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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網路活動安全議題 

子題一：在網路上留下個人資料的問題 

您有沒有在網路上填過問卷？您有沒有收到過要您填問卷的電子郵件？或者，

在網路上加入任何的「會員」或「成員」？為了「登入」某些網頁，或取得免費的

資源(電子郵件帳號、網頁空間、下載軟體)而「註冊」？ 

上述的這些現象，是我們或我們的學生，在網路上常會遇到的。這些網路上常

見的活動，至少有一共通的特點，就是：必須填上我們的個人資料。對方所要我們

填的個人資料項目或多或少，可能有些差異，但是所要我們填寫的個人資料，基本

上都是為了能辨識我們的身分。 

站在對方的立場，為了避免有人重複填寫問卷；為了防止有人拿他們的電子郵

件帳號、網頁空間，從事不法的活動；為了通知我們領獎或提供進一步的服務⋯；

要求上網者，填寫足以辨識我們真實身分的個人資料，看起來也相當合理。事實上，

網路上也有許多活動，需要我們以真實的身分參加。所以在網路上留下個人資料，

看起來是不可避免，也是相當正常的行為囉。 

但是站在我們（填資料者）的角度，把這些不一定是公開的個人資料，幾近「公

開的」交付「別人」【註一】，難道沒有任何顧慮嗎？尤其，國民中小學的學生，都

還是未成年人。是否有哪些值得我們注意的事項？又有哪些是我們必須事先提醒他

們注意的事項呢？ 

我們來看幾個例子。 

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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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一個網路問卷活動，填完問卷之後，公開抽獎的報導網頁，用來徵信他

們的贈獎是真有其事。 

接下來，是我們政府單位辦的活動： 

例二： 

 

 

 

主辦單位是政府機構，獎品也滿誘人的。上網時順手填一下問卷，或許就能幸

運免費獲得一部還不錯的數位相機，相信有很多人都會覺得「何樂而不為」？我們

的學生，有多少人敢開口向家長要一部數位相機？但在網路上看到：順手填一下問

卷，或許就能免費擁有一部「自己的」數位相機，他們會不會心動？甚至馬上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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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例三： 

 

上面這個例子（例三），和「例二」一樣，都是政府單位主辦的活動。 

接下來，再看二個商業機構辦的活動。 

例四： 

 

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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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四及例五的獎品還不錯，但還不至於好得太離譜，就常理判斷應該是滿正常

的活動。更何況，上面五個例子，列舉的都是徵信的網頁，證明「填問卷，得好禮」，

不是虛構、不是騙人，是千真萬確的事。 

 

網路問卷調查有很多的優勢【註二】，而這類的活動究竟有多少呢？ 

我們簡單的以「『網路』 AND 『填問卷』」，在幾個入口網站或搜尋引擎搜尋一

下，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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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千多個網站」到「將近兩萬個網頁」，即使扣掉可能重複的搜尋結果，只

取十分之一，其數量也是相當可觀的。 

網路填問卷的活動，可以說是在上網時常常會見到的活動，那參加這類活動的

人數多不多呢？ 

我們以「蕃薯藤」網站公佈的「台灣網路使用調查結果」為例，簡單整理成如

下表格： 

網路調查時間 有效回應資料 

(剔除重複、不全等回應、答

題矛盾之問卷) 

2002.11.19～2002.12.03 12,189 

2001.12.08～2001.12.21 (未公佈) 

2000.11.06～2000.11.19 33,962  

1999.11.23～1999.12.05 30,313  

1998.11.15～1998.11.30  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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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2.10～1997.12.25  38,645 

1996.12.04～1996.12.27 22,113 

由此可見，參加網路填問卷的活動人數，也是滿可觀的。 

 

以上陳述了網路上常有問卷調查的活動，並且為了吸引人們填答問卷，往往還

附帶有抽獎或贈獎的活動，讓人們有機會幸運獲得獎品。在這裡，我們先不討論有

可能涉及「網路詐欺」的議題。我們僅先假設，網路使用者經過了至少三項的判斷：  

1.主辦單位是我們覺得可以信任； 

2.他的網址看起來很正常，甚至可以通過我們的求證(例如透過查號台查詢該機

構電話之後，再打電話求證)； 

3.獎品看起來還滿合理。 

認為該活動是「正常的」網路問卷調查，因此才予以填答。 

這樣子，對主辦者及參加者二方面都有利，應該是雙贏的活動，有什麼需要顧

慮的嗎？ 

首先，參加者至少應該會填上自己的電子郵件帳號，如下圖： 

 

也有的調查問卷，會要求使用者填寫更多的個人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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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調查問卷，要求使用者填寫的個人資料，非常的詳盡。且看底下這 

個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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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抽獎後聯絡方便」，必須填寫：「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聯絡電話、

居住地址及電子郵件， 另外：年齡、學歷、目前居住地點、婚姻狀況、最近一年平

均月收入、行業、職位、擁有或經常使用哪些電子或資訊產品」，蒐集這麼詳細個人

資料的問卷，其目的似乎已不僅止於抽獎後聯絡中獎者。這樣子，會不會沒人填？ 

根據網路上公布的訊息，從 2002.11.19～2002.12.03 半個月的調查期間內，雖

不如往年的三萬多份，也還能有一萬兩千多份的有效問卷。可見在網路上填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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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盡的個人資料者，還真是大有人在。 

除了「為了抽獎後，聯絡中獎人員」之外，「加入會員」也是常見的，必須在網

際網路上填寫自己的個人資料的行為。有時候，想要下載某些免費或試用軟體時，

亦會被要求先填寫自己的一些個人資料之後，才能開始下載。另外，BBS、聊天室、

網路留言版等地方，也是容易讓人在有意或無意之間，留下自己一些的個人資料在

上面；最常見的，當然是自己的電子郵件帳號。 

 

在網際網路上填寫個人資料的隱憂 

 

在網際網路上活動，如果不經思慮輕易的填寫個人資料，會有什麼隱憂呢？我

們先從幾個案例看起： 

案例一： 

一九九七年十二月，美國 Fleet Bank 的客戶在做完該銀行的一份網路問

卷調查後，當晚信箱中的電子郵件便暴增為兩百多封--全部是廣告信 ，

相同的劇情在美國不斷上演，在台灣也同步上映 。 

(資料來源：http://www.cyberlawyer.com.tw/alan4-08_4-2.html) 

案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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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二是筆者收到的電子郵件。可見我的電子郵件帳號，已成為別人濫寄郵件

的對象之一。 

 

案例三： 

 

案例三也是筆者收到的電子郵件。顯示在留言板上留下的電子郵件帳號，也有

可能成為別人濫寄郵件的對象之一。 

 

上述三個案例提醒我們：光只是留下個人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就很有可能讓我

們成為「垃圾郵件」的寄發對象。雖然說，會成為「垃圾郵件」的寄發對象這個問

題很複雜，但是我們自己留下可供別人聯絡我們的電子郵件信箱，應該會是別人發

送廣告郵件的最愛。這些不請自來的電子信件，不但耗費時間下載、造成上網時間

與費用的雙重損失，還得花功夫清理以免信箱爆掉。對青少年兒童而言，色情網站

等等的垃圾郵件，會藉由此一管道把一些不當資訊，直接送到青少年兒童的眼前，

更是令人憂心。 

在網頁上填寫身分證字號及電話號碼，也很稀鬆平常，一般人似乎很容易的就

相信它是必須要填的。但是藉由身分證字號可查得稅籍資料，如股票、銀行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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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抵押狀況；藉著電話號碼可以查得住址，再由住址可以查得不動產地號、建

號等資料。(資料來源：如何保密個人秘密資科，臺灣高雄監獄網站政風法令宣導，

2003/2/18，

http://www.ksp.moj.gov.tw/bulletin_detail.asp?news_id=7&kind_id=4)未成年

人或許沒有股票、存款、房地產等，但若未經指導，他們很有可能輕易洩漏家人或

朋友的個人資料。此外，如果網頁上或電子郵件中，出現的是要我們填上信用卡卡

號、任一本(可以轉帳的)存摺號碼、甚至是密碼等欄位，我們的學生或家人是否已

經明確知道：這是危險的！  

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往往也會在網路中發生。底下藉一個現實生活中的例

子，來說明未保護好個人隱私資料所可能遭遇的麻煩。 

案例四：「你兒子開車撞死人了！」 

根據 2003/07/22 的新聞報導：「詐欺集團新騙術」在屏東市詐騙得逞的案件。

1.  詐騙集團取得某學生家中電話、地址等資料後 

2.  抓住家長無法精準瞭解在外的孩子動態 

3.  打電話給該學生的父親，騙稱「你兒子在高雄市開車發生車禍，還撞死了人」

4.  歹徒充分掌握受害家長「六神無主」的焦躁情緒 

5.  並且很精巧地找來不同人員，在電話中詳細地回答家長各式問題 

(歹徒對受害者的資料了解愈多，就愈容易取信於受害家長。) 

6.  然後在電話中提醒他要擔起責任，只要儘快匯出廿萬元和解金，就可以減輕刑

責。 

7.家長受騙爲了減輕子女刑責，急忙籌錢匯出。事後才發現受騙。 

 

資料來源： 

http://yam.udn.com/yamnews/daily/1459475.shtml  

   2003/07/22 記者林順良／屏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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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際網路上填寫個人資料的注意事項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有機會必須填寫個人資料，在網際網路上填寫個人資料，

似乎也很難避免。填寫個人資料，並不一定會有危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網路上

填資料，具有風險，而且其風險不一定會馬上顯現。如同騎乘機車必須戴安全帽，

開車必須繫上安全帶，上網際網路時，也應該注意安全，在填寫個人資料之前，先

審慎考慮一下。多一分注意，就多一分安全保障。而對於未成年人，我們應該事先

告誡他們：如果有人或有網站要他們在網路上填寫自己和家人的真實姓名、年齡(生

日)、身份証字號、就讀學校、班級、家裡或學校地址、電話號碼、電子郵件帳號、

電腦密碼、行動電話、家人職業、家人工作地點、信用卡資訊、護照號碼、銀行戶

頭號碼......等等資料，一定要事先和父母商量後，才可以填寫。未成年人也許記

不住上述那麼多項目，但是叮嚀他們：在網路上填寫自己和家人的資料之前，應該

先得到家長的同意，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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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二：聊天室與網路之狼 

什麼是「網路聊天室」？ 

網路聊天室(Chat Room)一般簡稱「聊天室」。它是網際網路中，可以提供多人

同時在線上進行即時交談的一種服務。在網際網路上，只要點選進入同一個「聊天

室」中，便可你一言、我一語的在裡頭交換意見或高談闊論，真的就很像一群人在

聊天一樣。進入「聊天室」中，除了可以和一群人或聽一群人聊天之外，大多數的

聊天室也都會提供「悄悄話」的功能，讓使用者（俗稱「網友」或「室友」）還可以

選擇特定對象竊竊私語一番。 

 網路上有成千上萬的聊天室可供選取。國內較有名的入口網站，幾乎都有提供

聊天室這項服務，因此並不用花很多時間去尋尋覓覓，只要是使用瀏覽器上網，很

輕易的便可找到各式各樣、各種話題的「聊天室」。除了數量眾多，聊天話題的名稱

琳瑯滿目之外，聊天室還提供使用者可以「開闢新的聊天室」，以吸引別人進入這個

空間談天或談心。 

想要進聊天室，或者說是要使用聊天室這項服務，有的只要在網頁上直接點選

即可；有的則必須先註冊，成為該網站或公司的會員之後，才能進入他們的聊天室。

國內著名的入口網站中，網擎公司（Openfind）的 OpenChat 就不需要註冊，也不需

要安裝額外軟體，直接在網頁上點選，便可以進入聊天室找人交談。圖 2-1-1 是在

OpenChat 聊天室中的交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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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網擎 Openfind 聊天室的畫面 

 

其他的著名入口網站如：Yahoo 奇摩、番薯藤、PC home Online 網路家庭、

Hinet⋯⋯等等，則都必須先註冊成為會員。目前在這些網站註冊會員都是免費，申

請人只要找一個不與別人相同的帳號，並且填寫個人基本資料，就可以「馬上成為

會員」，程序上相當容易。 

圖 2-2-2 和圖 2-2-3 分別是 Yahoo 奇摩網站和番薯藤網站上，聊天室使用中的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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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Yahoo 奇摩聊天室的畫面 

 

 

圖 2-2-3 番薯藤聊天室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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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聊天室後，並不需要複雜的操作技能，不必花太多時間學習，便可以和形

形色色的人，在網路上即時交談與互動。 

 

 

網路聊天室的特性 

 

早期的網路聊天室，人們只能透過文字來互動。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網路頻

寬的不斷提昇，網路多媒體進展的非常快速。如今使用影像及聲音來替代文字，透

過網路攝影機或麥克風，直接以影像及聲音作為互動工具的聊天室，也愈來愈多。

使用聊天室變得更加容易（不需要學打字，也不會因打字速度慢而熱絡不起來），但

延伸出來的問題也更加複雜。 

也許很快的我們就可以見到，會有學校在其電腦教室或校園網路中，提供學生

自由使用網路攝影機。但以目前的情形來看，學生在學校中上網聊天，還是以文字

交談的方式居多。再以網際網路的發展歷程來看，在可預見的未來，使用文字進行

溝通的方式，也不會被淘汰。因此，我們還是先把焦點放在以文字為主要溝通模式

的聊天室。以文字為主的聊天室值得注意的特性，有三點： 

1.即時的：一般而言，進入同一個聊天室的人，大致上都是同時在線上的。對

別人的發言，我們可以馬上給予回應；而自己的發言，也能立即獲

得回饋。一樣都是可以透過網路和別人互動或溝通，但是 BBS（電

子佈告欄）、News group（新聞群組或網路論壇）、Discuss Board

（討論區）、E-mail（電子郵件），就比較缺乏聊天室這種能即時互

動的功能。 

2.多人的：一間聊天室可以同時容納數十人，甚至上百人。進入聊天室往往可

以見到熱鬧非凡的對話，更可以隨時挑選其中的任一位，進行一對

一的悄悄話。其可以產生互動的對象與變化，非常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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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匿名的：進入聊天室聊天，並不一定要使用真實身分，除了每個人都可以為

自己取一個「暱稱」【註三】，更可以為自己塑造一個完全不同的身

分。有點類似參加化妝舞會，每個人都可以挑選一個自己喜歡的面

具戴上，並且化身成各式各樣的人物。因為可以隱藏真實身份，所

以可以百無禁忌，暢所欲言。日常生活中怕得罪人的言詞、怕別人

取笑的話語、羞於啟齒的話題⋯⋯，都可以毫無遮攔的、盡情的宣

洩出來。也因為可以隱藏真實身份，所以也可以藉由「變身」，獲取

現實的利益，或彌補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所無法得到的心理滿足。 

光就上述三項特性來看，我們不難了解，聊天室是很能引人入勝的網路活動。

它能吸引很多人，所以網路上才會有那麼多的網站，肯花許多成本來於設立聊天室，

免費提供這項服務。 

參考資料： 

根據交通部資料顯示：台灣地區上網人口突破八百萬，平均每三人即有一人曾上

網。其中，台北市上網比例更超過一半以上，上網族群以十二歲至二十歲的青少年

為主，這個資料告訴我們：少年是運用網路的重要族群之一；目前少年上網大多數

是在網路上玩連線遊戲，也有透過網路聊天室結交朋友，網路已成為現代少年與陌

生人互動的重要管道，但其間因為網路交友而發生逃學、翹家、援助交際或遭受性

侵害等事件時有聽聞，其所帶來的問題關係著少年、家庭、學校與社會；所以少年

網路交友不僅關係著少年其生心理、行為、社會性的發展，也影響了家庭成員的互

動關係，因此是我們關切少年生活的一項重要課題。 

資料來源： 

2003.7.27 引自 台北市少年輔導委員會「e電少年網路交友 e把罩」網站 

http://jcc.tmpd.gov.tw/e-young/page/buttom001.htm 

 

在網路上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使得聊天室變得更加新奇好玩。但是別人

也可以隱藏他們的真實身份，卻使得網路聊天室也能危機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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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來觀看底下這一張圖片，請您猜猜看：在聊天室中自稱是大明或是小美的，

會是坐在網路另一端的哪一位？ 

 

圖 2-2-4 猜猜我是誰？ 

 

圖 2-2-4 顯示出在網路聊天室中聲稱自己是大帥哥的，有可能真的很英俊，但

也很有可能會是一匹大色狼。在網路聊天室中言談像個小天使的，實際上卻有可能

是隻大恐龍。另外，網路聊天室就好像是眾人得以進出的公共場所，兩人之間的對

話有可能被其他不相干的人看到，並且被偷偷記錄下來。 

對未成年人而言，當他們坐在電腦前面，對於顯示在螢幕上的種種訊息，感覺

上都是他自己親眼所見，很容易就會信以為真。若沒有師長適度關切與指導，放任

未成年人毫無戒心的進入網路聊天室，其實是相當冒險之事。 

 

 

有關網路之狼案例的探討 

前面提過在網路上可以和別人意見交流的服務，除了聊天室和 I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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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ing【註四】之外，尚有：BBS（電子佈告欄）、News group（新聞群組或網路

論壇）、Discuss Board（討論區）、E-mail（電子郵件）、甚至「留言版」。基本上 BBS、

News group、Discuss Board、E-mail、留言版等，都是比較靜態的，可以不發一語

只看別人的意見，沒有人會在意。但是網路聊天室具有多人存在同一虛擬空間、即

時交談的特性，除非只是基於一時的好奇，進入網路聊天室僅是為了窺探其態貌而

已。要不然在網路聊天室中，難免就會和「陌生人」產生互動。經過一段時間的交

流互動之後，很自然就會進到所謂「網路交友」的情況。 

「網路交友」亦是網際網路中的正常活動，有其正面的意義和價值。但由於網

際網路匿名的特性，加上未成年人的心智未臻成熟，使得網路交友經常是未蒙其利，

先受其害。我們先看一則報導： 

參考資料： 

根據中時電子報 2003 年 07 月 04 日的報導， 

「持續進行網路安全調查的終止童妓協會指出，協會調查發現，國中、國小學生最

常去網路聊天室交朋友，從監看結果發現，最近網路聊天室已成為交友陷阱，許多

有心人士時常進入網路聊天室裡，和未成年孩子聊天，取得他們的信任，再誘騙他

們出來性侵害。」 

資料來源： 

http://home.kimo.com.tw/glbtnews2002/z/20030704-4.html  

 

「網路聊天室成為交友陷阱」，並不是危言聳聽。未成年人在網路交友過程中受

到傷害的案例，最常被報導的便是所謂的「網路之狼」。以下是幾則有關網路之狼的

案例。 

案例一：刑大偵破網路之狼「大貓」案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新聞稿 

刑大電腦犯罪專責組偵破網路之狼「大貓」，專門於網路上誘騙未成年少女，予迷

姦後再帶往汽車旅館姦淫猥褻，並拍攝成色情光碟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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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電腦犯罪專責組於今（九十）年八月初於上

網搜尋色情網站之際，發現化名為「大貓」之犯嫌於網路新聞群組中，非法散佈女

子陰部特寫之猥褻圖片。並留廣告販賣號稱以催眠及藥劑迷昏手法拍攝之國中三年

級處女影片。嫌犯另以一年新台幣三千元之價格招攬﹁偷拍俱樂部﹂會員，且在網

站上公佈拍片計劃及陸續出片等廣告吸引更多同好加入該站會員，進而牟取暴利。

該廣告信中首張色情光碟，便以迷昏北部某知名高中女校學生所拍攝完成，警方於

偵查過程中發現拍攝者身體之特徵，在影片中清晰可見，也成為警方指證嫌犯的重

要證據，該嫌迄今所拍攝之影片共九集，計有國中三年級少女、幼幼陰部特寫、國

二半裸偷拍、女子如廁偷拍等影片，犯嫌更強調將繼續誘騙幼齒無知之少女以催眠

手法拍攝影片及徵募女子從事自拍影帶。⋯⋯」 

資料來源： 

http://tmpd.gov.tw/tmpdweb-v4/newinfo/new/90103003.html 

 

案例二：兩少女遭網友性侵害後綑綁丟入水圳   

 

兩名少女上網聊天並與網友相約見面，卻遭到前去的網友綁架， 

15 歲的表姐疑遭到性侵害得逞後，兩姐妹的雙手就被綑綁，投入附近的排水圳。 

妹妹雖然幸運掙脫上岸，落水的姐姐則於數日後在東港外海尋獲屍體。 

 

資料來源： 

http://www.ettoday.com.tw/2002/08/08/91-1337395.htm 

http://www.ettoday.com.tw/2002/08/08/91-1337593.htm 

http://www.ettoday.com.tw/2002/08/08/91-1337543.htm 

 

案例三：大學生誘騙女網友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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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一名大學觀光系學生，涉嫌在網路上誘騙女網友外出後性侵害得逞，被害人

數多達 10 人，其中甚至有 14 歲的國中女生受害，警方將這名網路之狼函送法辦。

 

資料來源： 

http://www.ettoday.com/2003/06/09/140-1466377.htm 

 

案例四：利用網路誘拐未成年少女 

十九歲鄭姓青年，利用網路聊天室與未滿十四歲女孩認識，相約於網咖見面後，帶

往附近處賓館加以性侵害得逞，日後並多次將少女約出加以性侵害，還唆使少女四

處向友人借錢，以供鄭姓青年花用，......。 

 

資料來源： 

http://www.ettoday.com/2003/07/17/139-1484433.htm 

 

案例五：電腦工程師 販毒兼騙色 

電腦程式設計師蘇俊銘涉嫌在電腦網路聊天室賣搖頭丸，並在電腦聊天室說要以每

月 18 萬元包養女人。陳姓女國中生在網路上說要讓對方包養，並留下電話，雙方

當天相約見面，但陳女未赴約，蘇打電話給陳女，稱說從上網聊天紀錄可查出陳女

住址，若不赴約，要在網路上公布陳女電話及住址，並將此事告知她的父母。......

 

資料來源： 

http://yam.udn.com/yamnews/daily/1470227.shtml 

 

從案例一及案例三，我們可以發現受害者並不只一人。落網的嫌犯甚至還不諱

言，如果沒被警方逮捕，他仍將繼續透過網路誘騙少女。案例二的兩位少女並未違

反「不要單獨和網友見面」的守則，兩位少女一起前往約會的理由並未被報導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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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常理判斷，多找一個人陪同，可以彼此保護，卻沒想到兩人一起去，並沒有多

一層保障，反而多了一個受害者。而這些專門利用網路誘騙、性侵害少女的網路之

狼，從無業青年、大學生、到電腦工程師都有。案例五的國中女生，看起來是一個

比較幸運的例子，當事人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但這個案例也可以看到另一個

常見的問題，這位國中女生，就在聊天過程中，把他家裡的電話告訴了對方。 

網路之狼一詞通常是指利用網路誘騙女性見面，再伺機加以性侵害者。這麼嚴

重的侵害事件，是不是只有上述的這幾件呢？底下這一則報導，提供我們一個概略

的參考數字： 

參考資料： 

「根據女警隊統計，前年因網路交友而遭到性侵害的案件有六十多件，到了去年則

暴增至一百二十七件；而往年寒、暑假都是類似案件的「旺季」，今年暑假還沒開

始，就已經有四十四件，平均三天就有一件發生！」 

 

資料來源： 

番薯藤新聞 

2003/06/16  記者 游淑綺、朱正庭／聯合報導 

http://yam.udn.com/yamnews/daily/1387383.shtml 

上述的統計數字，雖然只是某一個市女警隊的非正式統計，但也足以讓我們警

惕到透過聊天室進行網路交友，有可能受到的傷害，竟然有這麼多、這麼嚴重。 

換個角度來看，網路之狼的案件，或許只是網路交友過程中，不幸受到嚴重傷

害的例子之一。我們不能把網路交友和網路之狼畫上等號；我們也不能一提到網路

聊天室，就高喊：「狼來了！」但是「網路聊天室成為交友陷阱」這樣的報導，我們

的確應該把它視為警語，正視未成年人在網路聊天室中可能遭遇的危險。 

 

聊天室的隱憂 

未成年人在網路聊天室中，有哪些令人憂慮的事項？有哪些潛藏的風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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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網路色狼、戀童癖、人格異常之類的人士而言，容易偽裝自己或以化身出

現的網路環境，是其最理想的活動場所。但是對未成年人來說，不僅不容易

察覺對方的不良意圖，甚至完全不知道會有危險存在。 

2.未成年人在聊天室與陌生人聊天，遭受對方謾罵、侮辱或言語暴力等的侵害，

心理可能受創，卻又不知如何處理或向師長求助。 

3.在現實生活中，和朋友談論自己和家人的個人資料以及生活訊息，是相當平

常的事情。因此在網路聊天的過程中，未成年人也很輕易就透露出自己的資

料、家人的生活狀況等訊息。 

4.未成年人較容易受到誘騙，將父母的信用卡帳號、存摺號碼、網路帳號，甚

至密碼告訴他人。 

5.易受到煽動或鼓舞而單獨去與網上認識的人會面，或是單獨在家的時候允許

網上認識的人到家中來拜訪。 

6.有可能接觸到色情、暴力、死亡、恐怖等不當資訊而受到傷害。 

7. 有可能接觸到飆車族、不良幫派等次文化，不知不覺中受其不好的影響，甚

至於被對方所吸收。 

 

 

聊天室延伸的相關議題 

由網路聊天室所可能延伸出來的議題，除了網路交友、網路之狼之外，還有網

路戀情、網路一夜情、網路色情、網路援交，甚至還有網路沈迷等議題。 

這些相關議題，在教育部設立的中小學教師網路素養與認知「教師 e 起來」網

站（http://eteacher.edu.tw/）中，有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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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網站還提供了「教學素材」，可供中小學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加以運用。建議中

小學教師仔細瀏覽這個網站的內容，並善加運用這個網站上的資源。 

我們就不在這裡繼續闡述這些議題。 
 

最後，針對未成年人使用聊天室的隱憂，我們還有一項「生手上路」的問題，

希望提出提醒老師們注意。 

參考資料：  

奇幻的網路交友 

 

生手第一次接觸到聊天室，還不知道聊天室中每個人的暱稱、身高、年齡、職業是

可以作假的。我很老實的填入我的真實資料，身高一八○、職業模特兒（剛來台灣

時，我曾做過短暫的兼職模特兒），也認真的看著其他人的資料。 哇，每個人的來

頭都不小，不是帥哥、就是美女，身高都一八○以上。原來，能進到聊天室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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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都這樣優啊。那時我是這麼興奮的想著。 雖然數據在前，我還是秉持著大膽求

證的好習慣，在進入聊天室後馬上打上一句話：  

［你們真的都是身高一八○的模特兒嗎？］  

結果，很快的，我就被踢下線了。 

 

資料來源： 

20030820  取自  

http://www.books.com.tw/prod/series/series9576079500-6.htm 

上面這段「生手上路」的經驗談，讀起來相當風趣。但老師們請不要忘記：在

學校裡，每年可能都會有很多網路生力軍，第一次踏入網際網路的世界。 

老師們可能會覺得：上網應注意的安全事項，我已經重複提醒過學生很多次了！

但是千萬別忽略了，在學校裡或許是學生剛升上有資訊課程的年級、或許是家中剛

連上網際網路、或許是轉學或種種情形，每年都還是會有「生手上路」。我們可不能

把「生手第一次接觸到聊天室，還不知道聊天室中每個人的暱稱、身高、年齡、職

業是可以作假的」，當作笑話來看。身為師長，應該致力防範於未然，不要讓類似的

事情發生在我們學生身上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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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青少年兒童網路活動安全措施 

 

自從民國八十八年度教育部提報「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內需六十四億

元追加預算案，並於八十八年九月完成之後，全國所有國民中小學，每校都至少有

一間電腦教室，並且全數透過 TANet連上網際網路。之後，教育部雖然沒有補助完

成全國「班班有電腦(可以連上網際網路)」的計畫，但仍有資訊種子學校等的補助，

很多學校也自行應用電腦維護經費及其他資源，努力完成校園網路建置，使得目前

教室電腦能連上網際網路的情形，相當普遍。加上近幾年 ADSL、Cable Modem 等寬

頻網路的發展，還有「網路咖啡」的到處林立，學生從學校、社會、到家庭，都能

很輕易的接觸網際網路的環境。 

網際網路無遠弗屆，其所影響的層面及範圍，極其深遠與複雜。他也像７－

elenen 一樣提供 24 小時全年無休的服務，讓人們無論在學習、生活、或休閑娛樂等

方面，都可享受到無比的便利。環顧我們周遭，有各種「e 化」的措施與努力，如果

要我們現在的學生不要去接觸網際網路，實在是既不合時宜，也幾乎是不可能的事。

我們的學生幾乎是不可能不去接觸網際網路，但是學生在接觸網路的過程中，卻可

能遭遇到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至少包括： 

（一）輕易洩漏個人的隱私資料。 

（二）接觸到大量的外國或是中文的色情、賭博、犯罪等等網站； 

（三）接觸到可經由網路下載色情圖、影片、mp3 或是未經授權的電影影片等的

站台。 

（四）經由郵件主機傳送色情圖片、mp3 等的應用。 

（五）經由網路聊天室、bbs、或經由 E-Mail 發送匿名信等散撥不當言論、毀

謗與援助交際等。 

（六）經由網站、電子郵件等方式進行犯罪行為。 

（七）因為網路匿名性、隱密性的誘惑及學生的好奇心，容易衍生如網路一夜

情、網交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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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沉迷於網路的遊戲世界中。 

因此，我們不能放任學生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就踏入網際網路中冒險；教師

們當然也不能夠忽視有關資訊安全的議題。只是資訊安全方面的議題，往往也和整

個網際網路一樣的廣泛與複雜，其中還有許多層面，涉及相當艱深的專業知識，並

非老師們所能完全掌握。在這裡我們蒐集、歸納了一些，我們認為教師們應注意、

能注意的資訊安全議題，在前面分兩個主題加以報告。希望對提昇校園的資訊安全

能夠有所幫助。 

雖然每個學校的校園網路環境與資訊設備，並不完全一樣。我們每位老師所面

對的學生，更是包含了許多個別差異。但是大家在實務工作崗位上，所累積的經驗

是相當寶貴的。透過以下幾個問題，希望能藉由腦力激盪與經驗交流，促使大家都

能更有收穫。謝謝大家！ 

 

討論題綱 

1.在保護學生個人資料、成績、行為或輔導記錄、試題（尚未實施評量的命題

資料）方面，除了「網路芳鄰」「儲存於共用電腦上的資料」「密碼設定與保管」 「班

級網頁」等，還有哪些學校教師應該注意的事項？ 

2. 我所服務的學校是否曾針對校園網路的環境及學生使用網路的行為，擬定或

定期修訂「網路使用規範」？該由誰擬定或修訂？如何進行？ 

3.從我們學校的電腦連接至網際網路，有哪些不當資訊的防治措施？老師們是

否知道這些防治措施的目的及限制？ 

4.老師如何得知學生的網路活動情形？檢視學生上網歷程，會不會侵犯到學生

隱私？  

5.在保護青少年兒童網路活動安全方面，有哪些措施是我們老師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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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一】網際網路上，除非經過特殊的加密技術，要不然，在上面傳送的資料，

都像是「明信片」一樣，是「公開的」，只要是有心人，並不難從中攔截，蒐集這些

資料。另外，網際網路「匿名」的特性，也使得有心人也很容易偽裝自己。我們認

為我們我們在「甲單位」的網頁上填寫資料，有可能真的是「甲單位」，卻也有可能

是偽稱「甲單位」的「任何人」。 

【註二】和傳統的紙本問卷調查比較，網路問卷調查至少可以有下列的優勢，

例如：不用印製紙本問卷、不用寄發或請人分發問券、不用考慮是否必須幫填問卷

者準備文具、填問卷者只要確認填完問卷就等於確定問卷已完成回收、回收的問卷

不需額外的資料轉換或編碼便可直接進行統計分析。其每一項都可省下相當可觀的

人力、物力、以及時間。 

【註三】「暱稱」也有人說成「暱名」，有點類似自己取一個綽號或小名，通常

可以增加親切感。「暱稱」和「匿名」容易混淆，暱稱是「親切、親密的稱呼」，匿

名則是「隱藏真實姓名及身分」。不過使用暱稱，也可以有匿名的功用。 

【註四】Instant Messaging 翻譯成「即時通訊」、「立即訊息」、「即時通」、「立

即通訊」或其他，目前翻譯的名詞尚未統一。它有點像是 B.B.Call、網路電話、視

訊電話等工具，提供人們在網路上找尋特定的人，呼叫對方，一但對方「接聽」或

「回電」，雙方就可以立即透過網路通訊。電腦要有這樣的功能，當然也要再安裝軟

體。目前比較盛行的這類軟體，有：ICQ、MSN Messenger、Yahoo Messenger 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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