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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教學重點 活動型式 時間 教學材料 / 工具

1. 簡介  短講 5 分鐘

2. 網絡安全

    睇真啲！

建立使用網絡的

安全意識

 故事分享

 全班討論
15 分鐘

 簡報

 故事聲帶

3. 停一停，

    諗一諗

提昇學生

自我保護的能力
 全班遊戲 15 分鐘  簡報

4. 總結  短講 5 分鐘

大綱：

網上安全攻略 搜尋

1. 建立使用網絡的安全意識

2. 提昇學生自我保護的能力

培養品格

教學重點

謹慎

謹慎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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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時間：5分鐘

內容：1. 老師介紹是節內容及活動流程

2. 主題活動一：網絡安全睇真啲！

教學重點：建立使用網絡的安全意識

時間：15分鐘

內容：

1. 老師播放簡報中的故事，故事內容講述芯芯於網絡上所遇到的遭遇。

2. 老師按故事劇情，向學生進行提問。

活動流程

1. 故事當中，芯芯於網絡上遇到了什麼情況？

2.  於日常生活中，你有沒有遇過這些情況？當時你怎樣處理？

提 問

網絡上滿佈不同的陷阱，只要我們一不留神，可能會損失金錢，甚至心靈上

也會受到傷害。因此，我們需要提高警覺，小心使用互聯網。

小結

謹慎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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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題活動二：停一停，諗一諗

教學重點：提昇學生自我保護的能力

時間：15分鐘

內容：

1. 老師播放簡報，簡報中會出現不同的情境，學生需代入情境，討論後以「V」字

    的手勢代表選擇「Go」；而「X」的手勢代表選擇「Stop」。

2. 老師統計哪個決定較最多人選擇，並先播放該情境的結果，然後再播出另一結果。

3. 老師可因應學生情況及時間，自行選擇合適的情境與學生討論。

你可以看到安安傳送給你的笑

片，但電腦經常彈出不必要的

廣告及拖慢了電腦的速度。

你沒有因一時好奇而瀏覽網址，

避免了弄壞電腦被媽媽責罵。

安安傳送不明來歷的網址給你，你會�瀏覽嗎？情境一：

選擇 選擇

帳戶得到保障，可安心發言及

傳送電郵與同學交流。

被其他人盜用帳戶，於校聯網內

發怖一些不屬於自己的言論。

於校內使用校聯網後，你會登出網頁嗎？情境二：

選擇 選擇

謹慎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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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下載到該應用程式後，不

但不能使用，更令電腦不幸

中毒。

你避過了電腦壞掉的危機，

可繼續安全上網。

情境四：

選擇 選擇

你想使用電腦下載某個應用程式，但它要求你關閉防火牆

才可下載，你會關閉防火牆嗎？

於網上與該名陌生人無所不

談，但原來他是不法份子，

於視像通話時引誘你脫掉上

衣，然後向你勒索金錢。

沒有接受邀請，能保持良好的

個人形象及避免被人勒索金

錢。與此同時可多花時間與同

學建立關係及參與課外活動，

認識到不同的新朋友。

於社交網站有陌生人邀請你作為朋友，你會接受邀請嗎？情境五：

選擇 選擇

陳老師從內聯網轉寄一篇新聞給你看，希望於明天的課堂上

一同討論。你會開啟瀏覽嗎？

你看到老師傳送給你的新聞，

增進知識。

因害怕中毒而沒有開啟，於課

堂上未能參與討論。

情境三：

選擇 選擇

謹慎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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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能夠玩到該線上遊戲，

但電話號碼洩露，收到大量

宣傳電話。

詢問媽媽後，為了安全，還

是放棄玩這線上遊戲。媽媽

稱讚你懂得保護個人資料。

玩線上遊戲前，遊戲網頁要求你輸入電話號碼，你會輸入嗎？情境六：

選擇 選擇

你享受到社交網站帶來的樂趣。但

社交網站充滿危機，你有次發佈的

言論被大批的網友批評及攻擊。期

後你虛報年齡來登記社交網站的事

被網站管理人知道，帳戶被刪除。

你能遵守網站的規則，可保

護你免受網絡帶來的傷害，

如：網絡欺凌。

選擇 選擇

情境七： 社交網站要求你年滿13歲才可登記做會員，你會虛報年齡

來登記嗎？

情境八： 你使用電腦時，防毒軟件彈出需要更新的視窗，你會立即更

新嗎？

選擇 你的電腦安全，避過病毒

入侵。充滿網上

安 全 知 識 的 你

被 老 師 選 中 為

「 電 腦 安 全 大

使 」 ， 為 同 學

服務。

選擇 電腦被黑客入侵，電腦的資

料被盜取作不法的用途。

電
腦
安
全

大
使

謹慎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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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九：

因一時好奇而瀏覽了色情或暴力

的資訊，腦袋不時充斥著有關資

訊而感到不安。

明白及遵守有關年齡限制，

能夠保障你免受不良的資訊

影響，你便可安心上網。

當你正在上網的時候，其中一個網頁要求年滿十八歲才可觀看

當中的內容，你會繼續瀏覽嗎？

選擇 選擇

school-schoolclass.com

討論區校園

校園

討論區

電郵

新消息

我的日記

1. 你認為自己謹慎地使用互聯網嗎？為什麼？

2. 以謹慎的態度使用互聯網有什麼好處？

提 問

當我們面對著網絡上的種種陷阱，我們要提高個人的警覺性，以謹慎的態度

作出選擇，好好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和財物，以免受到傷害和損失。

小結

謹慎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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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會為我們帶來樂趣和便利，但我們也要謹慎地使用它。

 總結（5分鐘）

「謹慎小知識」

i. 「網址檔案望清楚，千萬不要亂下載」

   - 不明來歷的網址及檔案可能會使你的電腦中毒

iii.「個人資料要保密，不應告訴陌生人」

   - 個人資料是我們寶貴的財產，我們應好好保管，以免被人盜

     用，招致損失

iv.「網上交友要小心，免被欺騙及傷害」

   - 網上世界充滿立心不良的網友，稍有不慎，隨時被騙金錢或

     身心受到傷害

v.「離開一定要登出，安全上網最醒目」

   - 瀏覽網站後謹記要登出，以免被人盜用帳戶

ii.「色情暴力教壞我，遠離它們最恰當」

   - 不良的資訊會使我們有錯誤的價值觀，我們千萬不要去接觸

HP

SP

謹慎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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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安全睇真啲！故事內容

簡報 1

簡報 2

旁白：今日係星期日，芯芯趁媽媽外出探望外婆的期間，偷偷地係屋企上網玩遊

戲。平日芯芯最鍾意玩一隻叫做「舞動節拍」的線上遊戲，既刺激，又可

以同一大班志趣相投的朋友一齊玩。平日媽媽唔俾芯芯玩咁耐電腦，所以

芯芯會借個帳戶俾佢個同學安安，叫佢幫手升level同賺金幣。今日難得媽

媽唔係屋企，芯芯就諗住

大玩特玩。

同學仔，你估下芯芯借左

個帳戶俾安安之後，會發

生咩事呢﹖

芯芯：「等我睇下先，咦！點解我唔見左件『星光戰衣』嘅﹖

          唔通係安安佢偷左﹖太可惡啦，我一定要問清楚佢！」

?

?
?

謹慎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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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3

旁白：於是，芯芯就打電話質問安安。

芯芯：「有冇搞錯呀安安，點解我會唔見左件『星光戰衣』   ﹖係咪你偷左﹖」

安安：「唔… 唔係呀… 係上次大強話佢等住件戰衣升level… 我咪諗住借俾佢用

住先囉… 佢話好快會還番俾你 啦… 你繼續升住level先啦，我幫你去問

下佢啦…」

芯芯：「我唔理你呀，我下次再上線的時

候，一定要見番件戰衣   。」

安安：「知道啦，放心啦你。」

?

?
?

簡報 4

立即下載
取消

架

旁白：如是者，芯芯又開始繼續玩遊戲。係玩玩下嘅中途，個視窗突然彈出一個

提示…

芯芯：「等我睇下先… 上面寫住『如果想賺更多的金幣，就立即下載呢個應用程

式…』唔… 咩黎 ﹖下唔下載好呢﹖可以賺更多的金幣喎… 好啦！下載

左先算啦！」

旁白：下載左之後，你又估下事情的發展係點﹖

謹慎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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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5

旁白：數分鐘之後，果個應用程式終於都下載完啦，芯芯好開心見到自己多左

2000個金幣。但係芯芯發現電腦的速度似乎愈黎愈慢，有時仲會斷線。

芯芯：「做咩部電腦好似慢左咁多咁嘅… 唔理咁多啦！都係係媽媽返黎之前打多

幾個回合先。」

2000

(訊息聲音) 玩家：「有免費魔法石！可以令到你升level升得更快，有興趣就留低

姓名、電話號碼同地址。」

芯芯：「咁著數﹖留啲資料啫，應該冇乜野嘅… 都係唔好執輸啦！」

旁白：留左資料後，芯芯又會遇到咩事呢﹖

簡報 6

謹慎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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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8

簡報 7

旁白：過左一排之後，電腦壞左，媽媽懷疑電腦因為下載左一啲不明來歷

的程式而導致中毒。另外，芯芯發現自己遊戲帳戶入面的道具愈來愈

少，原來係安安將芯芯的道具係遊戲入面售賣，以獲取金幣自己使

用。更嚴重嘅係，芯芯將自己的個人資料洩漏左俾個陌生人，引發左

一連串的電話騷擾同金錢詐騙。

旁白：芯芯係電腦前面玩左成個下午，媽媽終於都返到嚟，芯芯認為自己過

左一個非常充實的下午，但係佢唔知道原來自己所做的事會引黎嚴重

的後果。

謹慎謹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