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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自 1998 年起，教育局制訂了一系列資訊科技教育策略，促進學校將資訊科技融入

學與教當中。於 2000 年，我們編制了《資訊科技學習目標》作為學校為學生籌劃

相關教學活動的指引，當中尤其著重資訊及資訊科技的使用。隨着「學會學習」課

程改革漸漸演變成持續的課程更新，我們亦同時檢視了資訊科技學習目標的推行情

況，並進一步確立資訊素養對學生終身學習及自主學習的重要性。因此，教育局制

定了《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並已於 2018 年正式推出，旨在協助學校了

解如何發展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的資訊素養。 

 

近年來，虛假資訊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在數碼年代，虛假資訊的影響因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網絡的普及而擴大，令任何人士都可以輕易地扮演資訊製作消費

者的角色。此外，近年來網絡欺凌和沉迷上網的情況於世界各地甚為普遍。因此，

各地政府正著力裝備學生的知識和技能，使他們能有效地評估資訊，保護自己免受

負面的網上活動影響，並善用資訊，以達至健康的數碼生活。同時，香港正落實智

慧城市的發展，我們須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以應對新興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所帶來的

挑戰，並融入智慧城市生活。為此，此更新版本的《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

進一步加強了有關資訊評估、預防網絡欺凌、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和預防沉迷上網的

部分。此外，鑑於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的應用日益普及，衍生了越來越多道德上的

關注，此版本新增了一個相關的素養範疇。 

 

2. 資訊素養作為學習目標 

資訊素養是促進學生有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資訊的相關能力及態度，使他們成為負

責任的公民及終身學習者。《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涵蓋不同素養範疇，以

便學校在不同學習階段將資訊素養融入課程中，以培養學生以下的能力： 

 

 辨識對資訊的需要； 

 尋找、評鑑、提取、整理、表達和分享資訊； 

 創造新的意念； 

 應對資訊世界的變化； 

 拒絕不道德地使用資訊及資訊科技；及 

 在數碼世界中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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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素養與價值觀教育／共通能力／學習領域之間的關係 

將資訊素養融入學校課程中，能為推廣價值教育營造真實的學習場景。高質素、便

於使用的電子資源，為我們帶來了豐富的資訊科技環境，這確實促進了學與教的效

能。但與此同時，我們亦要注意如何推廣有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資訊。 

 

當處理生活事件中不同媒介及資訊平台的資訊時，可向學生提供應用其共通能力

（例如慎思明辨能力、創造力及解決問題能力），及持守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

誠信、尊重他人、守法和同理心）的學習經歷，以發展他們的資訊素養。當學生能

將資訊素養應用於相關的主要學習領域／科目／學校圖書館活動時，他們除可活用

先進的資訊科技為其學習帶來好處外，亦能促使自己在知識型社會中成為具見識及

有責任感的公民。 

 

《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的主要目的為協助學校培育學生有效及符合道德地

使用資訊的相關能力及態度。至於資訊科技相關學科的知識和技能學習，學校可參

閱《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及《資訊科技學習目標》等課程

文件。鑑於部分資訊素養學習元素與資訊科技相關課程的學習內容息息相關，學校

在規劃校本資訊素養課程時，宜與有關課程互相配合，讓學生先認識有關的資訊科

技基本知識，再進行相關的資訊素養教育。此外，學校在推行資訊素養教育時，若

教授的內容涉及維護國家安全，可參考教育局提供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下的有

關課程文件，當中所列出的資訊素養相關學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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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素養類別及範疇 

香港學生的資訊素養涵蓋以下九個素養範疇，以發展學生的知識、技能及態度： 

 

類別 九個素養範疇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

用資訊 

1 有效地、符合道德地及負責任地使用、提供和互通資

訊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力 2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3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4 評估資訊、媒體內容和資訊來源／提供者 

5 提取和整理資訊、產生及表達新意念 

資訊世界 6 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建立內容和於分享資訊時先

作反思 

7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的角色和功能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9 認識應用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時所衍生的道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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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九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有效及符合道德地

運用資訊 

 

1 有效地、符

合道德地及

負責任地使

用、提供和

互通資訊 

 尊重知識產權，包括版權及共享創意。 

 保護自己及他人的私隱權。 

 提防互聯網上的潛在危險及風險。 

 在適當的情況下，恰當地作資訊交流。 

 提供資訊時，應考慮不同的觀點及表述，認識編輯手

法對視覺媒體及其所發放訊息的意義（例如刪減相異

的見解、篩選或暗示特定觀點、強調某類想法等）。 

 保護自己免受網絡欺凌等網上威脅，並拒絕發起及參

與此類行為。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避免沉迷上網。 

 實踐良好的社交媒體禮儀。 

 管理數碼足跡，並了解其對個人的社會形象和聲譽的

影響。 

一般的資訊素養能

力 

2 識別和定義

對資訊的需

求 

 確定和清晰表達對資訊的需求，以及評估所需資訊的

性質和範圍。 

 了解不同資訊來源（例如網站、社交媒體平台、即

時通訊應用程式、紀錄片、廣告、新聞節目）及資

訊提供者的取向及恰當性，作出決定前要參考多個

資訊來源／提供者作為基礎。 

3 找出和獲取

相關資訊 

 選擇正確的方法或工具找出資訊。 

 建立和實行有效的搜尋策略，如識別關鍵字詞及相關

詞彙，以獲取所需資訊，以及辨別多種資訊來源的不

同類型和形式。 

 緊貼最新的資訊來源、資訊科技、接觸資訊的工具及

鑽研的方法。 

 闡述作出決定及選擇的準則。 

 了解常用搜尋引擎的算法如何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

運作。 

4 評估資訊、

媒體內容和

資訊來源／

提供者 

 判斷有關資訊能否滿足所需。 

 裝備自己事實查證的技巧，以評估資訊和媒體內容的

可靠性、有效性、準確度、權威性、時間性、有否偏

頗等；以及評估資訊來源／提供者的真確性、公信

力、提供資訊的目的等。 

 辨別資訊內容有否含偏見、欺詐或捏造成份（包括假

新聞和後真相時代的概念），並了解其負面影響。 

 識別資訊產生時的文化、社會、商業或不同背景，並

了解有關背景如何影響對資訊的詮釋。 

 比較新意念與已有知識，以確認資訊是否有所增值、

出現相互矛盾之處或含有其他的特性。 

 使用一系列的策略詮釋資訊（例如就已閱覽的資料作

出總結、概述及整合，參照視覺媒體發放的圖像或資

訊，以支持觀點；解構視覺媒體的圖像或資訊以洞悉

潛在的偏見及揣測其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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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九個素養範疇 詳細描述 

5 提取和整理

資訊、產生

及表達新意

念 

 提取相關及合適的資訊以滿足所需。 

 闡述、管理及理解組織資訊的關鍵（例如使用分類

法）。 

 通過合併、綜合、撮寫、比較及對照多個來源的資

訊，以詮釋及表達資訊。 

 運用從資訊內容中所提取的意念。 

 產生及表達新意念以作資源增值。 

 以創新的形式表達資訊和意念。 

資訊世界 6 運用資訊科

技處理資

訊、建立內

容和於分享

資訊時先作

反思 

 運用資訊科技的技能以識別及定義對資訊的需求，找

出和獲取相關資訊，評估、提取及組織資訊，並產生

新意念。 

 發展使用網上及圖書館資源作學習工具的技能。 

 安全地、負責任地及合法地分享資訊和媒體內容。 

7 認識社會上

資訊提供者

的角色和功

能 

 識別不同的資訊提供者，以及描述他們的社會功能。 

 詮釋及闡述資訊素養與作為二十一世紀智慧城市公民

的關係。 

 描述使用資訊的操守，以及能夠辨別出有違道德之

處。  

8 認識能獲取

可靠資訊的

條件 

 詮釋資訊及相關情境，以及識别資訊提供者所投射的

價值觀。 

 觀察提供者有否於資訊內標籤或定型某些現象或對象

（例如能識別視覺媒體有否利用某些技巧去營造標籤

及定型）。 

 探索提供者表達資訊的手法，判別其資訊是否具誤導

性質或欠缺代表性。  

9 認識應用新

興和先進資

訊科技時所

衍生的道德

問題 

 了解一些應用新興及先進資訊科技（例如物聯網、大

數據和人工智能）時所衍生的道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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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階段目標 

學習階段 
1 

小一至小三 

2 

小四至小六 

3 

中一至中三 

4 

中四至中六 

素養範疇 1： 

有效地、符合道

德地及負責任地

使用、提供和互

通資訊 

 對知識產權有基本的認識，例

如明白何謂版權。 

 開始注意到安全、正確和健康

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裝置的需

要。 

 開始注意分享資訊的原因和方

法。 

 開始注意線上和線下保護個人

私隱的重要。 

 開始注意到網絡欺凌對個人和

他人的影響。 

 對沉迷上網對個人和他人的影

響有基本的認識。 

 明白及實踐知識產權和數據私

隱的守則。 

 開始認識引述及引用參考資料

的做法。 

 認識有需要在互聯網上保護自

己（例如拒絕社交媒體中不恰

當的邀請）。 

 了解線上和線下保護個人私隱

的重要。 

 了解分享資訊的道德後果。 

 了解網絡欺凌包括起底、發布

謠言和貶義標籤的不良影響，

並能提出遇到網絡欺凌時的應

對方法，以及拒絕發起及參與

此類行為。 

 了解沉迷上網的徵兆，並能自

我管理以達至健康的數碼生

活。 

 開始注意使用資訊科技時的法

律、社會及道德責任，包括知識

產權（例如版權、免費軟件、共

享創意和抄襲）及數據私隱。 

 應用資訊科技於資料搜尋（例如

知道如何搜尋在公共領域或共享

創意授權下的圖片）及處理時，

要有良好的認知、實踐及道德操

守。 

 認識及利用不同的發布平台。 

 能夠在相關的學習活動中引述及

引用參考資料。 

 能夠提出在線上和線下保護個人

資料的方法。 

 認識網絡欺凌對受害者心理的負

面影響和欺凌者可能面對的法律

後果。 

 能夠從個人層面上提出應對沉迷

上網的方法，以達至健康的數碼

生活並正確地使用資訊科技。 

 能夠管理數碼足跡。 

 了解使用資訊科技時的法律、社

會及道德責任，包括知識產權

（例如版權、免費軟件、共享創

意和抄襲）及數據私隱。 

 認識及利用不同媒體的平台。 

 明白如何在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下

分享資訊（例如在引用、引述及

重述他人資訊時，使用正確的學

術規格）。 

 認識、實踐、反思如何有道德地

運用資訊科技去處理資料。 

 尊重他人的私隱，並符合道德地

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 

 認識網絡欺凌對受害者心理的負

面影響和欺凌者可能面對的法律

後果。 

 能夠從個人層面上提出應對沉迷

上網的方法，並能夠正面地影響

他人以達至健康的數碼生活和正

確地使用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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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1 

小一至小三 

2 

小四至小六 

3 

中一至中三 

4 

中四至中六 

素養範疇 2： 

識別和定義對資

訊的需求 

 開始注意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對資訊的需求。 

 開始注意到資訊可能來自不同

源頭及以不同形式呈現。 

 了解及能夠選擇適當的措辭，

以表達對資訊的需求。 

 了解資訊可能來自不同源頭及

以不同形式呈現。 

 發展表達所需資訊的能力。 

 在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時，能從資訊的架構作出考

慮，例如辨別該資訊屬於哪一

門學科。 

 能夠清楚確認所需的資訊為何。 

 開始注意資訊來源的多樣性。 

 訓練辨別不同資訊來源及形式的

能力。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時，能

從不同角度作出考慮。 

 能夠清楚定義所需資訊為何，並

使用適當的資訊來源。 

 了解不同資訊來源的取向、資訊

範圍及恰當性。 

 在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時，

會就不同情況作出考慮。 

素養範疇 3： 

找出和獲取相關

資訊 

 開始了解在特定的搜尋準則

下，找出和獲取資訊的方法。 

 對找出和獲取資訊的方法有一

些認識。 

 了解找出和獲取資訊的不同方

法。 

 判定搜尋資訊的條件，例如使

用關鍵詞搜尋。 

 建立一些搜尋策略，如識別關

鍵字詞及相關詞彙。 

 能夠確定及優化不同搜尋策略的

準則，以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能夠找出屬不同類型和形式的資

訊。 

 開始注意到資訊的及時性與搜尋

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能夠選擇適當的方法獲取相關資

訊。 

 了解常用搜尋引擎的算法如何在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運作。 

 能夠闡述在不同策略下，會以甚

麼準則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熟悉多種即時搜尋策略，以找出

和獲取相關的及時資訊。 

 能夠選擇適當的方法獲取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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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1 

小一至小三 

2 

小四至小六 

3 

中一至中三 

4 

中四至中六 

素養範疇 4： 

評估資訊、媒體

內容和資訊來源

／ 提供者 

 識別不同的人可能抱持不同觀

點。 

 開始注意虛假資訊。 

 了解媒體訊息和資訊會對個人

和社會產生影響。 

 

 能夠確定某項資訊能否滿足需

要。 

 了解不同的人會隨時間流逝改

變對事情的看法，以及能夠認

清他們的觀點。 

 了解分辨媒體（包括社交媒

體）所傳達的虛假資訊的需

要，並能夠運用一些適當的準

則以評估資訊。 

 了解事實與意見的分別。 

 重視優質的媒體和資訊渠道。 

 能夠判別資訊中是否存有偏見、

欺詐或捏造的成分。 

 能夠識別建構資訊時的相關背

景。 

 發展事實查證技巧及能夠評估資

訊和媒體內容的可靠性、有效

性、準確度、權威性、時間性、

有否偏頗等；以及評估資訊來源

／提供者的真確性、公信力、提

供資訊的目的等。 

 在分享資訊前進行事實查證，並

了解該資訊可能會影響甚麼人和

他們會受到甚麼影響。 

 在詮釋資訊和媒體內容時，能夠

考慮其社會、文化及商業背景。 

 能夠辨識和描述製作及散播虛假

資訊和有害內容對個人和社會造

成的負面影響。 

 能夠分辨事實與意見，並恰當地

處理隱藏式的廣告。 

 了解後真相時代和「迴音室」的

概念。 

 能夠確認資訊是否有所增值、出

現相互矛盾或存有其他的特性。 

 根據結論、概述等，掌握詮釋資

訊的技巧。 

 發展事實查證技巧及能夠評估資

訊和媒體內容的可靠性、有效

性、準確度、權威性、時間性、

有否偏頗等；以及評估資訊來源

／提供者的真確性、公信力、提

供資訊的目的等。 

 在詮釋資訊和媒體內容時，能夠

考慮其不同背景。 

 能留意一些資訊的商業含意。 

 能夠向他人解釋虛假資訊和有害

內容。 

 解釋製作和散播虛假資訊的潛在

原因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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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1 

小一至小三 

2 

小四至小六 

3 

中一至中三 

4 

中四至中六 

素養範疇 5： 

提取和整理資

訊、產生及表達

新意念 

 能夠閱讀相關資訊以滿足個人

日常生活和學習的需要。 

 開始有能力提取相關資訊，並

按一些簡單方針進行整理（例

如分類法）。 

 能夠從多個來源提取和整理資

訊。 

 能夠合併、綜合、撮寫、比較及

對照已提取的資訊。 

 發展管理現有的資訊及開創新意

念的能力。 

 學會使用不同的媒體以創意手法

表達意念。 

 熟悉如何從多個來源取得資訊，

將其整合成為有意義的信息，以

待進一步處理。 

 能夠處理資訊，並重整新意念以

便利與其他資訊接收者分享。 

 學會透過新數碼科技進行創意活

動。 

素養範疇 6： 

運用資訊科技處

理資訊、建立內

容和於分享資訊

時先作反思 

 發展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及開始

掌握基本操作技巧。 

 利用簡單的搜尋策略，從特定

的來源搜尋相關資訊。 

 在分享資訊時要考慮訊息的目

的和對象。 

 顯出對應用技術於資訊處理方

面有所關注。 

 利用一些搜尋策略，從多個來

源搜尋相關資訊。 

 在安全的情況下，在資訊世界

與同儕交流。 

 收集和使用網上及圖書館的資

源，進行創作、演繹及安全地

分享意念，當中包括文本、圖

表、圖像和聲音檔案。 

 了解社交媒體平台上分享的資

訊可能影響使用者的社會形象

和聲譽。 

 加強使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能力。 

 從一系列的資訊來源搜尋不同類

型的資訊。 

 處理及以不同形式（包括文本、

圖像、圖表、聲音和錄像檔案）

表達資訊和意念作有目的的分享

和交流，並會注意能否有效傳遞

給資訊接收者。 

 了解社交媒體平台上分享的資訊

可能引致法律後果。 

 建設性地和負責任地使用社交媒

體。 

 解釋分享的內容如何影響他人的

想法、感受和信念。 

 加強使用資訊科技作終身學習的

能力。 

 能夠從不同的來源選擇資訊作特

定用途。 

 就使用資訊接收者的需要，運用

來源不同的資訊，去創造和表達

以分享和交流為目的的資訊及意

念。 

 了解分享甚麼內容屬違法，及規

管這些內容的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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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1 

小一至小三 

2 

小四至小六 

3 

中一至中三 

4 

中四至中六 

素養範疇 7： 

認識社會上資訊

提供者的角色和

功能 

 認識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時

代，社會上有不同的資訊提供

者。 

 認識到不同的人可能會以不同

的方式表達資訊。 

 認識到不同的人可能會以不同

的方式表達資訊以達到他們個

人目的。 

 了解資訊提供者的行為應符合

道德及法律的規範。 

 認識社會上有部分資訊提供者

的表現有違正規。 

 對資訊提供者的特點有基本認

知。 

 認識資訊提供者是國家之內和各

國之間的文化傳遞及文化凝聚的

工具。 

 了解資訊提供者的行為應符合道

德及法律的規範，所提供的資訊

應有證據支持。 

 認識社會上有部分資訊提供者的

表現有違正規。 

 開始評核資訊提供者的功能，特

別重視準確性、問責性及透明

度。 

 知道每位公民都可成為負責任的

資訊提供者，以建設更美好的社

會。 

 解釋資訊提供者的行為如何符合

道德及法律的規範。 

 知道社會上部分資訊提供者的表

現有違正途 (例如一些散播虛假

資訊的內容農場)。 

 評核資訊提供者的功能，特別重

視準確性、問責性及透明度。 

素養範疇 8： 

認識能獲取可靠

資訊的條件 

 明白及確定資訊的來源。 

 認識到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

觀點。 

 開始注意資訊提供者會投射某

些價值觀。 

 認識某些形象或表達方式會影

響我們對自己或他人的看法。 

 認識使用資訊人士對資訊提供

者就資訊透明度、問責性及持

守公平等方面有所期望。 

 開始注意資訊內能潛藏不同的

觀點。 

 認識某些形象或表達方式會影響

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尤其是當我

們未有機會身歷其境時。 

 認識資訊提供者所投射的價值

觀，以及觀察資訊提供者有否對

某些特定對象標籤或定型。 

 能夠檢視形象及表述，以判別資

訊內有否誤導成分或欠缺代表

性。 

 認識資訊內能潛藏不同的觀點。 

 認識某些形象或表達方式會影響

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尤其是當我

們未有機會身歷其境時。 

 能夠分析資訊提供者所投射的價

值觀，以及觀察資訊提供者有否

對某些特定對象標籤或定型。 

 能夠檢視形象及表述，以判別資

訊內有否誤導成分或欠缺代表

性。 

 開始注意資訊的使用會對社會帶

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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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1 

小一至小三 

2 

小四至小六 

3 

中一至中三 

4 

中四至中六 

素養範疇 9： 

認識應用新興和

先進資訊科技時

所衍生的道德問

題* 

 開始注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

資訊科技產品。 

 開始注意日常生活中的新興和

先進資訊科技（例如一些簡單

的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的應

用）。 

 了解和辨識一些新興和先進資訊

科技所衍生的道德問題（例如物

聯網及大數據的網絡安全和私隱

問題）。 

 拒絕不道德地使用新興和先進資

訊科技。 

 認識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的應用

和效益（例如認識人工智能在知

識創造及藝術創作上的應用和效

益） 

 了解和辨識一些新興和先進資訊

科技所衍生的道德問題（例如人

工智能偏見、深度造假、人工智

能機器進行道德推理、人工智能

聊天機械人、算法偏見和製造虛

假新聞的人工智能機械人）。 

 能建議方法以避免不道德地使用

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 

 

[註：*學校在規劃學習階段三、四有關素養範疇 9的課程時，宜與資訊科技相關課程互相配合，讓學生在相關課堂先認識有關新興和先進

資訊科技（例如人工智能、大數據）的基本概念，再與他們討論其衍生的道德問題。] 

  



 

13 

6. 以全校參與模式推廣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是促進學生有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資訊的相關能力及態度，當中亦涉及

不同知識範疇，與各學習領域有著密切的聯繫。因此，在校園裡推廣資訊素養，

不應是單一科目教師的責任。教育局鼓勵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將相關的學習元

素，融入不同學習領域／科目的學習活動中，全面推展資訊素養教育。教育局會

繼續透過專業發展課程和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支援服務向學界分享以全校參

與模式推廣資訊素養教育的良好做法和經驗。有關以全校參與模式規劃和實施資

訊素養教育的例子可參看示例一。 

 

示例一 以全校參與模式規劃和實施資訊素養教育 

學校領導及課程規劃層面 

 學校管理人員全面了解《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及釐清資訊素養相關概念 

 推行資訊素養教育前取得學校教師的一致共識 

 課程主任／資訊素養教育統籌教師與各科組合作制定校本資訊素養課程，把資訊

素養學習元素及相關學與教策略融入課程規劃，以配合不同科目的應用（教師的

角色分工例子見圖一） 

 鼓勵學校管理人員，包括課程規劃教師、各科主任，以及教師參與資訊素養專業

發展課程 ，亦可透過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取得支援服務 

 規劃相關家長教育 

 

 

 

 

 

實施層面 

 實施資訊素養教育並非單一學習領域／科目的責任，相關的課堂調配及校本內

容需共同協調 

 可以包括以下跨學習領域／科目／課堂的相互配合（有關不同科目／課堂包含

資訊素養學習元素的例子見表一；而課堂活動例子則可參考示例二、三）：  

 閱讀課 

 科技教育 

 價值觀教育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通識教育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常識科 

 語文科 

 班主任課 

圖一：教師的角色分工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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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學生參與資訊素養相關的學生活動，例如比賽、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等 

 舉辦家長教育活動及鼓勵家長參加資訊素養相關的講座及工作坊 

 評估校本資訊素養課程（進行質化及量化評估），檢視教學效能 

 

 

素養範疇 資訊素養內容 科目／課堂 

素養範疇 1： 

有效地、符合道德地及負責

任地使用、提供和互通資訊 

 對知識產權的基本認

識。 

 小學常識科 

 小學價值觀教育課 

素養範疇 2：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求 

素養範疇 3： 

找出和獲取相關資訊 

 識別和定義對資訊的需

求。 

 了解找出和獲取資訊的

不同方法。 

 小學常識科 

素養範疇 5： 

提取和整理資訊、產生及表

達新意念 

素養範疇 6： 

運用資訊科技處理資訊、建

立內容和於分享資訊時先作

反思 

 能夠處理資訊，並重整

新意念以便利與其他資

訊接收者分享。 

 就使用資訊接收者的需

要，運用來源不同的資

訊，去創造和表達以分

享和交流為目的的資訊

及意念。 

 中學生物科 

素養範疇 7： 

認識社會上資訊提供者的角

色和功能 

素養範疇 8： 

認識能獲取可靠資訊的條件 

 能夠檢視形象及表述，

以判別資訊內有否誤導

成分或欠缺代表性。 

 能夠分析資訊提供者所

投射的價值觀。 

 知道每位公民都可成為

負責任的資訊提供者，

以建設更美好的社會。  

 中學地理科 

素養範疇 4： 

評估資訊、媒體內容和資訊

來源／提供者 

素養範疇 9： 

認識應用新興和先進資訊科

技時所衍生的道德問題 

 發展事實核查技巧及多

項準則以評估資訊。 

 拒絕不道德地使用新興

和先進資訊科技。 

 中學資訊科技相

關科目 

 

素養範疇 9： 

認識應用新興和先進資訊科

技時所衍生的道德問題 

 了解和辨識使用人工智

能所衍生的道德問題。 

 中學通識教育科

／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 

 中學資訊科技相

關科目 

表一：中小學科目／課堂包含的資訊素養學習元素 （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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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小學常識科／第一學習階段） 

透過生活事件學習尊重知識產權 

教師講述故事：小霖的表弟生日將至，於是他把早前由他的同學小美製作祝賀他生

日的電子賀卡複製，利用圖片編輯軟件修改了卡上的姓名後便發給表弟，並在賀卡

標示自己為作者。小美知道後很不高興。小霖的朋友得悉這件事後有不同的意見，

有些認為小霖做法欠恰當，在未徵得小美同意前，不應抄襲小美的電子賀卡；但另

一些朋友則認為小霖並沒有做錯，而且做法非常聰明。教師透過與學生分享小霖的

個案，著學生進行討論及匯報，並在總結時向學生簡單說明小霖的做法是屬於侵犯

版權的行為。 

 

 

 

 

示例三 （中學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第四學習階段） 

透過觀看及討論深度造假的新聞片段，讓學生認識查證技巧 

 

教師播放利用深度造假（deepfake）技術製作的虛假新聞片段，讓學生認識現時人

工智能技術已能製作像真度極高的虛假視頻。教師著學生進行討論，思考濫用人工

智技術可能引起的問題，例如誤導市民大眾，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並帶出查證資

訊真偽的重要。教師再透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如何辨別深度造假技術製作的假新聞

片段，並透過與學生觀看有關影片，教授學生一些查證方法（例如仔細觀察影片中

人物的眼球活動會否不自然或缺乏眼球活動、面部表情會否不自然、音頻和視頻是

否不一致等），讓學生學習相關查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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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對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非常重要。要有效地預防網絡欺凌、保障個人資料

私隱和預防沉迷上網等，都需要學校與家長緊密溝通。我們鼓勵家校合作，對子女

／學童多加關懷和注意，並提供適當輔導。 

 

教育局一向有為教師提供關於電子學習及電子安全的專業發展課程及資源套，協助

學校進行相關的家長教育，並提供講座及設立熱線為有需要的家長、教師及學生提

供個別支援。我們亦把其他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等製作的電子安全資源的連結上

載至本局網頁，供家長參考。教育局會繼續推行多方面的措施，推廣家長教育，協

助學生持守正面價值觀，加強資訊素養。 

 

8. 教育局的支援 

教育局持續為學校及教師提供相關的課程資源和支援，包括專業發展課程、到校支

援和學與教資源等，協助學校善用本學習架構，規劃校本資訊素養課程及相關學習

活動，培育學生有效和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及資訊科技的能力及態度。 

為提升教學團隊策劃、推行及檢討校本資訊素養教育的能力，教育局持續為教師舉

辦相關的研討會及工作坊，包括為新任教師舉辦的資訊素養教育（基礎程度）課程。

同時，我們亦為不同科目教師舉辦相關進階程度課程，主題包括「培養學生使用資

訊及資訊科技的正向思維和健康態度」、「策劃、推行及評估在全校參與模式下的校

本資訊素養課程」，以及「如何在小學常識科和中學通識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推

行資訊素養教育」等題目。教育局亦提供深入探討個別資訊素養主題的教師發展活

動如「辨識網上資訊真偽及預防網絡欺凌」研討會，以及為策劃家長教育的教師舉

辦的「如何支援家長協助子女進行電子學習」課程等，以全面支援學校推動校本資

訊素養教育。有關專業發展課程的詳情，請瀏覽培訓行事曆（https://tcs.edb.gov.hk）。

此外，因應個別學校的需要，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可提供到校教師培訓服務。我

們會針對學校的現況設計適切的主題及內容，以協助學校推行校本資訊素養教育，

主題包括：「認識資訊素養」、「資訊素養教育的規劃」、「如何在學校推動資訊素養

教育」等。 

教育局亦持續為中小學提供不同類型學與教資源，包括電子學習資源套，提供配合

不同科目的教案、短片、動畫、海報等，以支援學校推行資訊素養教育（學與教資

源詳情見附錄「資訊素養教育相關資源及參考資料」）。為讓教師更深入了解本學習

架構各資訊素養範疇涉及的重要概念，例如網絡欺凌、後真相時代、迴音室、沉迷

上網、數碼足跡等，我們的資訊素養學與教資源套提供參考資料，逐一闡述以上概

念及相關法律條例，供教師參考，以加強他們教授相關資訊素養學習元素的知識和

能力。

https://tcs.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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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II II-III I II-III II-III II-III  1.  「聰明 e主人」電子學習資源套 （包括: 故事動畫、學生小冊子、建議學與教

活動） 

 故事 1 安全至上 （個人資料私隱） 

 故事 2 上網謹記保私隱 （個人資料私隱） 

 故事 3 你是誰？ （資訊評估） 

 故事 4 網絡欺凌零容忍 （網絡欺凌） 

 故事 5 轉發？不轉發？ （資訊評估） 

 故事 6 引用有法‧切勿抄襲 （知識產權） 

 故事 7 再見熊貓眼 （沉迷上網） 

 故事 8 適可而止 （健康議題、沉迷上網） 

 故事 9 消失的艾力 （沉迷上網） 
 

   I-IV     2.  「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電子學習資源套 

I-II I-II II  II  I-II  3.  小學資訊素養學與教資源套  

 III-IV III-IV III-IV III-IV III-IV III-IV  4.  資訊素養教育和網絡安全短片 

 黑到爆   （個人資料私隱） 

 電腦安全擂台大激鬥 （網絡安全） 

 網絡偵探團 （資訊和媒體內容評估） 

 好友邀請 （與家長成為社交媒體的朋友） 

 只是一句 （網絡欺凌） 

 網絡侵權 （知識產權） 

 Ark’s 網路日記 （沉迷上網） 

 阿思與阿擬  （健康議題） 
 

    I-IV    5.  和諧校園齊創建  

http://www.hkedcity.net/edb/smartemaster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elearningseries/page_58fd847d316e83c22a000000
https://edcity.hk/r/pri_il_resourcepack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video-es.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co-creating-harmonious-sch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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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V I-IV  I-IV I-IV I-II  6.  做個智 Net 的互聯網教育活動 – 互聯網教育資源套  

 III-IV III-IV II-III     7.  性教育動畫資源 

 網站誘惑（主題：瀏覽色情網站的影

響） 

（健康議題） （II-III） 

 線上誘情（主題：手機程式與交友陷

阱） 

（資訊評估、個人資料私隱） 

（III） 

 裸聊誘惑（主題：網上裸聊） （資訊評估、個人資料私隱） 

（IV） 
 

 I-IV       8.  「真假資訊要認清」小貼士  

II        9.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學習階段）:「粉絲同學會」  

III        10.  「生活事件」教案（第三學習階段）:網絡謊言  

    III    11.  「生活事件」教案（第三學習階段）:網上風波（防止校園欺凌） （教案及簡

報）  

    III    12.  「生活事件」教案（第三學習階段）:缺陷無罪 （防止校園欺凌） （教案及簡

報）  

 IV       13.  「生活事件」教案（第四學習階段）:「我學會了抗拒社會歪風」  

  IV  IV  IV  14.  「生活事件」教案（第四學習階段）:「博」（BLOG） 出私人空間   

 IV       15.  「生活事件」教案（第四學習階段）:「真假難辨？」（傳媒資訊真偽） （教案

及簡報）  

   I-II     16.  「生活事件」教案（第一及二學習階段）:用機我至醒 

    II    17.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學習階段）:我不要做網紅（網絡欺凌） 

 II-III       18.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及三學習階段）:網之溝通 

http://benetwise.hk/resources/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sea/sea.html
https://www.edb.gov.hk/il/chi/SpottingFakeNews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sed/webfiles/TeacherResources/01_Self/files/life-event_fans.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3_1_13.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3_social.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3_social.ppt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3_social.pptx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3_4_6.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3_4_6.pp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3_4_6.ppt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S5_society_case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4_1_3.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4_5_4.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4_5_4.doc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ea/ks4_5_4.ppt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資訊素養教育相關資源及參考資料 

Resource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relating to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 第一學習階段 (Key Stage 1 )   II: 第二學習階段 (Key Stage 2)    III: 第三學習階段 (Key Stage 3)    IV: 第四學習階段 (Key Stage 4) 

19 
 

資訊素養主題  

Key Topic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學與教資源 

相關超連結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Related Hyperlinks 
資訊 

搜尋及整理 

Information 

Searching & 

Organising 

資訊 

評估 

Information 

Evaluation 

個人資料

私隱 

Personal 

Data 

Privacy 

健康 

議題 

Health 

Issues 

網絡 

欺凌 

Cyber- 

bullying 

沉迷 

上網 

Internet 

Addiction 

知識 

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新興和先進

資訊科技 

Emerging &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I-IV       19.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至四學習階段）:謠言止於智者 

 II-III       20.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及三學習階段）:內容農場知多少 

 II-III       21.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及三學習階段）:明辨網絡陷阱 

   II-III     22.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及三學習階段）:有智有能用手機 

 II  II  II   23.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學習階段）:我學會了自律地上網 

 II       24.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學習階段）:我學會了自律地接觸傳媒 

      II  25.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學習階段）:人人有「權」 （尊重版權） 

 II  II     26.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學習階段）:遠離不良刊物、網站 

 II       27.  「生活事件」教案（第二學習階段）:帶眼識網友 

 III  III  III   28.  「生活事件」教案（第三學習階段）:我懂得自律地上網 

      III  29.   「生活事件」教案（第三學習階段）:不用翻版貨 

      IV  30.  「生活事件」教案（第四學習階段）:尊重知識產權，你我都有責! 

  III-IV      

 

 

31.  「生活事件」教案（第三及四學習階段）:「疑似藝人不雅照片事件 反思個人言

行取捨」 

  II-III      32.  「私隱・代價」（視像資源及教學材料）  

    I-IV    33.  預防欺凌 – 課堂活動 （中學及小學） 

 認識欺凌（一）欺凌知多少 （小學） 

 認識欺凌（二）欺凌解碼 （中學及小學） 

 認識欺凌（三）校園交叉點 （中學及小學） 

 認識欺凌（四）伸出援手 （中學及小學） 

    II    34.  個人成長教育精選教案 – 群性發展篇 - 被欺負怎麼辦 （p.15 – 26）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L_and_T/IT_Education/IT_Ed_Lea.html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3748438555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anti_bullying2/b.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soci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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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V I-IV I-IV I-IV   35.  智 Sm@rt智囊團 教師篇  

  II I II II   36.  智 Sm@rt新世代 小學篇  

   III-IV III-IV III-IV   37.  智 Sm@rt新世代 中學篇  

  I-IV I-IV I-IV I-IV   38.  智 Sm@rt智囊團 家長篇（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I-IV    39.  網絡欺凌你要知！ 

  II-IV      40.  在網絡世界保障私隱 – 精明使用社交網 

  III-IV      41.  保障私隱 – 明智使用電腦及互聯網 

    III-IV    42.  專題研習指引 - 青少年網絡欺凌（供中學生參考） 

  III-IV      43.  媒體素養教育網 – 網絡自保 

    III-IV    44.  媒體素養教育網 – 網絡欺「零」 

 III-IV III-IV    III-IV  45.  媒體素養教育網 – 網絡法義 

 III-IV III I-IV III I-IV III  46.  M21網絡教育教材套 

 網絡欺凌 （網絡欺凌） （III） 

 網上購物 （資訊評估） （III-IV） 

 交友陷阱（一）  （資訊評估） （III-IV） 

 交友陷阱（二）  （資訊評估） （III-IV） 

 誤墮法網 （資訊評估） （III-IV） 

 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 （III） 

 雲上安全 （個人資料私隱） （III） 

 慎用網絡 （健康議題、沉迷上網） （I-II） 

 打機雙面睇（一） （沉迷上網） （III-IV） 

 瘋傳的力量 （資訊評估） （III-IV）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files/recommendations_teachers_wa.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files/recommendations_primary_school_students_wa.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files/recommendations_secondary_school_students_wa.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files/recommendations_parents.pdf
https://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cyberbullying_c.pdf
https://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SN_c.pdf
https://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computer_wisely_c.pdf
http://www.hkpl.gov.hk/en/common/attachments/teens/e-resource/Teens%20Cyberbullying.pdf
http://medialiteracy.hk/teacher/%e7%b6%b2%e7%b5%a1%e8%87%aa%e4%bf%9d/
http://medialiteracy.hk/teacher/%E7%B6%B2%E7%B5%A1%E6%AC%BA%E5%87%8C%E4%BA%92%E5%8B%95%E5%8A%87%E5%A0%B4/
http://medialiteracy.hk/teacher/%e7%b6%b2%e7%b5%a1%e6%b3%95%e7%be%a9/
https://m21.hk/media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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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消息分真偽 （資訊評估） （III-IV） 
 

 I-IV I-IV  I-IV I-IV I-IV  47.  做個智 Net 的互聯網教育活動 – 家長教育手冊 （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I II      48.  電腦認知課程（單元四） – 使用互聯網 （第二學習階段適用）  

Modular Computer Awareness Programme （Module 4）  – Using the Internet 

（Applicable to Key Stage 2）  

主題三：上網事件簿 Topic 3: Internet Case Studies 
 II II II     49.  電腦認知課程（單元七） – 使用電子郵件 （第二學習階段適用）  

Modular Computer Awareness Programme （Module 7） – Using E-mail （Applicable 

to Key Stage 2） 

主題三：電郵實錄 Topic 3: E-mail in Real Life 

主題四：網上交談 Topic 4: Chatting Online 
       II 50.  電腦認知課程（單元五）  – 資訊科技的應用 (包括創新科技)（第二學習階段適

用）  –「人工智能初探」 

Modular Computer Awareness Programme （Module 5）  – IT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pplicable to Key Stage 2） –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II 51.  組合單元學與教資源系列 – 補充學與教資源：中國的高新科技發展—人工智能 

 I-IV       52.  Why Does Information Literacy Matter in the 21st Century? （For teachers’ 

reference） 

I-IV I-IV       53.  Presentation Material for Literacy Instruction Serie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TCS:CDI020190454] （page 9, 30 -94） （For 

teachers’ reference） 

   I     54.  眼睛護理課程 

http://benetwise.hk/download/parent_edu_kit.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it-for-interactive-learning/modular-computer-awareness-programm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it-for-interactive-learning/modular-computer-awareness-programm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it-for-interactive-learning/modular-computer-awareness-programm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life-and-society/combined-modules.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EDB_Resources/201801-NETSchemeIssue33.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EDB_Resources/il-20190114-net-e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EDB_Resources/il-20190114-net-en.pdf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Eyecar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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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55.  在中小學推行「自攜裝置」- 自攜裝置（BYOD）及可接受使用政策（AUP）學

校範例 

 II-IV    II-III II-IV  56.  「網絡地雷陣」學習資源網站 

 瀏覽不明來歷的電郵（高中程度） （資訊評估） 

 沉迷網上遊戲（初中程度） （沉迷上網） 

 下課後到網吧打機（高小程度） （沉迷上網） 

 網上侵犯版權行為（高小、初中程度） （知識產權） 

 網上 ICQ（高小、初中程度） （沉迷上網、資訊評估） 

 開庭審訊網上侵權事件（初中、高中程度） （知識產權） 
 

  I-II  II-IV    57.  網絡欺凌及網絡安全資源  

 兒童私隱 

 兒童網上私隱 （給家長及老師的建議） 

 網絡欺凌你要知 

III-IV      III-IV  58.  透過學校圖書館的活動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 – 經驗分享- 與學科協作提升學生

的資訊素養 — 北角協同中學陳佩群老師 

     I-IV   59.  家長智 Net - 網絡世代的管教與溝通（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一／網絡世代 

 二／網絡成癮 

  I-IV      60.  教導孩子守護網上私隱（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     61.  在家抗疫，難抗「屏幕」？給家長的小貼士（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I-III     62.  面對子女對色情資訊好奇的應有態度（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II-IV       63.  EdPost 教城電子報 - 網絡偽術 

 III-IV  I     64.  少年 Teen空–個人成長–成長錦囊–新媒體教育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BYOD/byod_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BYOD/byod_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Newwebsite/webaddicts.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cyber-bullying-and-internet-safety-resources/index.html
https://www.pcpd.org.hk/childrenprivacy/
https://www.pcpd.org.hk/misc/booklets/childrenPrivacy_c/index.html
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cyberbullying_c.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sch-lib-services/teaching-resources/enhancing-students-info-literacy-thr-sch-lib-act-exp-sharing.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source-support/sch-lib-services/teaching-resources/enhancing-students-info-literacy-thr-sch-lib-act-exp-sharing.html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網絡世代的管教與溝通(一-網絡世代)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網絡世代的管教與溝通(二-網絡成癮)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教導孩子守護網上私隱
https://www.parent.edu.hk/en/article/%E5%9C%A8%E5%AE%B6%E6%8A%97%E7%96%AB-%E9%9B%A3%E6%8A%97-%E5%B1%8F%E5%B9%95-%E7%B5%A6%E5%AE%B6%E9%95%B7%E7%9A%84%E5%B0%8F%E8%B2%BC%E5%A3%AB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E9%9D%A2%E5%B0%8D%E5%AD%90%E5%A5%B3%E5%B0%8D%E8%89%B2%E6%83%85%E8%B3%87%E8%A8%8A%E5%A5%BD%E5%A5%87%E7%9A%84%E6%87%89%E6%9C%89%E6%85%8B%E5%BA%A6
https://www.hkedcity.net/hq/zh-hant/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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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頭族健康攻略：提手步行操 （健康議題） 

 脊椎健康攻略 （健康議題） 

 護眼小貼士 （健康議題） 

 網絡偽術 （資訊評估） 

 網言有陷阱 （資訊評估） 
 

 III-IV III-IV      65.  資訊安全網–資訊保安問與答–年輕人與學生的常見問題 

 III-IV III-IV  III-IV    66.  資訊安全網 –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守則 

 I-IV I-IV I-IV I-IV I-IV I-IV  67.  資訊安全網 

 設定孩子們使用互聯網的基本規則 （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資訊安全網 –給家長的一些小貼士 （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資訊安全網 – 家長及教師（參閱資料） （供教師／家長參考） 

 資訊安全網 –資訊保安常見問題 - 教師

篇 

（供教師參考） 

 資訊安全網 –資訊保安常見問題 - 家長

篇 

（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II-IV III-IV      68.  資訊安全網 –安全的網上社交網絡活動 

  III-IV      69.  資訊安全網 – 保護你的私隱 

 III-IV III-IV    III-IV  70.  資訊安全網 – 安全使用網誌 

    I-IV    71.  資訊安全網 – 處理網上欺凌（供教師參考） 

 II-III II-III      72.  網絡安全資訊站 – 安全網上社交網絡活動 

    I-II    73.  網絡欺凌 

 I-IV I-IV I-IV I-IV I-IV   74.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 – 教師篇（供教師參考） 

 I-IV I-IV I-IV I-IV I-IV   75.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 – 家長篇（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97aa7d2918e7fc838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97aab4c32c8bf4d1f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97aabb8918e7f1139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afb9d8832c8bfa6543c9869
https://www.hkedcity.net/teencampus/resource/5af3fa83918e7f44523c9869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faq-for-youngsters-and-students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person/proper-use-of-the-internet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setting-ground-rules-for-children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security-tips-for-parents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parents-and-teachers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faq-for-teachers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faq-for-teachers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faq-for-parents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faq-for-parents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person/safe-online-social-networking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person/protecting-your-privacy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person/using-blog-safely
https://www.infosec.gov.hk/tc/best-practices/person/handling-cyber-bullying
https://www.cybersecurity.hk/tc/learning-social-networking.php
https://www.pcpd.org.hk/besmartonline/Cyber-bullying.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recommendations_teachers.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recommendations_par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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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I-II I-II I-II I-II   76.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 – 小學篇 

 III-IV III-IV III-IV III-IV III-IV   77.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 – 中學篇 

   I-IV     78.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 -善用屏幕產品 

   I     79.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健康「貼士」 

   I-IV  I-IV   80.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 -遊戲障礙及過度使用互聯網（供教師參

考） 

   I-IV     81.  沉溺行為--智 Sm@rt一族 ‧ 健康使用 

   I-IV     82.  眼睛／視力健康--電腦操作與眼睛保護 

 II-III       83.  YouthCan信息圖表庫 - 五大常見網上陷阱 

    II-IV    84.  Teens’ Chat Club 之「網絡欺凌事件簿」（Youth Can） 

 II       85.  真假颱風消息 

 II       86.  謠言又來了，智者請小心！ 

  I-IV I-IV  I-IV   87.  做個智 Net 的互聯網教育活動 – 互聯網小貼士：給家長的提示（供家長教育

用途／參考） 

    I-IV    88.  做個智 Net 的互聯網教育活動 – 「網絡欺凌」教師研討會（供教師參考） 

    III-IV    89.  做個智 Net 的互聯網教育活動 –  2010年 9月:正視「網上欺凌」，不要火上加

油（供教師參考） 

    II-IV    90.  學生支援網絡計劃 – 教養資源庫 （網絡文化懶人包） （供家長教育用途／參

考） 

 I-IV I-IV I-IV  I-IV   91.  「e學習‧伴同行」家長講座（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IV  I-IV I-IV I-IV   92.  網「樂」同行家長講座（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IV    I-IV I-IV  93.  共建網「樂」e世界家長講座（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recommendations_primary_school_student.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recommendations_secondary_school_student.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media/health_effects_media.html#healthy_use_of_electronic_screen_products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tips/health_effects_tips.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media/health_effects_media.html#gaming_disorder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health/health_sdsa/health_sdsa_smart.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health/health_ev/health_ev_coep.html
https://www.youthcan.hk/zh-hk/theme/safer-internet-day/infograph_1.html
https://www.youthcan.hk/zh-hk/theme/bullying/index.html
https://www.hko.gov.hk/tc/forecaster_blog/fb_20190730.htm
https://www.hko.gov.hk/tc/forecaster_blog/fb_20170112.htm
http://benetwise.hk/tips4.php
http://www.be-netwise.hk/cyberbully_seminar.php
http://www.be-netwise.hk/talk39.php
http://www.be-netwise.hk/talk39.php
http://www.std-support.net/tc/parentsresources/internetPacket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p-seminar.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p-seminar.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p-semin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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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V I-IV     94.  「攜手童行 e世界」家長講座（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IV I-IV I-IV I-IV I-IV I-IV  95.  《健康網絡由你創》短片系列（家長篇） （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I       96.  網絡資訊真定假 

     II-IV   97.  （影片） 網絡成癮─機不離手 

   I-IV     98.  （短片） 網上學習小貼士（供家長教育用途／參考） 

   I-IV II-IV    99.  善用科技於教學 

 III-IV       100.  消息 睇真啲 

 III-IV       101.  睇真 D • 知多 D：第一則資訊 

    I-II    102.  網絡欺凌 小學教育篇 

    III-IV    103.  網絡欺凌 中學教育篇 

      I-IV  104.  「版權教室」短片系列 

 II-III II-III II-III II-III II-III II-III  105.  做個智 Net 的互聯網教育活動 –「智 Net」小故事 

 III-IV       106.  Making Sense of the News: News Literacy Lessons for Digital Citizens （For 

teachers’ reference） 

 I-II I-II  I-II    107.  網絡安全事件簿（故事繪本）（https://cyberdefender.hk/story/） 

 「甜甜圈」的秘密 （網絡欺凌） 

 AI 機械人大對決 （提升網絡安全的秘訣、個人資料私隱） 

 社交陷阱 1+1 （資訊評估） 
 

 II II-III  II  I-IV I-IV 108.  MAIL教學短片 

CHAPTER 1－解讀資訊：事實與觀點 （資訊評估） （II） 

CHAPTER 4－網絡創作與版權 （知識產權） （I-IV） 

CHAPTER 5－什麼是 A.I （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 （I-II） 

CHAPTER 6－A.I 做假資訊 （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 （III-IV）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literacy/il-p-seminar.html
https://edcity.hk/r/healthyinternet_video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4373387131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影片)-網絡成癮-機不離手
https://www.parent.edu.hk/article/(%E7%9F%AD%E7%89%87)%E7%B6%B2%E4%B8%8A%E5%AD%B8%E7%BF%92%E5%B0%8F%E8%B2%BC%E5%A3%AB
https://www.hkedcity.net/etv/resource/85849677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3pjZ62EB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vp7hXmfQ0&list=PLSIOvjUwNfl64uq_-QxEVERZu_EdiRpzS&index=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Nvlbz5Cdc8&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SSh0uyBMM&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ISOnkXjQtEyoRto0E7QYg/videos
http://www.be-netwise.hk/talk.php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news-literacy
https://medialiteracy.hk/mailvideo/


資訊素養教育相關資源及參考資料 

Resource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relating to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 第一學習階段 (Key Stage 1 )   II: 第二學習階段 (Key Stage 2)    III: 第三學習階段 (Key Stage 3)    IV: 第四學習階段 (Key St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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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主題  

Key Topic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學與教資源 

相關超連結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Related Hyperlinks 
資訊 

搜尋及整理 

Information 

Searching & 

Organising 

資訊 

評估 

Information 

Evaluation 

個人資料

私隱 

Personal 

Data 

Privacy 

健康 

議題 

Health 

Issues 

網絡 

欺凌 

Cyber- 

bullying 

沉迷 

上網 

Internet 

Addiction 

知識 

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新興和先進

資訊科技 

Emerging &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HAPTER 7－A.I.代替人類？ （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 （III-IV） 

CHAPTER 8－網絡新世界：A.I創作 （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 （III） 

CHAPTER 9－網絡欺凌與 A.I （網絡欺凌（II）、新興和先進資訊科技

（III-IV）、個人資料私隱（II-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