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ouTube、Instagram、面書、推特這些網站及其他一些社交網站的名字對大多數 
“經常上網”的網絡用戶來說非常熟悉。事實上，使用社交網站是青少年和成人最喜
歡的消閒活動之一。

分享可以是有趣和有益的。但是，如果不謹慎地選擇你要分享的內容和對象的話，後果有可能
會十分嚴重。幸好社交網站使用者有很多方式去限制他們分享的內容和保障他們的個人資料。
只要在上網時能做到小心謹慎和採取預防措施，你就可以在享受上社交網站的樂趣的同時亦可
以保障自身的隱私。

隱私的重要性
人們在社交網站上分享各種事情。例如：一些有關你的寵物可笑行為的影片，就可以與大眾分
享而不會因此給你帶來麻煩。其他例子如：在網上發佈自己贏了彩票則是危險的。要保護自己
的第一步是要有能力去分辨兩者之間的差異。看看你能否就下面的例子分辨出在社交網站分享
這些信息的潛在危險：

什麼不“適合”做？

在社交網站中保護自己的
隱私 

Sarah，居住在三藩市，在
推特上發微博說自己在夏
威夷正享受著長假期的美
好時光。（當她回到居住
的寓所時發現家裡被人破
門而入。）

Joe，一名希望得到晉升機
會的的員工，在網上發佈
了一則抱怨僱主的貼文說 
“我工作的公司對待員工
就像對待奴隸一樣！”
（Joe的僱主在一名同事的
面書上看到了Joe的貼文。
看來Joe應該很難有晉升的機會了。）

Janice，一名十七歲的高
中生，正在辦理大學入學
申請。她在Instagram貼出
了一張在朋友的派對中喝
啤酒的照片。（Janice首
選的大學在查閱申請人在
社交網站的活動時會拒絕

那些行為有問題的申請人，如未成年喝酒。）

Ricardo喜歡在生日時得到
大家的祝福。因此他在社
交網站個人資料的頁面上
公開了自己的生日日期和
他高中畢業的年份（82年
班）（Ricardo的身份被
盜。有人從他的貼文中取
得他的出生日期、他的名

字和其他資料，並用這些資料入侵了他的一個
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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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上分享照片和短片、與朋友和家人保持聯絡、推廣構想和設計并無不妥。不過你
必須要考慮到你發放的資料將會被他人使用, 尤其是一旦不慎被一個不懷好意的陌生人
獲取，他將會如何使用你的資料。

選擇你的讀者群 
當你開設一個社交網站的賬號時，你可以在選
項裡更改預先設置的讀者群以迎合自己的喜
好。有些網站，你還可以在發貼時改變各種不
同的設置。所以在發貼分享前，要清楚了解各
社交網站的隱私選項並按需要做出更改。

雖說這些設置可能很有效，不過你不可以因此
而覺得高枕無憂了。因為雖說你限制了讀者
群，可這並不意味著你發的貼子其他人看不
到。例如，你控制不了其他人轉發你的貼子。
而且你也阻止不了其他人複製和轉發你分享給
他們的資料。這樣的話，只要在網絡搜尋器上
鍵入你的名字，你的圖像、賬戶資料和內容就
有可能被找到。

因此，要做好預防措施。在發貼之前，仔細想
想誰有可能會看到你的貼文：僱主、客戶、同

事、老師、證據機構、業主、保險公司、祖父
母，他們現在或是將來都有可能會看到。

不管你的讀者群里設置了什麼限制，都千萬不
要在網上分享下列各項資料：

  l 工卡號碼  

  l 母親婚前的姓氏、具體生日日期 

（年、月 、日）或其他可查證身份的資料  

  l 個人地址或電話號碼 

  l 你當前的位置（實時位置）或任何可以跟

蹤你的資料

  l 任何暴露空巢或只有你或子女獨自在家的

資料



•要為你的電腦和手機裝置設立一個開機登入
密碼或PIN號碼。

•要設立一個高強度的賬號密碼（需要包含最
少8個混合數字、英文字母和符號）並經常改
換密碼。不要在所有賬號里使用同一個密碼。
當你在社交網站上分享了你的寵物或孩子的名
稱的話，就不要使用它們作為你的密碼。當你
需要選擇保密問題時，選擇一些沒有其他人知
道答案的問題。

•要確保在每次使用公共電腦登入自己的賬戶
后一定要記得退出。建議大家在使用完個人電
腦和裝置後也要退出賬戶。

•如果電腦彈出儲存登入資料的選項，不要選
擇讓你的瀏覽器儲存你的登入資料。或在瀏覽
器設定或喜好裡的安全、密碼、同步或自動填
寫等選項中剔選合適的方格。

•啟用和定期更新你的安全軟件（加密軟件、
防火墻、防毒軟件和反間諜軟件等）。

•在開設賬戶前，要仔細閱讀該公司的隱私條
款，以了解你的個人資料和裝置上的數據將會
如何被他人使用。

•不要下載來歷不明的應用程式並且要查看用
者評論和閱讀隱私條款。

•要閱讀你的社交網站和應用程式發布的所有
通知，以免錯過任何條款的變更。如果你不滿
意變更后的條款，你可以註銷該賬戶和（或）
解除安裝該程式。

•不要讓應用程式發佈你的位置。

•要告訴你的孩子如何安全和負責任地上網  
（包括提醒他們有關網上的色情訊息），並且
在他們的賬戶里設置強制保護隱私措施。使

個人化你的私隱設定

登入你的賬戶，然後找尋一個分節標題, 私
隱、設定或喜好，或使用幫助功能尋找和
了解網站的特點和工具。如果你還需要幫
助，可以通過網站或程式的鏈接聯絡社交
網站的支援人員，在社區或討論區提出問
題，或在網絡上搜尋你的問題（例如“如
何在某某社交網站使用私隱設定？”）。

這樣的話，你便可以調整你的設定去限制
能夠讀取你的個人檔案、聯絡資料和你分
享的內容的讀者。如有需要，你可以根據
不同的分享內容選擇不同的讀者群，並且
可以“封鎖”或“刪除好友”以控制你的
曝光度。（你必須知道，就算你可以回去
並更改之前所發貼子的讀者群或者把它完
整刪除，貼子有可能因為截止時間太遲而
被擴散出去了。）

當你不確定的時候不要分享！

保護隱私應該做的和不應該做
的事情
要保障自己網上的隱私，除了設置讀者權限
外，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方法。以下是相當
有效的十六條『該做』和『不該做』的事：

•在填寫個人資料時不必把所有欄項都填完， 
你可以選擇要填入披露什麼資料。

•不要接受不認識的人的請求或邀請以增加自
己的“朋友”或“追蹤者”。更不要答復陌生
人的問訊。

•不要發佈個人資料或照片，如你的新跑車、
家居內部等，或是分享自己的旅行計劃，因為
這樣會引來騙徒和盜賊。

•不要回應任何需要提供個人資料的測試、遊
戲、優惠券或其他引誘物。這樣做的話有可能
引來騷擾人的市場推廣，甚至是騙案。

•不要進入任何不知名的網站。因為這些鏈接
有可能是傳播病毒或是盜取你電腦裡的資料的
間諜軟件。



用“父母監控”功能並定期檢查孩子的網上交
際。

•要遵守僱主訂立的公眾媒體條款，如果有的
話。

信息資源
瀏覽以下鏈接以了解更多有關保護個人隱私和
安全上網的資訊。  

StaySafeOnline.com [https://www.staysafeonline.org] 

管理你的應用程式

通常，應用程式是指可下載軟件，用以提升
手機和平板電腦的應用功能。此應用程式可
以獲取你的裝置裡的資料，包括聯絡人資料
和訊息。有些程式（不是所有程式）會要求
得到你的許可以獲取這些資料和（或）你的
位置。

要管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的設置，首先要在
社交媒體網站優先選擇設置或在說明部分裡
找尋應用程式、資料分享或類似的設置。然
後把設置調整至你覺得合適的水平。要防止
某個應用程式收集和在公眾媒體發放個人信
息，應仔細檢查該應用程式的設置。閱讀該
程式的隱私條例和數據使用政策。然後決定
你是否覺得合適或需要解除安裝該程式並以
另一個程式取代它。

Privacy Rights Clearinghouse (社交網上隱私) [https://
www.privacyrights.org/social-networking-privacy-how-be-safe-
secure-and-social]

Google Safety Center [https://www.google.com/
safetycenter/]  

Online Safety Institute (網上父母須知) [https://www.fosi.
org/good-digital-parenting/] 

OnGuardOnline.gov (保護兒童上網安全) [http://www.
onguardonline.gov/topics/protecting-kids-online] 

Common Sense Media (負責任的青年人社會媒體) 
[http://www.commonsensemedia.org/blog/talking-about-sexting]

TrustArc (隱私須知) [https://www.trustarc.com/
blog/2011/04/27/5-privacy-tips-for-mobile-app-users/]

How to read a privacy policy 如何閱讀隱私條例 
[http://oag.ca.gov/privacy/facts/online-privacy/privacy-policy] 

CNET (保護你的網上聲譽) [http://www.cnet.com/how-to/
how-to-manage-your-online-reputation-for-free/] 

CTIA-The Wireless Association (手機裝置安全) 
[https://www.ctia.org/consumer-resources/protecting-your-data] 

AARP (老人協會手機安全) [http://www.aarp.org/home-
family/personal-technology/info-2014/cyberproof-stolen-phone-
kirchheimer.html]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安全使用公共無
線上網) [http://www.consumer.ftc.gov/articles/0014-tips-using-
public-wi-fi-networks#Mobile] 

Apple (Mac) [http://www.apple.com/support/osx/
passwords/] or PC [http://pcsupport.about.com/od/tipstricks/ht/
newxppassword.htm] (如何設置開機和喚醒待機密碼或
PIN碼)

ConnectSafely (設置高強度密碼) [http://www.
connectsafely.org/tips-to-create-and-manage-strong-passwords/] 

PasswordsGenerator.net [http://www.passwordsgenerator.
net] 

PCMag.com (最好的密碼管理好幫手)  [http://www.
pcmag.com/article2/0,2817,2475964,00.asp]

有關消費者行動
www.consumer-action.org 

消費者行動通過多語消費教育資料，社區外
展服務和焦點問題代言，維護全國弱勢群體
的消費者在市場經濟中的權益並協助他們提
升經濟能力。

消費諮詢與協助：消費者有投訴可提交至 
https://complaints.consumer-action.org/forms/english-form 
或致電415-777-9635（用中文、英文和西班
牙文答覆）。

關於這份指南
本指南由Rose基金贊助，消費者行動編輯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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