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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个人 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包含 ：一个人信 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及 一行为记录及信 息需求平
台，其 中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与该行为记录及信 息需求平 台相连接 ，而该个人信 息处理及分析应
用平 台能够将会 员的个人资料 区分为个人信 息与其他参考信 息 ，而 当会员产生行为 时 ，该行为记录及信 息需
求平 台能够再签 章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中，用 以读取其他参考信 息及行为信 息，并进行与分
析相关 的条件设定 ，设定完成后 ，由该个人信 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进行统计与分析 ，而分析资料则能够再
传至该行为记录及信 息需求平 台，以使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能够将分析信 息或其他衍伸信 息 ，发送至
事前设定的信息需求者 。



说 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尤其是一种能够将个人资

料区分出无法辨识个人身份的信息，并与行为信息一并进行行为分析，用以让

企业、组织或研究单位能够取得消费行为分析资料进行应用，但又不会泄露个

人身份信息的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2] 一般个人信息搜集的应用 目的在于分析相关行为信息并做有效应用，其中以消

费行为分析为一般熟知应用的范围之一，因此以消费行为为应用范例进行说明

对发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3] 一般传统商业消费模式，为了让消费者得知商店所贩卖的商品信息或优惠活动

信息，均釆用发放广告传单 （DM) 、刊登报纸或网路分类广告等方式，希望能

即吋且准确的来传达商店的商品信息折扣优惠活动信息给真正潜在消费者，以

求能提高商品销售业绩及实质收益；但这样的行销方式，不易确实掌握真正潜

在的消费群体，也无法主动投送广告信息给真正潜在消费群体，导致其广告效

益将无法有效的发挥。

[4] 因此，有些企业、组织或是研究单位，开始进行消费者行为研究与分析，一般

来说，会通过问卷、民调、库存盘点或会员卡消费记录等方式搜集消费者的消

费意愿及习惯，其中最常见的是问卷调査，通常是在路上访问路人或使用网路

问卷调査，之后，再将搜集的问卷资料进行分析，以判断消费者行为与趋势；

但事实上这样的研究方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填写问卷的消费者所填写的

资料是否正确，由于消费者往往都会有个人信息外泄的疑虑跟担心，所以即使

填写问卷吋，很可能会填入错误或是非本人的资料，这样收集信息用于分析消

费者行为，最后所取得的事前分析结果将与实际消费者行为有很大的出入。



[5] 然而，一般企业或组织发行会员卡主要 目的，是为了准确搜集个人消费习惯并

进行准确行销，或针对消费者偏好来研发产品。但在此过程却又导致企业或组

织端在作业流程中累积或传递许多不必要的个人信息，导致会员个人信息外泄

风险大增。

[6] 因此，为了希望能有效分析个人行为信息，甚至精确预测特定个人需求，同吋

又要能够保障个人身份资料不外泄，因此本发明人提出一套系统，能够将加入

会员的个人资料进行筛选与区分，并将无法辨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剥离出来，以

让企业、组织或是研究单位能够借助所剥离出的信息，结合个人行为信息，在

系统中进行统计分析，并在分析完成后，让企业、组织或是研究单位能够根据

其分析变量来设定取得分析后的资料，以进行后续的学术或商业应用，以保障

个人、企业或组织的个人信息安全，这样的方案应为一最佳解决方案。

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7] 本发明提供一种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包含：一个人信息处理及分

析应用平台，与一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相连接，其中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

析应用平台包含：一中央处理模块，用以管理与运算整体平台的运作；一资料

库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相连接，用以将关于会员的相关信息储存于一会员

帐户内；一会员申请及登录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及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

会员借助该会员申请及登录模块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后，能够

输入个人资料用以申请会员帐户，而该会员申请及登录模块则会提供唯一识别

码给会员，且该会员申请及登录模块能够将个人资料储存于该资料库模块的会

员帐户内；一信息剥离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及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能将

个人资料至少区分为个人信息与其他参考信息，并以不同存取权限进行控管；

一行为分析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及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用以将该资料库

模块的会员帐户内的其他参考信息及行为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而分析资料则

能够再传至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的报表模块；一信息发送模块，与该中

央处理模块及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该信息发送模块能够发送合适的信息给信

息需求者；一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与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相



连接，其中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至少包含：一签章模块，用以使该行为

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以安全性签章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

一资料传输模块，与该签章模块及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的资料库模

块相连接，该签章模块将已结合唯一识别码记录的行为信息，进行资料记录端

身份确认后，借助该资料传输模块将会员的行为信息传输并储存于该资料库模

块的会员帐户内；一分析条件设定模块，与该签章模块及该行为分析模块相连

接，以签章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后，能够借助该分析条件设定

模块选择相关变量及范围，并进行分析的相关条件设定；一报表模块，与该行

为分析模块相连接，用以接收该行为分析模块的分析资料，并将分析资料转换

并输出为一报表；以及一信息设定模块，与该信息发送模块相连接，用以设定

信息接收者的类别，并进行信息拟定后，则通过该信息发送模组传送给预先设

定同意接收信息的会员。

[8] 本发明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能够将加入会员的个人资料进行筛选

与区分，并将无法辨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剥离出来，以让企业、组织或是研究单

位能够借助所剥离出的信息与个人行为信息，在系统中进行分析，并在分析完

成后，让企业、组织或是研究单位能够取得分析后的资料，以进行后续的学术

或商业应用。

[9] 本发明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釆用唯一识别码机制并能够延伸应用

于组织员工卡、交易凭证或电子书等特定事物的归属记录用途，或取得个人同

意后，被授权的特定组织能够直接针对被限定存取范围的个人信息或非个人信

息进行存取用途，以达到信息有效运用及个人信息运用安全的目的。

[10] 可实现上述发明目的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其中该个人资料统整

管理系统用以对会员的个人资料进行管理及应用，该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包

含一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即一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其中该个人

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与一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相连接，其中该个人信

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包含一中央处理模块，用以管理与运算整体平台的运行

；一资料库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相连接，用以将关于会员的相关信息储存

于一会员帐户内；一会员申请及登录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即该资料库模块



相连接 ，会员借助该会员 申请及登录模块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

后 ，能够输入个人资料 以申请会员帐户 ，而该会员 申请及登录模块则会提供唯

一识别码给会员 ，且该会员 申请及登录模块能够将个人资料储存于该资料库模

块 的会员帐户 内；一信息剥离模块 ，与该 中央处理模块即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

，能将个人资料至少 区分为个人信息与其他参考信息 ，并 以不 同存取权限进行

控管 ；一行为分析模块 ，与该 中央处理模块及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 ，用 以将该

资料库模块 的会员帐户 内的其他参考信息及行为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 ，而分析

资料则能够再传至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的报表模块 ；一信息发送模块 ，

与该 中央处理模块及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 ，该信息发送模块能够发送合适信息

给信息需求者 ；一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与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相连接。

[11] 而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至少包含一签章模块 ，用 以使该行为记录及信息

需求平 台能够 以安全性签章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一资料传输

模块 ，与该签章模块及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的资料库模块相连接 ，

该签章模块将 已结合唯一识别码记录的行为信息 ，进行资料记录端身份确认后

，借助该资料传输模块将会员的行为信息传输并储存于该资料库模块 的会员帐

户 内；一分析条件设定模块 ，与该签章模块及该行为分析模块相连接 ，以签章

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后 ，能够借助该分析条件设定模块选择相

关变量及范围，并进行分析 的相关条件设定 ；一报表模块 ，与该行为分析模块

相连接 ，用 以接收该行为分析模块 的分析资料 ，并将分析资料转换并输 出为一

报表 ；以及一信息设定模块 ，与该信息发送模块相连接 ，用 以设定信息接收者

的类别 ，并进行信息拟定后 ，则通过该信息发送模块传送给预先设定 同意接收

信息的会员。

[12] 更具体 的说 ，所述信息剥离模块还能够将个人资料依据各项资料属性栏位进行

分 区，并储存于该资料库模块 的会员帐户 内，以不 同存取权限进行控管。

[13] 更具体 的说 ，所述信息剥离模块能够 由个人资料 中剥离 出信息接收设定信息 ，

而信息接收设定信息至少包含有信息接收对象、范围及方式 ，且该信息发送模

块能够依据会员帐户 内所设定 的信息接收对象、范围及方式 ，发送信息给信息



需求者。

[14] 更具体的说，所述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还包含一与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的

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该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能够让会员与行为记录及信

息需求平台针对各项用途进行双向授权。

[15] 更具体的说，所述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能够让会员授权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

求平台进行读取或增补变更会员信息，进一步的说，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能

够让会员依不同资料使用对象授权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进行相对应的 会

员信息存取及运用。

[16] 更具体的说，所述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使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授

权会员使用唯一识别码作为其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内部资源使用认证机制。

[17] 更具体的说，所述会员申请及登录模块能够将会员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

应用平台的网络位置、吋间、及各类约定事项进行记录与管理。

[18] 更具体的说，所述个人信息包含了个人身份资料及其他参考资料，其中个人身

份资料为可辨识会员个体身份的相关资料，其他参考信息为难以归类或无法辨

识会员身份的相关资料。

[19] 更具体的说，所述信息剥离模块还能够将个人信息再依据各项资料属性栏位进

一步区分，并将区分出不属于个人信息的信息内容归入其他参考信息内。

[20] 更具体的说，所述资料传输模组进行资料传输吋，该签章模块能够确认行为信

息的来源，并作必要的安全性区分。

[21] 另外，本发明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方法，其步骤为：

[22] 会员在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所提供的介面上，输入个人资料，以申

请会员帐户，而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能够将个人资料区分为可辨识会

员身份的个人信息与不可辨识会员身份的其他参考信息；

[23] 申请完成后，提供给会员至少一组唯一识别码，因此当会员持唯一识别码进行

特定行为吋，会产生行为信息，而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通过签章的方

式，将行为信息结合行为当下记录的识别码传输至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进行储存；

[24] 之后，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以签章的方式，登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



平台中设定分析标的，接着，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将相关变量传送

至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借助所设定的分析标的，对所有或部份会员

帐户的行为信息及其他参考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并转换为报表输出；以及

[25] 分析完成后，可在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设定信息发送的条件，而该个人信

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能够依据所设定的信息发送条件，将信息发送给信息需

求者。

[26] 更具体的说，所述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为会员、企业、组织或研究单位。

[27] 更具体的说，若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为企业或组织吋，会员能够授权行

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读取或更新会员信息。

[28] 更具体的说，所述若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为企业或组织吋，行为记录及

信息需求平台能够授权会员使用唯一识别码作为其企业或组织内部资源的使用

认证机制。

[29] 更具体的说，所述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所设定的分析标的，并没有权限可

以对可辨识会员身份的个人信息进行读取及分析。

[30] 更具体的说，所述行为信息并非均由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输入，也能够由

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协助其他信息统计或记录单位将信息输入特定会员帐

号或以通知方式为之。

[31] 更具体的说，所述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更能够通过亲属或其他代码设

定会员的关系连接，借此建立会员的不同关系树，并依据上下亲属关系建立家

族及旁支关系，自动建立相关族谱。

[32] 更具体的说，所述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能够 自动生成一组专用于内部

系统的信息连接用途的识别码，并利用该内部系统识别码生成或对应至少一组

唯一识别码，而该唯一识别码用以提供给会员使用。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33] 通过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将分析信息或其他衍伸信息，发送至事前设

定的信息需求者。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 图说 明

[34] 图 1为本发明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的架构 图。

[35] 图2为本发明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的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

细部架构 图。

[36] 图3为本发明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的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局部

架构 图。

[37] 图4为本发明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的信息分离与统整示意 图。

[38] 图5A 为本发明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的个人资料分离示意 图。

[39] 图5B为本发明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的个人资料再次分离示意 图。

[40] 图6为本发明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的行为信息示意 图。图7为本发明

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的流程 图。

[41] 其 中：

[42] 1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 11 中央处理模块 12 资料库模块

[43] 121会员帐户 1211 个人资料 1212 个人信息 1213 其他参考信息 1214 系统身份识

别信息 1215 唯一识别码信息 1216 信息接收设定信息 1217 行为信息 1218 I D对照

表 13会员 申请及登录模块 14信息剥离模块 15行为分析模块 16信息发送模块 2

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 2 1 签章模块 22分析条件设定模块 23报表模块 24信息

设定模块 25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 26资料传输模块 。

实施该发明的最佳 实施例

本 发 明 的最 佳 实 施 方 式

[44] 关于本发明的前述及其他技术 内容 、特点与功效 ，配合附图详细说 明如下。

[45] 请参阅图 1、图2及 图3，为本发明一种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 的架构

图、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局部架构 图及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局部

架构 图，由图 1中可知 ，该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 中包含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

用平 台 1及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2，其 中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 1与

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2相连接。

[46] 由图2中可知 ，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 1包含 了中央处理模块 11、资料

库模块 12、会员 申请及登录模块 13、信息剥离模块 14、行为分析模块 15及信息



发送模块 16，其中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 1让会员在该会员 申请及登录

模块 13所提供的介面 （书面、网页、手机、Kiosk... 等）上 ，填写个人资料 ，以

申请会员帐户 ，而该会员 申请及登录模块 13则会与该中央处理模块 11相连接 ，

当个人资料填写完成后 ，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 1会 自动产生一组连接用

内部系统识别码 SUID, 而对应在该内部系统识别码会产生至少一组唯一识别码

UUID (例如卡片识别码A1B2C3 、晶片识别码 000AK7C1 . . .等多种不同载具的识

别码 ，各种载具可针对不同用途进行不同安全等级的应用 ，例如记载、査询、

认证、交易等等） ，以由该会员 申请及登录模块 13提供给会员 ，而该会员 申请

及登录模块 13则会将个人资料储存于该资料库模块 12的会员帐户内。

[47] 另外 ，个人资料填写的内容 ，例如姓名、国籍、身分证号码、学历、电话、地

址、性别、身高、体重 等 ，除此之外 ，还可再加入亲属 （如：父母、子女）

的家属代号进行关系连接 ，系统可协助进行关系树 的建立；而会员更可在 申请

完会员帐户后 ，以个人帐号、晶片认证 等登入认证机制 ，登入该个人信息处

理及分析应用平台 1进行个人资料的补充。

[48] 之后 ，个人资料 1211输入完成后 ，如图4所示 ，由该信息剥离模块 14将个人资

料 1211 的各项个人属性栏位进行分区储存 ，以不同存取权限进行控管 ，并 以内

部系统识别码进行连接 ，而主要剥离的项 目分别为能够辨别个人身份的个人信

息 1212 (例如身分证号码、电话、地址、亲属個人信息 等）及不可辨别个人

身份的其他参考信息 1213 (例如性别、身高、体重、家庭成员组成数量 等）

，剥离完成后 ，分别储存于该资料库模块 12的会员帐户 121内，而该信息剥离模

块 14还能够将不同信息 ，分别设定不同安全等级的存取资格。

[49] 另外 ，该资料库模块 12的会员帐户 121内除了个人信息 1212及其他参考信息 121

3之外 ，还具有系统身份识别信息 1214 (例如身分证号、系统帐号或其他登入认

证机制）、对外使用的唯一识别码信息 1215 (具有唯一识别码的一般卡片或认

证卡片）、信息接收设定信息 1216 、行为信息 1217及 I D对照表 1218 ，其中个人

信息 1212 、其他参考信息 1213 、身份识别信息 1214及信息接收设定信息 1216能

够直接 由该个人资料 121 1中所剥离取得。

[50] 另外 ，若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2为企业或组织吋 ，企业或组织会在网络



、现实生活环境中进行问卷调査 ，经 由受访者同意并结合对外唯一识别码记录

后 ，签章并传输资料至资料库模块 12。

而除了企业或组织输入问卷调査之外 ，当商业交易行为发生吋 ，可借助唯一识

别码进行不同程度的资料读取确认并记录 ，因此当会员因消费所产生的行为信

息 1217 (例如订购行为、交易行为、偏好问卷 等） ，会 由该行为记录及信息

需求平台2搜集并储存后 ，再 由该签章模块 2 1将行为信息结合唯一识别码的记录

机制 ，进行信息记录端身份确认后 ，借助该资料传输模块 26将会员的行为信息 1

217传输并储存于该资料库模块 12的会员帐户 121内，如此将能够确认资料来源

，并作必要 的安全性 区分 （例如哪些信息可公开哪些不可公开、或仅限研究单

位使用）。

而行为信息 1217 除了为问卷调査及商业交易行为产生之外 ，还能够为所有权设

定行为、系统操作及存取行为、其他统计信息、或其他使用识别码作为记录归

属等均为此行为信息的范围，其中所有权设定行为表示所有权设定、移转及存

取等行为的存证 （例如个人使用识别码记录所拥有的会员点数或是商品所有权

吋 ，能够进行所有权设定、移转等存证用途）。

而系统操作及存取行为能够延伸会员识别码作为SSO (Single Sign-On 单一签入

) 认证机制 ，并作为系统存取记录的轨迹 ，以供双方进行存证 ；而其他统计信

息为了分析精准或其他用途为 目的，行为信息 1217并非均 由厂商 自行抛入 ，而

有可能是平台信息维护人员输入、或接收政府单位的信息 （例如政府可将未 申

报所得税的身份证及相关信息传入平台，平台可协助汇总相关信息在会员帐户

内）、或取得其他研究单位的相关统计信息 ，作为信息汇总或统计的来源之一

另外 ，由图3中可知 ，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2包含签章模块 2 1、分析条件

设定模块 22、报表模块 23、信息设定模块 24及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 25及资料

传输模块 26，其中该签章模块 2 1能够使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2以安全性签

章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 1，并 以安全性签章判断该个体的授权范

围属性后 ，即可借助该分析条件设定模块 22选择相关变量及范围，并进行分析

的相关条件设定 ，而该分析条件设定模块 22还与该行为分析模块 15相连接 ，因



此当分析条件设定完成后，该行为分析模块 15能够接收分析条件，由于该行为

分析模块 15内包含了相关统计机制，因此行为分析模块 15能够先连接资料库模

块 12的会员帐户 121 的其他参考信息 1213及行为信息 1217 ，并将分析条件、其他

参考信息 1213及行为信息 1217 导入统计机制中进行分析，而分析完成后，将结

果传送至报表模块23，并将分析资料转换并输出为一文字或图样的报表 （该报

表模块23能够接收行为分析模块 15的相关结果，用以生成对企业组织有相关效

益的报表，并提供不同阅读习惯种类的报表以作有效性 的判读）。

而该信息设定模块24在分析并生成报表后，则具有相当的参考信息可供使用，

因此能在该信息设定模块24设定信息接收者的类别 （例如潜在消费者、公司管

理者、研发者、主管机关 等），并在信息拟定后，由该信息发送模块 16接收

信息设定模块所拟定的资料，而该信息剥离模块 14除了能够剥离个人资料 1212

及其他参考信息 1213 之外，如图6所示，该信息剥离模块 14还能够由个人资料 12

11多剥离出一信息接收设定信息 1216 ，因此该信息发送模块 16借助媒合资料发

出方及接收方所设定的信息受理方式 （例如特定组织的特定类别信息仅限寄送

至特定e-mail, 或紧急促销方案以简讯通知 等），将信息发送出去。

[56] 另外，该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25能够进行双向授权，若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

求平台2为企业或组织吋，会员能够通过该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25授权企业或

组织 （授权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2 ) 读取或更新会员信息；反之，企业或组

织 （授权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2 ) 也能够授权会员使用唯一识别码作为其企

业组织内部资源的使用认证机制，其内容详述如下：

[57] 1. 会员授权企业组织：

主要为了取得及利用信息 （例如员工进入企业组织吋，同意企业取得个人信息

，以便用在投保一类的用途）、协助 自动更新信息 （例如员工在进入或离开企

业组织吋，须同意企业组织将其工作单位及工作期间增加其履历，以避免事后

维护的麻烦）为目的。

2 . 企业组织授权会员：

企业组织可通过授权，结合识别码机制，确认资源使用者身份后，授权资源的

使用并进行记录，例如继承平台认证机制及企业组织系统操作的认证设定，其



中继承平台认证机制能够借助相关API 、中介软体或系统导向方式 ，进行使用者

确认 ；而企业组织系统操作的认证设定则是借助会员同意后 ，读取该会员识别

码及其他必要需求信息等机制 ，作为使用该识别码操作系统的权限设定 （例如

企业ERP 系统 ，借助晶片识别码登入系统吋 ，借助ERP 系统 向本平台发出使用者

身份及授权条件的确认 ，系统间及使用者三方确认授权关系无误后即可进入系

统操作）。

[61] 而本发明的实施过程如图5A 、 B及 图6所示 ，当会员 （周小明）在该会员 申请

及登录模块 13所提供的网页上进行会员 申请吋 ，会输入个人资料 （姓名、国籍

、身份证字号、唯一识别码、手机、E-MAIL^ 性别、地址、婚姻状态、子女、

教育程度） ，输入完成后 ，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 1会 自动生成一组连接

用内部系统识别码SUID (该System User ID 内部系统识别码会与国籍、身份证字

号进行连接） ，而对应在该内部系统识别码会再产生至少一组唯一识别码记录

，用 以让会员能够得到对外使用的唯一识别码UUID (Unique User ID) 。

[62] 之后 ，如图5A所示 ，该信息剥离模块 14能够将会员所输入的个人资料 1211分离

为个人信息 1212 (个人信息 1212为个人专属信息 ，例如姓名、身份证字号、唯

一识别码及E-MAIL) 、其他参考信息 1213 (其他参考信息 1213为难 以归属单一

个体的信息 ，例如国籍、地 区、性别、婚姻状态、子女、教育程度）及 I D对照

表 1218 。

[63] 之后 ，该信息剥离模块 14能够按照所需 ，再将个人信息 1212依资料属性栏位进

一步区分 ，如图5B所示 ，将个人信息 1212按照电信公司与邮件类别进行区分 ，

而所得到的信息 ，由于并不会泄露个人身份 ，因此将其归进参考信息 1213 内。

[64] 另外 ，由于行为信息能够 由问卷调査、商业交易行为、所有权设定行为、系统

操作及存取行为及其他统计信息生成 ，但消费行为分析为一般熟知的应用范围

之一 ，因此 以消费行为做为范例说明，当会员消费，如图6所示 ，能够产生行为

信息 1217 ，之后 ，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2能够登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

用平台 1中，并将行为信息 1217储存 ，并得 以进行分析标的设定 ，而本案发明人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将分析标的设定为 「购买商品的偏好群体为男性或女性

？」 ，并将相关变量传送至行为分析模块 15后 ，所取得的分析结果是 「偏好群



体为男性」，并再生成一与变量有相关性的报表并传输至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

平台2。

[65] 接着，企业、组织或研究单位 （或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本身即为企业、组

织或研究单位）借助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2所生成的报表，得知后续应针对

女性群体的偏好进行改进，因此该信息设定模块24能够针对女性群体进行产品

改良样本测试的设定，并将设定值传送至信息发送模块 16，并依据所设定的内

容与对象，将信息传输至愿意接受产品改良测试信息的女性群体的个体。

[66] 而信息接收的部份，则区分为会员本身设定与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2设定

，其中会员的设定是指会员可预定、或接受厂商邀请后，筛选愿意接收特定类

别的信息种类，并按照其信息需求程度设定接收方式；而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

求平台2的设定则是为商品信息或相关知识发送的需求设定，厂商或研究单位可

在上述会员设定信息筛选及接收方式的条件下，进行相关信息发送对象的设定

[67] 因此，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个人资料统整应用管理方法，如图7所示，其步骤

为：

[68] 会员在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所提供的介面上，输入个人资料，以申请

会员帐户，而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能够将个人资料区分为可辨识会员

身份的个人信息与不可辨识会员身份的其他参考信息701 。

[69] 申请完成后，提供给会员至少一组唯一识别码，因此当会员产生行为信息吋，

而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通过签章的方式，将行为信息传输至个人信息

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进行储存702 。

[70] 之后，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以签章的方式，登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

平台中进行设定分析标的，接着，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将相关变量

传送至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用以由所设定的分析标的，对所有或部

分会员帐户的行为信息及其他参考信息进行分析，并转换为报表输出703 。

[71] 分析完成后，可在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设定信息发送的条件，而该个人信

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能够依据所设定的信息发送条件，将信息发送给信息需

求者704 。



[72]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及其方法，与其他常用技术相互比

较吋，还具备下列优点：

[73] 1.本发明能够将加入会员的个人资料进行筛选与区分，并将无法辨别个人身份

的信息剥离出来，用以与行为信息在系统中进行分析，并在分析完成后，让企

业、组织或是研究单位能够取得分析后的资料，仍保持信息有效应用的目的。

[74] 2 .本发明在分析后，会员及企业组织可就有意义的信息，进行信息接收者的类

别筛选及设定，并进行信息拟定及传送；而借助如此机制，将能够达到信息有

效性，以保护会员得到有效信息，避免垃圾信息的干扰。

[75] 3 .本发明提供给会员的唯一识别码，当会员使用吋，将仅会提供无法辨识身份

的信息，因此其他人无法由唯一识别码判断出其会员的真实身份与真实身份信

息，如此将能够保护会员的资料安全。

[76] 4 .本发明能够结合特定商品的单一识别码记录，也可作为物品所有权的宣告存

证用途，并可做到所有权移转宣告的记录存证 （例如数位音乐、电子书、会员

点数 等）；对会员也可做到信息集中汇总用途，并可做到信息筛选的目的 （

目前各厂商有各 自的信息系统，必须一一进入各厂商系统才能做到设定，非常

麻烦）。

5 .本发明的可辨识会员身份的个人信息仅供会员读取及变更，而企业、组织或

研究单位 （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无法直接存取；但若有存取需求，经会

员在授权同意其行为及存取范围后，方可进行，其具有历史轨迹可供双方査证

6 .另外，当企业、组织或研究单位 （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进行分析后，

仅能取得分析结果，但没办法取得分析样本的个人资料。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用以对会员的个人资料进行管理及

应用，其特征在于，包含：

一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与一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

相连接，其中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包含：

一中央处理模块，用以管理与运算整体平台的运行；

一资料库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相连接，用以将关于会员的相

关信息储存于一会员帐户内；

一会员申请及登录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及该资料库模块相连

接，会员借助该会员申请及登录模块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

应用平台后，能够输入个人资料以申请会员帐户，而该会员申请

及登录模块则会提供唯一识别码给会员，且该会员申请及登录模

块能够将个人资料储存于该资料库模块的会员帐户内；

一信息剥离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及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能

将个人资料至少区分为个人信息与其他参考信息，并以不同存取

权限进行控管；

一行为分析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及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用

以将该资料库模块的会员帐户内的其他参考信息及行为信息进行

统计与分析，而分析资料则能够再传至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的报表模块；

一信息发送模块，与该中央处理模块及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该

信息发送模块能够发送合适的信息给信息需求者；

一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与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

相连接，其中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至少包含：

一签章模块，用以使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以安全性签

章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

一资料传输模块，与该签章模块及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的资料库模块相连接，该签章模块将已结合唯一识别码记录的



行为信息 ，进行资料记录端身份确认后 ，借助该资料传输模块将

会员的行为信息传输并储存于该资料库模块 的会员帐户 内；

一分析条件设定模块 ，与该签章模块及该行为分析模块相连接 ，

以签章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 台后 ，能够借助该分析

条件设定模块选择相关变量及范围，并进行分析 的相关条件设定

一报表模块 ，与该行为分析模块相连接 ，用 以接收该行为分析模

块 的分析资料 ，并将分析资料转换并输 出为一报表 ；以及

一信息设定模块 ，与该信息发送模块相连接 ，用 以设定信息接收

者 的类别 ，并进行信息拟定后 ，则通过该信息发送模块传送给预

先设定 同意接收信息的会员。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该信息剥离模块更能够将个人资料依据各项资料属性栏位进行分

区，并储存于该资料库模块 的会员帐户 内，以不 同存取权限进行

控管。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该信息剥离模块能够 由个人资料 中剥离 出信息接收设定信息 ，而

信息接收设定信息至少包含有信息接收对象、范围及方式 ，且该

信息发送模块能够依据会员帐户 内所设定 的信息接收对象、范围

及方式 ，发送信息给信息需求者。

如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更包含一与该资料库模块相连接 的资

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 ，该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能够让会员与行

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 台针对各项用途进行双 向授权。

如权利要求4所述 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该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能够让会员授权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

平 台进行读取或增补变更会员信息。

如权利要求4所述 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 ，其特征在于：



该资料存取设定授权模块使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授权

会员使用唯一识别码作为其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内部资源使用认证

机制。

[权利要求 7]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该会员申请及登录模块能够将会员登入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

用平台的网路位置、吋间、及各类约定事项进行记录与管理。

[权利要求 8]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该个人信息包含了个人身份资料及其他参考资料，其中个人身份

资料为可辨识会员个体身份的相关资料，其他参考信息为难以归

类或无法辨识会员身份的相关资料。

[权利要求 9] 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该信息剥离模块还能够将个人信息再依据各项资料属性栏位进一

步区分，并将区分出不属于个人信息的信息内容归入其他参考信

息内。

[权利要求 10]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该资料传输模块进行资料传输吋，该签章模块能够确认行为信息

的来源，并作必要的安全性区分。

[权利要求 11] 一种个人资料统整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其步骤为：

会员于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所提供的介面上，输入个

人资料，以申请会员帐户，而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能

够将个人资料区分为可辨识会员身份的个人信息与不可辨识会员

身份的其他参考信息；

申请完成后，提供给会员至少一组唯一识别码，因此当会员持唯

一识别码进行特定行为吋，会产生行为信息，而行为记录及信息

需求平台能够通过签章的方式，将行为信息结合行为当下记录的

识别码传输至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进行储存；

之后，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能够以签章的方式，登入行为记



录及信息需求平台中设定分析标的，接着，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

求平台能够将相关变量传送至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

借助所设定的分析标的，对所有或部份会员帐户的行为信息及其

他参考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并转换为报表输出；以及

分析完成后，可在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设定信息发送的条件

，而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能够依据所设定的信息发送

条件，将信息发送给信息需求者。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个人资料统整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为会员、企业、组织或研究单位。

如权利要求 12所述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若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为企业或组织吋，会员能够授权行

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读取或更新会员信息。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若该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为企业或组织吋，行为记录及信息

需求平台能够授权会员使用唯一识别码作为其企业或组织内部资

源的使用认证机制。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所设定的分析标的，并没有权限可以对

可辨识会员身份的个人信息进行读取及分析。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的个人资料统整管理方法，其中行为信息不通

过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平台输入，也能够由行为记录及信息需求

平台协助其他信息统计或记录单位将信息输入特定会员帐号或以

通知方式为之。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个人资料统整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还能够通过亲属或其他代码设定

会员的关系连接，以此建立会员的不同关系树，并依据上下亲属

关系建立家族及旁支关系，自动建立相关族谱。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 个人资料统整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该个人信息处理及分析应用平台能够 自动产生一组专用于内部系

统信息连接用途的识别码，并利用该内部系统识别码生成或对应

至少一组唯一识别码，而该唯一识别码用以提供给会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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