、欧盟-美国安全港协议

在国际上，1995年欧盟通过了《数据保护条例》（the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该条例要求国际间数据交换（information exchange）涉及欧盟公民个人数据时，对

公民隐私的保护必须达到该公民母国法律所达到的同等程度。对发生在欧盟与美

国之间的信息交换，欧盟特别考虑了美国在隐私权方面依赖机构自律

（self-regulatory approaches）的特点以及尚无联邦隐私权利法的背景，特别与美国

达成了一个安全港协议（Safe Harbor proposal），该协议允许在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监管下的公司采取自律方式保护隐私。15但是，

当时上述协议并不适用于金融机构，暴露了美国当时在金融隐私的国际交换方面

存在空白。

2、金融机构转卖信息案例

在美国国内，90年代末，隐私权保护的缺失也越发广受质疑。公众对于金融

机构缺乏对金融消费者有效隐私信息保护的质疑声引起了相关舆论和调查机构的

重视，几年间，一系列关注度颇高的金融机构转卖客户信息的案件又给这种质疑

火上浇油。

13 12 U.S.C. § 3401(3) (1982). See Nicholas v. Council on Judicial Complaints, 615 P.2d 280, 283 (Okla. 1980)
(RFPA applies to federal, not state agencies); Clayton Brokerage Co. v. Clement, 87 F.R.D. 569, 570 (D. Md. 1980)
(RFPA does not apply in private civil actions) 转引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at p572,footnote 38
14 12 U.S.C. § 3401(4) (1982)
15 参考网页：http://epic.org/privacy/glba/ 最后访问时间2013/1/24

http://epic.org/privacy/gl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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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11月，太平洋银行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支行将数百万客户的信用卡

账号信息出售给一家成人网站，而后很多无辜的银行客户接到了这家网站发出的

账单，他们显然没有购买过这家网站的服务，其中有的客户甚至连电脑都没有。

1998年，国民银行（NationsBank，后与美国银行合并）因为违反证券法缴纳

了数百万美元的罚金。该行与它的支行共享了客户信息，而支行此后却向低风险

倾向的客户群推销了高风险投资产品，许多客户因此大受损失。

1999年6月，明尼苏达州检察院向美国金融集团（U.S. Bankcorp）提起诉讼，

该被告在客户不知情且未授权的情况下，将客户信息与第三方电信营销公司

Memberworks共享，而电信营销公司此后又违法向客户收取了费用。虽然该案在各

方和解中结束，但据Memberwork公司在证监会留存的文件证明显示，美国最大的

25家银行中，有19家已经与其签订了客户信息转卖合同。可见当时金融机构暗箱

操作给客户隐私带来的损害。

3、金融现代化法案

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 or The

Gramm- Leach-Bliley Act，简称 GLBA）的出台结束了自1933年起金融分业经营的

格局16，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而该法案一出，

伴随的一个后果是各金融领域留存的客户信息可能随机构的兼并而在金融系统内

部共享和流通，由此对金融客户的隐私权带来的巨大风险。举例来说，在GLBA出

台之前，保险公司掌握客户的健康及医疗信息，银行了解客户的房屋抵押贷款及

存款状况，而证券经纪公司知晓客户的股票买卖信息，如果上述三家公司合并，

那么客户信息一经整合，便基本形成了完整的个人资料。事实上，这些信息极有

可能在利益驱动下受到分析和转卖，比如为了金融产品的营销推广等，从而影响

或危及客户的正常生活。

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多个事件促使国会在立法时，在GLBA的第五章写入了隐私

权保护条款，该法案赋予了银行客户以前并不享有的金融隐私权保护，关联公司

间客户信息共享的问题开始纳入金融隐私权保护的考虑范围。但是GLBA所提供的

保护是非常有限的，如退出权（the Right to Opt-out）的设定、银行通知义务没有

明确标准、诸多例外规定和执行机构先天不足等问题上，法案都广受诟病。此后

颁布的《消费者金融隐私权法案》（the Consumer’s Right to Financial Privacy Act,

16 1933年为了应对大萧条中的金融问题，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禁止联邦

和各州银行与证券公司联营，1956年，国会通过了《银行控股公司法案》（the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禁止银行控股非银行机构。1982年，国会又修订了1956年的法案，禁止银行经营保险业务，这些禁止混业经

营的法案子在1999年被金融现代化法案废止。

上述信息来自美国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官网-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专页链接http://epic.org/privacy/glba/ 访问时间2013/1/24

http://epic.org/privacy/gl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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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CRFP）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弥补，但CRFP与GLBA一样在执行机制上存在问

题。

除了上述联邦立法中的发展，各州立法层面，在美国联邦宪法未明文规定隐

私权的背景之下，许多州法院都通过案例解释州宪法条文创设了金融账户信息之

上的隐私权益。多数州法都对金融机构记录的保密性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规定。而

各州法院通过司法实践在不断的探索中构建了金融隐私权的概念体系，后文还将

对相关案例和普通法理论详加介绍。

二、金融隐私权在欧盟的发展

相对于美国在金融隐私权方面通过案例和立法循序渐进的发展，欧洲呈现了

一个不同的发展路径。截止 2013 年初，欧盟共有 27 个成员国，他们各自不同的

社会、经济背景和法律传统，形成了欧盟独特的法律体系。在欧盟层面整体法律

框架中，相对统一和融合法律原则和基础性的法律文件，是欧盟体系第一层17，具

有核心指导意义。在此之下，各国根据自身情况，也建立了各自具有特色的个人

数据18保护体系。

欧盟对个人数据保护方面的重视主要体现了两个方面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

一方面，关注个人权利保护，尤其是隐私权和个人数据的保护。这一思想体现在

欧盟的许多人权条约和文件中。根据《欧盟基本权利宪章》19第八条，每一个人都

有权保护自己的个人数据。《欧盟基本人权和自由保护条约》20和欧洲系列条约 108

17笔者注，根据如下欧盟条约第2条第5款和第6条，欧盟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的立法权能并非专属，而仅是支

持和辅助性的。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icle 2 Para 1：In certain areas and under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the Treaties, the Union shall have
competence to carry out actions to support, coordinate or supplement the act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without thereby superseding their competence in these areas.
Article 6 The Union shall have competence to carry out actions to support, coordinate or supplement the act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The areas of such action shall, at European level, be:(a)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human
health;(b) industry;(c) culture;(d) tourism;(e) education, vocational training, youth and sport;(f) civil protection;(g)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根据欧盟条约中上述两条，在TFEU第六章消费者保护中，第169条的第一款和第二款又具体明确了欧盟在消

费者保护领域应当发挥支持和辅助性作用。原文为

TITLE XV【CONSUMER PROTECTION】Article 169(ex Article 153 TEC)
2. The Union shall contribute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 objectiv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through: (b) measures
which support, supplement and monitor the policy pursued by the Member States.
18 值得一提的是，联系本文研究的核心是金融隐私权，而欧盟在具体保护的内容上一般指向的是“个人数据”

的保护，从概念上，个人数据的保护范畴远远大于金融隐私权，因此本节在对欧盟相关立法和实践分析时会

有所侧重，但在文本的使用上还不免会使用“个人数据”这个表述，特此说明。
19 [2000]OJ C364/1
20 英文为：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内容参考自：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accession by the European Union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较法视角下的金融隐私权法律问题研究

10

号和 181 号
21
也都提到了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有效保护。根据《欧盟数据指令》22的

前言，多次提到了“个人权利和自由，尤其是隐私权”的保护问题23，根据文本的

内容，对个人数据保护的出发点人的基本权利，是统一和服务于隐私权保护的。

欧盟另一方面的出发点，是为了便利欧盟共同市场的形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

流动。根据《数据保护指令》前言中的介绍24，欧盟统一内部市场的构建需要频繁

的自然人跨境流动以及服务等的自由流动，由此必然带来个人数据的交换，而各

国国内法对个人权利、自由以及个人数据的保护程度各具差异，将直接导致数据

交换过程的障碍，从而影响统一市场的建立。为此，解决个人数据保护的问题对

欧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就这两个出发点来看，两者存在冲突之处，为了个人权利，尤其是隐

私权的保护，个人数据的流动应当加以限制，而为了共同市场的发展，个人数据

突破国界而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流动则必要条件。这样一来，为了两者的兼顾，同

时避免对个人权利保护的让步，解决之道就是“确保在共同体内的高标准保护”

“对成员国法律的协调不得对已经提供的保护有任何降低”25。在这两方面出发点

的协调和推动下，欧盟的数据保护要求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欧盟立法层面，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欧盟机构就已经着手制定了相关

的法律保护文件26，在 1995 年制定了具有核心指导意义的《数据保护指令》，此

后陆续出台了《欧共体机构和组织的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个人保护以及关于此种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9 May 2010 on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acces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2009/2241(INI))，来源：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11:161:0072:01:EN:HTML 最后访问2013-03-15
21 欧洲系列条约第108号全称为“有关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之个人保护公约，斯特拉斯堡，28.1.1981”(European
Treaty Series—No.108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Strasbourg,28.1.1981)；
欧洲系列条约第181号全称为“有关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之个人保护公约附加议定书（关于监管机构和跨国数

据流动）斯特拉斯堡，8.XI.2001”(European Treaty Series—No.181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regarding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and
transborder data flows,Strasbourg,8.XI.2001)
22 全称为《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1995年10月24日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

的指令》（95/46/EC），英文为: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4 October 1995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23 （2）鉴于数据处理制度是服务与人类的，无论自然人的国籍和住所，必须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特

别是隐私权……这一条表明了对个人数据保护的出发点人的基本权利，是服务于隐私权保护的。《欧盟数据

指令》前言第二段。
24 《欧盟数据指令》前言（5）：鉴于不同成员国企业之间个人数据交换将要增加；鉴于共同体法律要求各成

员国的国内机构进行合作和交换个人数据，以便能够履行其职责或代表另一成员国的有关机构在内部市场所

形成的这一无内部边界的区域内完成任务
25 《欧盟数据指令》前言（10）
26 如《欧洲理事会1981年1月28日关于设计个人数据自动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11:161:0072:01: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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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自由流动的规章》《关于要隐私和电子通信指令（2002/58/EC）》等不同层次

的重要法律文件，包括条约，指令，规章和决定等。此外还依据上述法律文件建

立了专门的数据保护机构，如欧盟数据保护专员27、《数据保护指令》第 29 条工

作组28、第 31 条委员会等29。

三、金融隐私权在美国及欧盟发展特点及比较

前文两个部分分别介绍了美国和欧盟在金融隐私权立法方面的发展和进程，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找到两个系统各自的特点。

首先，从立法目的上，欧盟和美国都着眼于个人权利的保护，但侧重点和明

确性各不相同。对于美国，个人权利保护和隐私权是金融隐私权的主要基础和保

护的目的。而在欧盟，除此之外，还考虑了欧洲统一市场对信息自由流动的需求，

这是促使欧盟提供协调统一的高标准法律保护框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欧盟

法律框架设立的最典型特点。

其次，发展模式不同。美国最早从判例法开始发展，后来逐步纳入立法领域，

在联邦和各州的保护层面发展状况不一，参差不齐。个别州如加利福尼亚州等，

在立法上给予了金融隐私权以较为全面的法律保护，而大多数地区，金融隐私权

的保护还要依靠法院的解释和延伸，由此，在普通法理论上美国发展出了丰富的

理论基础，在立法保护有限的情况下为权利人也能提供一定的救济。而在欧盟，

则是立法先行的模式，从欧盟（之前是欧共体）层面对个人数据保护、个人权利

自由以及隐私权的重视出发，通过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以条约、指令、规章、

决定等方式确立和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善和全面的个人数据保护体系，在此基础和

指导思想上，欧盟各国大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个人数据保护机构。从整体

层面上，达到了较高程度、较为协调一致的保护。

第三，保护程度不同。如果仅从立法角度看，欧洲提供了更高标准和更加完

善的保护，无论是立法的细致程度还是法律的适用范围都是如此。而美国主要的

立法都仅仅集中在联邦层面，对各州的约束力有限，因此保护的力度也就相应薄

弱。当然，美国的判例法对立法的不足有很大的补充和平衡作用，但就判例法实

践而言，对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7 欧盟数据保护专员（EDPS），是负责监督欧盟机构和组织的个人数据处理的机构，办公室位于布鲁塞尔。

根据阿姆斯特丹条约第286条，自1999年起，关于个人数据处理机自由流动中保护个人的共同体法律同样适用

关于欧盟机构和组织。
28 根据《数据保护指令》第29条，应当建立一个“在个人数据处理中保护个人的工作组”由此设立的独立咨

询机构称为“第29条工作组”，该机构由成员国数据保护机构的代表组成，发布有关数据保护的解释性文件，

在法律的适用中发挥作用。但作为咨询机构，它的解释文件没有法律效力。
29 该委员会根据《数据保护指令》第31条设立，有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组成，一般来自各国处理数据保护事

物的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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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美国和欧盟各自建立起了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体系，各有特色，也

各有利弊。对比我国金融隐私权保护的现状，都有很多值得我们进行学习、借鉴

和思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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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隐私权的典型案例

金融隐私权在二十世纪初最早出现在普通法国家，经过案例和法官的解释在

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本部分选取英美国家在金融隐私权发展历程中有代表意义

的案例进行提炼和综述，提出各个案例中涉及的与金融隐私权基本概念的法律问

题，分类归纳各国法官及法学家的相关分析和结论，并针对各案例中的焦点在下

文一一展开论述。

在一般的实践中，主要关注的是信息保密问题，此时与客户的金融隐私权利

相对的是银行一方所负有的保密义务或称非披露义务（Duty of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of Secrecy），由于权利义务相对应性，而法院在说理过程中更惯常的

是从银行的保密义务的角度出发来加以探讨，因此在以下相关分析中讨论的相关

渊源、基础、范围、内容等均适用于两个术语，不作区分，故特此说明。

一、1924年英国判例Tournier案

在1924年的Tournier案之前，在英国无论是律师、学者还是银行业，鲜有对金

融隐私权或银行对客户的保密义务的权威意见，英国的法院判决中对此问题也仅

有提及而未有深入分析30。Tournier案成为英国在金融隐私权问题上有代表性的第

一案。

Tournier v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以下简称Tournier

案），本案被告是一家银行（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原

告是该银行的客户，1922年4月，原告在被告银行的账户透支，8月双方协定由原

告分11期偿还透支的账款，此间，原告进入了Kenyon公司开始工作并在银行留下

了该雇主的联系方式，然而原告在偿还3期后未能继续履行分期偿还的约定。之后

该银行的另一个客户签发了一张以原告为收款人的支票，但原告并未将该支票用

于还款，而是背书给了在另一家银行（the London City and Midland Bank）开户的

第三人，这张支票最终回到了被告银行，被告银行经询问得知被背书的第三人是

30 Tournier 上诉案的SCRUTTON法官在其判决意见中提到了先前涉及此问题的案例和文献：Foster v. Bank of
London [3 F. & F. 214.]; Hardy v. Veasey [L. R. 3 Ex. 107.];Taylor v. Blacklow[3 Bing. N. C. 235.]; Comyn's Digest,
tit. "Action on the Case for Deceit,"[g. N. C. 248, 249.];In re Comptoir Commercial Anversois and Power [1920] 1 K.
B. 868.
Tournier v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 Ltd，[1924] 1 KB 461，JUDGMENTBY-2: SCRUTTON
L.J，Par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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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赌马经济人。为此，被告银行经理致电原告雇主询问原告的个人联系方式，

在电话交流中，银行经理向原告雇主披露，原告在被告银行有透支欠款且经催缴

未答复，同时经理根据其个人推断告知雇主，由上述支票的流转可知，原告可能

参与赌马。由此，原告雇主在3个月的雇佣合同期满后拒绝继续雇佣原告，原告以

银行诽谤及违反银行-客户合同默示义务、泄露客户个人账户及交易信息为由起诉

被告31。

本案初审原告败诉，原告上诉得到支持，上诉法院裁定发回重审。

针对银行的保密义务，该案上诉阶段的三位法官就几个主要涉及的问题提供

了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第一，银行保密义务的性质，不是道德义务（moral duty），而是法定（legal duty）

义务；

第二，该法定义务来源于银行-客户合同默示条款（Implied terms）；

第三，银行此种法定保密义务非绝对义务（not absolute obligation），在以下

几种例外情况下应予披露：（1）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法院命令；（2）基于公共利

益；（3）基于银行自身利益；（4）客户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授权或允许银行进行

披露。32

第四，该保密义务指向的信息内容，包括客户的账户内容（the state of the

customer’s account），交易往来信息(any of his transactions with the bank)，以及银

行从客户的账户而获知的客户的其他相关信息 (any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customer acquired through the keeping of his account)。

另外，针对银行非通过客户的账户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知的客户信息是否属

于保密义务的范畴，三位法官分成了两种对立意见。

第五，该保密义务的时间跨度，不仅包括账户开立期间，还包括账户开立之

前以及销户之后的期间，在此问题上，三位法官也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六，Scrutton 法官还提出了银行默示保密义务的相对性问题。

第七，Bankes法官和Atkin法官提出了银行保密义务与其他职业（如律师、医

生等）保密义务进行类比的问题。

在各种论文和判例中，普遍都将 Tournier 作为金融隐私权在判例法中的起点，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的判例法中，Tournier 中各位法官的观点、银行默示保密

义务的理论基础以及四个例外情况都成为之后相似案例的重要参考和指导。

31 Tournier v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 Ltd，[1924] 1 KB 461，HEADNOTE Para.2，
INTRODUCTION Para.2，Judgement-1 Para. 2
32 Tournier v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 Ltd，[1924] 1 KB 461，JUDGMENTBY-1: BANKES
L.J，Par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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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0年美国州法院Peterson案

PETERSON v. IDAHO FIRST NATIONAL BANK33（以下简称Peterson案）是

爱达华州法院1960年的判例。本案原告是家庭金融集团（ the Family Finance

Corporation，以下简称FFC）驻里维斯顿（Lewiston）市办事处的经理Peterson，也

是被告爱达华州第一国民银行里维斯顿分行（以下简称被告银行）的储户。

1959 年秋天，FFC 丹佛总部经理 Biagiotti 先生致电被告银行，询问其里维斯

顿办事处的雇员是否存在可能损害公司信誉的行为。1960 年 1 月 12 日，被告银行

经理通过邮件将下述情况告知 FFC 丹佛总部的经理：“【此为私人且机密信件】……

对于您派驻本地的代表，其个人金融状况受损的程度已经引致批评，我行因其账

户资金不足已经退回了许多待付账单，我认为这些账单债权人恐怕会采取法律行

动……”。1 月 14 日及 15 日，被告银行向总部经理 Biagiotti 出示了原告的个人账

户记录，以及由原告签发但被银行因资金不足为由退回给收款人的支票记录。银

行上述披露均未得到原告 Peterson 的同意，亦不被原告所知。被告银行经理承认

其此披露之举有违被告银行关于储户信息披露的制度，但在其经理权限之内，他

在个案中有进行适度披露的裁量职权。34

本案原告储户 Peterson 诉被告银行侵犯其隐私权，要求银行进行赔偿，初审

以诉由不成立驳回原告请求，上诉法院改判支持原告。

在隐私权的问题上，上诉法院的法官回溯了隐私权的基本概念和在美国的历

史发展，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本案金融隐私权和一般隐私权的区别。法院认为，单

就一般隐私权要件而言，被告银行仅向原告的雇主进行披露，不涉及向公众公开

（Publicity），而且雇主对原告账户信息具有一定的知情利益，且未加以不当利用，

因此不符合侵犯隐私权的一般要件，因此原告以隐私权受到侵犯要求赔偿的请求

未被上诉法院支持。

虽然如此，法院考察并提出了其他可能令原告获得赔偿的依据。首先，法院

认为银行与储户之间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银行还应当遵循代理原则为储户

办理业务，依据代理原则，代理人不应当未经被代理人知晓和同意对其代理事项

进行对外披露。其次，法院考察了诸多判例，认为银行客户的账户记录应当受到

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免受无理调查。在此基础上，法院提出了将银行与客户

间的存储关系与银行为客户保管账户的关系相分离的观点，后者以前者为基础，

构成了银行在保管账户时应当承担保密责任这一默示合同义务，并认为这已经成

为银行实践惯例和行业道德标准（ethical standard）得到广泛认可。最后，法院以

33 83 Idaho 578; 367 P.2d 284; 1961 Ida. LEXIS 224; 92 A.L.R.2d 891
34 PETERSON v. IDAHO FIRST NATIONAL BANK，83 Idaho 578; 367 P.2d 284; 1961 Ida. LEXIS 224; 92
A.L.R.2d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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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违反默示合同保密义务为基础支持了原告的请求。

Peterson 案被许多美国的学者视为美国判例法中金融隐私权的起点，该案中提

出的代理原则、默示合同义务，以及对隐私权的辨析，都为之后许多案例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

三、1982年美国州法院Djowharzadeh案

DJOWHARZADEH v. CITY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 OF

NORMAN , and Larry Shaver35（以下简称Djowharzadeh案），该案是1982年美国俄

克拉荷马州的州上诉法院判例。原告银行客户诉被告银行及其经理泄露其投资信

息导致原告丧失投资机会，要求损害赔偿的案例，初审以简易程序判决驳回原告

请求，原告上诉获得改判。

原告 Djowharzadeh 是被告银行的经常性客户，信誉良好。本案的被告有两个，

一个是被告银行，另一个是被告银行的贷款审查官个人。原告从其房产经纪人处

（非公开信息渠道）得知了一处具有投资价值的复式房产，房主愿意以低于市场

价的 25,000 美元出售，首付 5000 美元。1978 年 8 月 25 日，原告决定购买，经纪

人同意为其暂时保留该处房产。原告遂于次日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以支付首付，作

为申请贷款的必要程序，原告向贷款审查官（Loan Officer）Larry Shaver 全面披露

了此次交易内容，审查官立即判断出该处房产市值约 45,000 美元，并同意就该笔

贷款的审核向贷款委员会进行咨询，再次日，审查官以银行不发放全额贷款为由

拒绝原告申请。随后 5 日内，Mary Louise Symcox 和 Linda Rogers 将上述房产购

入，两人分别为被告银行正副行长（副行长同时兼任董事会主席）的夫人，同时

也分别是银行的股东和雇员。在随后的取证中 Symcox 夫人承认她在银行的鸡尾酒

会上从贷款审查官处得到此房产待售的消息，并自行查到房产的具体位置进行购

买。贷款审查官承认披露行为不当。被告银行核心答辩意见认为银行对客户不负

有保密义务（confidential duty）,而且即使存在不当披露，也是逾越雇员职责的行

为，应当追究贷款审查官独立的个人责任。36

该案与前述几个案例存在不同的几个重点是，（1）本案的原告是银行贷款客

户，从业务内容出发，贷款客户（作为银行债务人）比储蓄客户（作为银行债权

人）按要求需要承担更多合同义务，对此，该案法院着重考察了客户的强制披露

35 Ali DJOWHARZADEH, Appellant, v. CITY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 OF NORMAN, a
corporation, and Larry Shaver, an individual, Appellees,1982 OK CIV APP 3; 646 P.2d 616; 1982 Okla. Civ. App.
LEXIS 111
36 案情归纳自：Ali DJOWHARZADEH, Appellant, v. CITY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 OF
NORMAN, a corporation, and Larry Shaver, an individual, Appellees,1982 OK CIV APP 3; 646 P.2d 616; 1982 Okla.
Civ. App. LEXIS 111，OPINION，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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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和客户与银行之间地位的悬殊差异，认为在双方地位、关系不对等的基础上，

银行有必要承担保密义务作为制衡。（2）本案中贷款未被批准，因而贷款合同未

成立，本案法院着重考察了银行在贷款审查阶段的先合同保密义务，并再次确认

了银行的保密义务属于合同默示义务。（3）本案中银行并非唯一被告，银行的贷

款审查官因个人越权泄密成为第二被告，法院也从侵权法的角度考察了银行泄密

行为，确认了由雇员泄密可归责于银行，且当存在故意泄密时，可以依据侵权法

适用惩罚性赔偿。此外，法院在考虑银行的义务承担时，还考虑了银行在融资领

域的垄断地位，银行业的公共服务职能以及银行信用作为行业立足之本，用以说

明银行承担保密义务的必要性。

Djowharzadeh 案与前述的 Peterson 案虽然并非同一法域（由不同州的上诉法

院审判），判决无相互约束的关系。但是从金融隐私权，即银行保密义务的角度

看，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概念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将银行默示保密义务的解释扩展

适用到了贷款客户，扩展到了贷前审查的先合同阶段，还引入并考虑了银行的公

信力、公共服务职能，将银行保密义务作为制衡银行垄断地位的工具。

四、2000年美国州法院Stevens案

STEVENS v. FIRST INTERSTATE BANK and STEVENSON37 （以下简称

Stevens案）是加利福尼亚州于2000的判例。原告Stevens夫妇在被告银行（第一被

告和第二被告，分支行关系）开立有活期存款账户，应银行要求，原告披露了个

人相关隐私信息，包括社保账号以及出生日期等。

1994年6月27日，被告银行的信用卡部门雇佣了Stevenson（第三被告）作为柜

员，Stevenson曾有盗窃（Grand theft）的犯罪指控，但在录用时进行了隐瞒，银行

按惯例将员工指纹提交联邦调查局进行背景调查。此后，Stevenson在工作中进入

了被告银行的客户信息数据库，获得了原告的私人信息，并利用该信息进行了欺

诈性的信用交易。三个月后，被告银行收到了Stevenson的背景核查资料，发现其

隐瞒的犯罪记录，遂立即将其停职，并终止了Stevenson的数据库权限。但由于

Stevenson对原告信息的持有和滥用，原告夫妇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受到

莫名催款电话的骚扰，信用和名誉受到影响，精神焦虑压抑。38

本案原告并未以Stevenson在职期间不当利用和泄露个人信息为由起诉（法院

37 STANLEY D. and HARRIET A. STEVENS, husband and wife, Appellants, v. 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CALIFORNIA, Respondent, and 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OREGON and STANLEY C. STEVENSON,
Defendants. 167 Ore. App. 280; 999 P.2d 551; 2000 Ore. App. LEXIS 788
38 STANLEY D. and HARRIET A. STEVENS, husband and wife, Appellants, v. 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CALIFORNIA, Respondent, and 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OREGON and STANLEY C. STEVENSON,
Defendants. 167 Ore. App. 280; 999 P.2d 551; 2000 Ore. App. LEXIS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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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若以此为由起诉则可得到支持），而是诉Stevenson个人非法入侵数据库，并

诉被告银行违反保密义务（breach of confidentialilty）应予归责，提出精神损害赔

偿要求。原告称：“…银行有义务保护客户信息库中涉及原告隐私信息；由于被

告银行雇佣Stevenson而违反上述义务:（a）事先未充分调查其犯罪记录，便给予其

进入包含客户隐私信息的数据库权限；或（b）允许无权限之雇员进入数据库而导

致客户私人信息未能得到有效保护。39”

本案不同于前述几个案例之处在于，争议点并非围绕银行或其雇员主动披露

（affirmative disclosure）或不当利用（misappropriation）客户的私人信息展开，而

是第三方对客户提交给银行的私人信息加以不当利用，如果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对

客户信息失于提供有效保护，那么银行是否应当赔偿客户由此遭受的精神损失。

因此本案的核心并不在于银行是否违反了保密义务。由于原告诉请的法律基础选

择不妥，初审法院认为，原告诉银行违反保密义务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不享有请

求权。上诉法院对此加以确认40

该案法院认为，原告在未有身体损害的前提下要求银行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属于侵权法的过失之诉，因此关键是需要证明原告与被告银行间存在法律保护的

特殊利益（legally protected interest）。然而，法院通过对银行-储户间关系的分析

和对判例的解读，认为其间仅有纯粹的法律关系，不存在信托关系，因此银行不

需向储户承担注意义务，也即不存在上述法律保护的特殊利益，因此无法支持精

神损害赔偿的请求。

上述四个案例是英美法国家在金融隐私权保护问题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拓

性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很多基础性的问题提出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释，为

金融隐私权概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下文中，我们还会提到诸多在金

融隐私权发展过程中、在判决上出现反复和波折的代表性案例，其中很多法官意

见都受到了上述四个案例的影响。下文将针对上述案例中提到的问题，逐步完善

对金融隐私权概念的构建和分析。

39 STANLEY D. and HARRIET A. STEVENS, husband and wife, Appellants, v. 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CALIFORNIA, Respondent, and 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OREGON and STANLEY C. STEVENSON,
Defendants. 167 Ore. App. 280; 999 P.2d 551; 2000 Ore. App. LEXIS 788
40 判决书原文为：Plaintiffs appealed contending that the trial court erred in concluding that plaintiff failed to state a
claim for 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 Judgment was affirmed because the kind of special relationship that creates
liability for emotional distress damages, or the kind of societal harm necessary to recover solely for emotional
distress damages was not present, and plaintiffs were unable to state a cause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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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融隐私权的法律基础

一、金融隐私权的普通法理论

金融隐私权的概念起源和发展于普通法，由于美国和英国很长一段时间在立

法上都没有明确这一权利的保护，因此，许多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解释相关

的普通法理论，为原告当事人的金融隐私权利的构建提供基础，以下是几种有代

表性的理论。

（一）合同法基础——默示合同理论

将默示合同理论作为银行保密义务的基础，可以说较有影响力的是英国的

Tournier 案判决。根据英国法院的观点，所有的合同都包含若干默示条款，有些默

示条款在产生纠纷的时候会作为缔约的必要前提被明确提出并加以界定。所谓默

示条款是指，双方在缔约时都有意将其内容包含为合同的一部分或作为合同的前

提而存在，除非在明显必要的情形之下，默示条款才需要以明示的方式表述出来

并加以确认。41

对于银行-客户合同中默示的银行保密义务，Tournier 一案的 Atkin 法官给出

了肯定的意见和说理，他认为此类合同的保密性，不仅存在于公正理性的当事人

的观念中，也必然存在于法官的观念中。一方面，银行有必要以此约束其工作人

员，另一方面，法官认为有理由相信，当银行被潜在客户问及是否能履行保密责

任时，银行必将毫不犹豫地给以确定答案42。由此，当银行与客户签订合同，或者

不以典型合同形式而以开展业务的通常形式进行商业活动往来时，银行必然作出

了自我约束的默示合同承诺，不在未得到客户许可的情形下披露客户的相关信息。

此即为银行-客户合同的一条默示条款。

同为普通法系，美国对这一理论也有相当程度的认可，在《银行法》一书中，

对银行默示义务有较为全面的表述：

41 Tournier 一案的ATKIN法官对此概念进行了论述，原文为：The Court and not the jury, are the tribunal to find
such a term; they ought not to imply a term merely because it would be a reasonable term to include if the parties had
thought about the matter, or because one party, if he had thought about the matter, would not have made the contract
unless the term was included; it must be such a necessary term that both parties must have intended that it should be a
term of the contract, and have only not expressed it because its necessity was so obvious that it was taken for granted.
Tournier v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 Ltd，[1924] 1 KB 461，JUDGMENTBY-3: ATKIN L.J，
Para.1
42 ATKIN法官意见整理自：Tournier v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 Ltd，[1924] 1 KB 461，
JUDGMENTBY-3: ATKIN L.J，Par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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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其客户之间存在一项默示的合同条款，约定银行在未经客户明

示或默示许可时，不得向第三人披露其账户信息、银行交易记录或任何与账户记

录的信息相关的内容，除非该披露有法院令作为依据，或者受制于公共利益的要

求43”。

该理论在各州法院的判例中常被作为金融隐私权益的基础，尤其是在那些立

法中尚未包括金融隐私权这一概念的法域。

在 Peterson 一案中，法院在考察了传统隐私权要件、银行与客户间基于债权

债务关系的代理性质和基于第四宪法修正案的公民权之后，将银行的保密义务最

终落脚到了默示合同义务上。法院认为“在银行与其客户或储户之间的合同中，

默示银行及其职员不得泄露有关客户账户信息，除非有法律授权或客户同意。如

果银行违反该默示内容，则应承担相应责任。此外，银行职员即使在职权内有权

透露相关信息，也应以获得客户同意为必要条件”44

Djowharzadeh 案的法院也引用了上述 1961 年 Peterson 案中法院对于银行默示

合同保密义务的论述，认为银行还对贷款申请人（严格来说，尚未成为银行的客

户）负有默示合同义务，有义务为贷款申请信息进行保密。法院认为这一义务并

非新创立，而是存在已久，即使未出现在法律中，也已经作为银行实践和公众常

识而为人熟知。45

上述是作为普通法理论被法院付诸实践的默示合同保密义务，此外，值得一

提的是金融服务的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自行约定的保密义务。基于契约自由，当

事人可以在与金融机构签订合同时，自行制订保密条款，要求金融机构针对相关

的金融信息履行保密义务。当法律没有规定金融隐私权时，这种约定可以为当事

人提供自力救济的基础。当然相比于普通法理论上的默示义务，这种约定则是明

示的承诺。而就合同约定保密条款的效力而言，通常情况是有效的，但会受制于

43 此段原文为：To give such information to third persons or to the public at the instance of the customer or depositor
is certainly not beyond the scope of banking powers. It is a different matter, however, when such information is
sought from the bank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depositor or customer of the bank. Indeed, it is an implied term of
the contract between a banker and his customer that the banker will not divulge to third person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customer, express or implied, either the state of the customer's account or any of his transactions [***21]
with the bank, or any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customer acquired through the keeping of his account, unless the
banker is compelled to do so by order of a court, [or] the circumstances give rise to a public duty of disclosure. 7
Am.Jur., Banks, § 196, at page 150
PETERSON v. IDAHO FIRST NATIONAL BANK，83 Idaho 578; 367 P.2d 284; 1961 Ida. LEXIS 224; 92
A.L.R.2d 891
44 参考自PETERSON v. IDAHO FIRST NATIONAL BANK，83 Idaho 578; 367 P.2d 284; 1961 Ida. LEXIS 224;
92 A.L.R.2d 891
45 Ali DJOWHARZADEH, Appellant, v. CITY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 OF NORMAN, a
corporation, and Larry Shaver, an individual, Appellees,1982 OK CIV APP 3; 646 P.2d 616; 1982 Okla. Civ. App.
LEXIS 111，OPINION，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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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强制规定和法院签发的令状。

然而，虽然理论上通过合同确保客户的金融隐私权益虽然可行，但联系到商

业实践则作用有限。对于大多数中小客户而言，在金融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一

方面不一定会以书面合同的方式办理业务，而是以商业习惯为准或相关票据作为

凭证；另一方面，考虑金融服务双方的地位和谈判能力问题，金融机构一般会提

供格式条款给客户签署，省略了磋商步骤，客户没有机会调整合同文本内容，只

有少数集团或大客户进行大额金融交易时可能存在这种先合同磋商阶段。因此通

过合同约定保密条款来保障大多数客户的金融隐私利益在现实中往往是行不通

的，甚至默示合同理论也只是被动的依靠法院的解释，因此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

了通过立法创设金融隐私权的必要性。

（二）代理关系

就银行与客户间的代理关系进行论述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应属前文提到

的 Peterson 案。Peterson 案中，法院考察了银行-客户间关系的法律属性，认为在

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银行在为储户办理业务时应当遵循代理原则，

并依据代理原则为储户的信息保密。

通常而言，对于银行储蓄客户，银行作为债务人与储户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

系，Peterson案法院根据对以往判例的总结指出，银行向储户履行义务还需要遵循

代理原则（the rule of agency）46。这一代理原则的引入最初是为了解决伪造或变

造票据案件中银行的归责问题。银行作为储户的代理人，应当严格遵循储户的指

示，而伪造或变造的票据并非储户的指示，因此银行应当承担支付此类票据造成

的损失，除非储户对伪造或变造票据存在过失或对该类票据的支付进行了确认等。

关于代理关系的表述，美国大多数法院都采取了Crawford v. West Side Bank一

案中法院的论述：

“银行和储户之间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

但银行在履行债务人的相关义务时还需要同时遵循代理人与本人之间适用的原

则。”47

以此代理关系为基础，依据美国代理法（Law of Agency）相关规则，代理人

对本人的事项需要承担一定的保密责任，《美国代理法重述》中对此的表述如下：

“除非当事人之间另行约定，代理人对本人（被代理人）有以下职责：不得

46 Peterson 案上诉法院列举了在某些情况下银行-储户关系中适用代理原则案例：Crawford v. West Side Bank,
100 N.Y. 50, 2 N.E. 881; Third Nat. Bank in Nashville v. Carver, 31 Tenn. App. 520, 218 S.W.2d 66; Dalmatinsko,
etc. v. First Union Trust and Savings Bank, 268 Ill.App. 314; Selig v. Wunderlich Contracting Co., 160 Neb. 215, 69
N.W.2d 861; Bernhard v. Bank of America N.T. & S.A. (Cal.App.) 114 P.2d 661.
47 Crawford v. West Side Bank, 100 N.Y. 50, 2 N.E.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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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或泄漏被代理人的机密信息，该机密事项可能由被代理人主动告知，或在完

成代理事项过程中知晓，或因其代理人身份而知晓；不得违反代理职责利用上述

信息，以代理人自己的名义或以第三人的名义，与被代理人产生竞争关系或损害

被代理人利益，上述应当保密的信息也包括与被代理事项无关的内容，除非该内

容作为一般常识为人所知。48

但是这一理论在实践中，较少被法院作为银行保密义务的基础， Peterson 案

法院提出了代理原则时解释道，结合该案的背景，代理原则也仅在该案具体情形

下适用于储户与银行间的关系。由于业务内容的局限性，对于贷款人与银行间的

关系可能并不总是合适使用代理原则。另外，即使在 Peterson 案中，法院最终还

是将银行的保密义务落脚在默示合同义务的基础上，代理原则仅作辅助作用。

（三）侵权法基础

在合同法的默示保密义务之外，如果原告当事人仅仅依据侵害隐私权作为诉

讼基础，很难在法院得到支持，因为性质上金融隐私权不同于隐私权，在侵权方

式上，对金融隐私的泄密也不同于对一般人身权隐私的公开。典型的案例就是

Peterson 案法院即主张由于银行对原告雇主披露原告的金融信息不同于向公众公

开隐私，因此不满足侵犯隐私权的侵权法要件。类似的，在更早的 Tournier案中

原告诉银行由相关金融信息判断其参与赌博属于诽谤而提出侵权之诉，也没有直

接获得法院支持，因为如果情况属实，隐私权诽谤之诉也很难立足。但是，如果

银行方面对信息的泄露是故意或者恶意的，许多法院都允许原告另外选择以侵权

法为基础对被告进行起诉。

在 Oklahoma Natural Gas Co. v. Pack49一案中，法院认为，在普通法规则之下，

每一个合同当事人都有义务本着谨慎、专业、合理以及忠诚的态度对待合同，上

述义务如果违反，则可以由受损害一方以合同或侵权法为基础择一加以起诉。在

此基础上，如果违约一方的违约行为还具有故意（willful）、蓄意策划（intentional）、

目的性（purposeful）或者恶意（malicious）等情节，则在合同法的赔偿以外，受

损害方还有权依侵权法要求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50。

48 该表述原文为："Unless otherwise agreed, an agent is subject to a duty to the principal not to use or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ly given him by the principal or acquired by him during the course of or on
account of his agency or in violation of his duties as agent, in competition with or to the injury of the principal, on his
own account or on behalf of another, although such information does not relate to the transaction in which he is then
employed, unless the information is a matter of general knowledge." Restatement of Law of Agency 2nd, § 395
49 186 Okl. 330, 97 P.2d 768 (1939)
50 该部分论述的原文为：

Oklahoma Natural Gas Co. v. Pack, 186 Okl. 330, 97 P.2d 768 (1939), stands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every contract
carries with it the common law duty to perform with care, skill, reasonable expediency and faithfulness which, if
breached, may be treated as a tort as well as a breach, giving the injured party the option to elect which leg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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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银行及其雇员在泄露客户信息这一问题上的责任划分，Djowharzadeh 案

法院讨论了银行可否因其雇员越权泄密行为而为自己开脱责任，结论是否定的。

法院认为，既然贷款审查官的职责明确为收集和保管相关申请人的涉密信息，那

么在此过程中由于贷款审查官即银行雇员的疏忽造成的损失可以归责于银行。该

案法院引用了发生在 1952年与Djowharzadeh案相似的Ocean Accident & Guarantee

Corp. v. Denner51案中的说理：

“原告银行客户将诉由建立在侵权行为之上是可行的，此外，诉由还可以另

外选择以合同法（ex contractu）为基础。原告诉称银行违反了保密义务，导致其财

务损失，而银行的股东、工作人员和经理却直接或间接地从该交易的泄密信息中

获益。原告提供了证据，证明其损失是由银行的故意（deliberate）造成的，因为

银行不仅违约泄密，而且并未建立内部制度确保客户信息保密性，相反的，甚至

还鼓励银行雇员将有利的投资机会告知银行内部人士。这些事实一旦得到确认，

便足以敦促陪审团考虑在实际损失赔偿的基础上追加惩罚性赔偿。”
52

在 2000 年的另一个案例 Stevens 案中，原告依侵权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被

法院驳回。Stevens 案原告的请求基础是普通法侵权法上的过失之诉，即银行在雇

佣第三被告 Stevenson时存在过失，如此一来，在没有造成身体损害（physical injury）

的前提下要求精神赔偿，除了应当证明被告有一般义务(general obligation)应“合理

注意不造成可预见损害的危险”（ take reasonable care not to cause a risk of

foreseeable harm to plantiffs），原告还应当证明其与被告银行之间存在法律保护的

特殊利益（some distinct “legally protected interest”）53。Stevens 法院认为，根据州

法院判例，上述这种法律保护的特殊利益并不存在与该案中。该案原被告之间的

银行-储户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受到高度规制的、公平的商业关系，其中，银行针对

储户（的账户）所能进行的操作（bank's ability to act vis-a-vis its depositors）是受

到明确限制的，银行与储户的关系从本质上既不同于信托关系，也不同于的借贷

关系。在信托关系（trustee-trustor relationship）,一方为了特定目的，出于信任将个

to pursue. This allows recovery in situations where a breach of contract results from willful, intentional, purposeful
or malicious conduct, thus expanding the statutory right to recover punitive damages ordinarily excluded by 23
O.S.1971 § 9 in contract actions.
类似的案例参见：Leigh v. Wadsworth, Okl., 361 P.2d 849 (1961); Morriss v. Barton, 200 Okl. 4, 190 P.2d 451
(1947); Owens v. State, 133 Okl. 183, 271 P. 938 (1928); Lilly v. St. Louis & S.F. Ry. Co., 31 Okl. 521, 122 P. 502
(1912); and Hobbs v. Smith, 27 Okl. 830, 115 P. 347 (1911).
引自Ali DJOWHARZADEH, Appellant, v. CITY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 OF NORMAN, a
corporation, and Larry Shaver, an individual, Appellees,1982 OK CIV APP 3; 646 P.2d 616; 1982 Okla. Civ. App.
LEXIS 111，OPINION，Part III
51 207 Okl. 416, 250 P.2d 217 (1952)
52 Ocean Accident & Guarantee Corp. v. Denner, 207 Okl. 416, 250 P.2d 217 (1952).
53 Nearing v. Weaver, 295 Ore. 702, 708, 670 P.2d 137 (1983); see also Fazzolari v. Portland School Dist. No. 1J,
303 Ore. 1, 17, 734 P.2d 1326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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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交予（entrusted）银行；在借贷关系中（lender-borrower relationship），客

户信赖银行通过独立而专业的判断进行操作从而取得双方合意的目的54。

Stevens案法院认为，银行-储户间的关系更加类似于以信用卡或非现金形式进

行支付的商家与客户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客户也需要向商家提供相应的

个人信息。同时，这种商家-客户之间的关系是公平交易（at arms length），指向

某种特定的经济利益，但却不需要银行或者商家一方为客户做出独立的商业判断。

55换言之，这种关系的存在是纯粹基于法律的，而非基于当事方之间的信任。因此

并不会引起一方对另一方的注意义务，也即不存在法律保护的特殊利益，由此，

精神损害的侵权诉由便无法获得支持。

（四）银行信托衡平义务

银行的保密义务，对应客户的金融隐私权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

于银行-客户间关系的判断做出的，很多法院在说理中，都考虑了银行-客户之间的

信托义务，在文本上，各个法院采用的表述有“fiduciary”和“trust”等词汇，其

行文核心意思都包含了信任关系。在判决中，各地法院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两种

态度。

第一种是肯定银行-客户间信托关系的存在，基于这种信托关系，银行应负保

密义务。

United States v. First National Bank of Mobile (S.D. Alabama) 56一案中，法院指

出，尽管依据联邦法律，银行有义务在适当的情形下（in proper cases）协助国内

税务机关(Internal Revenue Agency)调查银行账户记录，然而银行同样对储户有义务

“保护他们的账户记录免于受到公众出于好奇或恶意的打探。”法院认为“没有

人能质疑银行有权保护其与客户之间的信托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这已成

为根深蒂固的银行实践和常识被广为接受。”57

54 Conway v. Pacific University, 324 Ore. 231, 240, 924 P.2d 818 (1996)
55 Stevens案法院引用了相关案例中的论述证明此观点：See Transamerica Ins. Co. v. U.S. Nat'l Bank, 276 Ore.
945, 956 n 11, 558 P.2d 328 (1976) ("A bank deposit creates a debtor-creditor relationship; the incidents of that
relationship are provided by law (although they may, within limits, be varied by agreement.)" (citations omitted));
Dahl & Penne, Inc. v. State Bank of Portland, 110 Ore. 68, 72, 222 P. 1090 (1924)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 and
depositor is that of "debtor and creditor":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parties is purely legal, and has no element of a
trust in it."). See also New Amsterdam C. Co. v. Robertson, et al., 129 Ore. 663, 668, 278 P. 963 (1929)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 and depositor is that of debtor-creditor); Verrell v. First Nat. Bank, 80 Ore. 550, 556, 157 P. 813
(1916) (same).
56 67 F.Supp. 616
57 United States v. First National Bank of Mobile (S.D. Alabama)，67 F.Supp. at 624.
原文为："All agree that a bank should protect its business records from the prying eyes of the public, moved by
curiosity or malice. No one questions its right to protect its fiduciary relationship with its customers, which, in
sound banking practice, as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is done ever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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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法院意见则相反，认为银行-客户间不存在信托关系，但这也不必然否

定银行的保密义务。

在 2000 年的 Stevens 案中，法院也认为银行-客户间不存在信托关系，法院指

出，在信托关系（trustee-trustor relationship）,委托方为了特定目的，出于信任将个

人信息交予（entrusted）受托方，受托方因此将为了委托方的利益作出独立而专业

的判断58，而在银行-客户的关系中，一般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业务模式，银行不

需要特别作出独立的商业判断。但值得一提的是，该案中法院判断双方的关系并

非是作为金融隐私权的基础，而是为了判断是否存在特殊侵权利益，因此参考价

值有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Djowharzadeh 案法院对信托关系以及银行信用的论述，

虽然该案法院否定了银行-客户间的关系属于信托关系，但却从银行信用的角度，

将银行的保密义务作为一种具有社会信托性质的衡平义务加以解释，非常具有启

发性。该案法院分析道，当潜在的借贷者向银行提交申请之时，银行与该潜在客

户之间就成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尚未写成正式协议的形式，仍不是合同关

系；而从性质上看属于平等交易（an arm’s length transaction），因此也非信托关系

(fiducial)。但是，这种关系的存在施加于双方的义务已经超出了礼貌范畴（matters

of courtesy）。对于客户而言，该方有义务公平客观（fairly）、全面地（fully）披

露其资产、个人信用记录、交易背景、近亲属关系、过往行为、未来计划以及其

他大量且相当个人化的信息，有时信息私密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向牧师告解时的

透露的信息。依据判例59，客户还可能会因为信用调查中披露虚假信息而获罪。由

此看来，客户对如此私密的个人信息所负有的披露义务具有相当的强制性。然而，

由于银行非同寻常的交易地位，这种银行与客户间存在的非正式的暂时关系并不

平等，贷款人披露个人信息后出于无保护的不确定状态，同时银行处于相对优势

地位，因此为了制约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有必要向银行一方施加保密义务的要求。

Djowharzadeh 案的法院进一步考察了银行在社会中的公信力以及银行系统

公共服务的目的性，解释了银行有必要向客户承担保密义务这一默示责任。法院

认为，银行几乎完全依托公众资金而存在并进行运营，公众基于信任而与其发生

交易往来。银行在社会中的融资能力，尤其是提供借款的地位，几乎可以认为是

垄断性的。立法机构对银行的交易费用收取的标准是经过了谨慎的衡量，以求与

银行的权限达成相应比例60。这一体系的目的是确保在金融资源方面，具有垄断性

58 STANLEY D. and HARRIET A. STEVENS, husband and wife, Appellants, v. 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CALIFORNIA, Respondent, and 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OREGON and STANLEY C. STEVENSON,
Defendants. 167 Ore. App. 280; 999 P.2d 551; 2000 Ore. App. LEXIS 788
59 See 18 U.S.C.A. § 1014 (1976), and 21 O.S.1971 § 1501
60 该句原文为：The legislature has carefully defined their corporate charge within finite limits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较法视角下的金融隐私权法律问题研究

26

地位的银行不与其客户进行竞争，而是公平地服务于客户的投融资需求。这也意

味着，公平交易和竞争的政策(policy of fair dealing and evenhandedness)要求银行不

得擅用其优势地位来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客户利益。若非如此，银行将变成通过其

贷款审核部门俘获公众投资者寻找到的优质投资机会，而成为仅仅服务于其所有

人、经理、亲友的单向渗透型融资信息网络。这样一来，银行势必自行摧毁他们

的公共服务职能，既对公众无益，也将对银行业的稳定性产生致命打击。

Djowharzadeh案的法院还特别关注了“信用（trust）”这一概念对于银行的重

要性。在银行的传统和多年实践中，这一观念得以树立、发展，甚至作为许多银

行的广告性标语加以宣传，“信托”（trust）“security”（安全）“保障”(guaranty)

等词汇甚至出现在许多金融机构的名称中。事实上，虽然如被告所述，俄克拉荷

马州未曾出现过关于银行保密义务的判例或法令，这更应当看做该州的银行过去

诚信经营的褒奖，而不应作为银行无此项义务的证明。61

（五）银行客户间的免证特权

很多法院都在考虑银行-客户关系的时候类比了其他具有保密要求的免证特权

关系（evidentiary privilege），尤以职业特权为主，如律师-客户保密特权、医生-

病人保密特权。前述的英国 Tournier 案中多位法官都考虑了这一问题。同样的，

这个问题在美国各州法院也被反复提及，但鲜有法院认可银行-客户间具有免证特

权，即否定银行据此承当保密义务。在 Rosenblatt v. Northwest Airlines62案中，法

院适用了 Wigmore 四步测试法来考虑银行客户间的免证特权，依据此法规则，1）

双方交流的前提是存在共识，明确谈话内容将被保密；2）对双方关系而言，保密

性对于关系的完整性和合理存续是具有核心意义的；3）该保密关系的建立在社会

观念中应当是必须的；4）由于披露保密信息所造成的伤害应当超过披露所带来的

利益。63由此，该案法院认为，对于银行-客户关系而言，保密性对两者间关系存

续并非至关重要，且在社会观念中，银行-客户间的保密性远不及律师-客户以及丈

夫-妻子间保密义务的重要程度，从利害关系来看，在一定狭义范围内进行的披露

their power.
61 Ali DJOWHARZADEH, Appellant, v. CITY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 OF NORMAN, a
corporation, and Larry Shaver, an individual, Appellees,1982 OK CIV APP 3; 646 P.2d 616; 1982 Okla. Civ. App.
LEXIS 111，OPINION，Part II
62 54 F.R.D. 21 (S.D.N.Y. 1971).
63 Wigmore proposed the following four considerations: 1) the communication must be mad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t will not be disclosed, 2) the confidentiality must be essential to the full and satisfactory maintenanc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3) the relation must be one which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mmunity ought to be
sedulously fostered, and 4) injury done to the relation by disclosure would outweigh the benefit gained. 8
J.WIGMORE, EVIDENCE § 2285, at 527 (McNaughton rev. 1961).转引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p579，footnote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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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不产生任何损害。因此，法院否定了银行客户间的免证特权，认为仅仅

符合以明示或默示保密性为前提这一个条件还不足以创设一项保密特权。银行客

户间的免证特权在判例中不被认可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法律明确禁止法院通过

判例创设普通法特权，而在所有州的制定法中，都尚未出现此项特权。

纵观上述理论基础，在法定权利缺位的前提下，法院实践中认可度相对较高

的普通法依据是默示合同理论，其他的理论虽然在各类案例中被提及，但都没有

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二、依据基本权利保护金融隐私

从基本权利的角度考察，在美国，主要是依据宪法权利，对金融隐私权加以

解释从而提供保护。

联邦宪法未明文规定隐私权的保护，在此背景之下，在联邦层面，法院往往

通过延伸解释宪法的相关条文为金融隐私提供相应的保护，而在各州层面，有些

州直接在州宪中规定了隐私权，而在没有直接创设此权利的州，法院也通过解释

宪法条文保护金融账户信息之上的隐私权益。

美国至少有九个州在宪法中规定了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64，其中以夏威夷州宪

法条文表述为代表：“公民的隐私权受到认可，且州利益非经强制方式不得侵犯

该权利。65”其中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华盛顿州仅仅保护

隐私权不受政府的无理搜查和逮捕（unreasonable research and seizure），其他五个

州：阿拉斯加州、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伊利诺伊州和蒙大拿州还将隐私权

保护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不仅不受政府侵犯，并且不受私主体侵犯。

储户的银行账户信息的宪法权利在美国许多州案例中都成为法院考察的重

点，典型的情形是储户的银行账户遭到政府部门的无理查阅（unreasonable search

or inspect）

Zimmermann v. Wilson 案66禁止税务官员对原告账户进行查阅，州法院以美国

宪法第四修正案中禁止无理搜查作为判决的理论基础，指出：

“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任何公民的……文件，不受无理搜查……67”该原则

64 ALASKA CONST. art. I, § 22; ARIZ. CONST. art. 2, § 8; CAL. CONST. art. I, § 1; HAWAII CONST. art. 1, § 6;
ILL. CONST. art. 1, §§ 6, 12; LA. CONST. art. 1, § 5; MONT. CONST. art. II,§ 10; S.C. CONST. art. I, § 10;
WASH. CONST. art. 1, § 7.转引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at p573,footnote 44
65 原文为：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privacy is recognized and shall not be infringed without the showing of a
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HAWAII CONST. art. 1, § 6] 引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at p573
66 (C.C.A. 3rd) 81 F.2d 847
67 引文此处为节录，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原文：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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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确立，政府部门同样有义务尊重公民权利，而在政府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损

害时，法院就成为公民权利的坚实守护者。针对本案中的两次无理搜查，法院认

为纳税人无任何欺诈、欺骗、过错等需要接受搜查情形，因此要求被告恢复原告

账户记录，并签发禁止查阅的禁令。

Brex v. Smith (N.J.Chan.) 68案中，检察官要求查阅警察署所有人的账户记录，

法院同样对查阅行为颁发了禁令。法官在该案提出的问题是：是否有财产权牵涉

其中？检察官是否可以在拒绝披露原因的前提下要求查阅他人账户？为解决这一

问题，该案法院分析了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关系，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该案法院将

款和账进行了分离对待。对于存款本身而言，银行和储户之间存在的是最为基本

的是债权债务关系，而对于存取款的账户记录而言，则与存取款本身是不同的法

律关系，银行对账户记录承担的是一项“默示义务”，即银行应有义务确保非经

适格法院强制要求，客户账户记录不受查阅。在此基础上，法院更是引用了最高

法院法院的一段话来说明账户金融隐私的重要性。“在公民权利中，很少有权利

会如个人安宁权（the right of personal security）这般重要，以至于会影响公民个人

的平静和快乐，该权利不仅保护公民个人不受侮辱，更保证公民的私人事务、书

籍、文件不受他人的检查和监督。如果没有此项权利，那么其他公民权也会黯然

失色。”69

在其他州法院实践中，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在 Burrows v. Superior Court70一案

中认可，储户对金融机构记录包含的信息享有隐私权益上的合理期待，即使该记

录由第三方机构保管。这种期待权给储户提供了请求权基础，使其能够质疑非经

合法程序和授权对银行账户记录进行的调阅和扣押71属于违法行为。法院指出，银

行应警察机关的非正式要求主动提供的账户记录不能视为经过了客户同意，因此

这种调阅行为没有合理的基础，可能构成非法搜查72。其他一些州法院也表现了相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译文：任何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查封，没有合理事实依据，不能签发搜查令和逮

捕令，搜查令必须具体描述清楚要搜查的地点、需要搜查和查封的具体文件和物品，逮捕令必须具体描述清

楚要逮捕的人。
68 104 N.J.Eq. 386, 146 A. 34
69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 the matter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cific Railway Commission
(C.C.) 32 F. 241, at page 250，引自Brex v. Smith (N.J.Chan.)，146 A. at 36.
原文为：”Of all the rights of the citizen, few are of greater importance or more essential to his peace and happiness
than the right of personal security, and that involves, not merely protection of his person from assault, but exemption
of his private affairs, books, and papers from the inspection and scrutiny of others. Without the enjoyment of this
right, all other rights would lose half their value.”
70 13 Cal. 3d 238, 529 P.2d 590, 118 Cal. Rptr. 166 (1974).
71 此处原文仍为research and seizure，但针对金融机构账户信息，笔者认为将其译为调阅和扣留更为妥当。
72 此处原文为：The Burrows court held that the bank's voluntary compliance with an informal request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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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态度，并不接受和认可联邦最高法院在 Miller 案中作出的判决73，而是纷纷以

州宪法和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为基础，为金融账户信息的隐私权益创设实体性的

期待权。这样一来，即使在宪法不包含隐私权条文的州，储户的金融隐私也获得

了宪法保障。除了宪法第四修正案，第一和第五修正案也在一些案例中被法院作

为隐私权的请求基础加以扩张解释。如果政府对银行账户的调阅是为了求证当事

人的宗教信仰、政治倾向或是社团关系，那么这样的调阅行为则侵犯了当事人宪

法第一修正案项下的权利74。第五宪法修正案赋予公民无须自证其罪的权利，从狭

义上并不能直接用于支持当事人保存在第三方机构的金融账户不受非法调阅，但

该条较低限度上可以保护当事人不需被迫自行提供相关账户信息。

与美国主要依据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金融隐私权益的保护不同，欧洲则将

个人信息权作为基本人权和自由的重要组成因素。前文曾提到在《欧盟基本权利

宪章》、《欧盟基本人权和自由保护条约》、欧洲系列条约 108 号和 181 号、《欧

盟数据指令》，以及规章 EC No. 45/200175等重要文件中都确认了基于人权和基本

自由而对个人数据进行的保护。

police could not constitute a valid consent by the customer. The court thus firmly rejected the proprietary basis of 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unreasonable searches.引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at p574，footnote 47
73 如宾西法尼亚最高法院认为Miller案是个“危险的先例，有很大的可能遭到滥用”，该州法院在Commonwealth
v. Dejohn[Commonwealth v. DeJohn, 486 Pa. 32, 44, 403 A.2d 1283, 1289, cert. denied, 444 U.S.1032 (1979).]一案

中采纳了加利福尼亚法院在Burrows一案的意见，认为客户在经济活动中使用支票，合理期待是这些票据仅仅

被用于促进其融资活动，而非受到公开披露；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也采纳了与Burrows案一致的态度。
74 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支持金融隐私权的案例有：Pollard v. Roberts, 283 F. Supp. 248, 257 (E.D. Ark.), a fd pr
curiam, 393 U.S. 14(1968) (enforcement of subpoenas issued by prosecutor for checking account records of state
Republican Party enjoined as violative of first amendment freedoms). But see Eastland v. United States Servicemen's
Fund, 421 U.S. 491 (1975) (Speech or Debate Clause of the Constitution prevents bank depositor from challenging
congressional subpoena duces ecum).
75 规章全称为“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0年12月18日关于与欧共体机构和组织的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个人

保护以及关于此种数据自由流动的规章” 英文原文为：Regulation (EC) 45/200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8 December 2000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by
the Community institutions and bodies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该规章适用于所有的欧共体机构和

组织（Community institutions and bodies）所进行的数据处理活动。要求成员国保护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并要求这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在欧盟内得到协调一致的适用，明确了成员国公民享有与个人数据处理有关的隐

私权，在此基础上，保证个人数据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

全文来源为http://ec.europa.eu/dataprotectionofficer/legal_framework_en.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3/3/18
中文译文参考《个人数据保护——欧盟指令及成员国法律、经合组织指导方针》法律出版社，2006

http://ec.europa.eu/dataprotectionofficer/legal_framework_en.htm 最后访问时间201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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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融隐私权的对象、客体和属性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的目的是探讨金融隐私权的属性，由于金融隐私权与传

统的隐私权相比，既有隐私利益，看似又包含了一定的财产利益，它依托于金融

信息而存在，又承载于各类金融账户，因此界定金融隐私权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基本概念出发，重新界定金融隐私权的对象和客体，这对理

解和界定这一概念也非常有帮助。

一、对象和客体

在基本的民法理论中，“权利客体”和“权利对象”是一对内涵丰富却又非

常令人困惑的概念，对于这两个概念具体所指、是否等同以及如何使用，目前学

界理解并不统一，为了厘清它的含义，笔者查阅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论著。

一部分学者明确区分了“客体”和“对象”的概念，其中代表学者是刘春田

教授和郑永流教授。刘教授认为“权利的客体是指法律设定保护的利益关系。……

对象是具体的、感性的、客观的范畴，是第一性的事物。它是法律关系发生的客

观基础和前提…法律事实只是导致法律关系产生的客观原因，它不同于该原因作

用于法律法规而形成的利益关系或称社会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是第二性的，它才

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客体是抽象的，理性的范畴，是利益关系即社会关系，

是第二性的。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对象即法律事实与一定的法律规范相互作用的结

果。所以，对象与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76
类似的，郑教授也曾指出

区分客体和客体附着形态的重要性，他认为“权利是法律化的个人利益，且个人

利益并非权利本身，它只是权利的客体……个人利益总是附着在某些东西之上，

也就是利益需要有载体……这些载体或是某些有形的东西（如物），或是无形的

东西（如自由），或是兼具有形与无形的东西（如生命）。
77
”

而另外很多学者对这两个概念并未刻意区分。据梁慧星教授的观点：“依关

于权利本质的通说，权利系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要素构成，本质上是受法

律保护的特定利益。此特定利益之本体，即权利的客体。亦可称为权利的标的或

权利的对象。
78
”孙宪忠教授的观点是“物权支配的对象是具体的物，即有体物。

76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9页
77 郑永流：法 是一种实践的智慧，法律出版社，2010，第82-83页
78 梁慧星：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1，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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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支配的对象在法学上为权利客体。
79
”史尚宽先生曾指出“权利有形或无形之

社会利益为其内容或目的，……为此内容或目的之成立所必要之一定对象，为权

利之客体。
80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学者都没有刻意区分客体和对象这两个概念，

但是在表述中，对客体和对象的使用都同样的倾向性，即权利客体是一种受保护

特定利益，是相对抽象的，而权利的对象则是权利主体支配的具体内容。

由此，基于上述一组概念的区分，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结论，即权利的对象是

具体的、作为客观基础和前提的、受主体支配的内容。而权利的客体是抽象的、

受保护的特定利益，这一区分对我们后文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二、金融隐私权的对象

对于金融隐私权而言，结合前述诸多判例和理论，该权利的对象应当是权利

人，狭义的说是金融机构的客户，有权决定如何支配（包括利用、保密、披露或

发布于他人）的内容，也就是权利人的金融信息。

之所以认为对象是金融信息，因为信息是权利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决定和支配

的内容，是所有利益的表现形式或者说载体。金融信息既包括了权利人的基本身

份辨识信息，又包括了权利人的相关交易信息、信用信息。

对于权利人在金融机构的金融信息可能包含的内容和层次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身份信息。这些信息有一部分是为了获得金融机构的服务而由客户

提供的，主要是个人身份信息，金融机构对这部分信息的要求，如实名制，主要

是为了验证客户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唯一性，同一各类身份信息之间可以相

互验证，此外金融机构还可以向相关权威机关求证，从而防止伪造账户信息导致

的诈骗、洗钱等经济犯罪，对于贷款客户，金融机构要求的身份信息可以用来审

查贷款安全性，和贷款追偿。除了上述安全性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在操作上，

要求身份信息也是保管、查询、办理业务的基本需要，防止同名客户混淆，防止

误操作等等。上述这些身份认证信息，属于账户的基本内容，大多数在传统上属

于身份权的内容，属于传统隐私权保护的范畴。

2）财产流转的直接信息，包括流水账、总账、余额信息、交易相对人、交易

时间、交易内容和金额，所有涉及资金流转的社会信息都可能由此获得，如离婚

支付的赡养费、医疗费、律师费、赔偿金、违约金，购买商品货物的往来支付、

休闲娱乐的花销、各种名目的会员费，以及商业回扣、政治献金等。这部分信息

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账户的历史记录，主要是信用信息，如历史借贷账目、信用卡

账单、应缴（未缴）费用、税务、预交费甚至是拖欠通知、罚款或罚息、

79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3,，第40页
80 史尚宽：民法总论，第221页；转引自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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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衍生信息，由第二类直接信息分析得来，如客户的消费习惯、投资倾向（如

喜好或厌恶风险，偏好某领域投资等），甚至宗教信仰（如向宗教机构的捐款）、

政治偏好（如支持某党派选举候选人的拨款，支持某个少数群体如同性恋集会经

费、有色人种基金会捐款等）。第二、三两类信息在实际中可能并不像分类这样

明确，但在信息内容上一定会涉及很多商业及个人机密。

对于非自然人主体，其提交给金融机构的信息同样包含不同的层次。

首先，非自然人主体的基本信息可能包括名称、地址、国籍、法人代表、所

有权人或股东信息、经理层信息、注册资本、注册时间、注册地、营业范围等。

其次，就非自然人主体的金融账户记录本身，可能记载该主体的供应渠道（供

应商）、分销渠道（分销商或经销商）、各类往来交易账目信息、税务凭证，甚

至可能包括各类法律服务费用、诉讼赔偿收付款、行政费用或罚款等，由此可能

获得该主体的经营成本、经营利润或亏损、法律风险状况和纳税合规性等情况。

为了核查非自然人主体的信用信息，金融机构可能会获取其其他相关的财务

信息，包括各期财务报表、信贷融资记录、抵押担保记录等，能反映该主体的盈

利能力、偿债能力、营业周转能力等内容。以上这些信息对于非自然人主体同样

具有机密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秘密，除了上市公司必须根据

披露规则对某些信息进行披露之外81，其他经济主体的相关金融信息应当受到保

护。

在上述内容中，我们主要列举了作为金融隐私权对象的金融信息可能包罗的

范围，笔者想在对象概念上特别作出辨析的有两点，第一，上述金融信息不用于

与金融信息载体。因为在各种案例或者实践中，从表面看，引起争议的是各种信

息载体，典型的就是账户记录，以及相关记录的查阅权争议。但是经过仔细区别

就可知，各类账户记录仅仅是无形的金融信息以特定方式存在的有形载体，真正

体现价值的是其中记载的内容。金融信息的载体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从各种纸质

记录，到后来电子化发展而广为利用的计算机数据库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记录

载体的更新换代，金融信息的查阅和传播、交换变得更为快捷方便，这也成为金

融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随着电子化的便利应用，金融隐私权的保护、

保密也越来越难以控制，越发受到威胁。但是无论载体采取何种方式，真正有价

值的都仅仅是载体上所记载的信息，这两者应当有必要进行区分。第二，金融隐

私权的对象是金融信息，而非直接是金融隐私，后者是金融隐私权的客体。笔者

认为，信息是一个中性的词汇，而隐私则是一个带有法律意义和情感意义的词汇，

是一种利益，两者是有区别的。对于个人或经济组织的金融信息，在私法领域，

信息所有人有权利要求自己的经济和金融信息不受他人的打扰、查阅、评论或猜

81 非自然人企业金融信息还可能涉及因商业贿赂问题需要接受调查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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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保持在一个相对私密、不公开的状态，将这类信息视作隐私或秘密加以保护。

也就是说，隐私性是权利人选择赋予自己金融信息的一种状态，此时金融信息才

成为金融隐私，如果权利人愿意以公开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金融信息，或者被迫应

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一定范围内披露相关信息，那么金融信息的隐私性就会相应的，

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笔者认为，金融隐私权这个名词，叫做

金融信息权其实可能更为妥当，权利人有权对自己的金融信息进行各种方式的支

配，如保密或者披露。但从另一个权利保护角度看，称为金融隐私权的意义在于，

一项金融信息自发生起，它的原始状态应当是不受外界打扰的保密状态，这正是

是它的利益所在。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只有权利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信息，

因此，对于他人而言，未经权利人许可或法律规定的处置都是侵犯这种保密状态

的。特别是在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此项权利的法域，金融隐私权的称谓应当更有

利于权利的保护。

三、金融隐私权的客体

通过上文对客体和对象的区分，以及对金融信息这一权利对象的论述，我们

就可以在一个更为充实的基础之上讨论金融隐私权的客体，换言之，作为金融隐

私权所保护的特定利益，是人身利益？财产利益？还是处于交叉范畴？笔者还是

先回归基本概念，然后对照金融隐私权的内容和特点加以分析。

（一）隐私权的概念和隐私权益

“隐私权”这一概念最早与 1890 年出现在哈佛法学评论的一篇文章82中，由

美国法学家 Warren 和 Brandeis 所著，由此引起了法院、律师及公众对隐私权的关

注。在该篇文章中，很多内容都对后世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和影响作

用，对本文同样如此，在两个方面对笔者有很大启示。

一方面，权利的发展观念。在文章开篇，两位法学家便指出，作为一条古老

的原则，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应当受到全面的保护，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而这种保护的性质和范围需要不断重新定义，而新的权利也由此获得创设。这一

发展的观念对于理解和界定金融隐私权这一概念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文章中界定隐私权这一概念时所运用的思路，对我们考察金融隐

私权很有帮助。在权利界限的问题上，文章提出了六个规则83，进一步明确隐私权

82 英文版参考 Privacy, William L. Prosser, California Law Review，Vol. IV December 15, 1890 No. 5
中文版参考 徐爱国编译：《哈佛法学评论——侵权法学精粹》第一篇《论隐私权》李丹 译，法律出版社，

2005年，第5-33页
该文在PETERSON v. IDAHO FIRST NATIONAL BANK，83 Idaho 578; 367 P.2d 284; 1961 Ida. LEXIS 224; 92
A.L.R.2d 891一案中也有提及和分析。
83 这六个规则分别是：1、隐私权并不禁止公开涉及公共利益或一般利益的问题；2、对于已经公开的具有私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较法视角下的金融隐私权法律问题研究

34

的概念。

20 世纪中期，Prosser 教授以 1890 年的文章为基础，从多年法庭审判实务的

角度重新审视了“隐私权”，将侵犯隐私权的案例分为四类：

1、 对原告的隐居（seclusion）、独处（solitude），或私人事务的打扰；

此类案件中，侵权法保护的主要是精神利益，弥补由冒犯（trespass）,妨害

（nuisance）,以及故意施加精神压力（the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等

行为造成的后果，并对侵犯宪法权利提供可能的救济。

2、 向公众披露原告令人尴尬的隐私事实；

第二类案件中，几个特点尤为突出，第一，隐私事实的披露应当是向公众（而

非私人间）作出的，即公开；第二，披露的事实必须是隐私（private fact）；第三，

被公开披露的事实给普通的理性人带来的感觉应当是冒犯性的（offensive）、令人

厌恶的（objectionable）。

3、 将原告错误的置于公众视线中予以公开（导致其名誉受损）；

第三类案件中，所保护的利益是原告的名誉，以及由诽谤带来的精神压力。

4、 被告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原告的姓名或喜好加以利用。84

第四类案件中，主要是对原告身份的不当利用。

将上述案件类型按序排列，分别是打扰、披露、歪曲事实以及不当利用。四

种情况的要件各不相同，前两种存在对原告的秘密、隐私或个人事项的侵犯；第

二、三两项都是公开披露；第三种存在错误或捏造；第四种要求被告为了自己的

利益。85

在其他一些场合，隐私权也有类似的界定，其核心利益都被定义为一种不被

打扰的自由。美国法律协会将“隐私权”定义为：如果一个人以不理性且恶劣的

人性质的问题，隐私权并不禁止传播，根据反诽谤法，这可以看做是特许传播（a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
的一种；3、如果仅仅是口头公开的方式侵犯隐私，而没有造成其他后果，那么法律可能无法提供救济；隐私

权保护不及于本人对隐私的发表或经过本人同意的发表；5、被公开的隐私事实的真实性不能作为侵犯隐私权

的抗辩理由；6、没有恶意的公开不能作为侵犯隐私权的抗辩理由。

译自Privacy, William L. Prosser, California Law Review，Vol. IV December 15, 1890 No. 5,p11-12；参考徐爱国编

译：《哈佛法学评论——侵权法学精粹》第一篇《论隐私权》李丹 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6-29页
84 原文为：

1. Intrusion upon the plaintiff's seclusion or solitude, or into his private affairs.
2. Public disclosure of embarrassing private facts about the plaintiff.
3. Publicity which places the plaintiff in a false light in the public eye.
4. Appropriation, for the defendant's advantage, of the plaintiff's name or likeness.p.389.48 Cal. Law Review,
Privacy，
引自PETERSON v. IDAHO FIRST NATIONAL BANK，83 Idaho 578; 367 P.2d 284; 1961 Ida. LEXIS 224; 92
A.L.R.2d 891
85 Privacy, Prosser, 48 Cal. Law Review, 383, at 393,396,400，407, 408. 引自PETERSON v. IDAHO FIRST
NATIONAL BANK，83 Idaho 578; 367 P.2d 284; 1961 Ida. LEXIS 224; 92 A.L.R.2d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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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侵犯他人的利益，将他人不为人知的事项或喜好公诸于众，那么他将对此承

担责任。86在Brents v. Morgan一案中，隐私权被定义为：它一般而言被认为是不被

打扰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即，个人免于非经许可的公开的权利，或

者，个人不必然涉及公众利益的事项，非经许可免于受到公众干涉的权利。87

在欧盟法中，隐私是指“无论在空间、心理或者信息层面上，个人（或集体

组织）或多或少均不得接近他人的一种条件或状态”88而欧盟法中经常使用的数据

保护概念则是“旨在保障个人免受因处理（计算机处理或手工处理）信息而对其

造成损害的一系列措施（合法的或非法的）”89

从上述隐私权的定义来看，金融隐私权在性质上具有几乎符合隐私权的所有

属性，尤其是在核心利益上，金融隐私权是这样一种不受他人打扰和干涉的权利。

但是由金融隐私或者说金融信息产生和存在的形式决定，金融隐私权看似具有不

同于传统隐私权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否足以对金融隐私权的客体利益产生影响，

我们将从逐一分析。

第一，公开发表不是金融隐私权侵权的要件。在很多侵犯金融隐私权的案例

中，原告的客户信息往往只是被透露给特定且数量有限的对象，如Tournier案中原

告的雇主，以及Djowharzadeh案中被告银行董事。

但我们从前述Prosser教授的四分类中可以看出，向公众披露或者公开发表并

不总是隐私权的侵权要件，在维持安宁、独处状态和隐私不被他人不当利用这两

种情况下，即使不通过公开的形式，隐私权利益仍然可能受到打扰。

第二，从客体外延来说，金融隐私权的利益并不是完全等同权利人的人身相

关的内容范围，不仅关系名誉、人格尊严等，还涉及权利人人身权益之外的财产

状况。

第三，侵犯金融隐私权的后果往往不仅在于对权利人精神即私人生活的打扰，

当然在很多案件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如泄露联系方式而带来的广告打扰，

更重要的一方面还在于对权利人财产状况的影响，和潜在交易机会的丧失。

后两个特点都与财产权利益相关，我们在下一节重点分析。

86 4 Restatement of Torts（美国侵权法重述）, § 867.，译自：PETERSON v. IDAHO FIRST NATIONAL BANK，

83 Idaho 578; 367 P.2d 284; 1961 Ida. LEXIS 224; 92 A.L.R.2d 891
原文为：A person who unreasonably and seriously interferes with another's interest in not having his affairs known to
others or his likeness exhibited to the public is liable to the other.
87 Brents v. Morgan，221 Ky. 765, 299 S.W. 967, 55 A.L.R. 964,
88 L Bygrave, Data Protection Law: Approaching its rationale, Logic and Limited,(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p23.转引自旷野、杨会永等译《欧洲数据保护法（第二版）——公司遵守与管制》，法律出

版社，2008，第3页
89 L Bygrave, Data Protection Law: Approaching its rationale, Logic and Limited,(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p23.转引自旷野、杨会永等译《欧洲数据保护法（第二版）——公司遵守与管制》，法律出

版社，2008，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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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产权权益

将金融隐私权的属性与财产权性质相联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仅以财产权或

财产利益为其定性，另一种是指称金融隐私权同时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属性。

对第一种观点，曾有美国法院以财产权理论作为保护公民账户记录的基础，

1929 年新泽西州法院在 Brex v. Smith90一案中采用了这一理论，在该案中，Newark

郡检察官为调查选举腐败问题要求查阅该郡所有警察的个人账户记录，法院拒绝

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账户记录所包含的信息涉及储户的财产利益，若未经储户

同意即行调阅，将损害储户的财产利益。若需查阅，则唯一渠道是大陪审团基于

警察可能存在的错误行为的证据签发传票进行调阅。依据财产权理论判决的另一

个联邦案例因后来受到改判而引起广泛批评91。可见仅以财产权理论作为金融隐私

权的基础在实践中并未广泛受到认可。

其实稍加分析便可知，钱、账是分离的，账户里流转的资金毋庸置疑是财产，

但这些作为载体的记录、记录中包含的信息和由此衍生出的其他各种信息则应当

分别看待。第一，账户里流转的资金是银行客户的财产，银行客户对此享有财产

权。第二，作为载体的记录媒介，包括纸质账簿、胶片拷贝副本或是电脑中的记

忆条等，其本身价值相对较低，可以看做金融机构作为保管人为了提供金融服务

而占用的自有的财产。第三，金融信息是金融隐私权的对象，是特定利益即客体

存在的基础，与财产权利益仍有本质区别。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隐私权除了具有隐私利益，还兼具有财产利益，主要

原因是上节提到的金融隐私权不同于一般隐私权的后两个特点：它的对象金融信

息除了包括人身识别信息，还很大程度上由财产信息组成；侵犯金融隐私权可能

直接带来财产权上的损失。但是这两点都是很难站住脚的。

从客体和对象的角度分析，隐私权的客体是一种免于受到打扰的、“安宁自

在的利益92”，对象是主体的私生活。而对于财产权而言，其核心利益则是对于某

种财产绝对排他的支配和控制利益，如所有权的客体是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的排他性的利益。其中，特定的财产是财产权的对象。

而考察金融隐私权，它的对象是金融信息，这种金融信息中性的，是客观发

生的事实（即金融服务或金融交易）的信息化存在。从对象来看，金融信息绝非

一种财产，而更接近私生活的组成部分。从客体来看，由于金融信息很大程度上

产生于金融活动，客户无法对金融信息进行排他性的控制和支配，否则金融活动

90 104 NJ. Eq. 386, 146 A. 34 (Ch. 1929).
91 参考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at p576
92 郑永流：法 是一种实践的智慧[M]，法律出版社（2010），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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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进行。而客户对自己金融信息的控制和保护诉求主要是来自对金融信息不受

银行随意披露、不受他人查阅和调查的要求，后者恰恰体现了权利主体对金融信

息免受打扰的根本利益要求。至于侵权的后果会影响权利主体的财产状况这一特

点，由此而判断金融隐私权具有财产权的性质则完全是由果推因的错误逻辑。

因此从客体利益的角度，金融隐私权完全属于隐私权的范畴。虽然在特点上，

金融隐私权有着与传统的隐私权不同之处，在对象上，金融信息不同于传统隐私

权的任何一类对象，但从法学发展的理念来看，这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给传统概

念的内涵带来的突破和更新，同时扩大了外延的范畴。

四、绝对权利的相对保护

上文，笔者从对象和客体的角度探讨得出了金融隐私权的属性，本部分主要

探讨权利的法律保护。

在探讨权利的基本概念时，梁慧星教授指出“权利系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

力两要素构成，本质上是受法律保护的特定利益。”
93
郑永流教授也指出，“权利

指一种旨在独立实现个人利益的有客观法授予的意志力
94
”，从这些权利的定义上

可以看出，权利的组成除了我们已经讨论的“特定利益”即客体，还需要“有法

律之力”、“有客观法授予的意志力”，即受法律保护。因此，从严格意义上看，

我们至今讨论的应当是“金融隐私权益”而非“金融隐私权利”。本节我们旨在

讨论“法律之力”，即明确理论上的权利（权益）与法律上的权利的契合与差别。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金融隐私权是一项绝对权还是相对权。第一，考虑金融

隐私权的属性。它是一项隐私权，因此是绝对权，就披露这项内容来说，所有知

悉的人都有不得主动披露的消极义务，包括银行在内。

但是似乎有些矛盾的是，如我们上述章节讨论过的默示合同关系、信托关系

或代理关系这些基础，都仅仅是相对权利保护，只有与权利人存在法律关系的相

对人有保护义务。为何如此呢？

在沃伦和布兰代斯的《论隐私权》一文中，两位学者也考察了这个问题，如

在保护私人信件不受发表的问题上，与金融隐私权相似的，法院往往依据违反信

任或默示合同的观点，但这种理论不能防止陌生人对信件主人隐私的侵犯，也就

是说即使在没有信任或契约存在的情况下，主体的权利仍然存在，因此这种受保

护的权利是一种对世权。以《论隐私权》一文为起点，隐私权概念的核心就是，

隐私权是一种不受别人打扰的权利，如果这种权利仅仅是一种不受特定相对人打

扰的权利，那么设立这种权利的保护则失去了绝大部分的意义。

93 梁慧星：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1，63
94 郑永流：法 是一种实践的智慧[M]，法律出版社（2010），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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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区分特定利益和法律之力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从权利

的客体来看，金融隐私权指向的特定利益具有对世性和绝对性，但由于金融隐私

权在大多数法域没有进入法律规定和认可的范围，即缺乏“法律之力”，无法像

法定的绝对权那样受到保护，只能根据合同约定进行相对保护。

这样一来，绝对权利只能受到相对保护自然会产生许多问题。就上文讨论过

的普通法理论基础来说，广泛得到运用的默示合同义务就仅仅能提供相对保护，

如果是一项基于默示合同的义务，那么也就从它的理论基础上限定了该项权利所

受保护的范围，只有相对人有保密义务，而其他人无此义务。再退一步考虑其他

人知晓权利人金融信息的途径，不外乎银行和权利人自身，那么由权利人自行告

知的知情人，如果他不受制于其他限制（如律师、医生职业保密义务等），那么

是否有保密义务则又成了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样一来，银行从其他途径知晓的客

户信息是否受制于银行保密义务，答案就倾向于否定，只能再借助银行的代理义

务或者信托义务，再或者是职业操守的要求，出于对客户利益的考虑，在约束银

行不应当随意泄露从其他途径知晓的客户信息。从而可以看出这样打着一个个补

丁的理论基础不能完善的保护权利。

因此，从理论上来看，金融隐私权是一项绝对权，广义上属于隐私权的范畴。

但由于立法在这方面的空白，除了美国少数几个州将此入法，世界上大部分法域，

金融隐私权都未在法律层面受到规制和保护，也即从立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法域

并没有在法律上赋予金融隐私权以“法定权利”的地位。这样一来就只能通过法

律关系的相对性建立保护机制，对金融隐私权保护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合同法的

范畴中，成为合同约定的权利，只能受制于合同相对性的保护，银行作为权利相

对人有义务对其因合同而知晓的个人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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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金融隐私权的主体

一、权利主体——客户

与一般隐私权仅仅适用于自然人不同，金融隐私权的权利主体应当包括自然

人、法人和各类经济主体。考虑到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涵盖不同种类的主体，这

些主体都至少应当以保存于金融机构的客户信息为限享有金融隐私权。

（一）特点——相对弱势方

银行客户的金融隐私权与银行的保密义务这一对权利义务关系从理论上看

来，应该是相互对应的，但实际上，由于银行与客户间力量的悬殊，这种对应关

系往往是不平衡的。就银行与客户的一般特点而言，银行的经济实力雄厚、行业

优势明显，对金融资源和金融信息的控制具有垄断性。客户不仅在财力上无法与

之相较，在对金融信息的掌握上也完全需要依赖银行。一旦银行掌握了客户的相

关金融信息，那么向谁披露、何时在何种情况下披露就完全取决于银行，客户对

自己的信息几乎就失去了掌控力。在这种情形下，客户无法了解银行的运营方式，

无法像银行一样大量掌握市场动向和金融资源的流向，而银行则可能依托自己的

经济和信息资源上的优势利用客户信息为自己获利，因此往往客户的权利保护取

决于银行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保密义务。尤其是在缺乏法定金融隐私权利保护和内

外监管制度不力的情况下，客户与银行间的这种不平衡往往更悬殊。

上文我们分析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金融隐私权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到即使在

美国这种法治相对完备的国家，金融隐私的保护力度也是很有限的，通过立法确

认权利的法域很少，主要是依靠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缔约，约定银行的保密义务。

在缔约的情况下，一般由银行提供格式条款，其中往往言辞模糊、缺乏具体的定

义和解释，从而是保密的承诺徒有其表，一旦遇到纠纷，并不能很好的为客户权

利提供救济。

对于上述存在于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不平衡，在普通法中，法院往往以银行具

有信托义务（fiduciary duty）或代理义务来对银行的行为进行要求和约束。如在

Djowharzadeh 案中，法院在考虑向银行施压承担保密义务时，就考虑了银行和客

户间不平等的缔约地位和银行公信力的要求，从而将保密义务作为制衡这种不平

等地位的设置加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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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款主体和借贷主体的权利差异

就美国判例法来看，不同的州法院对待存款方和借贷方在金融隐私权方面的

保护程度是不同的。很多州法或法院判例都对借贷方的金融信息披露在准确性、

真实性等方面施加了更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对借贷方的金融信息保护力度也弱于

对存款方的保护。

前述早期的案例，如 1924 年的英国判例 Tournier 案和 1960 年美国州法院

Peterson 案都主要是针对储户即存款客户的金融隐私权进行的分析，但仔细看法院

的用词是有所不同的。Tournier 案法院使用的是“客户”（customer）一词指称原

告，而 Peterson 案中，法院使用的是“储户”（depositor）一词指称原告，如果仅

仅从字面上来看，客户的范围要大于储户，还包括贷款客户，但法院没有提出这

个问题。在 1969 年佛罗里达州判例 Milohnich v. First National Bank of Miami

Springs95（Milohnich 案）中，原告储户诉银行向第三方披露其信息，而第三方则

针对原告提出另外三项诉请，最后法院禁止银行向第三方披露任何原告的账户信

息。该案几乎与 Peterson 案论证一致，没有区分借款人和贷款人，但用词是

depositor，该州在 1986 年的 BarnettBank of West Florida v. Hooper96案中延续了这

一特点。上述三个州案例中，各州法院都依据默示合同原则赋予了作为存款客户

（depositor）的原告当事人以金融隐私权，要求银行履行保密义务，但对贷款客户

是否有同样的权利和待遇未予置评，如果仅仅从法院判决的用词上看，结论似乎

是否定的。

Graney Development Corp. v. Taksen97案中，纽约州法院则明确在判决中指出，

银行的保密义务适用于储户，但并非同样适用于贷款人。该案原告是花旗银行的

一个贷款客户，没能按期偿还贷款。当另一家银行在向原告提供另一笔融资之前，

就原告的资信状况咨询了花旗银行的业务经理，经理如实告知了原告尚未还款的

事实，导致原告失去融资机会。法院在该案判决中区分了存款客户和贷款客户，

指出存款客户有理由期待银行承担保密义务，因为银行与客户之间除了债权债务

关系之外，银行还承担了作为储户代理人、为其掌管交易记录的职能。而对于借

款人，则仅仅是借贷关系，没有代理关系，故不承担保密义务。法院认为“一个

违约的债务人不能期待他的债权人为他的违约保守秘密，当然如果他的债权人向

公众公布了他的违约状况，可能会构成侵犯隐私，但是如果仅仅私下里向特定的

人透露这一违约情况，则不应当追究责任。98”

95 224 So. 2d 759 (Fla. Dist. Ct. App. 1969).
96 498 So. 2d 923 (Fa. 1986).
97 400N.Y.S.2d717 (Sup. Ct. 1978), af'd, 411 N.Y.S.2d 756 (App. Div. 1978).
98 原文为：One who defaults on his debts owed to a merchant cannot expect that his default will be kept a secret.
While a creditor who publishes his debtor's defaults to the public at large may be liable for breach of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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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几个案例态度相反，另一些法院认为贷款客户与存款客户一样应当受

到金融隐私权的保护。比较典型的是前述 Djowharzadeh 案中，法院考虑了贷款申

请人对银行的强制披露义务，应当对称的受到银行保密义务的保护。同时，该法

院指出，在银行-客户的关系中，两者缔约能力并不平衡，银行应当承担必要的保

密义务以作为制衡的一种方式。此后，在 1989 年，Jordan v. Shattuck Nat'l Bank99案

中，法院延续了 Djowharzadeh 案的态度并更进一步，认为银行应对贷款申请人承

担保密义务，银行若私自披露申请人信息，即使披露不会对银行及其相关人员带

来金钱利益（Djowharzadeh 案中银行职员披露客户信息给银行上司带来了有利的

交易机会），银行仍然应当承担责任。也就是说，银行的保密义务规制的是银行

的披露行为，而不问披露的结果。

结合上述判例的说理和银行实践，将存款客户和借贷客户进行区分的主要原

因可以大致推知。第一，从基础来看，法律关系不同。对借贷方而言，银行等金

融机构处于债权人的地位，而对存款方或者说储户来说，银行是债务人的地位。

第二，业务运作模式不同。从银行的整体运作来看，作为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

储户存入的银行的资金是银行资金流的源头，银行将这些资金化零为整，进行投

资、借贷，通过资金运作获得收益，而向贷款客户放贷是银行运作资金的一种方

式。因此储户是银行资金的来源，银行希望获得稳定、增长的资金流入，因此有

的法院将银行看做储户的代理人，为储户运作资金。对于存款业务而言，银行也

需要提供更多日常金融服务，如零存（整取）业务、流水记录及查询、支票等票

据的收支核对等。另外，为了吸引更多的存款，银行也乐于为储户提供更多保护。

第三，资金安全性要求不同。银行作为债权人时，对借出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更为关注。在一般情况下，银行向个人或企业放贷，后者是以个人信用、商业信

用以及相关的抵押担保作为还款保证的，为了确保资金本金和利息等能够按期偿

还，银行通常需要对借贷方的背景作出更为详细的审查，银行间相互查询和调阅

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记录作为商业惯例普遍存在，这其中自然涉及了当一家银行向

其他银行（即第三方）披露自己客户贷款记录在多大程度上侵犯客户金融隐私利

益的问题。另外银行间信息查阅和征信系统的存在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审

查资金借入方的背景。而在银行作为债务人时，是以银行信用作为还款保证，银

行是资金利用方和金融服务提供方，对资金的运作和资金的安全性具有绝对控制

力，因此对储户的相关审查较为宽松。

[citations omitted], he will not be liable (in the absence of malice) if he divulges the default not to the public at large,
but privately to selected individuals.
400N.Y.S.2d717 (Sup. Ct. 1978), aff'd, 411 N.Y.S.2d 756 (App. Div. 1978).p720.
99 868 F.2d 383, 386-387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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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务主体——银行为例

在美国多数州100都在立法中对金融机构记录的保密性进行了规定。根据各州

法律规定的内容，金融机构的对法定保密义务（Statutory Duties of Confidentiality）

的要求大致可以归为五类：（1）最为普遍的一种，法律要求金融机构的资料审查

官和州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审查程序中获取的客户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有36个州

将此类法定义务规定于银行和/或借贷机构（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s）的管理

规则；（2）有16个州仅仅针对借贷机构规定上述了保密义务；（3）第三类规定

是相对全面、多层次的金融隐私权法案，适用于所有金融存托机构（financial

depository institution），包括银行、借贷机构、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此

类规定有13个州加以施行，同时还要求了特定的披露程序规则；（4）第四类保密

规则针对资金的电子支付，有7个州采纳；（5）第五类，仅仅禁止未经客户同意

和法令要求对客户信息进行的披露，同时仅约束银行这一类金融机构，此类法规

仅有四个州采用。此外，在银行作出披露的对象方面，大多数州仅仅规制银行针

对政府机构的披露，只有少数州法律涵盖了对私主体披露的规定，如康乃狄格州、

伊利诺伊州、缅因州、马里兰州等101。

三、申请披露主体

从美国各州立法来看，对于银行的披露对象，大多数州仅仅限制银行针对政

府机构的披露，只有少数州法包括了对私主体披露的规定。政府和私主体申请披

露的根据各有不同。在金融现代化法案颁布前后，新的一轮问题出现，即银行与

其分支行，以及银行同业之间信息共享的立法安排对银行客户金融隐私权的侵犯。

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详见下图：

100 根据美国学者截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统计，只有新泽西州、南卡罗来纳州、佛蒙特州、西弗吉尼亚州和

怀俄明州这五个州没有对金融机构记录的保密性进行规定。数据来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footnote 84&85
101 Gregory T. Nojeim ,Financial Privacy,17 N.Y.L. Sch. J. Hum. Rts. 81 2000-2001,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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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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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金融隐私权的内容

本章主要探讨金融隐私权的权利人对金融信息有何种支配和控制方式，以及

义务人在那些方面履行保护义务。

一、权利主体角度

作为金融隐私权利的内容的核心，基于某一特定原因而提供的个人信息，如

果未经原始个人信息所有者的许可不应当被用作其他目的。在此基础上，权利主

体对信息享有的权利内容，参考欧盟立法中较高标准的保护要求，主要包括以下

几类：

第一，通知权，权利人有权获知何种金融信息将以何种目的由何人收集或取

得。如欧盟《数据保护指令》规定了数据主体对具体收集信息的知情权即数据控

制人的告知义务，并区分了从数据主体处获取信息时和未从数据主体处获取信息

时（如从第三方获取）一致的通知项目包括：数据控制人身份和数据处理的目的，

数据接受者（或其种类）以及修改数据的权利。

第二，取得权，即能够获取信息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

数据主体有权从数据处理控制人处获得相关信息。

第三，控制权，即对信息的变更、发布或传播有权控制，广义上还应当包括

对数据控制方提出了保密和安全处理的要求

第四，拒绝权，包括在一定条件下拒绝数据处理、拒绝控制人基于直接销售

目的的数据处理，以及控制人向第三方披露时的知情权和退出权。值得一提的是

在立法中广受争议的一项权利内容，退出权。除了欧盟立法，美国《金融现代化

法案》也为客户设置了一项退出权（the right to opt-out），客户可以通过行使此项

权利，在接到金融机构的披露政策后、在披露进行之前，要求自己的个人信息免

于在金融机构与第三方非关联机构之间的共享。通过退出权的设定，法案实际上

将保护隐私的责任转移给了金融消费者个人，以假设客户同意共享其隐私信息为

前提。这样一来，除非客户明示拒绝，否则即使未作表示，金融机构仍有权自由

使用客户信息，这显然是不公平地损害了客户利益。

二、义务主体（银行）角度

为了给金融隐私权主体提供必要的保护，银行应承担的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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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银行是客户信息的搜集。作为对客户的保护，信息的搜集必然应当存

在限制。通常情况下，银行可以通过两个主要途径收集信息，一是客户本人，二

是信用报告机构，或者征信机构等第三方。

从向客户本人搜集信息这一途径来看，在立法层面，一方面是从金融机构采

集信息的权能角度加以立法规制，另一方面的规制存在于不同类型和内容的信息

的可收集性的规定。以美国为例，《公平信用报告法案》（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对特定类型信用报告的获取施加了限制；《平等信用机会法案》（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则对信息获取人的身份等规定了限制，如涉及配偶或前任配偶或

涉及个人收入信息时的限制。早期金融机构的信息收集程序一般受制于经济原因

的考量、操作费用的限制以及金融机构自身业务要求。后来由于民事权利的发展，

对信息搜集的限制考量渐增，如美国隐私委员会（the Privacy Commission）就曾建

议，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银行的信息披露要求和客户所能获得的服务应当达成

平衡。由此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金融机构为了获得和评估客户信用状况，可以在

多大范围内要求客户提供隐私信息？相关信息的提供对银行服务来说是否有必

要。有很多金融机构在服务申请表上列入了教育程度、家庭成员情况等项目要求

客户填写，而在事实上，这些信息很多并非是为了当前提供服务的必要性，而是

为了金融机构后续推广业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客户的利益，既应当要求银行

在收集信息时保持克制，又应当赋予客户相应的质询权或知情权。

在涉及到银行向第三方机构搜集客户信息的情况时，对信息流通的管制和由

此对客户信息的保护则更加困难。为了客户的权利保护，最低限度是保持客户的

知情权。如果金融机构需要向第三方信用机构搜集客户相关信息，客户应当有机

会获知这一搜集行为的存在和目的，如是为了信用调查、雇员背景调查或其他原

因。

其次，银行对客户信息的保管。银行获取的客户信息应当置于安全稳妥的保

管系统，金融机构应当尽到谨慎保管的义务。相关一个案例就是前文提到的

Steveson 案，银行在获得雇员的背景核查情况之前就允许雇员进入数据库，导致信

息泄露给客户带来诸多困扰。

第三，银行对客户信息的使用。原则上，客户为某一特定目的向金融机构披

露的信息，应当仅仅用作该目的，银行无权将该信息用作其他用途。但实际上，

一旦客户将个人信息提供给了银行，就很难继续控制和知晓信息的流通和使用情

况。一种典型情况是，作为金融系统运作的惯例，内部信息在关联机构之间共享

在很大范围内存在，并缺乏有效监管和规制。另一种情况是，金融机构和第三方

信用机构之间的信息往来。如此一来，客户的信息可能受到安全性的威胁，或者

受到各类产品推销和广告的困扰。在美国 2000 年的《金融现代化法案》中，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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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混业经营的开放，这个问题被纳入法条，法案要求金融机构就关联机构间的

信息共享向客户进行通知，并给与可予退出权，可以明示选择拒绝个人信息在机

构间的共享。当然这一立法本身对于金融隐私权保护是一大进步，却也因为“退

出权”不合理的操作方法广受诟病，毕竟权利人必须主动主张才能获得保护的设

定，使得保护成为一种例外。

第四，银行对客户信息的透露。由于银行控制了大量自然人和法人的金融和

财务信息，这一特征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成为广大信息需求方的目标，主要是政

府机构、私人和征信机构。在美国，经过多年判例和立法的发展，在特定的情势

和形式要求之下，银行应当予以透露，在这时，银行可能会面临保密义务和披露

义务的冲突，为此下一部分专门就这个问题展开分析。

三、银行——保密义务与披露义务协调

在金融隐私权保护的问题上，银行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上。一方面，就客户

的金融隐私权而言，银行是主要负有保密义务的主体，而另一方面，银行还受制

于相关个人和公众的知情权，在特定条件下对第三方负有披露义务，这样一来，

银行面对两相矛盾的一对义务，冲突难以避免，在两者的权衡中加以协调则成为

关键。在本节所研究的这一对冲突中，我们主要研究银行对私主体的披露义务，

如客户的雇主、债权人等，因为对私主体的披露不涉及相关的行政指令或者司法

令状，也不涉及公共利益，后者我们将在金融隐私权的例外一章集中讨论。

在这一对冲突的问题实践中，我们仍然主要通过借鉴美国判例法来厘清矛盾

和解决之道。

（一）银行对第三方信用咨询的披露

银行可能需要承担披露义务的一个典型状况是第三方向银行咨询客户的信用

状况。在美国，无论在州和联邦层面，对此都没有相关具体法律规定，因此银行

没有法定义务对进行信息询问的第三方作出披露。但是，根据判例以及相关商业

法则，如果银行在没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决定披露相关信息，则其披露的信息应

当是全面而准确的，若因信息不完备误导第三方引起相关后果，银行则需要承担

法律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具有指导意义的是由美国国家性借贷机构协会（Robert Morris

Associates，RMA）出版的一套商业道德准则《银行间商业信用信息交换准则》102

（又称 RMA 准则，1987 年最后修订）。该准则规定，会员银行没有强制义务对

第三方的咨询进行披露，核心的两个原则是，客户信息保密原则和披露准确性原

102 Code of Ethics for the Exchange of Commercial Credit Information Between Banks (1987) 全文来源于

http://ethics.iit.edu/ecodes/node/3324 最后访问时间2013/1/30

http://ethics.iit.edu/ecodes/node/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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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103
。

相比制订法规则，判例法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指导意义更大。在 Central States

Stamping Company v. Terminal Equipment Company104案中，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为了

解决银行应对信用质询（credit inquiry）的披露义务，参考了 1964 年的英国 Hedley

Byrne & Co. v. Heller & Partners, Ltd105案，指出，银行面对第三方关于其客户的信

用状况的询问，可以自由选择三种方式应对：第一，拒绝披露信息；第二，在双

方均接受银行免责的前提下提供一个关于客户信用状况等级的具体回复或者具体

信用资质（a clear qualification）；第三，银行就咨询方的问题提供详细回答但不

提供具体信用等级的判断，此时银行应当为其回答承担部分责任，或者与咨询者

建立咨询关系，承担相应的审慎义务106。关于这三项原则的论述被一些法院引用，

但从实际来看，既然对此类披露银行无法定义务，大多数银行都对此类咨询不予

理睬，以免因误导或省略信息而惹祸上身。

在很多州的判例中，这类银行因披露信用信息而“引火烧身”屡见不鲜。在

Berkline Corp. v. Bank of Mississippi107案中，原告向银行咨询其交易对方的资信状

况，银行出具了交易对方信用良好的说明，原告依赖此信用信息与交易对方进行

合作，后来发现银行所做披露存在实质性的信息省略，由此导致了原告的损失。

法院在该案中指出，依据该州法（密西西比州法），银行没有法律义务向他人提

供信用咨询，如果银行拒绝披露，则不会产生任何法律责任。但如果银行提供咨

询，但信息有实质性的错误或省略，且银行在此期间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和谨慎

义务，那么银行应当为此承担责任108。很多法院在类似的案件中都作出了与

103 原文为：Article 1：There are two cardinal principles in the exchange of credit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ity and
accuracy of inquiries and replies. This includes the identity of inquirers and sources which cannot be disclosed
without their permission. Adherence to these and the other principles embodied in this Code is essential, since
offenders jeopardize their privilege to participate further in the exchange of credit information.
Code of Ethics for the Exchange of Commercial Credit Information Between Banks (1987) 全文来源于

http://ethics.iit.edu/ecodes/node/3324 最后访问时间2013/1/30
104 727 F.2d 1405 (6th Cir. 1984).
105 1964, A.C. 465 (H.L.).
106 原文为：

a banker who receives an inquiry about the credit-worthiness of a customer has three courses open. The banker can
decline to give the information; he can give an answer with a clear qualification that it is given and accepted without
any responsibility or is given without reflection or research; or, the banker can give an answer without
qualification.. . . []f a banker adopts the third alternative he can be held to have accepted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answering carefully or to have accepted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quirer which requires him to exercise such care as
circumstances require.
Central States Stamping Company v. Terminal Equipment Company 727 F.2d 1405 at 1409，转引自Thomas C.
Russler* and Steven H. Epstein :DISCLOSURE OF CUSTOMER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WHEN
IS THE BANK LIABLE? 111 Banking L.J. 258 1994,p269
107 Berkline, 453 So. 2d 699 (Miss. 1984).
108 the Bank of Mississippi was under no duty to serve as a credit reference for Furniture City.. .. A bank incurs no

http://ethics.iit.edu/ecodes/node/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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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line 案中的一致的说理和归责。唯一可能使银行免责的是，原告并未合理的利

用银行出具的报告。

众多法院在判例中表明上述归责倾向之后，银行在实践中面对第三方对其客

户信用信息的咨询都表现了非常克制而审慎的态度。但也有很多银行为了换取咨

询方提供的相关信息，并不会直接拒绝披露，而是谨慎的提供尽量完整准确的客

户信息。

在这个问题的判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是法院还是银行，关注的焦点

都是信息的完整和准确度可能导致的侵权法后果，而非客户的金融隐私权，也不

是银行在披露和保密义务中的矛盾性。笔者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案例

的原告方都是与银行客户有利害关系的交易方，对金融信息享有一定的知情利益。

（二）客户利害关系方的知情权

关于银行客户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在第一章提到的 Peterson 案中，法院对

于雇主作为利害关系方的知情权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在 Peterson 案中，原告并未主张被告银行对其账户信息的披露是向公众作出

的，银行的披露事实上仅向其雇主作出。而作为雇主，其对雇员财务信息的状况

以一般享有知情利益，法院引用了 Voneye v. Turner 案中的一段分析进行说明：

当一项债务设立时，债务人应当明知的是，债权人希望能够按时获得偿还。

在一般人看来，大多雇主都希望其雇员能够按时清偿其各自的债务，并适时的加

以督促。事实上，在债务人不能及时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往往希望通过礼貌而低

调的方式告知债务人的雇主，而非通过诉讼扣缴债务人的工资作为偿债来源。因

此通常而言，雇主对雇员的财务及信用状况（如负债或偿债情况等）感兴趣的原

因是，知晓此类信息有助于雇主在监管中提高效率，并节省雇主无谓的麻烦和开

支以应付那些向雇员讨债的债主109。

也就是说，如果雇员作为债务人不能按时偿债，其工资或薪酬往往被债权人

视为偿债来源，这往往给雇主带来额外的麻烦和开支，为了避免此类情形，雇主

往往希望能及时了解其雇员的财务和信用信息。如此而已，法院承认了雇主对雇

员的财务状况存在知情利益。在不公开披露雇员（即银行客户、金融隐私权的权

利主体）信息的前提下，雇员的金融隐私权是让位于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的。

liability to anyone when it declines to act as a credit reference. . .. When a bank officer makes representations or
omissions of material facts false at the time, and where that officer has not exercised reasonable care and diligence to
see that the information dispensed is accurate, the bank may incur a liability.
Berkline, 453 So. 2d 699 (Miss. 1984).转引自Steven H. Epstein :DISCLOSURE OF CUSTOMER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WHEN IS THE BANK LIABLE? 111 Banking L.J. 258 1994,p270
109 Voneye v. Turner (Ky.), 240 S.W.2d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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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银行对相关方信用咨询的披露

前文在第一小节，我们主要讨论了与银行和客户都无关的第三方向银行咨询

信息的问题，在第二小节我们则讨论了与客户一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在本节

我们则分析与银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要求咨询信息的问题。在此，我们暂且简

称第三方为相关方，一般的情况可能有，在一笔交易中，银行与交易一方或几方

存在其他业务往来关系（如银行是某交易方的开户行或借贷行），或者银行是复

杂交易（超过两个交易方）中的一方，又或者银行可能从该笔交易中获益。作为

一般的交易规则，在达成正式合作意向或协议之前，参与商业谈判的各方没有义

务相互透露具体的、实质性的交易条件，在欧美法中这被称之为“买主自慎之”

（caveat emptor110），即商人应当自行考察并作出判断。但是对于与交易存在各种

潜在关系或者直接作为交易一方的银行来说，它可能比一般的谈判者能接触到更

多实质性的信息、或是一些对方不希望提前披露的保密信息，这样一来，交易很

容易在有违公平的背景下进行，使银行的交易对手处于劣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的发生，银行将上述情况定义为“特殊情势”，即在银行参与并知悉较多信息的

情形下，银行由义务向其他交易相关方披露有关事实，以达成公平交易，否则，

银行可能会因欺诈（fraud）或过失误述（negligent misrepresentation）而承担责任。

“特殊情势”原则最初是由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于1972年在Klein v. First Edina

National Bank111（下文简称Klein案）一案中建立的。在该案中，法院为谈判不透

露实质信息这一般规则提出了三个“特殊情势”，在这三种情况下，交易一方（包

括但不限于银行）必须披露实质信息：第一，在交易方决定透露信息时，应当确

保他所披露的内容不会误导对方；第二，借由特殊地位而对交易实质信息有所了

解的一方，应当向没有权限获得这些信息的交易相对方进行披露；第三，如果一

方对另一方负有信托或保密义务，则前者应当向后者披露其所知的实质信息112。

110 “Let the buyer beware.” This maxim summarizes the rule that a purchaser must examine,judge, and test for
himself. Black's Law Dictionary 222 (6th ed. 1990). 转引自Steven H. Epstein :DISCLOSURE OF CUSTOMER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WHEN IS THE BANK LIABLE? 111 Banking L.J. 258
1994,p271,footnote 75
另，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Caveat emptor”词条的解释为<拉>买主自慎之。普通法格言，指卖方应自行注

意卖方对标的物的权利是否有瑕疵等。
111 196 N.W.2d 619 (Minn. 1972).
112 该部分原文为： (1) one who speaks must say enough to prevent his words from misleading the other party; (2)
one who has special knowledge of material facts to which the other party does not have access may have a duty to
disclose these facts to the other party; and (3) one who stands in a confidential or fiduciary relation to the other party
to a transaction must disclose material facts. 196 N.W.2d 619 (Minn. 1972). at 622.
转引自Steven H. Epstein :DISCLOSURE OF CUSTOMER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WHEN IS
THE BANK LIABLE? 111 Banking L.J. 258 1994,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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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银行知晓欺诈后的披露义务

在Klein案四年之后，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又在Richfield Bank & Trust Co. v.

Sjogren 113 一案中发展了第四种存在披露义务的“特殊情势”，即，当银行的客

户与第三方的交易中，如果有证据表明，银行知晓其客户存在欺诈行为，那么在

这种情形下银行就对第三方存在披露义务，即使第三方没有向银行要求查询，仍

应当披露客户的相关金融状况，否则，银行的不披露行为将加剧和辅助其客户的

欺诈事实114。该案中，原告Sjogrens夫妇（买方）与NPE公司（卖方）存在买卖关

系，Sjogrens夫妇为了该笔买卖向被告银行（被告银行同时也是NPE公司的开户行）

融资贷款， Sjogrens夫妇并未向银行询问NPE公司的财务状况。但是，在该笔发放

贷款时，银行明知该笔贷款的用途，也了解NPE公司正处于恶劣的财务状况，该笔

交易库存不足而且业已停产，但银行并未向原告披露。此外，银行的经理人还是

NPE公司的投资人并参与决策。该案法院认为，考虑到NPE公司糟糕的财务和银行

经理在公司的角色，银行不披露的行为实质上助长了NPE公司对原告的欺诈。将欺

诈作为银行披露义务一项例外的“特殊情势”在很多法院都得到了支持。

关于欺诈的问题，是一个既涉及私人知情利益又涉及公共利益的、具有交叉

性的问题。在一定限度内，可能仅仅损害交易相对方的利益，但是此时银行一般

披露政策的定向则是攸关公共利益的话题。在福罗里达州法院的Tew v. Chase

Manhattan Bank, N.A一案中，法院指出，在存在欺诈时，“银行的保密做法将是一

种不合理的社会行为（ this nondisclosure would constitute socially unreasonable

conduct）115”。同时，与上述三个特殊情势不同的是，欺诈情形下的披露义务已经

不仅仅是为了正常交易双方力量的平衡，而会引起民事或刑事责任的追究。因此，

单独分立这种“特殊情势”并指出其与各方面的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

（五）银行披露义务和保密义务的冲突解决

前述几节分别分析了银行对不同私主体可能存在披露义务的情形。当银行对

第三方的披露义务与银行对其客户的保密义务相冲突的时候，披露义务并不一定

总是优先于保密义务的，两者冲突的解决之道在很多法院判例中都有所体现，因

为法域不同，相互无约束力的法院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

1、建议银行拒绝介入此类冲突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银行面对无关第三方的信用咨询，银行可以简单的选择拒

113 整理自Steven H. Epstein :DISCLOSURE OF CUSTOMER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WHEN IS
THE BANK LIABLE? 111 Banking L.J. 258 1994,p273-274
114 引自Steven H. Epstein :DISCLOSURE OF CUSTOMER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WHEN IS
THE BANK LIABLE? 111 Banking L.J. 258 1994,p273
115 728 F. Supp. at 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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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透露任何信息。但更多的时候，银行负有披露义务的是具有利益关系的相关方

或者是银行本身的客户，如在前述提到过的Sjogren案中，原告是被告银行的新客

户（申请贷款），而原告的交易相对方则是银行的老客户，银行没有向新客户披

露老客户的糟糕财务而辅助了老客户对新客户的欺诈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

对被告银行提出的建议是应当拒绝接纳这类原告作为新客户，因为银行与新客户

开展业务会令银行违背其对老客户的保密义务，在该案中还会导致协助欺诈。

从实际来看，让银行置身事外、避免冲突的建议大多是行不通的。比如在交

易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很可能多个交易方都是同一家银行的长期客户，银行可能

无法厚此薄彼的加以选择，另外，银行发展业务的需要以及商业利益的趋向性往

往更能促进银行参与一项交易而非明哲保身的拒绝交易。

2、两项义务个案权衡

如上所述，如果银行如可避免的面对披露义务和保密义务的冲突时，法院的

一个通常做法是根据个案情况，将权衡的任务交由陪审团裁定。

在福罗里达州的另一个案例Barnett Bank of West Florida v. Hooper116中，银行

就面临与Sjogren案相似的境地，即交易双方都是银行的客户。原告与其投资顾问

都是被告银行的客户，银行认为投资顾问的财务存在可疑状况而停止兑付其支票，

停止兑付时，投资顾问的透支数额约在87000美元。同日，原告向银行借款90000

美元用于投资，银行推测该笔投资可能会支付给投资顾问，但并未向原告披露投

资顾问的账户透支情况，而后原告果然将该笔融资转账给投资顾问，投资顾问将

该笔资金清偿了自己的透支额度，减少了银行的坏账但导致原告无法收回投资，

原告因此诉银行未及时披露交易对方的糟糕财务而违反了信托义务。

Barnett Bank案的法院认为，如果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信任建立的，

而银行有可能以客户利益为代价获益时，银行由义务向客户披露银行所知的该笔

交易相关的实质性信息，如果此种披露将涉及另一个客户的保密信息，那么应当

由陪审团来权衡银行对前一客户的披露义务和银行对后一客户的保密义务。

3）特殊情势的前提条件及两步判断法

前文中我们介绍了在Klein案中发展出的三个“特殊情势”，在这三种情况下，

银行一般需要承担披露义务，也就是在此情况下，银行的披露义务优于保密义务。

在Klein案之后，田纳西州的上诉法院在Macon County Livestock Market v. Kentucky

State Bank117一案中又提出了适用“特殊情势”的前提条件，条件要求银行与披露

相对方（在不同情况下或称申请披露方、要求披露方、银行客户的交易相对方等）

之间应当满足一定的关系，这种前提关系可能有三类：第一类，银行与披露相对

116 498 So. 2d 923
117 724 S.W.2d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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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间有先前存在的、绝对的信托关系；第二类银行与披露相对方之间通过合同

建立了信任与信托关系；第三类，相关的合同或交易内在要求信任或良好信用的

存在118。

Macon County案法院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其他法院的认可。在新墨西哥州上诉

法院审理的In R.A. Peck, Inc. v. Liberty Federal Savings Bank一案中，法院不仅接受

了上述前提条件，还将上述两套标准进行了有条理的整合。认为解决银行义务之

间的冲突需要两步分析法（two-part process），首先需要满足银行与披露相对方之

间关系的前提要求（the three Macon County relationships），如果符合这三类关系

中的一种，则第二步再根据“特殊情势”的标准（Klein special circumstances）判

断是否存在应当披露的特殊情势。

（六）保密义务的时效

Tournier 一案中，Scrutton 法官并不认为合同默示的保密义务并不适用于银行

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成立之前或结束之后，他较为严格的将合同默示义务的解释限

定在合同所约束的框架之内，因此无论是开户前还是销户后，无合同为前提则无

义务负担。

而该案 Banke 法官和 Atkin 法官则都认为，银行的保密义务在客户在银行账户

注销（Closed）或者冻结之后（cease to be an active account）并不停止，银行应当

继续履行保密义务119。因为，如果双方明知一旦账户终止，银行就能随意披露其

为客户办理过的任意交易事项，那么在建立银行-客户关系之初双方则会更加慎重，

很多客户可能因此不会选择开户，这无论对于银行还是客户来说都会导致更加不

利的局面和商业效率等方面的损失。综合来看，后者的意见更有说服力。

118 原文为：1. Where there is a previous definite fiduciary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2. Where it appears one or
each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expressly reposes a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other. 3. Where the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is intrinsically fiduciary and calls for perfect good faith.
引自724 S.W.2d349，quoting from（转引自） Domestic Sewing Mach. Co. v. Jackson, 83 Tenn. 418, 424-425
(1885))
119 Tournier v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 Ltd，[1924] 1 KB 461，JUDGMENTBY-1: BANKES
L.J，Para.3；JUDGMENTBY-3: ATKIN L.J，Par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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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金融隐私权的例外

与大多数权利一样，金融隐私权并非绝对，早在 1924 年的 Tournier 案中权利

边界的问题就被提出并受到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在 Tournier 一案中，原告主张银

行与客户之间为绝对合同（absolute contract），即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将客

户的账户信息以及由此获得的其他交易信息透露给任何人。初审法院及上诉法院

的法官都否定了原告该论点。而从内容上看，两审法院的法官考虑的焦点在于，

银行是否能在合理的情形下透露客户信息？而所谓“合理”的情形又当如何定义

呢？在 Tournier 一案的 Bankes 法官对此给出了很有代表性的解读:

“……我认为在此类案件中，有必要明确合同权利义务的边界，明确在银行和

客户之间关系中默示的合同保密义务的条件，既然在这一问题上尚无立法和权威

意见，我认为在原则上，例外条件应该有四点：即披露可以在以下条件下进行（1）

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法院命令；（2）基于公共利益；（3）基于银行自身利益；（4）

客户以明示或默示方式允许银行进行披露。第一类的例子即遵守依据银行账户取

证法案（Bankers' Books Evidence Act）所颁布法令的义务，第二类公共利益的例子

有很多，可以如 Weld-Blundell v. Stephens120一案法官 Lord Finlay 所总结的，当涉

及高于私人义务的更高层级的义务时，即‘当涉及国家或公共利益的义务受到危

及时，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义务应予以让步。121’而第三类条件的例子则如银行

签发文件要求追缴透支欠款，第四类条件如客户签署证书授权银行披露相应信

息。”122

上述这四个例外情形在美国很多学者的著作和法院的意见中也反复被提及

124，并更为详尽的得到了解释。仅仅就上述例外所包含的情形而言，所有四种例

120 n(1) [1920] A. C. 956, 965
121 此处原文为：Many instances of the second class might be given. They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language of
Lord Finlay in Weld-Blundell v. Stephens , where he speaks of cases where a higher duty than the private duty is
involved, as where "danger to the State or public duty may supersede the duty of the agent to his principal."
122 Tournier v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Union Bank of England, Ltd，[1924] 1 KB 461，JUDGMENTBY-1: BANKES
L.J，Para.3
124 R. Cranston: Principles of Banking Law. p. 174.转引自BERCEA, LUCIAN - CIOPEC, FLAVIU: SECRETS
MADE PUBLIC? LIMITS OF THE BANK'S DUTY OF CONFIDENTIALITY IN CRIMINAL PROCEDURES，
148 Studia Iuridica Auctoritate Universitatis Pecs 5 2011,p7
对此的原文表述为：

four categories: (1) the disclosure is under compulsion of law; (2) there is a duty to the public to disclose; (3) the
interests of the bank may require disclosure; (4) the disclosure is made by the express or implied consent of the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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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实践中的接受程度并不相同，广泛受到认可的是第一种法律强制披露（包括

立法规定、法院令状等形式）和第四种当事人明示或默示同意，很多法院以及州

法令都仅仅将这两种作为允许披露的条件125。此外，涉及公共利益、公共义务或

更高层次的义务也在很多情形下被提及。而银行自身利益的例外虽然很少得到法

院支持，但是在实践中广泛存在。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多大范围内定义“公共利益”与各种权利和权力

的制衡关系密切。

一种情况是，公共利益与第一种法律强制披露的例外存在重合。如政府行政

或执法机关的强制披露要求和法院令状，涉及的领域可能有可疑现金交易（如洗

钱）、企业关联交易、税务等，在这些情况下，法律和行政法规可能直接抢强制

规定银行有特定义务接受相关政府机构的质询。

另外可能存在基于公共利益的非强制披露要求，立法机关将信息是否适合披

露的最终决定权交予金融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可以根据其内部制度决定是否披露或报告相关信息，如非强制的可疑交易报告制

度。但相比于强制披露，金融机构在非强制的披露要求之下将承担更多风险，这

就意味着金融机构在进行各类审查时，不仅要留意交易的实质关联度，还要承担

高度的谨慎义务。另外，银行是否有权对公共利益进行判断是也一个受到质疑的

问题，很多法院和学者都认为将公共利益和银行自身利益作为一般例外将给予银

行过分的裁量权126。而实际上，由于披露对银行不会带来直接的损害，而提出披

露要求的往往是政府机关，甚至是与金融机构有管理关系的上级机关，因此银行

倾向于在非常宽松的标准下解释上述例外，这样的结果是，例外的闸口开的过大

导致客户在权利的外衣下却得不到保护。

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似乎解决之道相对明确而传统，私人利

益让步于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是绝对优先于私人利益吗？这个问题恐怕并不能

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金融犯罪的出现，不仅会损害金融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还会

降低金融行业的公信力。典型的犯罪如逃税、避税、金融诈骗、内部交易、走私

此外，在Barnett Bank of West Florida v. Hooper案中法院总结的四项例外与Tournier中是一致的，498 So. 2d 923
(Fa. 1986)
125 如前文提到的Milohnich v. First National Bank of Miami Springs，224 So. 2d 759 (Fla. Dist. Ct. App. 1969)；
PETERSON v. IDAHO FIRST NATIONAL BANK，83 Idaho 578; 367 P.2d 284; 1961 Ida. LEXIS 224; 92
A.L.R.2d 891，以及Suburban Trust Company v. Waller，408 A.2d 758 (Md. Ct. Spec. App. 1979；
126 在Suburban Trust Company v. Waller一案中，法院拒绝适用Tournier test，认为那将授权给银行过分的裁量

自由“would confer excessive discretion on a bank.” 408 A.2d 758 (Md. Ct. Spec. App. 1979.转引自Thomas C.
Russler and Steven H. Epstein:DISCLOSURE OF CUSTOMER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WHEN IS
THE BANK LIABLE? 111 Banking L.J. 258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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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等等都是各国金融犯罪打击的重点。为了监督和调查此类犯罪，对相关主体

的金融资金的流向进行追踪、调取相关人员账户资料等行为都是侦查的必要手段，

而这些手段都是以相关主体的金融隐私权为代价的，此时，相比于打击犯罪和以

调查为目的的披露，金融隐私权的让位在所难免。但是，凡有权力必有限度，为

了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和制约可能发生的权力滥用，并非所有人的金融信息都应当

牺牲其保密性，一方面，在案人员、犯罪嫌疑人员一定在调查之列，另一方面，

完全无关的人员信息不需要被披露，在这两者中间必定存在一个模糊地带，这是

权利保护最薄弱的部分。在很多案例中，由于检察机关的错误判断，当事人的财

产权和人身权都受到了较大的伤害。

应当注意的是，为了公共利益调取客户的金融信息时，并非完全抹杀相关金

融隐私信息的保密性，一方面，在程序上加以监督和控制，有限度的使用相关信

息，使权利人有机会得到程序救济，另一方面，获取的信息一般并不应向公众公

开，仅限于调查机构内部相关部门使用，同时案卷也应当附加保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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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金融隐私权的程序性救济

在金融隐私权的实体权利立法保护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已有立法的很多法域

仍会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程序保障。这在最低限度上给金融隐私权提供了合法性要

求。以美国为例，虽然现有立法很少为当事人提供实体权利救济用以对抗政府要

求查阅客户信息的知情权，但联邦法律和大部分州都立法规定了信息披露程序、

要求银行向客户事前发放查阅通知，或者允许客户质疑程序的合法性等。以下考

察几种主要的程序性权利救济。

一、通知权

通知权（即获得通知权，the right to notice）,是相关金融隐私法规定的程序权

重最为重要的一个。在美国有至少 12 个州立法规定，在金融机构遵守完备的程序

进行披露之前，必须通知银行客户。其中有 9 个州特别规定了一个合理通知期间，

为 7 到 15 天不等。通知一般应包括请求披露信息的机构，要求披露的目的和具体

披露的信息范围等。这项通知权使得银行客户有机会质疑披露的进行127（但却不

能阻止）。

在实践中，这项通知权的收效有限。在没有界定通知期间的法域，法令往往

允许金融机构或政府机关在发出通知后立即披露，这样实际上阻止了银行客户的

行使抗辩机会。即使在界定了通知期间的法域，期间并非绝对不变，法令往往允

许法院基于合理的理由（good cause）后，裁定缩短期限、放弃期间利益、延迟或

免于发放通知。而此所谓合理理由的标准，据不同法域规定而异。以各州法为例，

缅因州对此采用了非常宽松的标准，只要检方向法院作出继续保密不利于公共利

益的说明，法院便会自动免除通知义务。依据州法，法院并没有否决检方免除通

知申请的裁量权，由此该州法院审查程序仅仅为检方免除通知义务加盖“橡皮图

章”而不具有实质性意义，这也就意味着通知权被进一步的弱化。相反的，在加

利福尼亚州，对“合理理由”的判断标准就相对较高，州法院有权准许或驳回免

除通知义务的申请，如果准许免除事前通知，那么申请机关仍要在披露过后的 60

天内以书面形式告知被披露当事人，如果能证明发放通知会阻碍检方调查，那么

事后通知期限可以再行延长128。此外，通知义务的免除仅仅是法律强制力的解除，

127 有关美国各州法律的数据来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p586-588
128 CAL. GOV'T CODE § 7474(b)(1), § 7474 (b)(3), § 7474(c). (West 1980).参考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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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禁止金融机构自愿发放的通知，除非通知会对相关机构的调查产生阻碍或

其他不良影响。

金融机构的通知义务除了可经法院令免除，还有一个免除情形是搜查令的使

用。因为搜查令需要证明违法行为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且只能由法院签署，在

此情况下，便不再强制要求以通知形式保护被披露人的权利。尽管很多州有此规

定，金融机构一般仍会在不影响调查的前提下告知被披露客户。

此外，有的州立法还规定给了消极披露（passive notice），要求金融机构对近

五年内进行的披露留存记录，如披露请求主体、披露信息内容、客户授权等等，

以供客户在需要时查询。但这种消极形式的作用有限，不能为客户提供有效及时

的抗辩机会，对于始终不知道曾被披露信息的客户则毫无作用。

二、听证权

为了使通知不流于形式，而能为当事人提供救济的实际可能，在规定了通知

权的各州中，绝大多数都在此基础上规定了被披露方的听证权（the right to a hearing

to object to the disclosure，以听证会方式提出拒绝披露的请求）。在 re Peliton of

State's Attorney129一案中，康奈迪格州最高法院认为州法虽然规定了披露前 10 天的

通知义务，但并没有给银行储户主张反对披露的机会。该法院多数意见延续 Miller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认为银行储户对其银行账户记录没有期待隐私利益。

但该案的反对意见法官提出了理由充分的主张，认为继获得通知之后，客户应当

有机会对即将到来的披露进行合理的干预，根据州法创设通知权的做法，可以推

断出这一权利（即听证权）符合立法目的130。

如果银行客户有权要求举行听证会，那么理论上他可以通过实体权利（如隐

私权或保密权）或程序权利受到侵犯为由拒绝披露自己的信息。但是在实践中，

由于很多法域在立法或判例中并没有明确赋予银行客户金融记录的隐私利益，所

以实体权利的主张可能很难进行。

RFPA1970 规定，银行客户只能提出两种抗辩来主张要求披露的令状无效，第

一是质疑披露目的的合法性，或第二，主张披露程序不合法。无论何种抗辩，提

出主张的一方需要承担证明责任。而事实上，除非能形成形式违法的表面证据（a

prima facie showing of procedural invalidity），否则法院将会直接拒绝银行客户的动

议，有时甚至不需要披露申请方政府机关进行答辩。而即使银行客户完成了形式

违法的证明责任，政府相对方还可能通过密室听证（in camera hearing）排除银行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p587-588
129 179 Conn. 102, 425 A.2d 588 (1979).
130 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p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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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场而单独向法官进行答辩，银行客户将因此失去获知答辩意见的机会，也

很难找到上诉的理由。此外，根据 RFPA，作为抗辩方，银行客户还不得代银行提

出抗辩理由，如披露信息过于宽泛、披露要求过于模糊、披露过于繁琐等131。

除了 RFPA 的规定，各州法很少有规定要求披露申请方政府机构对要求披露

的目的、信息特定性或不可替代性、信息范围与调查目的一致性等内容进行证明，

仅有俄克拉荷马州是鼓励被披露方提出抗辩的132。

除了通过听证会提出令状无效，银行客户还可以基于合理理由（需要证据证

明该理由）申请禁止令（injunction）或保护令（protective order）来阻止信息的披

露，当然仅有极少数州有相关立法。此外，如果银行客户没能有效阻止披露，那

么可以向法院提出动议修改令状或申请保护令，以减小披露所造成的损害后果，

如申请限制获取信息的期间和范围。这种救济依据的是联邦民事和刑事诉讼规则

133。

三、已披露信息的有限使用和传播

如果银行客户没有在披露之前知晓或有效阻止披露，在申请机构获取到相应

披露信息之后，银行客户可以申请法院限制已披露信息的使用和传播，从而申请

保护令以减小信息被披露之后遭到滥用的风险。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

获得披露信息的申请机关可能擅自将信息移交给其他政府机关、其下级机关，甚

至是私主体，后者可能没有合适的理由或法律地位而不能依法从金融机构获取信

息。因此银行客户可以申请，要求获取信息的原始申请机关在其申请的范围内以

及目的之下使用信息，或者使用后立即交还相关文件，或者禁止在机构间共享相

关信息。

另外，刑法上的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内容可以为刑事案件中被披露信息的银

行客户提供限制使用以及禁止使用的抗辩基础，有个别州单独规定了针对金融账

户资料的证据排除规则。

131 参考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p589-590，text and footnote 134-140
132 根据该州法，权利人可以主张的理由有：（1）申请披露方要求查阅的记录与其调查目的是不相符、无关

联或是无实质性影响的；（2）在当前情况下进行披露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困难；（3）政府（即查阅申请

方的相关机构）有故意骚扰权利人的可能；或（4）进行披露对调查不会产生影响和帮助。OKLA.STAT. tit. 6,
§ 2204(c) (1981).
转引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p589-590，footnote 142
133 Rules 45(b)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and 17(c) of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llow
the court to modify a subpoena if it is "unreasonable or oppressive".
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p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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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已经遭到披露的信息进行事后限制，银行客户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

是，法院或相对方可能主张，如果抗辩权在披露前未行使或未有效行使，那么将

导致披露后权利的丧失或视为自动放弃。对此，有的观点认为，对信息的披露提

出抗辩、对信息的使用及传播加以限制，以及向法院主张已提取的信息应当排除，

这三种抗辩的基础和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对第一种抗辩权的丧失并不应当影响

后两者的行使。相对的，也有观点认为由于第一种抗辩权的怠于行使将直接导致

权利人对信息权益的丧失，因此也不能对后两者进行主张134。

四、诉讼赔偿权

在金融信息遭到不当披露之后，银行客户主要可以通过两种诉讼模式申请赔

偿。第一种，刑事追诉。有金融隐私权立法的多数州都会规定不当披露或试图进

行不当披露可以作为轻微刑事案件或经济犯罪处以最高 1 年的监禁或不超过 5000

美元的罚款135。第二种，以侵犯隐私权或违反银行保密义务为由提出民事诉讼，

法院可能依据相关立法或者普通法理论进行判决，诉讼时效一般为两至三年。本

文前述的相关案例绝大多数都是此类，故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以诉讼方式要求赔偿，需要权利人证明存在达到可诉标准的

损害事实（sufficient damage），但往往由于金融信息隐私权益受到的损害没有实

体性，损害程度也非常难以衡量，使得权利人常常望而兴叹，或者只能取得名义

上的损害赔偿金。

上述介绍了几种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在最低限度上提供了金融隐私权的保

护，实际上如果没有相应的实体权利保护，只要披露符合程序，要求进行查阅的

政府部门的权限以及知情权基础往往并不会受到审查，金融隐私权仍然仅限于形

式化的权利。

134 俄克拉荷马州立法采前一种观点，路易斯安那州的立法采后一种观点。参考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p594
135 相关各州立法：CAL. GOv'T CODE § 7485(a), (b) (West 1980) (misdemeanor with a $5000 fine and one year
imprisonment); CONN. GEN. STAT. ANN. § 36-9n (West 1981) (class C misdemeanor); ILL. ANN. STAT. ch. 17,
1 360(e) (Smith-Hurd Supp. 1983-84) (business offense with a $1000 fine); IND. CODE ANN. § 28-1-2-30 (West
1980) (class A misdemeanor); MD. FIN. INST. CODE ANN. § 1-305 (Supp. 1983) (misdemeanor with a $1000 fine);
NEv. REV. STAT. §239A.190 (1981) (misdemeanor); N.H. REV. STAT. ANN. §359-C:12 (Supp. 1981)
(misdemeanor).
自Confidenti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Account Records Under State Law: Substance or Illusion? 3 Rev. Litig. 567
1982-1983，p595，footnote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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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就我国目前立法情况（详见附录一）来看，在很多法律中都有要求“保密”

或“禁止泄露个人信息”的要求，相关法律规定涉及的领域范围很广，其中涉及

的金融领域包括：信托、保险、商业银行、证券和反洗钱领域，涉及的金融机构

包括：信托公司（受托人）、保险公司（保险人或再保险人）、商业银行、证券

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除此之外，还涉及了众多其他领域，

包括合同、税务、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除上述金融机构，立法涉及的其

他保密主体有：一般的合同当事人，税务机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

员、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司法机关、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

负有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经

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出境入境管理机关的工

作人员，涉及的处罚包括对单位和个人的行政和刑事处罚，以及合同法上的缔约

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由此来看，法律在范围上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和相关的隐私

比较全面，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法律现状中稍显积极的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立法目前还存在着诸多不足，最为突出的

一点就是，我国所有的法律条文都仅仅提供了原则上的保护，缺乏相应的定义、

实施和操作细则，同时，在缺乏细致规定的同时，也没有授权性的规定要求相关

机构在此类保密原则之下制定细则。可以想见，原则性的保密或不得泄密的要求，

面对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是远远不足以为公民提供保护或对信息控制方施加约束

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律上的空白也在渐渐为人们关注和质疑，

由是笔者注意到，在立法过程中，关于个人信息的保护立法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多

次出现在人大议事日程中（详见附录二）。而随着网络化、电子化的发展，个人

信息保护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和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人大和相关国家

部委的态度在对提案的一次次回复中显示出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但就最近一次十

二届人大的报告回执中来看，立法条件仍不成熟。

立法尚缺位之时，在我国理论研究方面，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一些

文章和著作，将目光转向了金融隐私权的保护领域，但是鲜有文献倾注热情在最

为基础的概念研究上，考虑到金融隐私权是几个重要学科的交叉点，既要有民法

基础理论作为支撑，还要结合合同法、侵权法和金融法中金融机构管理和实践，

概念上的不准确会直接导致法律框架的地基不牢。试问没有牢固的地基，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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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起高楼呢？

本文前三章着重通过比较欧美金融隐私权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掘取其中

与基本概念有关的出发点，后五章则重在厘清和解构金融隐私权的每个方面的组

成概念，考察了金融隐私权的对象、客体、属性，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内

容和例外，以及实体权利之外的程序性保护。

通过国外的发展比较和概念的剖析，笔者深深的认识到，从金融隐私权保护

的基础来看，我国在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尤其是隐私权的立法保障方面还没

有形成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法治思想的统一认识，我们任重而道远。对于金融

隐私权保护来说，它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自由保护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思想和认

识作为基础的法律环境，很难建立法律保护的完善体系，就算通过先进的立法建

立了保护体系，也很容易束之高阁。就这个问题，一方面，在立法层面，我们目

前只能寄希望于法典化民法的制定，提供一个较为完善的隐私权利保护框架。另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权利意识、法治意识

的提高是改善法治环境的根本，在这方面，政府和民间都应当有所作为，为今后

的法律制定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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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我国与金融隐私权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了了解我国对金融隐私权以及相关个人信息、个人数据保护的现状，笔者

搜集了目前我国法律层面的相关立法规定，按时间序列总结如下：

（见下页图136）

136 说明，为了避免法条引用给本文字数上和原创性上带来的不必要的负担，下述法律条文的总结以图片格式，

分两页显示。法条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网址：http://www.pkulaw.cn/，最后访问时间2013/1/29

http://www.pkula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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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法律名称  具体条文规定  

1999.03.15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第四十三条 【保密义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

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

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严格履行与诚实信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

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二条 【合同终止后的义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2001.04.28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托法  

第三十三条 第三款 

  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

务  

2001.04.28 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

(2001修订) 

第八条第二款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税务

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  

第八十七条 未按照本法规定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检举人保密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002.10.28 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 (2002修

正) 

第三十二条 保险人或者再保险接受人对在办理保险业务中知道的投保人、被保

险人、受益人或者再保险分出人的业务和财产情况及个人隐私，负有保密的义务。 

2003.10.28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  

第七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进行调查或者检

查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对调查或者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

负有保密的义务。  

2003.12.27 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 业 银 行 法

(2003修正) 

第二十九条 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

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  

  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005.10.27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 (2005修

订) 

第四十四条 【帐户保密】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依法

为客户开立的账户保密。  

第一百八十二条 【职责履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

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所知悉的有

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  

2006.10.31 中华人民共和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

法(2006修正) 

第十一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并有责任为

其监督管理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当事人保守秘密。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交流监督

管理信息，应当就信息保密作出安排。  

2006.10.31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洗钱法  

第五条 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

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法负有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机构履行

反洗钱职责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能用于反洗钱行政调查。  

司法机关依照本法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只能用于反洗钱刑事诉讼。  

第三十二条 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设区的市一级以上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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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28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七) 

七、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

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

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

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009.06.27

（2010.01.01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 (2009修

订) 

第九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

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二）泄露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或者提供、泄露在统计调查

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的； 

2010.10.28 

（2011.07.01

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一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

保险费征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为用人单位和个人的信息保密，不得以

任何形式泄露。 

第九十二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

保险费征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泄露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给用人单位或者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2011.10.29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法

(2011修正) 

第六条 第三款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因制作、发放、查验、扣押居民身份

证而知悉的公民的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三条 第二款 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

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泄露

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单位有前款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

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有前两款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条 人民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泄露因制作、发放、查验、扣押居民身份证而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侵害

公民合法权益的。 

2012.12.28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

(2012修订) 

第一百一十五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进行调查或

者检查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对调查或者检查中知悉的商业

秘密负有保密的义务。  

2012.06.30 

（2013.07.01

开始实施，

目前尚未生

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八十五条 履行出境入境管理职责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

处分： 

  （三）泄露在出境入境管理工作中知悉的个人信息，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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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我国与金融隐私权相关的立法进程

为了具体的了解我国个人信息以及金融隐私权保护的最近立法进程，笔者搜

集整理了近年来全国人大立法的相关提案和各个委员会针对立法提案所作出的答

复，总结表格见下页137。

137 笔者注，为了避免文件引用给本文字数上和原创性上带来的不必要的负担，下述法律条文的总结以图片格

式，分三页显示。另外所有文件来源于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http://vip.chinalawinfo.com/ ，各部分出

处文件均在表格中标明。

http://vip.chinalaw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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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7.10.15） 

李邦良、张学东、周晓光等 90 位代表

提出的关于制定信息（网络）安全法和

网络犯罪控制法的议案 3 件（第 394、

746、257 号）。 

议案提出，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

展，信息安全、网络犯罪问题日益突出，

建议制定法律，对信息泄密、信息破坏、

信息侵权、信息污染等进行法律规范，

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加大打击网

络犯罪的力度。 

公安部认为，我国信息安全保护法规层级不高、内容分散、缺乏协调，

信息安全管理中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等问题比较严重，有必要制定一部

综合的信息安全法，对网络犯罪控制和信息安全保护的基本制度作出规

定。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犯罪和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确有必要加强相关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 2000 年作出了关于维护

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对计算机违法犯罪

行为的处罚也作出了规定。目前在网络犯罪和信息安全方面的问题，应

通过严格执行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或出台司法解释解决；属于行政管理

范畴的，可以通过行政立法解决。国务院正在起草信息安全条例。建议

在总结条例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再研究是否制定一部网络管理方面的综

合性法律。 

2、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关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7.12.07） 

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或者公民隐

私权益保护法的议案 3 件： 

云南团陈继延等 30 名代表提出关于制

定我国公民隐私权益保护法的议案（第

183 号），浙江团周晓光等 30 名代表、

浙江团陈海啸等 30 名代表提出关于制

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第 239 号、

第 538 号）。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法典化的民法（草案）进行了初

次审议，草案中对民法总则、合同法都有专编规定，对个人信息和公民

隐私权益保护的有关问题也有规定。 

法制工作委员会已就修改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制定人格权法、个人信息

保护法或者公民隐私权益保护法的问题进行研究。 

结论：未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者年度立法计划，法律委员会建议编制下一个五年立法规划时通盘

考虑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2008.03.14） 

张志法等 30 名代表：关于制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第 14 号）； 

孙桂华等 31 名代表：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第 277 号）； 

杨伟程等 31 名代表：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第 360 号）； 

郑杰等 30 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信息安全保护法的议案 1 件（第 93 号）。 

议案提出，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安全、网络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建议制定法律，保护个人信息，

防治有害信息，将等级保护、安全评测、容灾备份等应急处理措施法制化。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8.10.07） 

公安部认为，目前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此外，刑法、治安管理

处罚法中对计算机犯罪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也作出了规定。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安全问题日

益突出，确有必要加强信息安全方面的立法。代表议案中提出的关于制定信息安全法的议案符合我国信息安全形

势要求。目前，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组织起草信息安全条例，并且已列入国务院 2008 年立法工作计

划。信息安全立法涉及面较广，目前各方面认识尚不完全一致，拟在信息安全条例通过并实施一段时间后，在总

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再研究制定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  

  我委同意公安部的意见，目前在网络犯罪和信息安全方面的问题，宜先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或出台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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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认为，目前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此外，刑法、治安管理

处罚法中对计算机犯罪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也作出了规定。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安全问题日

益突出，确有必要加强信息安全方面的立法。代表议案中提出的关于制定信息安全法的议案符合我国信息安全形

势要求。目前，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组织起草信息安全条例，并且已列入国务院 2008 年立法工作计

划。信息安全立法涉及面较广，目前各方面认识尚不完全一致，拟在信息安全条例通过并实施一段时间后，在总

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再研究制定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  

  我委同意公安部的意见，目前在网络犯罪和信息安全方面的问题，宜先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或出台司法

解释予以解决。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起草有关法规时研究代表议案中提出的问题。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 

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8.12.04） 

.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 3 件（第 14 号、第 277 号、第 360 号），提出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缺乏相应

的法律法规，公民个人信息被不正当采集、恶意使用、非法转卖牟利等现象屡屡发生，建议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

护法，完善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十一次会议对民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草案中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问题有所

规定。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及有关部门认为，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如果一并研究修改，历时较长，以分编

审议通过为宜。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结合民法（草案）的修改，进行制定人格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研究工作。 

结论：未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建议进一步研究，待条件成熟时列入立法规划或者年度立法计划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四、五次会议  

1、【提案】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2010.03.13） 

周晓光等 30 名代表：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第 497 号） 

2、【提案】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2011.03.13） 

徐景龙等 31 名代表：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第 25 号)；周晓光等 30 名代表：关于制定隐私权保护法的

议案(第 152 号)；孙桂华等 30 名代表：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第 206 号)；刘卫星等 30 名代表：关于制

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第 558 号)；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1.10.10） 

工业和信息化部认为，完善电子商务法律环境应当从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着力。立法方面应当重点关注个人信息

保护法和信息安全方面法律的研究与制定，以及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识产权法类法律使之适用网络环境。 

财经委员会同意上述两部门意见，电子商务具有较强的技术性，涉及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签名法等

多部法律法规。建议有关部门根据议案要求，对完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问题进行全面研究，适时提出具体立法建

议，解决议案所提的问题。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  

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1.12.28） 

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议案 3 件。安徽团徐景龙等 31 位代表、黑龙江团孙桂华等 30 位代表、河南团刘卫

星等 30 位代表提出第 25 号、第 206 号、第 558 号议案，认为目前我国个人信息被滥用现象较为普遍，严重侵犯

了公民的隐私权和人格权，应当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关于制定隐私权保护法议案 1 件。浙江团周晓光等 30 位代表提出第 152 号议案，认为我国公民隐私权被侵

害的现象相当严重，应尽快制定隐私权保护法。 

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通盘考虑民法（草案）的制定工作，根据立法规划和计划，逐步进行有关修

改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制定民法总则以及完善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保护等方面法律制度的工作。  

5、【提案】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2012.03.13） 

许金和等 33 名代表：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第 162 号)；秦希燕等 32 名代表：关于修改治安管理处罚

法，增设侵犯个人信息行政法律责任条款的议案(第 322 号)；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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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2.10.23） 

第一，徐景龙、徐龙、孙桂华、蔡奇等 124 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网络信息安全法的议案 4 件  (第 40、72、141、

249 号)。议案提出，目前以信息泄露为主的互联网安全问题凸显，建议制定专门的网络信息安全法，规范网络信

息使用和互联网监管活动，提升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水平。 

  公安部提出，当前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应用日益广泛，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严峻挑战。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较为滞后，有必要通过立法加强对网络信息安全的管理和规范。同时，考虑到网络虚拟世界的社会关系既是

现实社会复杂社会关系的反映，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和多个部门法，在短期内

出台一部全面规范和管理网络信息安全的基本法律有一定难度。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在研究起草关于

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决定，国务院法制办也在研究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可通过这些立法，先有针对性

地解决代表提出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 

我委赞同公安部的意见，建议将网络信息安全法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抓紧出台上述决定

和办法。  

 

第二，秦希燕等 32 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增设侵犯个人信息行政法律责任条款的议案 1 件(第 322

号)。议案提出，个人信息泄露现象普遍，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当前刑事及民事法律追责范围有限、时间长、成本

高、效果差。建议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建立侵犯个人信息的行政追责机制，确保有效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的违法

行为。 

  公安部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日益突出，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响强烈。但是，刑法规定的出售、

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对“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没有明确界定，公安部正在

积极协调有关司法部门尽快予以解决。对于出售、非法提供或者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如

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目前没有统一规定，有必要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增加规定，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

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我委赞同追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考虑到侵权行为的多样性，追究法律责任的形式也应

区别对待。建议有关部门对代表议案提出的建议作进一步研究，提出全面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措施。  

就该项提案相关法律、法规已有规定或尚不具备立法条件，建议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或修改法律。  

 



致 谢

73

致 谢

本文的写作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郑永流教授，郑老师在整个论文写作过

程中，从选题、时间规划、论文结构指导、论文内容重点把握，以及论文中的核

心理论问题等各个方面对我进行了无私的指导和帮助，令我受益匪浅、收获颇丰。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为我的三年的学习和论文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

丰富的学术资源。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的各位老师在这三年中对我培养和帮助，在此

向帮助和指导过我的各位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感谢我的父母和朋友，在我学习和写作论文的过程中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

由于我的学术水平有限，所写论文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和学友批

评和指正！


	摘要
	ABSTRACT
	目录
	引言：提出问题及研究目的——我国研究金融隐私权的必要性
	一、金融隐私权的提出
	二、金融隐私权的在本文的限定�

	第一章金融隐私权的历史发展
	一、金融隐私权在美国的发展
	（一）金融机构留存客户信息及其合宪性争论
	（二）法定披露程序保护金融隐私
	（三）九十年代多因素推动立法

	二、金融隐私权在欧盟的发展
	三、金融隐私权在美国及欧盟发展特点及比较

	第二章金融隐私权的典型案例
	一、1924年英国判例Tournier案
	二、1960年美国州法院Peterson案
	三、1982年美国州法院Djowharzadeh案
	四、2000年美国州法院Stevens案

	第三章金融隐私权的法律基础
	一、金融隐私权的普通法理论
	（一）合同法基础——默示合同理论
	（二）代理关系
	（三）侵权法基础
	（四）银行信托衡平义务
	（五）银行客户间的免证特权

	二、依据基本权利保护金融隐私

	第四章金融隐私权的对象、客体和属性
	一、对象和客体
	二、金融隐私权的对象
	三、金融隐私权的客体
	（一）隐私权的概念和隐私权益
	（二）财产权权益

	四、绝对权利的相对保护

	第五章金融隐私权的主体
	一、权利主体——客户
	（一）特点——相对弱势方
	（二）存款主体和借贷主体的权利差异

	二、义务主体——银行为例
	三、申请披露主体

	第六章金融隐私权的内容
	一、权利主体角度
	二、义务主体（银行）角度
	三、银行——保密义务与披露义务协调
	（一）银行对第三方信用咨询的披露
	（二）客户利害关系方的知情权
	（三）银行对相关方信用咨询的披露
	（四）银行知晓欺诈后的披露义务
	（五）银行披露义务和保密义务的冲突解决
	（六）保密义务的时效


	第七章金融隐私权的例外
	第八章金融隐私权的程序性救济
	一、通知权
	二、听证权
	三、已披露信息的有限使用和传播
	四、诉讼赔偿权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1：我国与金融隐私权相关的法律法规
	附录2：我国与金融隐私权相关的立法进程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