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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a ora 您好，
数码技术是其使用者们进行日常联系的重要方式。从购买
日常用品到记录我们的健康状况再到组织聚会——上网
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新西兰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安全上网的重要
性，及其对自身和家人的意义。 

Netsafe的工作是使人们能轻松享受上网带来的机会，并
在出现问题时为他们提供帮助。为此，我们提供免费的支
持、建议和教育，并与社区、科技行业和政府协同工作。

这一《保持网络安全指南》可帮助每个人获得更好的上网
体验。在此，我们对所有合作伙伴的参与表示感谢。 

获取更多网络安全提示，请在Facebook、Instagram
和推特上关注 @NetsafeNZ, 或在netsafe.org.nz/
newsletter订阅电子邮件简报。

此致， 
Netsafe（网络安全） 

每个人都需要 
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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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霸凌或虐待 

根据我们的研究，去年，有40％的新西兰
人收到了自己并不想看到的数字讯息。

其中涉及霸凌、虐待和骚扰。您可以采取
一些措施来尝试解决它。

不要回复，屏蔽此人并向所在平台举报有
关内容。

如果情况严重或持续发生，请对内容进行
截屏、记录所发生的事并与Netsafe联系
以获得支持。

一部名为《有害数码通讯法案》的法律也
能帮助新西兰人。

《有害数码通讯法案》快速指南

• 该法案旨在帮助那些在网上成为有害内
容攻击目标的人士

• 它涵盖所有数码通讯，包括短信、电子
邮件或社交媒体 

• 内容既可以是公开发布的，也可以是私
下发送的

• 在法案中有指导如何进行在线交流的十
条原则

• Netsafe的的工作是帮助处理违反这十
条交流 原则的情况

• 刑事处罚也包含在该法案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netsafe.org.nz/what-is-the-hdca 

网络安全 
与NETSAFE

Netsafe是独立的的非营利组织，一贯致力于维护网络安全。通过提供教育
和专家建议，我们使网民得以安全上网。我们提供免费、客观中立、每天
不中断的服务。请访问netsafe.org.nz以获取有用的资源，或致电 
0508 638 723。 

http://netsafe.org.nz/what-is-the-hdca
http://netsafe.org.nz


保障孩子的安全

随着家长和家庭内开始进行更多的数码方
面的家庭教育，能够为孩子获得安全的上
网体验提供支持变得非常重要。

Netsafe的研究表明，尽管大多数孩子对自
己的数码技能有信心，但是，他们使用数
码的自信心却不如成年人想象的那样强，
尤其是年幼的孩子。

女孩更可能使用即时通信和照片共享类应
用程序，而男孩更可能在打游戏，因而，
保障他们安全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

如何帮助孩子安全地获得网络带来的好
处？从何处入手？这对家长来说，是一个
挑战 –——Netsafe的资源可以提供帮助  
netsafe.org.nz/parenttoolkit

从何处入手

不断地与孩子沟通，以了解他们如何使用
设备、正在使用什么平台以及与谁有联
系，这将有助于您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以及
如何指导他们。 

使用《家庭安全上网协定》 共同制定计
划，这样您就知道出现问题或需要帮助时
该怎么办。 

定期沟通以掌握他们的动向也有助于在出
现问题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 

该计划应包括如何在应用程序或网站上使
用屏蔽和举报功能，以及孩子可以向谁寻
求建议，因为身为家长的您可能不一定是
他们的第一倾诉对象。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etsafe.org.nz/make-a-plan

更多建议：  
netsafe.org.nz/advice/harmfuldigitalcommunications/
netsafe.org.nz/advice/parenting/

http://netsafe.org.nz/parenttoolkit
http://netsafe.org.nz/make-a-plan


使用独特的密码

攻击者进入他人帐户的最简单的办法是 
使用其密码。确保每个帐户都有不同的 
密码，以保护您的帐户和数据。

混合使用多个随机单词能使密码更难猜
中——这样做密码更长、更强大。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ert.govt.nz/passwords

使用密码管理器

要记住若干强大的密码并不容易。使用密
码管理器是一种在网络上保护自己的简便
方法——您只需记住主密码即可访问所有
在线帐户。

使用密码管理器比创建许多您需要记住的
密码安全得多。这是因为后一种尝试往往
以选择更易于记忆的弱密码而告终。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ert.govt.nz/password-manager

网络安全保障 
与CERT NZ

CERT NZ向遇到网络安保事件的新西兰人提供支持。我们提供可靠
的权威建议，以帮助新西兰更好地了解和抵御网络安全威胁。

http://cert.govt.nz/passwords
http://cert.govt.nz/password-manager


开启双因素认证

在登录过程中启用双因素认证（2FA） 
是一种为帐户添加额外安全保障的简便 
方法——即使他人有了您的密码也难以 
进入。
 
这是一个在登录后额外的简单步骤，例如
输入应用程序的代码。您可以在大多数网
络帐户和设备上启用2FA。通常，您能在
隐私设置中找到将其打开的选项。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ert.govt.nz/2FA

快速指南

要确保自己和数据的网络安全，只需几项
简单快捷的操作。网络安全事件变得越来
越普遍，以下是一些降低风险的方法：

• 及时更新您的设备和应用程序

• 备份数据

• 删除所有不使用的应用

• 定期运行防病毒软件

• 限制您在网上发布的个人信息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ert.govt.nz/top-tips

 

更多建议：  
cert.govt.nz/simple-steps 

http://cert.govt.nz/2FA
http://cert.govt.nz/top-tips
http://cert.govt.nz/simple-steps


进行安全检查

保护谷歌帐户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进行安
全检查。我们创建了这个步骤简单的工
具——Security Checkup，可为您提供 
个性化且具有操作性的安全建议，以 
帮助您增加谷歌帐户的安性。

创建强大的密码

创建一个保密性强的独特密码是您可以用
来保护网络帐户的最关键步骤之一。您可
以选择一些您自己容易记忆而外人难以猜
测的词语来作为密码。为了强化密码，请
将长度设定至少为八个字符，因为密码越
长，强度就越大。 

谷歌的密码管理器 (Password Manager)
会自动检查所有已保存的密码的安全性，
通知您密码是否被盗用，并提供个性化 
帮助。

谷歌上的 

搜索
谷歌的使命是收集整理世界各地的信息，并使其能为全世界的人获得和使
用。从一开始，我们就致力于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为所有人提供技术意
味着保护所有使用者。 

https://passwords.google.com
https://passwords.google.com


通过“两步骤验证”防御黑客

“两步骤验证”通过要求您在用户名和密
码之外使用一个次要因素来登录到您的帐
户，从而杜绝侵入者。 

使用谷歌时，这可以是谷歌身份验证器应
用生成的六位数代码，也可以是您的谷歌
应用中关于接受来自可信任设备的登录的
提示代码。

安全搜索快速指南

使用 'SafeSearch' 作为搜索结果的过滤
器，它会将暴露或具有色情内容的网站和
图片排除在外。'SafeSearch' 有个三个设
置：“严格”、“中等”‘或“无”。 

立即开始使用 'SafeSearch':

1.  访问位于google.com/preferences 
的搜索设定页面

2. 选择“Turn on SafeSearch (打开安全搜
索)”选项

3.  单击页面底部的“Save (保存)”

谷歌安全中心的链接：
safety.google/intl/en_nz/

有用的安全提示： 
safety.google/intl/en_nz/security/
security-tips/

谷歌的初心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始终尊重那些使用我们服务的人们。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意味着要不断改进我们的安全保障技术和隐私工
具，以帮助确保您和家人在网上的安全。

https://myaccount.google.com/signinoptions/two-step-verification/enroll-welcome?pli=1
http://www.google.com/preferences
https://safety.google/intl/en_nz/


发推之前请三思

推特是一个公开的平台。请记住，一旦您
在互联网上发布了某些内容，就很难在别
人看到之前将其删掉或移除。在发推之
前，考虑一下自己是否想让妈妈或奶奶看
到你的推文。

如果有人发布了您不喜欢的关于您的信
息，可以考虑要求他们将其删除。如果您
发布了有关他人的信息，而他们要求您将
其删除，应尊重他们的隐私并收回您的推
文，这样才能维系彼此的信任。

分享和隐私

如果您将您的帐户详细信息和密码透露给
其他人，他们可能会在未经您许可的情况
下将内容发布到您的推特个人资料中，或
者更改密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导致您无法
访问自己的帐户。

推特帐户自动设置为“Public (公开)”，这
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您的推文。您可
以将推文设置为“Protect (保护)”，只让关
注您的人看到你的推文。单击搜索栏旁边
的个人资料图片，选择“settings (设置)” - 
“security and privacy (安全和隐私)”，然
后选择“protect my Tweets (保护我的推
文)”以将您的推特帐户设为私密账户。 

推特上的

社交生活
推特就是此刻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无论是娱乐、体育和政治方面的重大新
闻还是日常的热点，凡是要发生的事，它总是先在推特上发生。推特的与众
不同在于，在这个平台上即时的评论伴随着事件的发生和推进实时放送。获
取更多信息，请访问about.twitter.com 或关注@twitter。

http://about.twitter.com


不受欢迎的推文 

如果您不想看到某些推文，可以将其静
音、屏蔽或通过举报工具进行举报。 
打开移动设备和台式电脑上的推特应用，
点击右上角的克拉图标，就可以找到有关
工具。

如果某件事超出了个人冲突的范围，并已
演变为实际威胁，无论线上线下，您都应
联系当地的执法部门，因为它们才是评估
威胁并在必要时为您提供保护的最佳人
选。我们的《执法指南》中有更多信息，
请访问： 

support.twitter.com/articles/41949 

如果您不想看到某些推文，则可以取消 
关注并屏蔽该用户。

1. 访问他们的推特个人资料，然后单击 
蓝色的“following (关注)”按钮以取消 
关注该用户

2. 点击“设置”图标，该图标在 “关注”按钮
旁边

3. 点击”block” (屏蔽)”

4. 要查看已被屏蔽的帐户列表，请转到您
的个人资料图片， 点击“设置”，然后选
择“blocked accounts” (已屏蔽的帐户)” 

更多工具： 
support.twitter.com

http://support.twitter.com/articles/41949  
http://support.twitter.com


对某个帖子感到不安 

如果您在Facebook上看到不符合社区标
准的内容， 可以举报它们。Facebook将
及时审核您的举报，并通过您的'Support 
Inbox (支持收件箱)' 将他们的行动告知
您。

要举报帖子，请单击要举报的帖子的右上
角，然后选择最符合问题性质的选项，然
后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担心某人

如果某人的Facebook上发布了一些内
容，令您担忧其身心健康状况，您可以
直接与他们联系，也可以将该帖子报告给
Facebook。Facebook的举报审核团队遍
布全球，全天候无间断。他们优先考虑最
紧急的举报，例如人身伤害，并向遇险者
提供帮助和资源。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facebook.com/safety/wellbeing。

FACEBOOK应用软件上的

社交生活
人们在Facebook上分享他们的故事，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并与朋友和
家人保持联系。我们的使命是协助人们建立社区，让世界更紧密地相连。
我们希望每个人在使用Facebook时都感到安全。

https://www.facebook.com/communitystandards
https://www.facebook.com/communitystandards
https://www.facebook.com/support
https://www.facebook.com/support
http://facebook.com/safety/wellbeing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276084933/Help-A-Friend-In-Need


一切尽在您的掌握！

使用“Privacy Checkup (隐私检查)”来管理
您的隐私设置，以便了解谁在关注您分享
的内容。“隐私检查”将帮助您审查和调整
谁可以看到您的帖子，谁可以看到您的个
人资料上的信息，以及您为通过Facebook
登录的应用程序而启用的设置。了解更多
细节，请访问fb.me/PrivacyCheckup

确保您的帐户安全无虞。使用“Security 
Check Up (安全保障检查)”进行查看并
为您的账户增加更多安全保障，请访问 
fb.me/securitycheckup

快速指南

在Facebook上发帖时，您可以选择受众。 

 Public (公开): 任何人，包括没打开 
Facebook的人
 Friends (朋友) (以及被标记的人的朋
友) : 您的Facebook好友。如果有人在
帖子中被标记，那么被标记者及其朋友
可以看到它。想要 更改此设置，点击
帖子旁边的  “audience selector  
(受众选择器)”，选择 Custom (自
定义)，然后取消已选的“被标记者的
好友"

Only Me (只有我): 仅对您可见。如标 
记了某人，他们将能够看到它。

自定义: 与某些人共享内容，或屏蔽某
些人。 

更多工具和资源：
facebook.com/safety/bullying 
facebook.com/safety/tools/safety 
facebook.com/safety/tools/privacy

http://fb.me/PrivacyCheckup
http://fb.me/securitycheckup
http://facebook.com/safety/bullying
http://facebook.com/safety/tools/safety
http://facebook.com/safety/tools/privacy


管理帖子下的评论 
1 关闭任何帖子的评论区，可以在发帖

前，使用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
置)”，选择 “Turn off Commenting (关
闭评论)”，也可以在发帖后的任何时间 
点击“..." 菜单 以关闭或重开评论。

2 删除和举报侮辱性评论：如果您不想看
到某个评论，只需要将该评论向右滑动
即可将其隐藏。您还可以举报“Abusive 
Comments (侮辱性评论)” 和个人简介，
只需向右滑动即可举报。

3 自定义关键字过滤器: Instagram 创建了
一个关键字审核工具，任何人都可以用
来过滤掉包含不想看到的词语的评论。
通过此功能，您可以列出您认为令人反
感的词语（包括短语和表情符号），而
那些带有这些词语的评论就会在您的帖
子中被隐藏起来。您可以选择自己的词
语列表或使用默认列表。

控制谁能与您发布的内容互动
1  单击个人资料左上方的设置

2 从“隐私”中，选择“Restricted 
Accounts (受限帐户)”，“Blocked 
Accounts (屏蔽帐户)”或 “Muted 
Accounts (静音帐户)”

3 选择您想要限制、屏蔽或静音的个人 

 限制：阻止除了您和评论者外的其他人看到 
该评论者对您发的贴的评论——这些评论将
需要得到您的批准才能对其他人可见，但评
论者并不一定知道他们的评论受到了限制。

 屏蔽：阻止某些人看到或以任何方式与您的
帖子进行互动。

静音：使您避免在 “信息流”或“故事”
中看到他们的帖子。

4 好友：从您的粉丝的列表中选择出来的
一群人，这些人可以查看您发送给“好
友”的特定的“故事”帖子。

在INSTAGRAM上的 

社交生活
Instagram是一款应用程序，它让您捕捉对您来说不同寻常的瞬间，与您的
朋友和粉丝分享——从高光时刻到日常生活。您可以分享照片、视频、故
事或直播。与好友或粉丝互动，您可以在他们的帖子下点赞或留言或直接
发送信息给他们。



如果您对某人或某个帖子 
感到不安

如果您在Instagram上看到可能需要心理
健康支持的人所发的帖子，可以匿名报
告。Instagram将向他们发送信息，提示
他们如何获得帮助以及可以即刻采取什么
行动。您还将获得有关如何提供帮助和支
持的信息。点击帖子右上方，就可以找到
如何报告。

如果您在Instagram上看到一些您认为不
适宜的内容，也可以举报。Community 
Guidelines (社区准则) 规定了哪些内容可
以（或不能）在Instagram上发布。单击
出现在照片或视频顶部或故事底部的 “...“
进行报告。 

快速指南

默认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在Instagram
上查看您的个人资料和帖子。您可以将自
己的帐户设为私密，这样只有获得您批准
的粉丝才能看到您的帖子。

1. 转到您的个人资料 

2.  单击“...“，访问您的帐户设置

3.  开启私密帐户 

Instagram已增加了为评论点赞的功能，
点击评论旁边的心形图标。点赞数显示对
您的支持并鼓励社区中的正能量。

《Instagram安全而强大指南 (Instagram 
Safe and Strong Guide)》 为每个人提供
了有用的工具和提示。 

有用的链接： 
help.instagram.com/
instagram-together.com/

https://help.instagram.com/477434105621119/
https://help.instagram.com/477434105621119/
https://www.acon.org.au/what-we-are-here-for/safety-inclusion/#safe-and-strong-an-lgbtq-guide-to-facebook-and-instagram
https://www.acon.org.au/what-we-are-here-for/safety-inclusion/#safe-and-strong-an-lgbtq-guide-to-facebook-and-instagram


标记有问题的内容

在YouTube上能看到很多东西，您未必都
喜欢。如果您认为某些内容不适当，请使
用 'flagging feature (举报功能)' 提交给
我们的YouTube工作人员进行审核。 

我们全天候不间断地对这些内容进行仔细
审查，以确定其是否违反了我们的社区准
则。如果视频违反了我们的准则，则会被
从网站中删除。

要举报内容，只需单击视频底部的“more 
(更多)”，然后选择“举报”。 

针对13岁以下儿童的YouTube

我们打造“YouTube Kids”，为13岁以下
的孩子创造了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以开发
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同时也为父母提
供了为他们的孩子制定个性化体验的工
具。YouTube Kids使用更强大的过滤算法
来确保孩子的安全，专为孩子设计，但由
大人控制。 

可以从Google Play商店和iTunes App 
Store下载该应用程序。

YOUTUBE上的

视频
YouTube使数十亿人能够发现、观看和分享原创视频。当您使用YouTube
时，您加入了一个社区，在这里人们希望与世界各地的人联系、交流并相互
启发。遵循社区准则，让大家在YouTube上感到轻松愉悦。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2802027?hl=en


使用您的隐私设置

如果要使上传的视频仅对您的朋友可见，
请转到“My Videos (我的视频)”， 
单击“Edit (编辑)”，然后切换到“Private  
(私密)”。 

默认设置允许任何拥有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的人找到您的视频。要禁用该设置，请在
您的帐户设置中点击“Edit Channel (编辑
频道)”按钮。

受限模式快速指南

YouTube上的受限模式是一种“选择加入” 
设置，您可以使用它来帮助筛选出潜在的
成人内容，这些内容您可能不希望看到或
不希望其他人在使用您的设备看YouTube
视频时看到。 

要打开它，请单击您的个人资料图片， 
选择“受限模式”，然后可以在出现的对话 
框中将其打开或关闭。

更多YouTube工具：请访问  
 youtube.com/about/policies/#staying-safe



安全购买提示

• 绝对不要往新西兰境外汇款

• 切勿通过即时货币转账（如西联）付款

• 使用Ping或Afterpay支付交易费用，以
确保您能受惠于Trade Me买方保障计划 
trademe.co.nz/buyerprotection

• 始终使用 Trade Me网站完成交易， 
充分使用我们的信任和安全工具

• 在购买前检查卖家的评价记录，了解 
要买的物品

确保您的帐户安全

• 请勿将您的账户密码提供给他人

• 如果您使用共享的设备，请在使用Trade 
Me后登出 

TRADE ME上的

网店
Trade Me是新西兰领先的电商和分类广告平台。我们的会员可以购物、
销售、求职、结识伴侣、找房子、买保险，以及做更多事。我们努力确保
Trade Me上安全可靠的环境，全年无间断。我们一直致力于保护和促进 
我们的消费者。

http://trademe.co.nz/buyerprotection


Trade Me 用户名

您的Trade Me用户名不应与电子邮件地址
的第一部分相同。

如果您的电子邮件是 johndoe123@mail.
com, 您的用户名不应为johndoe123。

如果相同的话，其他人尝试用Trade Me 
以外的交易对您进行欺诈的风险就会增
加。

举报内容

• 如果您是有害或不良内容的受害者， 
请向我们举报

• 每条商家的信息都有一个‘community 
watch (社区观察)’ 徽章，您可以通过该
徽章向我们举报该信息

• 遇到内容有问题的交易评价，需要帮
助，请访问trade.me/feedback

• 将可疑的电子邮件或帐户活动报告给
abuse@trademe.co.nz

更多工具：  
 Trademe.co.nz/trust-safety

http://trade.me/feedback
mailto:abuse%40trademe.co.nz?subject=


创建您的资料用户

您可以在大多数设备上创建资料用户。 
只需转到“Manage Profiles (管理资料用
户)”，然后点击“Add Profile (添加资料用
户)”按钮。添加一个名称（每个资料用户
都需要一个名称），然后从您喜欢的角色
的缩略图中选择一个。每个帐户最多可以
有五个资料用户。首次单击资料用户时，
系统会显示一堆选项，并要求您在其中选
择三个以帮助Netflix为您推荐电影和节
目。 

Netflix还通过电子邮件向主要帐户持有
人发送建议内容。每个资料用户只要是属
于”All maturity (所有成熟度)“类别，都可
以收到个性化建议。在“帐户” 屏幕上，拉
到 “我的资料账户”，然后单击“添加资料账
户电子邮件”。

添加儿童资料账户

创建资料账户时，您可能会注意到
有“Child (儿童)”的选项。这一可自动提供
适合儿童的内容的工具是以安全为目的设
计的。当您打开Netflix时，您会看到孩子
的资料账户看起来与成人的资料账户有所
不同——标题选择不同并且具有白色背景
的荧屏设计。 

我们购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儿童、合
家欢电影以及电视节目，包括屡获殊荣的
动画电影（例如《克劳斯》）、系列电影
（例如《威武小神童》）和互动节目（例
如《神偷卡门：偷还是不偷》） 。 

NETFLIX上的

娱乐
每个家庭都是不同的。因此，Netflix开发了安全和家长监控工具以帮助会员
做出明智的决定。作为没有任何广告的订阅服务，帮助我们的会员找到他们
想要的是我们的唯一目标。这是帮助您入门的指南。

儿儿

https://www.netflix.com/nz/Login?nextpage=https%3A%2F%2Fwww.netflix.com%2Fyouraccount


家长监控

选择和监控对于我们的成员一直都很重
要，尤其是那些需要为家人做出正确决定
的家长们。家长可以：

• 设置密码保护资料账户，以防止孩子 
私自使用

• 将儿童不宜的影视剧名过滤出来，并以
新西兰评级系统为指导

• 根据影视剧名屏蔽个别电视剧或电
影—— 被屏蔽的标题不会显示在该资料
账户的任何位置

• 要检查每个资料账户的设置，使用 “资
料账户和家长监控”中心

• 在为孩子创建的资料账户中查看他们都
看了些什么

• 在儿童资料账户中关闭剧集的自动播放
功能

只需转到“帐户设置”即可使用这些控
件。

添加到“我的列表”

您可以马上着手的事情就是将电影和节目
添加到“我的列表”选项以自定义您的资
料账户。 

只需选择电视节目或电影，然后选择“添
加到我的列表”或“+我的列表“。如果您
使用的是电脑，也可以将鼠标停留在某个
电影/节目上，然后点击出现在右上角的+
号图标。您将在Netflix上看到一行“我的
列表”。在电脑上快速导航到Netflix，可
访问 Netflix.com/MyList 。 

从列表中删除也同样简单：选择一个节目/
电影, 并选择从”我的列表中删除“。或者
只是将鼠标停在电脑上，然后取消“✓” 图
标。 

更多Netflix工具： 
help.netflix.com

http://Netflix.com/MyList
http://help.netflix.com


Netsafe热线 
无论您遭遇网络霸凌、诈骗，还是需要
为自己或其他人寻求其他网络问题的建
议，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我们提供免费、客观中立、每天不中
断的服务。您可以通过四种方式与团
队联系。

拨打免费电话 
0508 NETSAFE（0508 638 723）
 
电子邮件  
help@netsafe.org.nz 
 
填写举报表 
netsafe.org.nz/report 

发送短信“Netsafe”至 4282 

Netsafe.org.nz 
访问netsafe.org.nz，以获取一系列有
关网络话题的信息。这些建议是给家
长的，给青少年的，更是给所有新西
兰人的！ 

你知道吗？ 
我们有一支敬业的团队，可以为学校 
提供各种帮助，从网络事件响应紧急协
助，到课堂和社区参与，再到长期战略
规划，应有尽有。

我们还提供“网络安全学校计划”， 
帮助学校获得相关知识和能力，从而 
为学生、家庭、教职员工和校董会营造
安全的网络环境。

免费加入，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etsafe.org.nz/the-kit

Netsafe是新西兰的独立、非盈利性网络安全组织，致力于帮助人们
保持网络安全。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有即时危险，
请致电111。

mailto:help%40netsafe.org.nz%20?subject=%20
http://netsafe.org.nz/the-kit
https://trends.google.com/trends/yis/2019/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