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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電腦

簡介

本單位分為四部分：第﹝I﹞部分「奇妙旅程」讓學生透過類似心理測驗的遊戲，

思考自己使用電腦的態度；第﹝II﹞部分「病毒奇案」是一套互動動畫，學生

可透過劇情，掌握關於電腦病毒的常識；第﹝III﹞部分「有商有量」讓學生透

過討論，訂下他們願意遵守的使用電腦守則；第﹝IV﹞部分「開開心心用電腦」
透過打油詩及兒歌，提醒學生注意使用電腦的安全，以收潛移默化之效。教師

可針對學生的認知能力及他們在使用電腦時可能出現的問題，從本單位中選取

合適的活動，或設計其他活動，讓學生明白如何善用電腦。

﹝I﹞「奇妙旅程」

學生開啟心理測驗遊戲，透過回答問題，思考自己使用電腦的態度；並且從答

案解說中，學習使用電腦的正確態度。以下是遊戲的內容：

劇情簡介 問題 答案解說

小蛇長時

間使用電

腦，不願
參與其他

活動。

1 你每天大約花多少

時間在電腦上呢？

A. 0小時

B.少於 2 小時

C.2 – 4 小時

D.4小時以上

A想一想：電腦是否真的對你一點用處也沒有? 它可
不可以幫助我們完成功課？網上不同的資訊，可否

讓我們增長見識？試試發掘使用電腦的益處吧！

B做得好！你不會沉迷電腦！但記得要善用電腦，用
它來做些有意義的事。使用電腦時，亦要注意健康：

光線要充足；坐姿要正確：眼睛與顯示器距離約半

米；背部和手肘都要有支持位；整個背部緊靠椅背；
每隔 45分鐘便讓背部和眼睛休息一下，眼望遠方，
做一點伸展運動。

C想一想：你真的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在電腦上嗎？你
是否利用電腦做有意義的事？長時間使用電腦，要注
意健康啊！(餘下的解說與 B同。)

D想一想：你是不是過份沉迷電腦？你有沒有安排時
間去看書、運動和睡眠⋯⋯ 等？長時間使用電腦，

會影響你的健康。使用電腦時 …(餘下的解說與 B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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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問題 答案解說

長頸鹿奇

怪小蛇為

何花那麼
多時間在

電腦上。

2你通常利用電腦幹甚
麼呢？

A. 學習

B. 遊戲及娛樂

C. 聊天或交友

D.其他

A 做得好！你使用電腦的態度很正確，但切記在選擇
網頁或資料時要小心，因為一些網上的資料並不真

確，而有些網頁更帶有色情、賭博成分，你們要小
心判斷，做個精明的電腦使用者。

B想一想：你是否過份沉迷電腦遊戲及娛樂！試試利
用電腦做些更有意義的事吧！

C想一想：在網上結交朋友，並未真正了解對方便透
露個人資料，是否很危險？只是花時間聊天，是不

是很浪費時間？

D想一想：你是否善用電腦？電腦的功能雖然很多，
既可用來學習、工作，又可提供娛樂，但切記不要

浪費時間！把時間好好分配，多做些有益身心的活

動吧！

小蛇想偷
看老師委

託他轉交

小猴的電

腦磁碟。

3你又會不會偷看別人
的檔案呢？

A. 不會。

B. 我曾有這樣的想
法，但沒有這樣做。

C. 會。

A做得好！每個人也有權利決定是否願意公開自己的
東西，你懂得尊重別人是一種美德！

B想一想：雖然你始終沒有偷看別人的東西，但有這
樣的想法都要小心，要堅持下去，記住要尊重別人

啊！

C想一想：你有尊重別人嗎？偷看別人的東西是缺德
的行為；看別人的東西之前，要先徵求對方的同意。

小蛇在回

家途中，

被叫賣的

小販吸

引，買了
兩隻盜版

光碟。

4你又會不會購買或使
用盜版電腦光碟呢？

A. 不知道甚麼是盜版
電腦光碟。

B. 不會。

C. 我不會購買盜版電
腦光碟，但會使用

它。

D. 會。

A「盜版」即未經准許，私自使用他人的創作；使用盜
版軟件，即是使用偷回來的東西！愈多人使用盜版

商品，願意創作的人便愈少，最終損失也是我們！

B做得好！你要繼續努力，鼓勵其他同學，不要使用
盜版軟件！

C想一想：雖然你沒有直接支持盜版，但你也是幫兇；
在使用盜版光碟前，想想原創人創作時付出的心血

吧！

D想一想：假若你創作或發明的東西，被別人偷去了
賣錢，你的感受如何？無論電腦軟件或電影作品、

音樂作品，同樣受版權法保護，任何人購買或使用
盜版光碟，都是犯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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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問題 答案解說

小蛇熱衷

追求科技

潮流，從
網上購買

了不少最

新的硬件

和軟件。

5你會不會儘量添置最
新的電腦硬件和軟件

呢？

A.會。

B.不會。

C.我只會添置符合我工
作和學習需要的硬件

和軟件。

A想一想：使用合適的硬件和軟件，能提高工作效率，
但不理需要，盲目追求潮流，是否浪費資源？

B想一想：其實每種硬件和軟件也有不同的用途，切
合不同工作的需要。我們可否利用合適的硬件和軟

件來提高工作效率？

C你不盲目追求潮流，也懂得用合適的硬件和軟件去
提高工作效率。做得好！

小蛇為了
參加抽獎

及下載免

費軟件，

提供個人

資料。

6你會不會把個人資料
給予陌生人？

A.不會。

B.會，但我會先諮詢老
師或家長的意見。

C.我只會透露一些假的
個人資料。

D.會。

A做得好！你懂得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但有時我們
真的要提供資料才能使用某些服務，那麼，在提供

個人資料之前，先諮詢老師或家長的意見吧！

B做得好！你懂得先諮詢老師或家長的意見，才把個
人資料給予陌生人，證明你也懂得保護自己，聽取

別人意見。

C啊！不要說謊！既然你不信任那個網站，便不要提
供個人資料。遇到疑難，可以和老師或家長討論。

D哇！你妄顧安全，隨便把個人資料給予別人，假若
個人資料被壞人利用，後果便不堪設想了！同學們，

不要為了少少的利益而冒險！在提供個人資料之

前，記著先諮詢老師或家長的意見。

小蛇在網
上遇到

「兒童不

宜」的東

西，禁不

住好奇
心 …

7假如你懷疑網上有些
資料是「兒童不宜」

的，你會繼續看下去

嗎？

A.會。

B.不會。

C.若我不能確定那些資
料是否適合自己時，

我會與家人或老師商

量。

A你很有好奇心和求知慾，但想一想：甚麼人都可以
把東西放在網上，當你瀏覽網上資訊時，要小心分

析和判斷，不要沉迷不良的資訊；遇到問題，記住

與老師或家長討論啊！

B你不想接觸不良的資訊，但想一想：你是否沒有求
知慾？當我們瀏覽網上資訊時，只要小心分析和判

斷，便不需要太害怕接觸不同的資訊。遇到問題可

與老師或家長討論啊！

C你很樂意接受師長的意見，但想一想：甚麼人都可
以把東西放在網上，你要學會分析和判斷不同的資
訊，才能善用網上的資源啊！

學生完成遊戲後，可閱覽自己的成績表，如有需要，亦可把成績表列印出來。以下是成績

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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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問題摘要

做得好！ 想一想 …

1花在電腦的時間

A 電腦能幫助你嗎？

B 你不會沉迷電腦。

C 你會否花太多時間使用電腦？

D 你會否花太多時間使用電腦？

2使用電腦的目的

A 你懂得利用電腦做有意義的事。

B 你有善用電腦嗎？

C 你有善用電腦嗎？

D 你有善用電腦嗎？

3會否偷看別人的檔案

A 你懂得尊重別人。

B 你懂得尊重別人。

C 你會學習尊重別人嗎？

4會否購買或使用盜版軟件

A 你知道為甚麼不可以使用盜版軟件

嗎?

B 你懂得尊重知識產權。

C 你知道為甚麼不可以使用盜版軟件

嗎?

D 你知道為甚麼不可以使用盜版軟件

嗎?

5會否儘量添置最新的硬件和軟件

A 你會盲目追求潮流，浪費資源嗎？

B 你會利用合適的工具來提高工作效

率嗎？

C 你懂得利用合適的工具來提高工
作效率，又不會浪費資源。

6會否把個人資料給予陌生人

A 你懂得保護個人資料。 你會諮詢老師或家長的意見嗎?

B 你懂得保護個人資料。

C 你知道個人資料是重要的。 你會諮詢老師或家長的意見嗎?

D 你知道隨便透露個人資料是很危險

的嗎？

7會否瀏覽可能是「兒童不宜」的資訊

A 你有好奇心和求知慾。 你會沉迷不良資訊嗎？

B 你不會讓不良資訊影響你。 你會學習分析和判斷不同的資訊
嗎？

C 你遇到疑難，懂得發問。 你會學習分析和判斷不同的資訊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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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成績表示例：

小提示：

l 教師須預先安裝軟件（見奇妙旅程程式/setup.exe）。
l 若電腦是採用 MS Word 2000 版本，並已安裝Norton AntiVirus 防毒軟件，
遊戲程式便不能執行儲存學生作品的功能，這是由於 MS Word 2000 特有
的程式故障，但在MS Word 97不會出現。如要解決上述問題，可到Microsoft

Support Services —  http://support.microsoft.com/support/kb/articles/Q246/0/18.ASP

l 教師可提醒學生本活動只是遊戲，目的只是啟發他們的思考，所以不必太介

意遊戲的結果。

l 本遊戲可供學生在課堂外使用。

l 教師可在所有學生完成遊戲後，透過提問(例如：電腦有甚麼用途？甚麼是

「盜版」光碟？為甚麼我們不可購買盜版物品？為甚麼我們不可以隨便把個

人資料給予陌生人？)和學生示範 (例如：使用電腦的正確姿勢、看別人的

東西前要做的事情、遇到不良資訊時的反應)等活動，加強學習效果。

﹝II﹞「病毒奇案」

這是一輯附加討論問題的動畫，介紹甚麼是電腦病毒和預防電腦病毒的方法。

為加強學生的參與，劇情發展到關鍵的地方，旁述員便會提出問題，讓觀眾思

考。學生可在此時一起討論如何解決劇中人物遇到的問題，然後再繼續欣賞動

畫。以下是動畫的內容及供教師參考的資料：

劇情簡介 討論問題 參考資料

當阿日開動電腦，準備從磁

碟中取出同學給他的檔案

時，發現電腦屏幕漆黑一
片 … …

你知道出了

甚麼問題

嗎？

電腦出現故障時，千萬不要慌張，要細心和

耐心地找出原因。電源、裝置接口、開關等

小「意外」，都可以是「故障」的原因，向
別人求救之前先弄清楚，便不會費時失事。

當阿日要儲存檔案時，屏幕
上竟然出現了一句開玩笑的

句子，按鍵更沒有反應 … …

為甚麼電腦
的表現如此

奇怪？

電腦運作失靈、程式執行速度變慢、檔案被
更改或刪除、無法開機等不正常現象，都可

能是病毒侵入了電腦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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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討論問題 參考資料

哥哥指出電腦染上病毒的徵

兆。

甚麼是電腦

病毒？

電腦病毒是一種電腦程式，即是控制電腦的

指令。沒有電腦程式，電腦便不能運作，但

輸入病毒程式，電腦便會做那些病毒程式編
寫人要它做的事 - 破壞電腦正常運作、散

播病毒。

阿日奇怪自己不認識那寫病
毒的人，為何還會染上病毒。

為甚麼阿日
的電腦會染

上病毒？

電腦病毒可經由磁片及網絡傳播。當我們執
行附有病毒程式的檔案時，病毒便有機會進

入我們的電腦系統。

阿日不敢開啟同學給他的電

子郵件，恐防郵件中有病毒。

你可隨意開

啟熟人給你
的電郵嗎？

電腦病毒是可以從電子郵件傳播的，所以開

啟任何電郵，特別是來歷不明的電郵，我們
都要小心。

哥哥著阿日小心處理電子郵
件。

怎樣預防電
腦病毒？

預防電腦病毒的方法包括：
l 養成把重要資料備份的習慣

l 安裝防毒軟件

l 不時更新防毒軟件

l 不要開啟不明來歷的電郵

l 停止使用被病毒感染的程式或檔案
l 一旦發現電腦有病毒，立刻關機；備妥

緊急救援磁片，才可再開機

小提示：

l 教師可從善用電腦/病毒奇案/病毒奇案.exe開啟動畫。
l 劇情停頓，讓學生討論，可令學生投入解決問題的過程，但討論時間不宜過

長，以免分散學生的注意力。

l 學生觀看動畫後，如有興趣，可以電腦病毒作專題研習的題材，搜集一些曾

肆虐的病毒的資料，探討它對人們造成的破壞和影響。

﹝III﹞「有商有量」

假如學生明白為什麼要訂出某些規則，並完全信服，他們會更願意遵守那些規

則；所以透過討論，讓學生自訂「電腦使用守則」，更能鼓勵他們在校內和家中

持之以恆地遵守。以下是與學生訂立電腦使用守則步驟的建議：

A. 一起討論有沒有需要訂立電腦使用守則。
B. 大家提議一些守則，寫在黑板上。
C. 教師亦可針對學生使用電腦的態度，提供一些守則的建議，刺激學生的思考。
D. 學生逐一討論建議，選出他們認為合理而願意遵守的規則。學生亦可加上新
的規則，或修改已提供的守則。

E. 學生把大家同意遵守的規則(最多大約十項)寫好，貼在他們經常使用的電腦
旁邊，用作提醒自己。

教師可參考下表，選取合適的電腦使用守則建議，供學生討論。守則建議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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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能是不重要的，或不合理的，學生要認真判斷：

關注範圍 守則 備註

在使用電腦時，我會保持姿勢正確。

使用電腦超過　　分鐘，我便會休息一下。

原因：避免身體和眼睛受傷害

(如有需要，可詳細討論「正

確姿勢」和使用電腦的時限。
詳情可參考「奇妙旅程」或「新

聞剪影」有關資料)

我會把每天的所有空閒時間花在電腦上。 除了學習資訊科技，還有甚麼

對同學也是非常重要的呢？

健康

我每天使用電腦不會超過 ____ 小時。 學生可訂定每天使用電腦的時

限

我不會在網上透露任何關於我、我的家人和

朋友的資料。

「個人資料」包括相片、學校

和通訊地址、電話、父母工作

地點等

除非可得到禮物，否則我不會在網上透露任

何關於我和我家人的資料。

可參考「奇妙旅程」題 6

沒有家長陪同，我不會上網。 學生可決定自己是否一個有判

斷力和自制力的人

我不會和在網上結交的人會面。

在網上遇到任何「兒童不宜」的東西，我不

會繼續看，也不會回應，並且立刻告知家長

或老師。

我要養成開啟所有電子郵件的習慣。 小心來歷不明的電郵；可參考

「病毒奇案」

我不會隨意參加網上的遊戲。

我只會參加有趣的網上遊戲。 「有趣的」遊戲不一定適合學

生

我不會相信任何在網上找到的資料。 可與學生討論如何辨別資訊的

真偽

處理資訊的

態度

我不會使用任何在網上找到的資料。 可與學生討論應如何使用網上

的資料

知識產權 我不會使用免費軟件。 如果肯定軟件是安全和合法
的，便可以用

我不會使用盜版軟件。 原因：要尊重別人的創作成果

(可參考「奇妙旅程」(題 3))
在使用網上資料時，我會尊重別人的知識產

權。

不可抄襲或盜用別人的創作─

包括文字、圖象、動畫等

態度 我會利用電腦做些有益的事，不會沉迷電腦

遊戲。

學生可舉例說明哪些是「有益

的事」

為了訓練反應，我會向高難度的遊戲挑戰。 學生可思考應如何利用寶貴的

時間

我會讓家人知道我怎樣利用電腦。

在家中，我也會遵守已訂下的電腦使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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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l 教師要與學生坦誠地討論，不必擔心學生的討論結果是否合意。教師的角色，

是提供資料及意見，讓學生自己判斷，假如學生並非真的討論，而是不斷猜

測教師心中的模擬答案，這活動的意義便不大了。

l 學生選取要遵守的規則不宜太多，以免適得其反。

l 不少電腦使用守則都與使用互聯網有關，所以學生在討論前宜擁有這方面的

經驗。

(IV)「開開心心用電腦」

要培養學生使用電腦的正確態度，除知識的灌輸外，還可使用潛移默化的方法。

以下提供打油詩及兒歌各一首，供初小學生使用：

（錄音檔案和文件檔案均存於（資料室）資料夾內）

高小學生可嘗試創作打油詩或為兒歌填上新詞，鼓勵同學善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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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與我」

我是能幹小電腦

做的工作十分多

會寫字

會計算

會畫畫

會儲存

各行各業需要我

你是我的小主人

給我指令不會錯

做功課

找資料

玩遊戲

通電郵

工作學習增見聞

做個聰明小主人

使用電腦要小心

坐姿要正確

時間莫過久

上網顧安全

不交壞朋友

善用電腦不分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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