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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交易

 網路交易的便利性，反應出網路交易成
為資訊時代新興的一種交易模式與類型，
但因為與傳統面對面的交易方式不同，
而容易衍生出網路交易詐騙問題。要知
道網路交易的內容及類型，如何防範交
易詐騙及安全的交易等便顯得很重要。



何謂網路交易

 網路交易是以網際網路為交易平台，取
代現有之面對面、電話及傳真等等之下
單方式來進行交易。網路購物帶來更多
的選擇、更多產品資訊、較低的價格及
隨時隨地可向全球的網路商店進行購物，
透過網際網路，消費者不需出門，便可
向全世界的電子商務業者購買各式各樣
的商品及服務。



網路交易的類型-1

 隨著知識經濟與虛擬時代的來臨，各類
傳統交易型態與網際網路資訊科技之結
合，已產生新型的交易方式。網路交易
的類型則可分成一對一以及一對多二種
型式。



網路交易的類型-1對1

 一對一的交易類型通常是個人將所屬物
品賣出，所以大多數是短期性的，沒有
固定的拍賣時間，通常結標後網頁就關
閉，買家通常沒有任何第三方機構的保
障。



網路交易-1對多

 而一對多的交易類型是個人長期性經營
的在購物網或者網路商店進行交易活動，
這樣對於消費者有較多權益保障。

 在此類型網路交易時，必須特別注意是
否有交易履約保障，即是在交易的過程
中，除買、賣雙方外，再加入另一獨立
的網路交易履約保障業者。



網路交易-1對多

 網路交易履約保障業者接受網路商家(賣
方)與消費者(買方)之委任，收取消費者
給付之款項後，即通知網路商店寄送商
品；待消費者收到商品後，在鑑賞期間
內無退貨要求，則網路交易履約保障業
者再將款項轉交付給網路商店。



網路交易與現實交易的差異

 時間

 地點

 對象



網路交易與現實交易的差異

 時間：網路交易沒有時間上面的限制，24小
時皆可下單，取貨也可選擇24小時營業的便
利商店，讓消費者可自由選擇時間去取貨；
傳統交易則必須受限於店家的營業時間。



網路交易與現實交易的差異

 地點：傳統交易是消費者必須遷就店家的地
點上門光顧；網路交易則沒有地點的限制，
只要上網，都能夠上網站瀏覽購物。



網路交易與現實交易的差異

 對象：傳統交易是消費者與店家直接面對面
的交易方式；網路交易則為透過郵寄的方式，
買家與賣家通常不會見面 。



安全的網路交易-1
消費者在進行網路購物及交易時應注意以下的事項，以確保具安全性：

 查證賣家身份：包括是否為合法的業者，業者
的名字、地址、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等聯絡
管道，以及業者是否加入相關自律組織。

 瞭解所欲購買的商品：由於消費者無法事先檢
視所欲購買的產品，因此消費者在購物前應充
分瞭解商品的規格及品質等各項資訊，並向賣
家進行必要的查詢，以確定產品符合需求。



安全的網路交易-2
消費者在進行網路購物及交易時應注意以下的事項，以確保具安全性：

 詳讀交易條款：應仔細閱讀合約的條文，瞭解
交易的各項費用，包括稅費及運送費用、貨物
遞送或送達的時間、付款的方式、使用的貨幣
種類、產品的保證及保固、退貨的方式及發生
消費爭議時如何處理等。

 保障個人隱私權：消費者應瞭解業者蒐集那些
個人資料及如何運用，所以在提供個人私密及
財務資料時應特別小心，避免個人資料遭到有
心人士的竊取。



安全的網路交易-3
消費者在進行網路購物及交易時應注意以下的事項，以確保具安全性：

 保存交易的資料：對於交易的各項資料，如合
約條款或交易完成等資料，應以電子檔的方式
儲存，或列印書面文件保存，只要是金錢的往
來，都一定要留下「白紙黑字」作為憑證，才
能確保自已的權益。並作為以後如發生消費爭
議時處理的重要憑證。

 檢視業者或賣方提供的服務：在選擇網路購物、
拍賣平台時，應注意業者是否有提供過濾、申
訴等服務，並建議採用貨到付款或面交的方式，
避免交易糾紛。



何謂網路交易詐騙-1

 網路購物的模式與消費者所熟悉傳統的
實體購物環境的經驗有所不同，例如消
費者無法直接面對業者、無法事先檢視
商品、無法就交易的條件與業者直接進
行溝通。由於網路購物具有這些特質，
因此也給消費者帶來一些潛在的風險。
但由於網路的普及性、匿名性及全球性
的特質，使得網路上的詐欺更容易進行
且在查緝上也更為困難。



何謂網路交易詐騙-2

 現在有一種「網路釣魚」的電子郵件詐
騙手段，他們在郵件中連上幾可亂真的
造假網站，謊稱更新客戶服務或是更新
帳戶資料，騙取受害人的帳戶密碼以及
相關資料，這樣一來網路釣魚客就可以
更方便地在真正的網站上竊取客戶的錢
財，或者從事大筆消費。



如何防範網路交易詐騙-1

 在交易完成前要求你提供個人或財務的
資訊。不要在網路上隨便輸入自己的銀
行帳號或卡號，如不慎輸入也應盡快去
電銀行辦理掛失手續。



如何防範網路交易詐騙-2

 交易的條件太好。勿貪小便宜，通常太
便宜的物品可能是假貨或有瑕疵的貨品。
另外前往旅遊地點訂民宿前，勿輕信網
路照片，以免付了訂金卻發現與事實有
出入，或者根本不存在，最好打電話向
觀光協會或上觀光局網站查詢。



如何防範網路交易詐騙-3

 高報酬率之投資機會。網路上的投資理
財資訊很多，民眾僅能當作參考，不要
輕信自稱「某某老師」的人，也切勿將
金錢交給對方操盤；最安全的方式，是
利用自己了解熟悉的合法方式進行理財。



如何防範網路交易詐騙-4

 誇大功效的醫療或保健產品。據報載統
計網路上販售的壯陽藥品及減肥藥通常
含有禁藥且誇大功效，吃下去不但可能
達不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傷身或失去寶
貴的生命。



如何防範網路交易詐騙-5

 高額誘人的抽獎或贈品活動。藉由網頁
公布中獎獎項，讓被害人「眼見為憑」
卸下心防，如果被害人給了帳號，詐騙
集團就會將空頭支票轉入，隨即要求被
害人匯款或購買商品，等到付錢後，支
票就會在幾天後跳票，被害人不僅拿不
到獎金，更會被白白騙錢。



如何防範網路交易詐騙-6

 詐騙通常來自於人心的貪婪與人性的弱
點。

 有交易即有風險，如不慎遇上網路詐騙，
可撥打「165反詐騙專線」報案。消費者
在進行網路購物及交易時，如能注意以
上的事項，當能大幅降低網路購物可能
產生的風險，並充分享受網路購物所帶
來的各項好處與樂趣。



資訊安全檢視
您通常利用可上網的電腦逛購物網站，但有些資訊安全重點，您不得不知道

 電腦建議每三個月定期更換密碼。

 電腦密碼的長度超過8碼，並混合大小寫
英文和數字。

 開啟電腦的防火牆。

 啟動電腦系統與軟體自動更新。

 電腦安裝防毒軟體。



資訊安全檢視
您通常利用可上網的電腦逛購物網站，但有些資訊安全重點，您不得不知道

 在不同的購物網站建立不同的帳號和密
碼。

 由入口網站進入該購物網站，勿從信件
連結進入。

 選取有SSL加密的購物網站，保障資料傳
輸過程的安全。

 檢視購物網站安全憑證。

 電腦要定期掃描，以維護資訊安全。



參考網站

 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焦點新聞 教材寶庫

 電子商務網路交易安全宣導

 維基百科-網路購物

 EC-CERT 電子商務資安服務中心

 經濟部強化電子商務交易安全整合平台

http://eteacher.edu.tw/Read.aspx?PostID=14
http://eteacher.edu.tw/FocusNews.aspx?CateID=66
http://eteacher.edu.tw/Materials.aspx?CateID=27
http://event.ad.megais.com/ec-securit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7%BB%9C%E8%B4%AD%E7%89%A9
http://ec-cert.org.tw/
http://www.ec-security.org.tw/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資訊教育融入學習領域」教學活動紀錄表 

學年度 

與學期 
          104  學年度  第二學期 

領域 

科目名稱 
生物科 

教師姓名  黃怡珊  授課班級  國一 9 

資訊教材 

單元名稱 
網路購物安全 

資訊教材 

形式 
ppt 

教學活動概況 

(請簡述) 

(可針對教材設計、教學方式、教學目標、使用教具、教學流程、教學心得、學生反應、省思等方面描述) 

透過網路購物常見的流程，提醒學生在哪幾個步驟中是有安全疑

慮的，小心個資外洩等問題 

1. 新進教師(含國高中)須連續兩年(4 學期)實施資訊教育融入學習領域之教

學。 

2. 每學期以教授一個新單元的資訊教材為原則，同一個班級勿上下學期重複教

授同一個資訊教材。 

3. 資訊教材之授課時間，每學期每班以 5~10 分鐘為原則。 

4. 教學活動紀錄表中之授課班級，以實際有教授資訊教材的班級才填寫。請授

課老師提醒學藝股長於教學日誌中記載，俾便將來教育局視導時有佐證資

料。 

5. 資訊教材單元名稱可以自訂，參考名稱如下：資訊素養、資訊倫理、網路資

料蒐集與識讀、網路禮節、資訊犯罪與相關法令、網路沉迷與成癮、網路交

易、網路交友與戀情、著作權合理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網路社群使用、

網路霸凌、網路拍賣、數位詐騙、網路隱私、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介

紹、病毒防護、優質通行碼設定與使用原則、或新興資訊教育議題。 

6. 資訊教材形式可以為教案、講義、學習單、PPT、Word、影片等多樣性。 

7. 為配合教育局每半年追蹤實施成果，每學期請於第 13 週結束前，將本教學

活動紀錄表(檔案)及資訊教材(檔案)，一併 Email 至教學資源中心彙整。 

資訊教材檔案名稱格式：學年度-學期-教師姓名-資訊教材單元名稱(或教學

活動紀錄表) (例如：104-1-陳啟聰-網路霸凌介紹) 

8. 資訊教材(檔案)彙整後將置於本校網站供下載與推廣，下載連結處： 

本校中文版首頁→網路服務→資訊素養與資訊安全→本校「資訊教育融入學

習領域」教材。 

9. 「空白教學活動紀錄表」下載連結處：本校中文版首頁→網路服務→資訊素

養與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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