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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討論題綱：品德教育－尊重 

     如何維護自己的隱私權？又應如何尊重他人的隱私權？ 

內容摘要： 

一、如何維護自己的隱私權？ 

電子四甲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隱私，不管是心理、生理的，過度深入都有可能造成別 

人心裡受傷。如果是我自己的話，我不會過度介紹自己，也不會擅自透露

自己的資訊。 

機械四甲 
維護自己的隱私權，啟用行動裝置內建的安全功能，例如密碼鎖，就能提

供第一防護，就算您的裝置遺失或失竊，歹徒也較難取得您的資料。 

電機四甲 保護自己的秘密，盡量不要留存不雅照片。 

電機四乙 
在不明的網站儘量不要留下個資。不管在任何社團或公開網站不要透漏自

己的事物。 

國企四甲 
拒絕、排斥任何未經法律批准的監視窺探，和防止個人私生活秘密，個人

信息被披露的權利。 

建築四甲 
尊重別人，別人也會尊重你。適時制止別人不當的行為，保護自己應有的

權利。 

企管四甲 不要隨便外洩個人資料。 

企管四乙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不尊重別人，別人也不會尊重你。在日常生活

及網路上不隨便透漏個資，也不要給別人趁虛而入的機會 

企管四丙 

樹立隱私意識，要清楚的認識那些屬於隱私，並學會尊重他人隱私。加強

責任意識與信譽意識，與朋友分享隱私時，需擦亮雙眼，選擇值得信任的

人。隱私保護意識，給自己的隱私加把鎖。掌握網路安全運行知識，避免

自己的隱私再往上擴散。 

幼保四甲 
隱私是一種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當自己不想讓他人知道的事物時，

盡可能的降低外洩的機會。 

資管四甲 
不隨便登入網站並輸入個資。不隨意拍身分證或任何有帳號密碼資訊。Line

不亂加好友。隨時留意手機、電腦處理速度。 

休運四甲 讓別人清楚知道自己的所能接受的範圍。 

休運四乙 不散播個人資料。 

觀光四甲 不告訴他人任何資料，私人物品須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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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四乙 

最常用的手機:可用指紋解鎖，在丟失手機時可用 icloud 網站，登錄後啟

動手機丟失模式並防止有心人使用手機系統，並打給電信業者掛失 sim卡。 

電腦軟體：切勿下載來路不明的檔案，降低中毒可能性。常用較常接觸的

軟體使用、網路切勿隨意留下個資、自我樹立防人之心的意識才有效保障。 

觀光四丙 
不隨意在網上登錄自己的個人資料。有個資的資料要先銷毀、再丟棄。不

隨意填寫有個人資料問卷。 

妝彩四甲 不隨意告訴別人自身個資，不要將私人事物放於網路。 

時尚四甲 
要懂得適當拒絕別人的要求，給自己以及別人一些空間，每個人都有保留

自己隱私的權利。 

創意四甲 
不對外透露自己的資料，不要隨意填寫意見表等。電腦上不要儲存自己的

資料。信用卡別隨意申請。 

餐飲四甲 

不輕易個資外傳，不必要的網站盡量別亂登入、註冊。不應多收贈品，將

自己電話地址給別人。若收到不要的廣告信件，將封面地址收件人撕下，

防止有心人利用。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定期更改帳密。 

餐飲四乙 
要設定密碼，現在手機大多都可設密碼，但要不定時的更換，照片不外流，

不隨意亂填網路問卷。 

土木三甲 重要資料加密，不外洩。 

機械三甲 保管好自己的手機。在臉書上不要亂加不認識的人。不要亂填寫資料。 

機械三乙 跟朋友或同學說明自己忍耐的限度。 

電機三乙 在網路上要尊重著作權，勿任意下載影片。勿隨意上傳各類型的檔案。 

工管三甲 

不隨便留家中電話、手機，才不會被騷擾，更不會有手機外流。他人詢問

隱私問題時，採取聲東擊西。個人照片可存檔防止下載。尊重別人的隱私，

就是尊重自己。 

企管三乙 

以隱私權來說在法律上分為 2種:1.空間隱私 2.私密隱私。空間隱私:私生

活不受干擾，個人的自主決定是否獨處，保有自我內在空間。私密隱私:個

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的資訊隱私權，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

只要關於自己個人的人事物，都算隱私權。例:手機-設密碼，隨身攜帶。 

幼保三甲 
自己的身分字號不輕易填寫於網路。註冊某些會員時，要注意網站安全性。 

個人隱私照片不隨意給人。秉持個人隱私權力的重要性。 

資管三甲 

隱私權是一種基本人權，每個人都該享有不被侵犯、騷擾，試探個人生活

或祕密的權力。資訊網路來說，不隨意開起陌生電子郵件，也不公開個人

的事實訊息，個資更不隨意傳遞或轉傳非事實的八卦訊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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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三乙 不要洩漏個資。 

應外三甲 

在科技發達的時代，個人的隱私便成現代人處理尊重的課題，我們要如何

保護自己，並且維護自己的隱私，這是我們每個人應該要了解的，隱私權

維護在現在的社會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在運用網路，聊天功能時盡量不要

留個人的隱私照片，在網路購物時，請盡量小心個人留下的資料。 

休運三甲 
在網站上輸入任何個人資料時要小心。確實管理個人電腦的使用權限，做

好密碼的設置與控管。決不輕易給別人你任何的帳號與密碼。 

資工三乙 

舉例說明自己享有的權利，並知道人權是與生俱有的。欣賞、包容個別差

異並尊重他人權利。表達個人基本權利，並了解人權社會責任的關係。判

斷個人及他人安全因素並能進行改善。探討人權議題對個人，社會及安全

的影響。設密碼。 

觀光三甲 

大學生許多都是在外租屋，並且傳出很多事件就是房東未經房客同意擅闖

自入房客房間，又或者是讓外人隨意進出，所以同學在簽約時，務必看清

楚合約內容，如有不妥當下要立刻提出。簽約也請選白天，遇到房東隨意

進入房間，應立即抗議!除了保護自身隱私，也保護自身安全。 

觀光三乙 

現在的網路相當便捷，為個人打造許多客製化服務，但相對地也將自己的

資料暴露出來，所以在網路上填寫任何資料都須注意，不管在哪，屬於自 

己的人、事、物不要過度分享或公開以免被別人侵權。 

觀光三丙 不要隨便給陌生人自己的個人資料。 

妝彩三甲 

個人生活自由權:照自己意志從事公益無害活動。個人生活情報保密權:自

己生活情報，不被外界公開。個人通訊秘密權:個人信件、電報、電話等加

以保密。個人隱私利用權:照自己意願利用其隱私。個人修養方面:家庭教

育和自身知識入手，對他人禮貌得體，不逾越社交規矩。社會規範:不以侵

犯他人隱私為底線。我國法律規定: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與私人訊

息，依法受到保護。 

妝彩三乙 隱私權是私人生活及私人信息，受到保護。自己更要加以保密。 

數位三甲 
在公用電腦登入自己的帳號，使用完記得登出。他人問相關隱私問題不回

答。 

數位三乙 多更換自己的密碼(例:1個月 1次)。 

餐飲三甲 

空間隱私:意指私生活不受干擾，即個人得自主決定獨處，保有自我內在空

間。資訊隱私:係指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

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

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

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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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三乙 
以手機為範例:請勿煽動他人手機不該侵犯他人隱私。手機應該加以用密碼

鎖維護自身權利。 

機械二甲 
尊重他人隱私，要樹立。尊重他人隱私，需要強化。人與人之間需要相互

彼此的尊重，尊重彼此間的隱私。 

電機二甲 
將手機上鎖，不輕易借不認識的人打電話。臉書動態設定可觀看的朋友權

限。不任意讓別人得知個人手機號碼。不輕易透漏個人資料。 

電機二乙 
私人的電子產品使用時，記得設定密碼。離開座位時，私人物件收拾於自

己的包包。不公開個人資訊。 

工管二甲 大家已是成年人，家人伴侶皆需要經過自己同意，才能接觸個人私密事物。 

建築二甲 
現今網路特別發達，通訊軟體或網站很多，如:FB、LINE…等。同學使用時

應注意，本身隱私的不要貼上網。 

企管二乙 
當他人提自己不想提的話題，可以圓滑帶過或提醒一下自己的同學。當遇

到不舒服的事情，須明確的表達而不是忍耐。 

幼保二甲 

何謂隱私權，指個人人格上的利益不受不僭法用或侵害個人與大眾無合法

關聯的私事，亦不得妄予發布公開，而其私人活動，不得以可能造成一般

人的精神痛苦，或感覺羞辱之方式非法侵入的權利。一般而言，不輕易將

個人的信息和自身資料外流，因為現代科技相當進步，通訊、技術非常精

技，一個不小心或許關係到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所以小心謹慎為要。一

般而言，侵害隱私權的行為包括:1.侵擾被害人之幽店寧靜或秘密。2.公開

批露使被害者感覺困窘的事。3.發布資料使大眾對受害人產生錯誤的印

象。為被害告自己的利益而僭用被害人姓名與肖像等。所以要保護維護自

己，也請尊重他人維護他人，讓我們大家一起來維護自己的隱私權，同時

也尊重他人的隱私權。 

資管二甲 不將自己的密碼告訴他人。不向陌生人透漏個資。 

資管二乙 手機照片，個人網頁帳號密碼要自行保管好。不要輕易告知他人。 

休運二甲 保護好個人的資料。 

休運二乙 

在網路上輸入個人資料時要小心。切實管理個人電腦的使用權限，做好密

碼的設置與控管。決不輕易給別人你任何的帳號與密碼。切實防範病毒、

駭客、木馬程式、惡意程式等地入侵。要留下個人資訊前，先留意網址是

否有誤，是否為釣魚網站。每次離開應用軟體，要做「登出」的動作，不

要只按 x 離開。如果使用公用電腦，記得要將桌面檔案清除，以及清除一

些歷史資料，例如網站瀏覽紀錄、及時通訊軟體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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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二甲 

在網站輸入任何個人資料時要小心。確實在個人電腦做好密碼的設置及控

管。決不輕易給別人任何自己的帳號密碼。確實防範病毒、駭客、木馬程

式、惡意程式等的入侵。要留下個人資訊前，先留意網址是否有誤。每次

離開應用軟體時，要做登出的動作。若使用公用電腦記得將桌面檔案清除，

以及清除一些歷史資料。 

觀光二乙 
手機電腦應設置密碼。不亂填任何問卷調查。不亂留個人資料。不要亂打

卡，暴露自己的行蹤。 

觀光二丙 在公共場所通訊設備盡量避免帳號登入。 

妝彩二甲 別把自己重要資訊 po網路上。 

時尚二甲 
避免自己的行動裝置內容過度曝光。下載應用程式之前要考慮清除。安全

設定要用好，不要疏忽。 

數位二甲 

樹立隱私意識，要清楚的認識那些屬於隱私，並學會尊重他人隱私。加強

責任意識，和信譽意識，與朋友分享隱私時，要擦亮雙眼選擇自己值得信

任的人。不要隨意公開自己的隱私保障自身的隱私權。 

餐飲二甲 手機設定密碼。不要隨意上不明的網路填寫個人資料。 

餐飲二乙 多注意自身物品，貴重物品不離身。 

土木一甲 

通過學習能自主的運用所學的法律知識分析教材或日常生活中的相關案

例，初步掌握保護個人隱私的技巧，和法律手段，實踐中能運用法律維護

自己的隱私權，知道如何尊重和維護自己及他人的隱私，並探索出個人隱

私受侵害時的法律救濟方法以及侵權者所應承擔的法律後果。 

機械一甲 網路資訊發達。不要在社交網路資料寫太多自己真實資料。 

機械一乙 

不要外洩自己的隱私。遇到隱私被侵犯，要注意收集證據。謹慎交友，不

要輕易相信別人花言巧語。適時該要有防範心理。加強責任意識和信譽意

識。 

機械一丙 

把自己的手機帳號，卡片密碼…等重要的帳號密碼保管好，不要讓他人知

道並養成習慣定期更換密碼。再穿著上不要選擇過於暴露的服裝，也算是

一種隱私權的方法之一。 

企管一甲 不在公開場所輕易留下自己的資料。來路不明網站不要亂點擊。 

企管一乙 在使用行動裝置時，勿儲存聯絡資訊。 

幼保一甲 不要去在乎他人的看法，少說少講，多做多去行動。 

應外一甲 手機設密碼，不隨意洩漏資料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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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一甲 

不要隨意將隱私告知他人，防範隱私洩露。給自己的隱私上把鎖，學會與

值得信任的人溝通和交流。有人侵犯自己隱私時要向法院起訴，堅決維護

自己的隱私權。掌握網路安全運行知識，避免自己的隱私在網路散布。保

持是當的距離既是禮貌的象徵，也是保護自己隱私的方式做好自己的個資

保護。 

休運一甲 宜仔細保存個人資料。 

休運一乙 自己加強保密。 

時尚一甲 手機鎖碼，勿亂留料。 

餐飲一甲 盡量不要把個人資料在網路上，也不要把自己個人生活都說給別人知道。 

餐飲一乙 不要輕易透露自己的秘密給他人知道。 

資工一甲 
保留自己的隱私，不隨意的去亂來。給別人一點尊重，也給自己最基本的

底線。不隨意分享個人資訊。 

妝彩一乙 他人資料必須經過它人同意且尊重他人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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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尊重他人的隱私權？ 

電子四甲 
相對的也不會過度去做人身攻擊，侵犯他人隱私，假如太深入去攻擊他人 

的話，不僅會讓別人感到害怕及事後法律責任。 

機械四甲 
未經同意，不亂看他人的信件或日記。不私自闖入他人住宅。私自發布和

傳播他人的隱私。 

電機四甲 不要偷窺，不要私下討論別人的私生活。 

電機四乙 
不管在任何的社團或公開網站、不透漏他人的事務。了解侵害別人隱私或

洩漏他人隱私的嚴重性。 

國企四甲 

對公民身體的隱私部份，日記不許偷看。未經他人同意不得強制披露其財

產狀況。社會關係，以及過去和現在的其他不為外界之悉傳播或公開的私

事等。 

企管四甲 也不要隨意侵犯他人的個人資料。 

企管四乙 不要散播他人的照片、個資。 

企管四丙 
不隨意偷看他人信件，薪資，帳號密碼。不隨意問他人私事。不偷看他人

手機聊天紀錄。不亂翻私人物品。 

幼保四甲 

當事人不願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個人私事。當事人不願他人侵入或

他人不便侵入的個人領域。同時也不要去侵犯到他人的事物，大家互相尊

重，即可維護自己與他人的隱私。 

資管四甲 

不隨意翻他人資料。不隨意偷拍他人上傳照片。不隨意以他人名義廣告、

宣傳。任何人、公司或企業，在未獲得當事人書面同意前，都不得為廣告

或商業目的使用任何人的姓名、肖像、照片。 

資管四乙 不偷看竊聽他人的個人資料。 

休運四甲 不隨意使用他人物品。 

休運四乙 不亂翻別人的東西。 

觀光四甲 要經過對方同意才能知道對方隱私，不能隨意偷看別人隱私。 

觀光四乙 

不隨意使用他人電腦、手機，不翻弄皮包。同學勿翻之間的櫃子或抽屜。 

偶然聽到他人對話，切勿傳播他人秘密。懂得尊重他人隱私權，才能保護

自己的隱私權。 

觀光四丙 不隨意探詢他人的隱私。尊重他人不願意告知個人資料的權力。 



8 

 

妝彩四甲 不要去窺探他人私事，就算知道也不要到處宣揚，同理心對待。 

時尚四甲 給自己以及別人一些空間，每個人都有保留自己隱私的權利。 

創意四甲 不要把自己的朋友私事對外透露。尊重自己的朋友。 

餐飲四甲 
不去翻他人包包、手機或隨意進入他人房間，地盤。不要常傳、聽八卦。 

不去窺探他人底線，不跟蹤別人。不要一直沒禮貌的問別人不想回答的事。 

餐飲四乙 不隨意使用他人帳號，不公開他人照片，不翻閱他人文件、手機。 

土木三甲 不多問他人重要秘密。 

機械三甲 沒經過他人同意別亂動他的物品。不要故意試探他人隱私。 

機械三乙 不要隨意嘲笑同學。 

企管三乙 
不要未經過他人同意，擅自拿取或觀看他人的東西或私密空間。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企管三丙 未經同意請勿翻閱使用他人物品。 

幼保三甲 
未經對方同意而私自取他人物品。所以跟別方有關的事物都要一起討論。

不隨便翻他人東西。 

資管三乙 不要轉傳他人資料。 

金融三甲 不隨易翻他人的東西，手機。 

休運三甲 
對於他人的隱私，沒有得到允許，最好不要去打聽，知道了也不要去評論，

幫他保守就可以了。 

觀光三甲 

人與人之間有一定的安全距離，造成他人不適就是不尊重，有些人在追求

另一個人時，沒有給予他人適當的空間，而自己卻不自知，這就是在侵犯

他人的隱私權!所以就算是很親密的朋友，還是要尊重，給予屬於他人自己

的空間。 

觀光三乙 

注意隱私保護，懂得掌握分寸，在社會規範方面，要以不侵犯他人隱私為

底線，無論對於熟人或陌生人，大家一定要盡量克制好奇心，盡量依據普

遍通行的社交禮儀和文明規範展開交流。保護自己隱私，也保護他人隱私。 

觀光三丙 不要隨意去翻閱別人的資料。 

妝彩三甲 
個人修養方面:家庭教育和自身知識入手，對他人禮貌得體，不逾越社交規

矩。社會規範:不以侵犯他人隱私為底線。 

妝彩三乙 不侵犯他人為底線，克制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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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三甲 不過問他人薪水。 

數位三乙 不去看別人的隱私及不接觸。 

餐飲三甲 
未經他人同意，觀賞隱私物品，如手機、電腦。不屬於自己物品使用前，

先獲取擁有者同意在使用。 

機械二甲 
尊重他人隱私，要樹立。尊重他人隱私，需要強化。人與人之間需要相互

彼此的尊重，尊重彼此間的隱私。 

電機二甲 
不隨便偷看別人不同意或未經允許的資訊。不隨便過問別人的私生活習慣。 

不隨便散播別人的八卦與醜聞。不擾別人的生活習慣。不盜用別人的照片。 

電機二乙 不隨意亂動他人物品。不公開個人或他人資訊。 

工管二甲 任何他人物品都經過他人同意，尊重他人是每個人都要有的道德品行。 

建築二甲 
看到朋友或其他人不錯的文章都必須經過所有權人同意，才可轉發分享，

避免碰觸法律。 

企管二乙 
每個人在意的都不一樣，多察言觀色，不去犯人底線。言語也是種利器，

多說點讚美才不會傷了他人，卻不自知。 

資管二甲 未經他人同意看他人私人資料。不強迫他人給予個資。 

資管二乙 不經當事人允許，不隨意碰觸他人私人財產。 

休運二甲 
不合理的干擾私人領域。不公開真實的私人事實。不發布資料使大眾對受

害人產生錯誤的印象。未經授權盜用個人的名稱或肖象。 

觀光二甲 
要碰別人的東西前要經過他人同意。不多問、不多看、不要有多餘的好奇

心。若他人告訴你隱密的事情，不要太八卦，要守口如瓶。 

觀光二乙 
不任意查看他人的手機、電話。不任意查看他人的社群資料。需先經過他

人同意，才可執行要做的事。好奇心別那麼大。 

妝彩二甲 別亂動別人東西。 

時尚二甲 
不要過度好奇挖掘別人事物。不要侵犯他人的隱私。凡會侵犯到他人隱私

的事情，必須徵求對方同意。 

餐飲二甲 
不能隨便拿別人東西拿的一定需經過他人同意才行。不要偷看他人的個人

隱私。 

餐飲二乙 不亂動他人物品，不任意破他人密碼。 

機械一丙 

不偷用他人帳號密碼，不偷看人家解鎖。每個人都必須要尊重他人隱私，

因為每個人都想有自己的私領域，一旦被侵犯了自己會覺得不自在、不舒

服所以尊重要從尊重自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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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一甲 
留存他人的資料、影音等，須經本人同意。同意留存時，未經本人同意不

可任意出售，交換出租給其他個人、團體、私人企業。亦不可自行修改。 

企管一乙 無他人同意，勿隨便看別人手機等資訊。 

幼保一甲 

尊重他人的權利。尊重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一種禮貌，禮貌的本質其實很簡

單，就是「敬重自己、尊重他人」只要大家記住，尊重別人的隱私就是尊

重自己。 

應外一甲 不隨意動別人的東西，或詢問他人是否可用。 

金融一甲 
不要樂於打聽別人的隱私。不要過問別人私事。情侶不要拍私密照。尊重

別人有不告訴你的權利。 

休運一甲 注意禮貌。不要詢問他人私人事務 

休運一乙 要事先經過對方的同意。 

觀光一丙 不隨意翻閱他人書籍，不隨便探聽他人不願公開的消息。 

時尚一甲 不偷看他人手機。不偷看他人錢包。不亂點網頁。不偷窺他人信件。 

餐飲一甲 
尊重他人隱私權，不應該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就隨意動別人東西，凡是要

經過當事人同意才可以。 

餐飲一乙 別人不想公開的事就別逼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妝彩一乙 他人資料必須經過它人同意且尊重他人隱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