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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好你的電郵帳戶及智能手
機電話簿

社交網可能要求你提供電郵帳戶，或與你

的智能手機電話簿同步，以便為你配對朋

友。此舉有機會把你的電郵帳戶或手機的

整個電話簿匯入社交網中，當要撤回時未

必可行。

確保防毒軟件是最新的版本

社交網讓我們聯繫更加方便，但當中可暗

藏惡意的網絡連結或檔案。因此，應確保

為你的電腦／智能手機的防毒軟件及操作

系統安裝最新的保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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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熱線 : (852) 2827 2827

傳真                   : (852) 2877 7026 

地址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號陽光中心12樓

電郵              : enquiry@pcpd.org.hk

如何保障你的個人資料
資料保安及個人安全

使用新功能時要留神

社交網是試驗新意念的好平台，但設計者

未必有周詳考慮對私隱的影響。因此，使

用新功能時切要留神，並要知道如何在有

需要時，可關閉這些功能以保障自己。

刪除不再使用的帳戶

刪除你不再使用的社交網帳戶，把你在互聯

網上留下的零碎資料減至最少。記錄你曾開

立的帳戶，以便日後有需要時可作刪除。

不核實，會遭殃

別人在互聯網上提供的資料（包括其身份）

未必是真實的，也不容易被核實。因此，點

擊看來是服務供應商發送的連結、與網上結

識的朋友會面、或向他們提供資訊、金錢或

協助前，請三思。

— 

在網絡世界保障私隱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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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被公開 

細閱私隱政策

了解社交網會如何處理由你提供用作登記

用途的個人資料及其後在該網分享／張貼

你的個人資料。

避免提供過量的個人資料

開立帳戶而被要求提供個人資料時，要考慮

是否每項資料均有必要提供。（例如：即使

社交網須限制用戶的年齡，為何要求你提供

出生日期及月份，而不只是年份？）

以不同的電郵地址登記

如想避免其他人在不同的社交網匯集你的資

料，可考慮在不同的社交網以不同的電郵

地址登記不同名稱的帳戶。如你在多個社

交網使用相同的電郵地址或帳戶名稱登記，

別人很容易追查到你的身份。

私隱設定

了解社交網如何運作

在張貼資料前，請確定了解資料分享機制

是如何運作。

了解社交網會如何分享你的個
人資料

了解能否開立不同的朋友群組，以限制每

個組別只可以看到哪些你所張貼的資訊。

不時檢查私隱設定頁

有些社交網會經常更改其私隱設定。你要

定期檢查私隱設定頁，查看有甚麼個人資

料可被分享及如何分享。

不要接受不認識的人作「朋友」

不要接受你不認識或不肯定其身份的人的

交友邀請。

覆水難收

個人資料一旦在網上公開，便可以給複製

或永久保存，而你再也不能控制誰人可以

閱覽。你會上載一些會流傳於網上任人閱

覽，而你又可能日後感到後悔的資料嗎？

你張貼的資訊是否可以面對時
間的考驗？

試想若日後別人（例如：對年青人來說，

未來的僱主和大學負責收生的職員）看到你

今天張貼的訊息或相片，會有甚麼反應？

一圖勝千言

相片可能會引起尷尬，或當中包含一些你

不打算分享的資料（例如：背景的公司標

誌、可辨認你在何處工作／讀書的制服、

顯示你姓名的名牌或票據等）。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張貼別人的相片前，或在所張貼的資訊中

透露別人的身份前，應徵求當事人的准許

（例如：張貼他人的尷尬相片可能對他們

造成始料不及的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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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第三者應用程式

有些社交網的第三者應用程式（例如附加遊

戲）的私隱設定會與社交網有別，或會取

得你個人檔案中不同的資料，然後交予第三

者。使用前，請確保你了解該應用程式對私

隱保障可能帶來的影響。

別人可在你不知情下，從各種
途徑匯集關於你的資料

即使在不同的社交網留下零碎的個人資料，

若結集起來，可足夠把你「起底」。

社交網不是完全虛擬的

如果你留下太多與自己或朋友相關的資料

（例如身在何處），別人是不難在現實生

活追蹤或辨認你的。

小心別人會在你不知情下，複
製及轉發你的意見到其他公開
的社交網

你可能認為只是與一班好友分享意見，無

傷大雅，但在你不知情下，他們也可複製

及轉發你的意見，令你感到尷尬。

自動刪除的功能不一定可靠

有些社交網聲稱可以自動刪除你曾分享的

訊息或相片。但切勿過分信賴這種技術，

因為它也有可能出錯或會被收件者繞過 。 

張貼前想清楚！

登記社交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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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絡世界保障私隱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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