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支持機構：









林思嫺林思嫺
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

阿包阿包
香港圖文作家

謝敏傑謝敏傑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助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

初小組

冠軍
學生名稱：周晞嵐
學校名稱：嘉諾撒聖心學校

初小組

亞軍
學生名稱：王泳荍
學校名稱：嘉諾撒聖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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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名稱：謝世傑
學校名稱：元朗商會小學

初小組
優異獎

初小組

季軍
學生名稱：曾柏朗
學校名稱：農圃道官立小學

「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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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

學生名稱：胡曦文
學校名稱：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學生名稱：何海懷
學校名稱：農圃道官立小學

初小組
優異獎

初小組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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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名稱：鄭皓文
學校名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學生名稱：曾澄
學校名稱：鐘聲學校

初小組
優異獎

14 15



高小組

冠軍
學生名稱：林泳瑜
學校名稱：北角衛理小學

作品標題：「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Ｙｅａｈ!

高小組

亞軍
學生名稱：鄭美珠
學校名稱：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作品標題：小兔子，幹壞事

「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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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小組

季軍
學生名稱：粱佩宜
學校名稱：鐘聲學校

作品標題：上網紀律要遵守　資料保密不失手

高小組
優異獎

學生名稱：林琰鈴
學校名稱：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作品標題：個人資料 不要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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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學生名稱：伍樂晴
學校名稱：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作品標題：個人資料 勿披露 保護私隱 第一步

學生名稱：鍾晴怡
學校名稱：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作品標題：使用個人資料要小心，別輕心，求安心

高小組
優異獎

高小組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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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學生名稱：林浩銘
學校名稱：慈幼葉漢小學

作品標題：個人資料最重要，自己提防要小心！

高小組
優異獎

學生名稱：羅想想
學校名稱：潮陽百欣小學

作品標題：保護個人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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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tudies advertorial-21 June 2018 (8.5,9)

什

網上世界多姿多采，大人小朋友都喜歡上網瀏覽、分享，甚至發表各式各樣的言論……

善用互聯網有助保持人和人之間的聯繫，然而濫用的話，則隨時成為傷害別人的武器！即使

只是一個惡作劇，在無限的網絡世界裏，有可能像以下的小學生般，既損害同學之間的關

係，更令受欺凌的同學身心困擾。

網上世界多姿多采，大人小朋友都喜歡上網瀏覽、分享，甚至發表各式各樣的言論……

善用互聯網有助保持人和人之間的聯繫，然而濫用的話，則隨時成為傷害別人的武器！即使

只是一個惡作劇，在無限的網絡世界裏，有可能像以下的小學生般，既損害同學之間的關

係，更令受欺凌的同學身心困擾。

如果你是浩明和小美的
父母或班主任，會怎樣
處理上述事件呢？跟涉
事同學的家長理論？
報警？置之不理？

如果你是浩明和小美的
父母或班主任，會怎樣
處理上述事件呢？跟涉
事同學的家長理論？
報警？置之不理？

網絡欺凌知多D！

上述兩事例都是網絡欺凌行為的典型例子。網絡欺

凌活動涉及的範疇相當廣泛，當中包括利用通訊科

技平台，如社交網站、電郵、網頁上的圖像對他人

作出欺凌行為，包括騷擾、抹黑、披露他人的

個人資料、誣陷或排斥他人，令對方感到不

安、尷尬，甚至困擾等，都是屬於網絡欺凌。無

論是成人或小朋友，在網絡世界同樣要尊重他人的

私隱，為自己的言論負責。

浩明在巴士上打盹，同學志強立即用手機拍

下這副醜怪模樣，更在照片中幫浩明畫大花

臉，然後在浩明不知情的情况下放上社交平

台公諸同好，隨即引起不少同學留言，相片

更被改圖成「萬能Key」在同學間廣泛流

傳。翌日，浩明回校後發覺自己成為同學間

的笑柄，一怒之下接連在網上進行反擊，卻

仍無法制止圖片的流傳，終於他按捺不住在

課室大吵大鬧，班主任見狀……

剛派成績表，小美的分數是全班最低分，被

同學笑她「考包尾」，更有同學在社交平台

上用「四眼妹考包尾」攻擊她。小美感到不

開心，於是向「朋友們」訴苦。但她的「朋

友們」不但未有給予真心支持和鼓勵，有些

同學更把她的私人對話紀錄上載網絡上「公

審」，說她不好好讀書卻怪別人笑自己。小

美自此不喜歡上學，令媽媽十分擔心……

（答案見本頁）

（答案： 1. 非 2. 是 3. 是 4. 是 5. 是）

「保障個人資料私隱」錦囊
小朋友經常手機不離手，爸爸媽媽和老師們不可能時刻「監控」他們，又從何得知他們有沒有涉及
網絡欺凌行為，當中是網絡欺凌者或是受害者呢？即使發現有網絡欺凌行為的發生，應如何處理？
如何教導小朋友正確和安全地使用網絡，以保護個人私隱？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PCPD.org.hk

更多保障私隱
Tips：

小朋友 緊記3個「勿」

勿隨便泄露個人資料！

勿在網上發佈虛假的資訊、言論、圖片、短片！

勿游說或「威迫」其他人參與網絡欺凌！

家長  老師「行動3部曲」

小朋友經常在瀏覽什麼網站呢？例如他們愛用哪些

手機應用程式、聊天室、社交網站、網上遊戲，從

旁多觀察，甚或親身使用了解是否有潛在風險。

師長可適時加入或參與孩子的網上活動，一方面可

以與他們保持溝通的話題，另一方面在過程中，教

育小朋友在網絡世界裏同樣需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

任及尊重他人。

要讓小朋友懂得分辨什麼是網絡欺凌，若受到欺凌

信息持續的騷擾，除了應向父母、教師和可信任的

成年人求助外，也可以利用社交網站的攔截功能或

連繫有關社交網絡的客戶服務部門，暫時停止或刪

除有關欺凌信息。還有要教導孩子檢視私隱設定，

適當選擇分享對象，而非盲目公開分享。

多
觀察

多
參與

多
教導

事
例
1

事
例
2

思考問題
以下的是非題，哪些屬於網絡欺凌行為呢？
家長和老師們可以陪同小朋友一起完成問題及討論，加深他們對網絡欺凌的認識。 

1  同學之間可以上載、分享彼此的相片、 感受。

2  同學們在網上展開罵戰，其中一人更將對方「起底」，公開某同學的姓名、電話、地址，以作反擊。

3     未得對方同意，擅自將私人對話的聊天紀錄放上網。

4  有人以匿名身分在社交平台上肆意批評或騷擾某同學。

5  奉網絡公義之名，可以對任何人的網上 言論進行「審判」甚至「懲罰」。

成績差「被公審」  不再愛上學廣傳「醜怪」相   網上互相攻擊

報章特約專輯 
2018年6月21日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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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特約專輯 
2018年6月28日  《明報》

最近在社交平台興起熱門的心理測驗遊戲，

敏兒身邊不少同學都已分享了自己的測驗結

果，於是立即試玩。在開始測驗前，該心理

測驗網站要求敏兒填上社交平台帳戶的登入

密碼。為了盡快進入遊戲，敏兒二話不說便

輸入所要求的資料，卻原來收集資料條款內

列明會存取敏兒的個人資料……

志強每次使用公共Wi-Fi後，都會繼續保留

為「慣用網絡」，讓智能手機日後可尋找

及自動連接這些免費的Wi-Fi熱點，十分方

便。但他想也沒有想過，怎麼自己的通訊

錄資料、信息會無端被截取，更被釣魚網

站取去多個個人帳戶密碼……莫非已墮入

黑客陷阱？

事
例
1

事
例
2

自動連接「慣用網絡」
即墮釣魚黑客陷阱

為遊戲熱潮  泄個人資料

網絡私隱知多D！

個人資料私隱涵蓋廣泛，包括姓名、社交網站的

密碼、行蹤、短訊、聯絡人資料等等，當中不乏

敏感資訊，必須好好保管！有不法之徒往往透

過盜取這些個人資料而獲得利益，故除了正

確使用網路外，更要時刻提醒小朋友上網時

要建立良好的習慣，如要留意社交網站的收集個

人資料聲明和私隱政策、避免提供過多的個人資

料等，安全使用網絡最重要！

（答案見本頁）

（答案： 1. 是 2. 非 3. 是 4. 非 5. 非）

「保障個人資料私隱」錦囊
無論對大人還是小朋友來說，個人資料都是十分寶貴的，
究竟要怎樣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才算是安全呢？

小朋友 緊記3個「不」
不要以為只是一班朋友分享意見或資
訊，有可能在自己不知情下，已無數次
被複製或轉發至其他公開的社交網，根
本無法控制誰人在閱覽。

不要接受你不認識或不肯定其身分的交
友邀請。

不要用相同的電郵開設多個社交網帳
戶，若有需要，可考慮不同的社交網以
不同的電郵地址登記不同名稱的帳戶，
並要記錄曾開立的帳戶資料，以便日後
適時刪除。

家長  老師「保障3部曲」

師長要多了解不同社交網站的分享機制是如何運作

的，從而多提醒小朋友在登記帳戶、下載手機應用

程式時要詳細閱讀有關條款，例如在開立個人帳戶

時，是否每一項個人資料都有必要提供。

必須提防網上的釣魚網站、惡意程式、病毒等等；

還有不明來歷的郵件亦盡量避免打開；電腦亦要設

置防毒保安軟件，並定時更新。

以不少社交網站為例，經常都要求提供電郵帳戶、

或與智能手機電話同步。若接受的話，有可能把你

全數的電郵、電話簿內的資料被匯集和整合，未必

能夠及時撤回；另外，在使用公共Wi-Fi時，要選

擇連接有加密的網路信號，以及在使用後刪除你的

「慣用網絡」，以免個人敏感資訊公諸於世。

多
了解

多
提防

多
保管

思考問題
以下的是非題，哪些屬於安全使用網絡的行為呢？
各位家長和老師可以陪同身邊的小朋友完成問題及討論，加深他們對在網絡上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認識。

1  下載免費軟件之前，應仔細閱讀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和私隱政策。

2  使用公用電腦時，為方便快捷，選擇讓電腦記住個人登入密碼。

3  登入個人的電郵或網上銀行時，要確保有關網站已採用SSL加密通訊。

4  利用流動裝置自動搜尋公用Wi-Fi信號，並使用裝置共享功能。

5  人人都玩的應用程式或網上遊戲必然安全，可以放心下載和跟朋友分享。

人人手執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已令上網成為很多人每天的「指定」動作！瀏覽五花八

門的資訊唾手可得、開立社交網帳戶與朋友分享相片、心情、看法……不過，在享受上網

樂趣的同時，有沒有想過已不知不覺犧牲了個人資料私隱而不自知呢？魔鬼往往藏在細節

中，無論是大人或是小朋友，都要懂得精明上網，以免如以下兩個小學生般，把個人資料

無條件公開，隨時跌入上網陷阱……

以上兩件事件，雖然對敏兒和志強看似未有造成即時的損失，然而，兩人的個人資料或者已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外泄了。如果你是他們的老師或家長，會怎樣教育小朋友正確使用社交網絡和公用Wi-Fi？如何灌輸小朋友學會保護個人私隱呢？

以上兩件事件，雖然對敏兒和志強看似未有造成即時的損失，然而，兩人的個人資料或者已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外泄了。如果你是他們的老師或家長，會怎樣教育小朋友正確使用社交網絡和公用Wi-Fi？如何灌輸小朋友學會保護個人私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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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學生而言，「保障、尊重個人資料」是怎樣一回

事？他們對相關私隱保障的認知程度又如何呢？由香港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主辦、教育局全力支持的「個人資料 由你

掌握」親子填色及漫畫創作比賽，從每份參賽作品的內容，

可見小學生不只知道保障個人資料是與生活息息相關，而且

都是色彩繽紛、內容有趣。主辦單位舉行了「個人資料 由

你掌握」親子填色及漫畫創作比賽頒獎禮，向得獎小學生

頒發獎項，並同場展出得獎畫作以作表揚。

在小學推廣個人資料私隱教育

　　現今資訊及通訊科技發達，小學生在日常
生活及學習過程中，很多時都會接觸及使用智
能產品。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向來注重
培育孩童從小認識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重要，
本年決定舉辦「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親子填色
及漫畫創作比賽，同期亦進行小學生保障私隱
活動，於5月至6月期間舉辦學校講座，為有興
趣參加這項比賽的小學生「加加油」，讓他們
更了解何謂個人資料及如何做個良好的網民。

　　首場講座在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舉行，有超過240名師生參加。其後在鐘聲學
校舉行的講座，超過500名師生參加，反應熱
烈。兩場講座均有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代表出席講解，更邀請為這項比賽設計主題卡
通人物的圖文作家阿包，講授創作及繪畫漫畫
的要點。

　　這次比賽有近120間學校參加，收到共
3,970份參賽作品，當中逾2,700份是初小組親
子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作品，而高小組的親子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作品亦超過1,200份。評審
小組就切合主題、創意、色彩配搭三方面為填

色及標語創作作品評分，而四格漫畫則按其內
容、構圖和技巧以及創意與啟發性作評審準
則，最後選出兩組別的冠、亞、季軍及優異
獎。這次比賽特設「最積極學校參與獎」，嘉
許兩間提交最多作品的學校。

從作品展現保障資料私隱信息

　　負起評審任務的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
署助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謝敏傑表示：「參賽
作品整體上都能符合這項比賽的推廣主題，而
且用色豐富，色彩斑斕。要從兩組別近四千份
作品中選出得獎者，是甚具挑戰性的任務。初
小組冠軍作品運用標識表達有較大機會洩露個
人資料私隱的地方，是很聰明的構思；初小組
其他得獎作品都顯示學生掌握了如何保護個人
資料的重點，而且作品以有限的篇幅表達重
點，需要參賽者有一定繪畫技巧。高小組冠軍
作品以黑客惡魔業績反映盜取個人資料成功
率，令人會心微笑，表達手法有趣且具豐富的
想像力；而亞軍作品以兔仔與紅蘿蔔的關係，
講解朋友間互相保障尊重私隱的重要，整體風
格都很統一，感覺清新。」

　　謝敏傑認為這次活動不僅是獲獎的學生得
益，未能獲獎的學生、介紹這項比賽及引導學
生參與的教師，以至與子女一起繪畫創作的家
長，同樣有機會加深認識日常保障個人資料的
重要。誠然，要小學生深入認識保障私隱的問
題是有難度，因為相關課題內容涵蓋非常廣
泛。因此，透過這項比賽讓小學生認識基本概
念，再演化為參賽作品的內容，並融入到生活
中應用，相信已經達到舉辦這項比賽的目的。

作品表達手法清晰有效

　　另一名評審是時任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
任的林思嫺，她表示：「初小組得獎作品的色
彩運用得好，口號寫得押韻及有節奏，容易讓
人留下印象，而且都能夠集中表達主題的意
思。高小組冠軍作品所提及的內容，是很多成
年人亦有機會犯錯的事，內容很貼近生活，表
達得非常清晰。其實，所有參賽作品整體表達
都很好，顯示小學生年齡雖小，但亦了解保護
私隱的重要性，這項比賽並非只注重勝負，而
是希望更多學生能夠學習及認識相關信息，達
到活動的目的。」

　　評審之一的阿包為活動設計主題卡通人
物，她表示：「初小組冠軍作品用很多標識設
計，主題清晰，色彩運用亦很豐富，這些都比
其他作品優勝；亞軍作品用漸變顏色的效果表
達，效果良好，對初小學生而言，塗漸變顏色
需要掌握用顏色的力度，要有一定技巧。至於
高小組作品由於是創作四格漫畫的關係，信息
必須要簡潔，字數不能太多，假如字數太多信
息過於豐富，反而會令讀者感到混亂。冠軍作
品畫風構圖都比較成熟，偏向日式漫畫的風
格，用色豐富，效果突出。」

　　這次比賽的得獎名單及作品現於香港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兒童私隱」專題網站內的
「2018小學生保障私隱活動」專頁展示，其中
親子四格漫畫創作比賽的得獎作品更有機會轉
化為約一分鐘的教育動畫，在公署各宣傳平台
上播放。

經過連串的教育及宣傳活動，各組

別的得獎者順利誕生及接受嘉許。

報章特約專輯
 2018年7月23日  《明報》

▲三位評審（左起）：時任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林思嫺、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助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謝敏傑及為活動設計主題卡通人物的阿包，一致同意參賽作品水準很高，主題清晰。

▲今屆比賽收到接近4,000份作品，評審

逐一欣賞及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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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組冠軍
林泳瑜和她的作品。

初小組冠軍
周晞嵐和她的作品

　　至於初小組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冠軍
嘉諾撒聖心學校周晞嵐的得獎作品，畫了
很多通訊科技常見的標識，令評審小組印
象深刻。原來周同學不是經常使用手機，
但是都知道各標識所表達的意思。除了標
識外，周晞嵐想到用小偷盜取個人資料的
表達手法，於是參考了一些可愛的小偷形
象加在作品的右下角，又與媽媽一起創
作，用了兩天時間完成了這幅得獎作品。

　　同組亞軍是同校的王泳荍，她學習繪
畫已有兩年，而且喜愛色彩繽紛的畫
面。王同學的作品有彩虹為背景，主角
亦配上不同的顏色，其中一個主角身上
的顏色更是漸變色彩，非常奪目。王同
學表示媽媽為作品創作了標語，爸爸則
創作了對白，可以說是一幅全家一起動
手完成的親子作品。

　　高小組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冠軍北角衛理
小學林泳瑜的作品，畫了一隻非常奪目的惡
魔。她用惡魔代表騙徒騙取個人資料，整個
故事內容都是個人的構思，而靈感源於平日
接收到的新聞報道。林同學表示：「我參加
這個比賽之後認識了更多關於保護個人資料
的資訊，以後不會接聽不明來歷的電話及提
醒家人及同學提防。」

　　同組亞軍得主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
學校的鄭美珠則以兔仔及蘿蔔為主角，透過
兩者的交往，清晰帶出保護個人資料的重
要。相對其他以人為主角的參賽作品，鄭同
學的兔仔及蘿蔔令評審小組留下深刻印象。
原來鄭同學曾經考慮用人為主角，但是本身
喜歡可愛的兔仔，她有個朋友則喜歡蘿蔔，
於是最後用了自己喜歡的兔仔成為創作故事
的角色。經過這個比賽後，鄭同學知道不要

隨便把自己的資料透露給不認識的人，亦不會
接聽不明來歷的電話，以避免洩漏個人資料。

　　同組季軍鐘聲學校梁佩宜的作品以電腦病
毒為靈感，她創作故事內容時，瀏覽了很多相
關網站，尋找保護個人資料私隱的資料，最後
歸納總結而編寫了這個故事。梁同學很愛繪
畫，已經學習繪畫九年，亦曾參加不少其他繪
畫比賽。對於今次獲得季軍感到很高興，而且
透過創作這作品提升了繪畫技巧，更認識了保
護私隱的資訊，甚為實用。例如收到不明郵件
時不會隨便開啟，或遇有不明網站要求提供個
人資料，亦不會隨便提供。 ▲高小組亞軍鄭美珠 ▲高小組季軍梁佩宜 ▲初小組亞軍王泳荍 ▲初小組季軍曾柏朗

　　同組季軍是農圃道官立小學曾柏朗，
他學習繪畫已經五年，在作品內加上梳
化、相架，並在相架內畫上一家四口，
簡潔而清晰地畫出家居環境。曾同學的
作品主題清晰又貼近生活，表達保障個
人資料與日常生活不可分開，獲得評審
小組的讚賞。

得獎學生各有靈感心思

藉教育培養學生資訊素養

任頒獎嘉賓的教育局高級課程發
展主任（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林婉珊，樂見學生參加活動後增加
了保護個人資料的意識。

　　「個人資料 由你掌握」親子填色及漫畫創作比賽頒獎禮，邀得
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林婉珊擔任頒
獎嘉賓，她恭賀各得獎學生並表示：「教育局十分支持這項活動。
我們希望透過活動提升小學生認識保護私隱的重要性。這次比賽約
有4,000份參賽作品，可見學生踴躍參與。參賽學生能運用生動的例
子，以及生活化的情景，表達如何保障私隱，作品質素都很好。」

　　林女士又說：「我們已將資訊素養的元素融入學校課程中。學
生在課堂學習，已經認識到保障個人私隱權，以及如何安全地使用
互聯網，在網絡保護自己。現時，學生經常瀏覽互聯網及與朋友透
過社交平台聯絡，需要從小開始培育保障個人私隱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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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講座花絮 日期：2018年6月1日 地點：鐘聲學校

日期：2018年5月10日
地點：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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