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碼
學員將瞭解如何使用及維護高強度密碼，藉此加強網路個資安全。學員將瞭解高強度
密碼的設計原則，以及分享密碼可能帶來的問題。此外，他們也將瞭解如何保護密碼
安全，以及可採取哪些步驟來防止他人未經授權使用自己的帳號。

教材
「瞭解密碼」講義



密碼基本入門

第一部分

講授內容

對於在網站、應用程式和各項服務使用的密碼，我們通常不會多加思索；然而，個資
的安全性取決於密碼的強度。

課堂互動

請與學員討論以下問題。請提醒學員切勿在這次或其他練習活動中分享自己實際使用
的密碼。

講授內容

您擁有幾組密碼？

您是否為每個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帳號設定不同的密碼？

這些密碼是否完全不同？還是同一種密碼的不同版本？

如果您擁有多組密碼，如何記住各個密碼所對應的帳號？

講授內容

您是否常會忘記重要密碼？

忘記密碼時，您採取過哪些措施？

您如何設定好記的密碼？

您是否有每天都會用到的一組密碼？

如果在您不知情的情況下，有人得知了您的密碼，可能會產生什麼後果？

這會因為得知密碼的對象而有所不同嗎？

如果有人使用您的密碼登入您的帳號，對方會取得哪類與您有關的資料？

第二部分

課堂互動



將學員分成兩人一組。

講授內容

請與組員討論，如果有心人士得知了您在最喜愛的社交媒體平台使用的密碼，可能會
有什麼後果。

課堂互動

給學員 5 分鐘討論，然後請各組分享討論結果。

講授內容

現在，請與組員討論如果駭客得知了父母／照顧者的網路銀行帳戶密碼，可能會有什
麼後果。

課堂互動

給學員 5 分鐘討論，接著請各組分享討論的結果。

第三部分

講授內容

您可能在想駭客怎麼會得知私人密碼。駭客會採取幾種方法，其中一種是使用社交工
程攻擊法，藉此誘騙用戶分享自己的密碼。為了取得密碼，駭客會發送電子郵件給用
戶，而這類電子郵件看似來自該用戶設有帳號的平台或網站。他們可能會在電子郵件
中要求用戶點擊連結，並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登入；用戶登入後，駭客便會竊取這些
資訊。

駭客有時也會嘗試以常見字詞來猜測密碼，例如「password123」、「test」，或是您
的姓名。

另一種駭客用來得知私人密碼的方法，則是所謂的「暴力破解法」。使用暴力破解法
的駭客會重複嘗試以各種密碼來登入帳號。雖然「暴力破解法」能夠以手動方式進行
，但駭客通常會執行電腦程式，讓電腦自動並重複猜測各種可能的密碼組合。例如，
運用常見密碼清單，或是不同字母和數字組合而成的多組密碼，直到找到正確的密碼
為止。

當然，某些「暴力破解法」的手段更為精細複雜。比起罕用或隨機密碼組合，一般人
常用的密碼（例如「fido123」或「password」）更容易被程式猜中。如果駭客知道您
的相關資料，攻擊手段也就更加精確。例如，如果對方知道您的寵物叫 Toby，他們可
能會嘗試使用「Toby」，並在後面接不同的數字組合來猜測密碼（如「Toby629」或
「Toby3020」）。



設計原則

第一部分

講授內容

有人知道「高強度」或「較高強度」的密碼有何作用嗎？為什麼建議使用這種密碼？

講授內容

高強度密碼能協助您保護資料。雖然使用高強度密碼並不保證帳號不會遭人盜用，但
密碼強度太低會使您的資料容易遭到竊取。

密碼練習

講授內容

有哪些低強度密碼的例子？

1. 範例包括：Password、12345、Hello!、出生日期或暱稱。

為什麼認為這些是低強度密碼？

1. 其他人及／或採用「暴力破解法」的電腦能夠輕易地猜到這類密碼。

有哪些方法可以提高密碼的安全性？

1. 加入數字、大小寫字母、符號、增加密碼長度，以及避免使用單一常見字詞。

課堂互動

學員提供意見後，在黑板上寫下下列指示：

至少包含一個數字。

至少包含一個符號。

至少包含一個大寫字母和一個小寫字母。

密碼長度至少應為 7 個字元。

密碼應該要讓人容易記住（或者使用密碼管理工具）。



密碼管理工具是可協助用戶儲存及管理密碼的網站／應用程式。

避免使用單一常見字詞或個人資料（出生日期或父母姓名等）作為密碼。

避免在不同網站上使用相同密碼。

講授內容

有兩種方法可用來建立高強度密碼。第一種方法是參考黑板上的「密碼設定祕訣」建
立密碼。這類祕訣會建議您在文字／數字密碼中加入較難猜到的元素，讓其他人更不
容易猜出密碼；但這種方法有一項缺點，就是密碼變得比較難記。

高強度密碼

講授內容

另一種建立高強度密碼的方法，就是增加密碼長度。由於密碼的安全性與密碼長度有
關，使用至少含有 4 個不相關字詞的字串，可大幅降低人為猜測或「暴力破解法」猜
中密碼的機率。比起「密碼設定祕訣」，這種方法的好處就是讓密碼比較好記。

您也可以融合這兩種方法，使用至少含有 4
個不相關字詞的字串，並在其中加入符號和數字。

這幾種方法的目的都一樣：建立其他人無法輕易猜出的獨特密碼。

講授內容

將學員分成兩人一組

請與組員運用稍早寫在黑板上的指示，嘗試建立高強度密碼。請注意，電腦無法輕易
隨機猜出的密碼，對人類或設有常見長串密碼清單的電腦來說，可能很容易就猜中。
寫有密碼的紙張不會在活動結束時收回。建議您不要將這個密碼實際用於任何帳號，
因為其他組員會知道這個密碼。

給學員 5 分鐘時間完成這項作業。接著在教室內巡視，請學員提供他們認為安全性最
高的密碼範例。詢問學員在不查看密碼的情況下，是否能夠記得密碼。

雖然有些網站會要求用戶密碼必須符合上述的部分（或全部）條件，但有的網站並沒
有這類限制。您也可以使用隨機的常見字詞來建立密碼。

課堂互動

請每組學員分別以字詞建立新密碼。告訴他們每組密碼應至少包含 4
個字詞，確保密碼的安全性高又好記。給學員 5 分鐘時間完成這項作業。接著在教室
內四處走動，詢問學員們想出的密碼範例。並再一次提醒學員，寫有密碼的紙張不會
在活動結束時收回，也不建議將密碼實際用於任何帳號。



講授內容

有些網站會使用多重（或雙重）驗證系統來驗證身分。這些網站經常透過簡訊、應用
程式或電子郵件發送一次性驗證碼，用戶必須輸入密碼與驗證碼才可通過驗證。

這項作法可增添額外保護，讓帳號更難以破解，大幅提升安全性。例如，用戶若要登
入帳號，不但須擁有密碼，還要有與該帳號連結的應用程式、裝置或電子郵件地址的
使用權限。



保護密碼安全

第一部分

講授內容

即使建立了一組電腦或人類難以破解的密碼，在某些情況下，密碼的安全性仍會降低
。

講授內容

哪些情形會降低密碼的安全性？

1. 範例包括：多個帳號使用相同密碼、使用含有個資的密碼、多年未更改密碼，以
及忘記密碼。

您認為多久必須變更一次密碼？

講授內容

即使是高強度密碼仍有可能遭盜用或竊取，但您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保護自己。如果您
在發生資料外洩的網站擁有帳號，務必在該網站上變更密碼，並且在您使用類似密碼
的其他網站上也進行變更。

要記住許多又長又複雜的密碼並不容易。

講授內容

您認為在紙上或電腦文件檔中記錄密碼是個好主意嗎？為什麼？

課堂互動

講述這些紙張或電腦檔案被他人發現時可能引發的問題。接著，說明解決方法之一是
使用可協助用戶儲存和管理密碼的密碼管理工具。

第二部分

講授內容

每一天，我們都會在不同網站上使用許多不同的帳號。每次都要在各個網站上登入和
登出，真的有點麻煩。

講授內容

您是否曾使用過瀏覽器的「儲存密碼」功能，儲存某個網站的登入密碼？為什麼？



您瞭解網站如何記住用戶的身分嗎？

1. 詢問是否有人能夠說明。接著，說明網站能夠儲存 Cookie
來記住您曾經登入網站。Cookie 是儲存在您電腦上的小型檔案，協助您日後瀏覽
網站時，無須再次登入即可讓網站辨認您和您的電腦；但是，Cookie 也能夠用來
追蹤您在各個網站上的活動，同時也是將您列為廣告目標對象的方法之一。

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儲存密碼嗎？

講授內容

您的電腦是否設有登入密碼？

如果您和其他人共用電腦，該怎麼做？

1.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系統會在密碼欄位內以黑色圓點或星號隱藏密碼，但是與您
共用電腦的其他人仍有可能得知密碼。無法在螢幕上看到密碼，並不表示密碼不
會儲存在電腦的其他地方。

講授內容

是否有可以與他人分享密碼的情況？什麼時候？為什麼？

1. 例如，可能父母想知道密碼，或是在 Netflix 等服務擁有共享／家庭帳號。

您有與任何人分享密碼嗎？如果有，對方是誰？為什麼？

如果您與某人是好朋友，對方是否會說「如果你真的在乎我」這類的話，要求您分享
密碼？為什麼？

講授內容

您可能會因為在乎某人而選擇和對方分享密碼，但在乎一個人並不表示對方應該擁有
您網路帳號的完整使用權限。

與特定對象分享密碼前，請仔細思考您與對方的關係，以及這段關係日後是否可能生
變。例如，與父母／照顧者分享密碼以及與好友分享密碼，是截然不同的情形。

講授內容

如果您和他人分享密碼，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1. 他人可能會盜用您的銀行帳戶，在網路上假冒您，或者得知您的一些秘密。



如果您分享了某個帳號的密碼，您使用該帳號的方式是否會有所改變？

講授內容

如果有人可以得知您的一舉一動，您是否就不會在 Netflix
上觀看某些影片，或者在電子郵件中撰寫某些內容？

課堂互動

學員應反思自己在共享帳號時的注意事項。他們應考量到共用帳號的人都能看到自己
在網路上的活動。

講授內容

如果帳號在虛擬世界中代表您本人（例如社交媒體個人檔案），與其他人共用帳號是
否合適？

課堂互動

討論他人冒用自己的身分，向朋友傳送訊息的可能性。

講授內容

您是否允許您所用的裝置儲存密碼？為什麼？這表示在個人手機或電腦上儲存密碼是
安全的嗎？如果朋友借用您的手機或電腦，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您是否與其他人（例如家人或朋友）共用任何裝置？您會與對方在該裝置上共用帳號
嗎？還是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帳號？

您是否曾在圖書館、學校等場所使用過「公用」裝置？您使用該裝置從事的活動，與
您在其他裝置上進行的活動是否相同？

第三部分

課堂互動

將學員分成兩人一組。

講授內容

請與組員討論是否曾在學校、圖書館或其他社區環境登入電腦後，發現其他人的社交
媒體或電子郵件帳號仍未登出。請他們想想是否會瀏覽該帳號，或使用該帳號做任何
事情。

課堂互動

給學員 5 分鐘討論，然後請他們分享。鼓勵各組討論這類未經授權使用帳號的行為。





未經授權使用帳號

第一部分

課堂互動

請注意：本活動的部分內容與「活動 1：密碼基本入門」的內容相同，
您可自行評估，決定要使用本教材或略過。

講授內容

即使別人原先不知道您的密碼或沒有猜中密碼，仍有可能取得您帳號的使用權限。如
果對方握有您的個資，就有可能依此推測出您的密碼，或者說服公司相關人士提供您
的資料。由於對方並非使用科技來入侵帳號，因此這類攻擊稱為社交詐騙或社交工程
。

講授內容

曾經忘記自己在網站上所設密碼的人請舉手。

點擊「我忘記密碼」後，會發生什麼情形？

1. 網站通常會要求您回答安全提問，或者嘗試透過手機號碼或電子郵件聯繫您。

網站會詢問哪些安全提問？

1. 說明朋友或熟人是否可能答對這些提問，或猜中答案。可能的提問包括：寵物的
名字、出生地、母親的娘家姓氏、最愛的教師姓名、好友的姓名或喜愛的球隊。

還有哪些人可能知道這類有關您的資訊？

在您忘記密碼時，網站如何聯繫您？

還有哪些人可能使用您的聯絡管道？

講授內容

陌生人如何得知與安全提問答案相關的個人資料？

1. 社交媒體貼文、網路搜尋公開資訊、多次猜測，或聯絡您的朋友等等。

有哪些社交媒體貼文含有個人資料呢？



1. 例如，Instagram
貼文說明中含有您貓咪的名字、標記地點的相片，或是公開的生日貼文。

如何使用 Google 獲得更多某人的相關資訊，然後竊取對方的密碼？

1. 如果搜尋引擎顯示某人學校的網路版校刊，其中包含對方國三班級合照，您可能
就有辦法得知對方國三時的導師姓名。

第二部分

講授內容

如果發佈的貼文含有安全提問答案的相關資訊，可能會產生安全疑慮。務必選擇只有
您知道答案的安全提問，您也可以虛構安全提問的答案，只要答案有儲存在密碼管理
工具，或是讓您容易記住就好。

網站可能會使用與帳號連結的手機號碼或電子郵件來聯繫用戶。如果用戶忘記密碼，
網站通常會提供可用來重設密碼的暫時性密碼或超連結。

講授內容

若要確保要求新密碼的對象是用戶本人，這是安全的作法嗎？

如果您和他人共用與此帳號連結的電子郵件地址呢？

1. 重設密碼連結的作法通常十分安全，但如果您與他人共用帳號或分享密碼，便會
產生風險。

講授內容

想進行社交詐騙的有心人士可能會直接找您下手，嘗試誘騙您提供個人資料。有時候
，您可能會收到某人假冒他人（例如朋友、家人或銀行行員）發送的電子郵件，並要
求您分享重要資料（例如出生日期）以驗證身分。這種作法有時讓人難辨真偽，例如
，某人入侵您朋友的社交媒體帳號，並傳送訊息給您（可能還會傳送給其他人）詢問
您的生日或家鄉。如果朋友傳送奇怪的訊息內容，建議您先與對方聯絡（透過社交媒
體平台以外的管道），確認對方是否真的傳送該則內容。

使用看似真實的電子郵件或網站來誘騙個資的手法稱為網路釣魚，這類攻擊可能使您
的身分資料遭到竊取。例如，身分竊賊可能會以您的姓名申辦並使用信用卡，這可能
導致您在日後難以申請信用卡。

網路釣魚可讓身分竊賊假冒您並獲取更多資訊，進而窺探您的電子郵件、冒充您並傳
送訊息給您的朋友，或者竊取您的財物。在這個過程中，身分竊賊也可能會建立您無
從得知的新密碼，讓您無法使用自己的帳號。





作業

講義

作業

請學員回答下列問題，並在「瞭解密碼」講義上以文字或圖像記下答案。

1. 下次建立密碼時，您會運用在本課程中學習到的哪三項重點？

2. 您認為在哪一種情況下，可以與他人分享密碼？

3. 您可以運用哪三項策略安全地與他人分享密碼？

4. 如果有心人士得知了密碼，可能會有什麼後果？請舉出三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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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學習資源是由哈佛大學柏克曼克萊恩網路與社會研究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的 Youth and
Media 專案提供，使用「創用 CC - 姓名標示 - 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授權。你可以自由使用這些資源，包括複製和製作衍生作品，且可用於商業或非商業用途，但請標明 Youth and Media
為原始資料來源，並依照相同規範分享所有相關作品。你也可以在柏克曼克萊恩中心的數位素養資源平台（Digital Literacy

Resource Platform）取得這些資源和其他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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