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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由你管理的 YouTube 體驗，
如果家長認為孩子已準備好探索豐富的 
YouTube 影片，就適合選擇這種收看模
式。監督式體驗的內容設定適合青春期
前及較年長的兒童，整體上可使用的功
能較為限縮，不過增添了有助於養成良
好數位習慣的功能。

詳情請造訪  youtube.com/myfamily。 

什麼是監督式體驗？

https://www.youtube.com/my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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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遨遊在網路影片的世界時，他們將能探索興趣、認識不同的觀點以及獲
得歸屬感。這裡有各類影片等著孩子恣意探索，包括由世界各地創作者製作的 
DIY 教學課程、音樂、學習、遊戲、節目等等。為了幫助孩子善用網路世界的優
點，家長須扮演引導者的重要角色，並讓孩子瞭解需要時該如何求助。

孩子的興趣會隨著成長變得更加廣泛，他們將學習如何獨立自主，以及探索學
習和創作的新方式。然而，在數位世界中追求獨立自主不免會使家長感到擔憂。
因此，我們希望協助家長和照顧者與孩子一起培養必要的技能，安心地在監督
式體驗中使用 YouTube。我們與美國家長教師協會 (PTA)、Parent Zone 和 Net 
Safety Collaborative 的夥伴共同製作了這份指南。在允許孩子使用受監督的
帳戶探索 YouTube 之前，建議先一起熟悉本指南。請以此為起點，教導孩子瀏
覽及觀看影片時該注意哪些事，日後也別忘了關心孩子的使用狀況並保持溝通。

 
 
 
為保護 YouTube 社群，我們在《社群規範》中明訂 YouTube 允許及禁止的內
容，這不是監督式體驗獨有的規範，而是適用於整個平台中的所有內容類型，
包括影片、連結和縮圖。此政策亦針對下列內容設有相關規範：垃圾內容和詐
騙行為、兒童安全、仇恨言論和騷擾行為、暴力和危險內容。如要進一步瞭解 
YouTube 的運作方式，請按這裡。

YouTube 的機器學習系統會和人工審查員共同偵測並移除有害內容，不過難免
會出現誤判，因此不當內容仍可能會顯示。如果你認為有內容違反了《社群規
範》，請透過影片下方的三點選單提供的檢舉功能回報，以利 YouTube 的管理
員進行審查。你的舉手之勞能使 YouTube 更加完善，造福所有使用者。

如果你認為孩子已經準備好透過監督式體驗探索 YouTube 內容，開始前請與
他們溝通一些安全守則，以下是你可以考慮的切入點。

《YouTube 社群規範》： 
我們如何保護 YouTube  
社群免於有害內容的侵擾

探索由此展開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topic/2803176?hl=en&ref_topic=6151248
https://www.youtube.com/howyoutubeworks/?utm_campaign=1008960&utm_source=paidsearch&yt_product=ytgen&yt_goal=eng&utm_medium=googlesearch&utm_content=txt&yt_campaign_id=hyw&yt_creative_id=&utm_keyword=how%20youtube%20works&utm_matchtyp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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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每位家長都有不同的教養風格，且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進入不
同發展階段的時間點也各異。因此，在為孩子設定監督式體驗時，有 3 種不同
的內容設定可選擇：「探索」、「探索更多內容」及「大部分的 YouTube 內容」。

一般而言，這些設定會配合年齡分級，年齡層越高就越能看到更多主題和類型
的 YouTube 影片，例如影音網誌、教學課程、遊戲影片、音樂影片、新聞、教育內
容、DIY、美勞和舞蹈等等。此外，隨著年齡層設定的提高，孩子接觸到成人主
題的內容的機率也會提高，相關主題包括性行為、性愛和性別認同、暴力或敏
感話題 (例如身體形象、心理健康，或是從自殘行為中恢復的故事)。不過這些同
樣須遵守 YouTube《社群規範》的規定，敬請放心。

雖然我們致力於打造適齡的體驗，但我們的系統仍有不盡完善之處，無法確保
萬無一失。有時孩子可能會看見不合適或令其反感的影片，因此無論選擇的設
定是「探索」、「探索更多內容」或「大部分的 YouTube 內容」，我們都建議你定
期檢視孩子觀看的影片類型，並留意他們對於這些影片的感受。

提示與工具分享:

• 與家人討論觀看影片的規定和期望，並考慮訂出一份觀賞媒體內容的家庭公約，規
定孩子可觀看 YouTube 的時間和地點。 

• 清楚向孩子說明不應觀看的 YouTube 內容類型，並約定在遇到這類影片時該如何
處理 (例如略過、關閉和告訴你)。 

• 讓孩子知道，如有任何影片令他們感到不舒服、不安全或不對勁，可以採取哪些做
法來理解和處理這些情緒。建議孩子找你或他們信任的人 (例如朋友、哥哥姊姊、
教練等) 談談，因為這樣會比悶在心裡要好得多。 

• 你可以問問孩子：「看影片時有沒有曾經覺得害怕、不知所措、疲倦或難過的時候
呢？有的話，你有沒有考慮過去做一下別的事情？做哪些事情會讓你心情好一點？
我要怎麼幫你呢？哪些影片看了會讓你覺得開心、興奮或受到啟發？我也很想知 
道這些。」

有疑問就找人討論



告訴孩子不要將惡意影
片傳給他人，藉此阻絕

這類內容的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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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的人物和情境可能與現實狀況有落差，務必確保孩子理解這點。孩子觀
看網路影片和花時間上網的過程中，應學會辨別網路內容的真偽。

提示與工具分享:

• 鼓勵孩子在觀看影片時進行批判性思考，並相信他們的直覺。如果某件事有違常
理，或令你覺得過於誇張，往往就是假的。 

• 如果孩子想瞭解時事、歷史人物或其他熱門話題，告訴他們應搜尋可信賴的權威來
源。他們可能會在影片下方看見一個面板，上面會顯示可靠來源提供的資訊，為特
定影片和搜尋結果補充更多背景說明。 

• 與孩子聊聊如何留意可疑的網址、標誌、名稱或極度誇大的標題 (有時稱為 
「誘餌式點擊」) 

• 如果孩子覺得看到的內容有誤，或與他們信任的資訊來源出現衝突，請鼓勵他們一
定要與家長或成年人討論。 

• 如果影片涉及具風險的特技、惡作劇或挑戰，請記住，這些影片通常是由專業團隊
在安全的前提下進行拍攝。這些影片通常由多位專業人員經過多次拍攝和剪輯而
成。解釋這些都是為了告訴孩子「不要在家中嘗試」，因為這可能真的非常危險。

 
 
YouTube 創作可以是一份全職工作，眾多熱門頻道都有負責開發和製作影片的
人力團隊。創作者在 YouTube 上製作精彩內容時，可能需要藉由贊助、廣告和
合作獲得金援。請向孩子說明，創作者可能經由宣傳內容換得商品或服務，身為
孩子的他們必須學會區分哪些影片含有付費商品置入及代言，哪些則沒有。如
果內容涉及付費宣傳，孩子將會看見明確的揭露文字或說明片段。

提示與工具分享:

• 和孩子討論影片中的付費宣傳內容，並教導他們有哪些指標可以用來辨識付費宣傳
影片。請觀看這部短片，並請孩子分享他們如何判斷影片是否含有付費宣傳內容。 

• 聊聊孩子最喜歡的創作者，並說明許多創作者將製作 YouTube 內容當成全職工作， 
且以經營企業的方式在發展頻道。這表示他們會與其他企業和合作夥伴合作，為頻
道籌措資金。 

• 留意「贊助商」、「合作夥伴」或「#廣告」等用語，這可能代表某公司付費請創作者
向觀眾宣傳該公司的產品。

明辨真偽，避免受騙

偶爾看到 #廣告 並非壞事

資訊面板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154235?hl=e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x7tcILnD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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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網路影片既精彩又有趣，孩子很容易吸收當中的資訊。對於學習喜愛的新
舞蹈或重要事物的孩子來說，這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但相對地，負面資訊也可
能會迅速散播。請鼓勵孩子思考影片中的人物是否具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的態度；如果沒有，請他們分享觀看該內容的原因。

提示與工具分享:

• 告訴孩子不要將惡意影片傳給他人，藉此阻絕這類內容的散布。 

• 說明如何檢舉仇恨影片，包括騷擾或不當內容。孩子也可以在影片下方點選三點選
單中的 [不感興趣]，以關閉影片和頻道。這樣一來，系統就不會再推薦相關內容。 

• 告訴孩子，假如創作者談到的話題讓他們或其他人感到不安或不舒服，務必與他們
信任的成年人討論。 

• 聊聊對他人產生正面影響和勸阻霸凌行為的 YouTube 創作者或頻道。

 
 
數位健康是指使用科技的習慣不會對自身心理、生理、社會或情緒健康造成負
面影響。當然，兒童也適用這個道理。身心健康與你使用的裝置、媒體和應用程
式相關，也涉及科技使用以外的層面，而且因人而異。請使用我們的工具來自訂
監督式體驗，培養良好的科技使用習慣。

提示與工具分享:

• 討論家人使用數位裝置的基本原則，共同設定目標，並協助孩子自我監控裝置使用
時間。YouTube 監督式體驗會自動啟用「休息片刻」和「就寢時間」等提醒。 

• 鼓勵孩子觀看可活動筋骨的內容，例如舞蹈、瑜珈或武術練習，並提醒他們上網一段
時間要記得休息和伸展一下。 

• 設定每週使用 YouTube 的時間上限，並請孩子查看觀看時間資料，瞭解自己是否花
太多時間在上網。 

• 開啟通知靜音時段，即可在指定時間暫停應用程式的所有音效和震動。 

• 設定摘要通知，每天一次接收所有通知。 

• 在 YouTube 的監督式體驗中，自動播放功能會自動關閉，和家人一起想想看不自動
播放下一部影片有哪些優點？哪些情況下適合開啟自動播放功能？ 
(提示：音樂播放清單！)

友善待人

適度使用電子產品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2802027?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9052667?hl=en&utm_source=wellbeing.google&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wellbeing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9012950?hl=en&utm_source=wellbeing.google&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wellbeing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9012820?hl=en&utm_source=wellbeing.google&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wellbeing


與家人討論觀看影片的規
定和期望，並考慮訂出一份
觀賞媒體內容的家庭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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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網路和現實世界，個人隱私和安全都同等重要。孩子的 YouTube 活動記
錄不會公開 (除非你以孩子的身分登入)，且只會用於改善他們的使用體驗，例
如提醒他們看過哪些影片，以及提供更切合需求的推薦內容與搜尋結果等等。

提示與工具分享:

• 教孩子使用這些工具暫停、清除及查看觀看記錄和搜尋記錄。 

• 建立帳戶時，請務必幫他們設定高強度密碼。 

•  -  選用好記的密碼，但請避免使用如姓名或生日等個人資訊。 

•  -  混合使用大寫與小寫英文字母、符號和數字。 

•  -  R3pl@ce le++ers wit# sYmb0ls & n^mb3rs 1ike Thi$  
    (取密碼時，將英文字母替換成符號或數字，如本例所示) 

•  -  不要將同一組密碼重複用於多個網站。

 
 
網路影片可以輕易地快速分享，不過孩子可能會因一時興起分享的影片惹上麻
煩。登入受監督帳戶的孩子可以使用影片製作工具，但影片會鎖定為「私人」內
容，因此孩子無法在 YouTube 上將影片的瀏覽權限改成「公開」。即便如此，孩
子還是可以將影片下載到裝置上，或複製觀看過的 YouTube 影片網址，然後透
過社群媒體、訊息或電子郵件等其他方式分享給別人。

提示與工具分享:

• 分享影片的原則就如同面對面溝通，不恰當的話就別說出口。 

• 與家人討論分享的準則。這部影片適合分享嗎？透過哪個應用程式？可以與誰分享？ 

• 請記住，分享仇恨或有害的影片的行為，可能與創作這類影片一樣不恰當。請不要因
為分享惡意或不實內容而助長了網路霸凌行為。

謹慎分享

保護個人機密資訊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9315727?hl=en&ref_topic=9386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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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解釋

本指南與以下單位聯合製作

誘餌式點擊:
發布商刻意採用誇大或具誤導性的標題，引誘使用者點
開網頁或影片。

陰謀論:
針對某項事件杜撰不實說法，並將該事件與特定團體或個
人不當連結，通常目的是激起他人對該族群的謾罵或仇恨。

過濾氣泡: 
使用者看到的推薦內容均為系統依據其先前的網路搜尋
和互動記錄所提供。一段時間後，使用者會因此無法接觸
到與自身觀點不同的看法或興趣喜好。長期下來，這種情
況會限制使用者對複雜議題或事件的瞭解，並減少不同群
體之間的同理心和對話。

舉報 (或「檢舉」): 
按一下 YouTube 影片下方的旗標圖示，使用者即可舉報
該影片，交由 YouTube 的管理員進行審查。管理員會依據 
YouTube 的《社群規範》比對影片內容，藉此確認是否適
合在本平台上播放。

關閉: 
如有不想再看到的影片，你可以在影片下方點選三點圖示
選單中的 [不感興趣] 即可關閉影片。系統往後就不會再推
薦這部影片給你。

縮圖:
縮圖是指影片的小型預覽畫面，可幫助瀏覽 YouTube 的
觀眾大致瞭解影片內容。

機器學習:
這項技術可處理大量數據或資訊，有助於在日後制定更明
智的決策及推薦更符合需求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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