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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記得最近看過一部美國電影片名

叫「Every	mother’s	worst	 fear」，

故事情節大約是敘述一位16歲單親家

庭的女孩，因母親忙於工作疏於照

顧，女孩寄情於網路聊天室，無意間

透漏個人家中狀況、寂寞及期待關心

的感受。沒想到在電腦另一端正是一

位專門誘拐未成年少女，並強拍裸照

放置於色情網站上的不良份子。歹徒

逐次掌握此一少女在聊天室的行蹤，

藉由多次線上聊天互動表達關心並取

得其信任，最後將少女約出加以綁架

並強拍裸照得逞。片中少女驚恐不解

的問歹徒：「你是如何找上我的？」

歹徒的回答居然是：「不是我找上你

的，是你希望被人注意。」沒錯，這

可能是一幕幕電影中的情節，但令我

們社會中多數父母及教育人員擔憂的

是此一情節亦正在我們真實的社會生

活中上演著，打開報紙或電子新聞會

見到斗大的社會新聞版，報導某某國

中少女被網友約出見面並遭性侵害得

逞；甚至有大學生，為了網友離家輟

學，即使事後得知網友已婚甚至有

犯案紀錄也不後悔。而近幾年來更

出現國小的個案，例如在2004年二月

底，一個年僅國小六年級的女童，於

網路上化名為「小梅」，透過網路交

友媒介，大膽進行了所謂的網路援助

交際，而「小梅」也成為全國到目前

為止網路援交最年輕的個案(中國時

報，2004)。

我們不禁要問到，當學校老師在

教室中認真的教導學生認識網路科技

的便利性與重要性時，如何讓學生不

僅受惠於科技之便，學習如何正確適

網路世界不設防─
淺談兒童及青少年網路安全的重要性

−	歐陽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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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使用科技的同時，是否更應教導

孩子認識如何安全的使用網路科技，

以免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當兒童或青

少年因一時的好奇、渴望關懷認同而

在缺乏足夠的自我保護意識時，往往

容易成為網路使用的受害者，此時身

為家長及老師的我們，除了焦急外，

應該如何積極的參與孩子的網路使用

進而協助孩子了解網路安全的重要觀

念，也愈形重要。基於此點，本文將

就目前網路安全相關之文獻做一綜

整，以期能對兒童及青少年的網路使

用安全議題有初步之瞭解，並喚起社

會大眾對此一議題之重視。

二、�兒童及青少年網路安全的

相關研究與發現

其實，國內外很多研究者或相關

網路安全機構均已提及兒童及青少年

網路安全的重要性及相關親子守則，

但真正以兒童及青少年網路安全為主

題所進行的實證研究卻相當有限，茲

就近年來此一方面可蒐羅到的研究結

果及發現綜合整理如下：

(一)�網路上可能接觸到的不當資訊

針對會使用網際網路的兒童及青

少年，我們需要關心的是通常他們上

網時是在做什麼？孩子到底暴露在何

種資訊下？父母老師的擔憂是什麼？

雖然大部分的網路資訊都有助於拓展

兒童及青少年的學習視野，但是相對

的，卻有不少有關成人導向或是不當

的網站資訊暴露在他們面前，而這些

資訊多是年幼學生在上網時不小心接

觸到，更糟的是有心人士會利用網路

接觸孩童或青少年，以進行危險或

不法勾當(賽門鐵克公司，無日期)。

根據賽門鐵克公司在其專屬的官方

網站上(網址為http://www.symantec.

com)	所發佈的一份國外調查報告顯

示：在美國10到17歲的未成年子女

中，有25%曾收到過暴露性的圖片，

而且在去年一年裏，每五個兒童就

有一個曾經受到性誘惑。另外，澳

洲聯邦政府組織NetAlert及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的最新研究報

告也發現：幾乎有半數的澳洲兒童自

陳他們曾暴露在網路上的色情、賭

博、或帶有猥褻語言及暴力的資訊；

有接近四分之一(23%)的學童曾在網

路上瀏覽時，有陌生人與他們接觸過

(Ralston,	 2005)。這樣的數字除突顯

出網路上不當資訊的管制與過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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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外，更加警告世人需關切兒童暴

露在不當資訊的危險及保護措施教導

的迫切性。澳洲kidsonline@home的

調查報告中曾調查父母的意見顯示：

父母最擔心孩子上網的兩大問題，一

是暴露在色情資訊中，二是與陌生

人溝通(Ralston,	 2005)。澳洲參議員

Helen	Coonan說這些研究發現顯示我

們有迫切需要去教導兒童認識線上的

潛在危險，特別是與陌生人接觸。但

她也特別強調「很重要的一點是，兒

童並不需要因此而畏懼網路，因為它

是很有趣而且非常有用的工具。」但

卻需要教育兒童及青少年認識網路的

安全問題，例如在怎樣的情形下陌生

人會企圖接近他們，以及他們要如何

提高警覺性(Ralston,	 2005)。因應此

一需求，澳洲聯邦政府組織NetAler t

及Australian	Broadcasting	Authority

兩機構已發起一系列的專案計畫協助

教育家長、老師及兒童網路安全教

育。

英國教育出版社 ( E d u c a t i o n	

Publication	Company	Ltd.)	在1992年

11月出版的教育刊物名為Education	

(UK)，當期報導指出英國教育與

能力部(Depa r 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 ls	 of	Great	 Br ita in)正擬發

起一項名為「個人電腦世界安全上

網運動(PC	World’s	 Sa fe	 Sur f ing	

Campaign)」呼籲家長要針對青少年

在家中上網情形多加留意並加強家長

網路安全的教育，因為根據他們所做

的調查發現：(1)有超過70%年齡在十

歲以上的孩子經常在家中上網，其中

四分之一的人在網路上看過成人照片

或資料；(2)80%的父母不知道如何在

家中電腦設定安全保護的機制以保護

孩子觀看到可能有害的資訊。主持這

項運動的英國教育部長Ivan	Lewis說

道：「在學校我們已做了很多事以確

認孩子可以安全上網，但是家長也

需要有信心讓孩子能在家中安全上

網。」

其實，隨著電腦網路的普及及硬

體價格的下降，家中擁有電腦且可上

網的比例也日漸提升，而學童使用電

腦的場所也逐漸從學校轉移至家中上

網。因而逐漸浮現出的議題包括在無

人監督的狀況下兒童可能會接觸到不

適當的網路資訊，例如暴力、仇恨、

色情或成人網站、或是在線上經由聊

天室與不認識的人交談、洩漏個人基

本資料，甚至無意間成為網路上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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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而相關研究也指出，不僅教育

人員，父母親更應該參與兒童及青少

年網路安全的督導，以掌握學童第一

線的使用現況。

(二)�可能的網路受害者及其特徵

哪些兒童或青少年較容易在網

路上與不認識的陌生人建立人際關

係呢？為了深入探討此一問題，找

出可能是網路受害者的高危險群之

年輕學生及其特徵，Wolak,	Mitchell	

和	 Finkelhor	 (2003)以美國網路使用

者的國家樣本(US	national	 sample	 of	

Internet	 users)為母群體，抽取出1501

位年齡在10-17歲的兒童及青少年進

行電話訪談，發現其中210位受訪者

是屬於容易在網路上與人建立親密關

係的使用者，也就是這些年輕族群曾

在網路上與陌生人討論過對自身很重

要的個人隱私、或是與對方建立如男

女朋友的關係。他們進一步分析這些

兒童及青少年的個人基本資料發現，

這些學生多屬有高度情緒困擾、常與

父母發生衝突卻極少與父母溝通，而

且有喝酒或吸毒的紀錄。這些高危險

群之年輕族群尤以14-17歲的高中階

段學生為最，多為非西班牙裔的白

人，使用網路的頻率極高且常在家中

上網。就性別而言，較易發展網路親

密關係的女生，多屬與父母衝突高、

有高度情緒困擾者；而男生則是與父

母極少溝通或是有高度情緒困擾者較

易有此傾向。

經由Wolak等人的研究，可以發

現有情緒困擾或親子關係不良的兒童

或青少年可能因為在日常生活中，不

易透過面對面的情境建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轉而經由網路尋求慰藉。如果

真是如此，網際網路對某些青少年

而言，不啻是個建立正向社會支持

或聯繫的管道	 (Hasselbring	&	Glaser,	

2000)，實際上具有某方面正向積極

的作用。但如果轉而發展線上人際關

係是因為他們感到在現實世界中與同

儕的關係孤立，則這種線上親密關係

就變得較為複雜了(Egan,	 2000)，因

此對於這類兒童或青少年，可能需要

多加注意及提供適切的輔導。Wolak

等人(2003)提醒這些青少年可能在現

實生活中經歷較少的正向關係，也極

有可能是網路上的生手，反而容易成

為網路的受害者。

從上述的研究發現可以歸納出

幾個要點：(1)	兒童及青少年的好奇

心，是致使其比其他網路使用族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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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成為網路安全議題下的受害者，

但親子衝突、情緒困擾、缺乏社會支

持可能更是值得關切的面向。(2)網

路上的歹徒通常能充分掌握兒童及青

少年的一些心理需求，包括渴望關

懷、好奇心強、及他們的喜好及流行

的東西，所以較能輕易切入兒童及青

少年的談話，並掌握其心理的弱點。

(3)	部分兒童及青少年在面對面情境

下無法發展正常的人際關係，卻能在

網路虛擬的情境中建構渴望的人際交

流與溝通，其中網路匿名性功能扮演

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藉由網路的匿名

性特性、兒童可尋求情感的寄託或慰

藉，因此只要網友表現出友善、關

懷，極易贏得其信任(Braun,	 2001)，

相對地也提高其成為網路受害者的可

能性。

(三)��我國兒童及青少年網路安全素養

的發展程度

黃葳威、林紀慧、錢玉芬及簡

南山(2005)	在「繫上白絲帶，關懷e

世代」記者會上所發表的「青少兒

網路素養調查報告」，這份調查報告

堪稱是國內最新的一份網路安全方面

的研究，其主要針對國小三年級學童

及國一到高三的學生所發展的網路安

全素養問卷，內容涵蓋：不給別人資

料、聊天室身分、不見陌生人、注意

聊天內容、遵守分級規定、計畫使用

網路、警覺陌生人、知道學校網路規

定、爸媽監督使用、及不洩漏密碼

等，共計10題。

該份調查報告以全國49所國小

1380位國小三年級學生為調查對象，

以了解兒童網路安全素養的程度，綜

合研究結果可發現：(1)近四成的學

童不知道或不懂個人資料安全保護；

(2)七成以上的學童不知道、也不會

分辨開放性聊天室的網友，其實與真

實生活有差距；(3)	近三成學童仍對

聊天室不認識的網友充滿好奇心；

(4)近三成學童不知道或不會特別注

意聊天室的聊天內容；(5)七成以上

的學童表示會遵守2005年10月25日新

公佈的網路分級的規定與指示；(6)

三成六以上的兒童仍不知道或不會有

計畫地使用電腦網路；(7)五成以上

學童在聊天室中的警覺性仍不足；

(8)三成以上學童不知道學校網路使

用的規定；(9)有四成的學童表示家

長不會監督孩子網路使用行為；(10)

二成五學童不知道或不懂個人密碼資

料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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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還發現父親學歷會影

響國小三年級學童的網路安全素養，

其中父親學歷為高中職者，學生的網

路安全素養程度最高，反之受訪者父

親學歷為碩士者，其網路安全素養程

度最低。此是否意味著，教育程度越

高的父親是否對兒童上網的規範或教

導越有限或採開放、放任的態度及不

會監督孩子的上網行為，此點值得深

入探討。另外，學童與父母、老師、

同學相處情形也會影響學童網路安全

素養的程度，當越能與這些人討論兩

性關係的話題，則學童的網路安全素

養程度越高，顯示父母、老師、同學

的積極傾聽溝通，是促進網路安全素

養提升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愛鄰協會白絲帶工

作站在2005年6月另進行了一份國高

中生的網路使用調查(黃葳威、林紀

慧、錢玉芬、簡南山，2005)，以大

台北地區650位國中生及464位高中生

為調查對象，綜合研究結果可發現：

(1)	僅有一成左右的國高中生不知道

或不懂個人資料安全保護；(2)三成

以上的國高中生不知道、也不會分辨

開放性聊天室的網友，其實與真實生

活有差距；(3)四成以上的國高中生

仍對聊天室不認識的網友充滿好奇

心；(4)近三成的國高中生不知道或

不會特別注意聊天室的聊天內容；

( 5 )近七成的國高中生表示會遵守

2005年10月25日新公佈的網路分級的

規定與指示；(6)近三成的國高中生

仍不知道或不會有計畫地使用電腦網

路；(7)近三成的國高中生在聊天室

中的警覺性仍不足；(8)近二成的國

高中生不知道學校網路使用的規定，

此暴露出學校以及老師在學生網路使

用的教育宣導上，仍有待加強及改善

的空間；(9)有三成五的國高中生表

示家長不會監督孩子網路使用行為；

(10)近九成的國高中生對於網路安全

的認知具有相當概念，知道在網站上

不洩漏個人或學校密碼。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年齡越小的

學生網路安全素養的程度愈高；而居

住在台北縣的學生其網路安全素養的

程度顯著高於居住在台北市的學生。

此是否與青少年階段對網路交友仍抱

持著好奇嘗試的心態，抑或是對其有

正面評價或期待心理反而易輕忽了網

路安全的重要性有關，值得注意與關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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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可行的防範措施

相關文獻除指出學校必須加

強學生網路安全教育課程的提供

(Miloradovic,	2003)，以培養兒童及青

少年具備應有的網路安全素養外，部

份文獻及相關網站均針對校園網路使

用規範及安裝過濾軟體之做法提出呼

籲，為兒童及青少年網路使用安全第

一道門檻先行把關。

(一)�制定明確的網路使用政策或規範

Miloradovic	(2003)	建議學校可透

過教育部或縣市教育局統一規劃，共

同研議及規範網路使用政策(Internet	

use	 policy)，以決定哪些網站應被過

濾，包括有危險性的網站，如仇恨、

暴力、色情等資訊；或是聊天、遊

戲、即時訊息等網站是否該被區隔及

限制。但各校可依學生的年齡與需求

採取適當的網站分級制度，如高年級

學生可允許接觸正當的性教育網站，

而低年級則不適宜。更進一步學校可

參考英國中小學的做法，在校內相關

課程中與學生共同討論校內的網路使

用政策，使學生有明確可遵守的規

範。同時，可將此一規範的目的及內

容告知家長，協助其明瞭網路正當使

用的方法及重要性，並可進一步訂定

家中網路使用的親子規範。

(二)�採用過濾軟體或系統

除了制定網路使用政策加以宣

導管制外，Miloradovic(2003)建議還

可與發展過濾系統(Filtering	 system)

的廠商合作，根據學區或學校所制定

的網路使用政策之標準以隔絕不適當

的網站及資訊，避免學生在校接觸到

不良資訊，這是美國目前中小學的做

法。

國內目前針對保護兒童及青少

年安全上網等議題的探討，以及因應

網際網路的急劇成長所衍生出許多的

法律問題，主要由教育部在臺灣學術

網路管理委員會下成立了臺灣學術網

路（TANet）資訊使用管理小組來協

助過濾網站資訊內容，其目的在使兒

童及青少年避免因網路的不當資訊而

遭受污染，防範校園網路不當資訊，

將不宜網站排除於TANet學術網路之

外，以建立一個優質的上網空間。換

言之，國內中小學的上網環境多經校

園網路與縣市教育局網站連線以連接

台灣學術網路達到過濾網站的目的，

至於校內是否還有採用其他過濾軟體

或機制來管制則需進一步調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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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學校目前可行的策略之一。

四、�父母的防範措施及可行之

法

多數學者(尹玫君,2001；Aftab,	

2000;	 Braun,	 2001;	 Magid,	 1998,	

2004a；NetAlert,	 2003)均建議家長與

其消極的防範孩子上網，不如積極的

與孩子溝通並參與其上網活動，其項

目包括：

1.與孩子開誠佈公的討論你的疑

惑，並告知可能有的危險性。

2.檢視孩子的電腦，了解他(她)

進行的網路活動及內容並隨機檢查他

們的郵件內容。

3.電腦加裝過濾軟體。

4.將家中電腦放置在家人共同的

活動空間，不要放在孩子的房間裡。

5.花時間陪孩子一同上網，可要

求孩子教你如何操作電腦及他們最喜

歡的線上活動。

6.為孩子選擇適當的網路瀏覽

器(如小蕃薯)或建議優質的網站供瀏

覽。

7.教導孩子線上資源使用負責任

的用法為何，提醒他們有更多有用的

線上經驗，不是只有聊天室而已。

8.了解孩子在學校、圖書館、朋

友家中或網咖的上網情形，因為在這

些地方尤其是超過家長的監督範圍，

孩子都極可能會遇到線上的侵略者

(on-line	predator)。

9.鼓勵孩子與父母共同討論上網

使用規範，包括一天中何時可上網、

上網使用時限、可瀏覽的網站等。

10.教導孩子相關的上網守則，

以保護個人隱私及上網安全。

五、結語

如何讓孩子能「平平安安的上

網，快快樂樂的學習」，是每一位老

師及家長共通的心願。然而此份心願

的達成卻有賴政府、民間機構、學校

及家長乃至學生本人共同努力。從文

獻分析中可以了解到學校扮演了一個

重要的角色	 (Wishart,	 2004)，不僅在

資訊環境上針對不當資訊採用過濾軟

體篩選資訊或限制學童在校進入線上

聊天室或可上的網路範圍，以達到部

份遏止的作用；更須透過相關網路安

全教育的課程計畫與實施以加強兒童

自我保護意識與行為。但是學童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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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已漸由學校可管制到的範圍轉移

到家中，父母參與子女網路學習活動

更成為一種現代父母無法規避的責任

之一，兒童及青少年因為身心發展尚

未成熟，接觸到不當的資訊，很可能

造成價值觀念的偏差，由網路受害者

甚或變成加害人，因此有賴父母的關

懷與良好的親子互動，陪伴兒童上網

及訂定相關網路使用規範。

學校及父母固然有責但力量終

究是有限，仍有賴政府從制度面及法

律面著手，例如落實網站內容分級

制度、過濾軟體、建置兒童專屬網站

及瀏覽器、加重兒童色情持有者之處

罰、兒童色情圖片網站架設者及未成

年性交易法的刑責等。除此之外，積

極的防治之道是要教導學童正確與安

全的網路使用知識，使其成為具有判

斷能力的使用者，如此一旦在無家長

或老師的監督下，也可將危險降至最

低。最後，更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如

何有效防範兒童在無法管制到的地

方上網的安全問題，這些範圍包括

網咖、甚至是可以隨身帶著走隨時

連上網的行動電話、PDA或手提電腦	

(Magid,	2004;	Wishart,	2004)，這可能

是未來教育人員及家長所要面對的更

高難度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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