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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YouTube 学习内容促进
公平和赋权

平等与公平 

当前形势 机会

平等旨在促进公平，但只有在所
有人都处于同一起点且需要相同
的帮助时才能奏效。

公平是指为所有人提供成功所需
的一切资源，而平等是指对所有
人一视同仁。

言论自由、机会自由、信息自由和归属自由是
奠定 YouTube 价值观的四种基本自由。
这些基本自由在教育中也至关重要。

YouTube 团队认为，在线视频可以在教育领域发挥深远有力的影响，帮助所有学

习者（包括那些无法获得足够教育资源的学习者）发挥出真正的潜力。

我们明白（并且非常感谢）创作者和机构为每个教育视频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本指南旨在帮助您更好地进行创作，从而对全球学习者、教育工作者和监护人的

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将通过探索两个方面的内容来实现该目标。

我们将通过探索两个方面的内容来实现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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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的传播，教育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断。   

疫情前的一项分析表明，虽然全球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 2000 年到 2018 
年间翻了一番，从 19% 增长至 38%，但最贫困的群体仍处于落后水平，因

为该群体中只有 10% 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高收入人群中这一比例

为 77%。2

正因如此，YouTube 学习内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虽然教育不公平现象长期存在且非常普遍，但 YouTube 提供了一种强大、免费而

又便捷的解决方式。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教育中断 

2.2 亿
全球数据

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存在差距

91%
波及的在校生比例

>188
 波及的国家/地区数量

>

教育不公平问题虽然由来已久，但新冠疫情却令其雪上加霜：

疫情扩大了教育中的社会经济和种族差异。1

全球停课情况3  受影响的高等教育学生数量4  

高等教育不公平问题加剧 
在中高收入国家/地区，疫情对入学率的影响有限。5收入水平将会影响学习

者获取资源的能力，进而影响其能否应对新冠疫情相关的干扰因素并保住

受教育的机会。

1.Inside Higher Ed，2020 年 6 月 |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0 年 12 月 | 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0 年 11 月 |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 年 7 月 |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 年

https://www.iesalc.unesco.org/en/2020/12/16/unesco-iesalc-report-reveals-that-access-to-higher-education-increased-from-19-to-38-in-the-last-two-decades/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6/17/pandemic-has-worsened-equity-gaps-higher-education-and-work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impact-of-covid-19-on-student-equity-and-inclusion-supporting-vulnerable-students-during-school-closures-and-school-re-openings-d593b5c8/#endnotea0z2
https://en.unesco.org/news/new-unesco-global-survey-reveals-impact-covid-19-higher-education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8174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6/17/pandemic-has-worsened-equity-gaps-higher-education-and-work
https://www.iesalc.unesco.org/en/2020/12/16/unesco-iesalc-report-reveals-that-access-to-higher-education-increased-from-19-to-38-in-the-last-two-decades/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the-impact-of-covid-19-on-student-equity-and-inclusion-supporting-vulnerable-students-during-school-closures-and-school-re-openings-d593b5c8/#endnotea0z2
https://en.unesco.org/news/new-unesco-global-survey-reveals-impact-covid-19-higher-education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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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更多桥梁

让学习者认识到接受高等教育并非遥不

可及并且这将是一段令人兴奋的经历。
1

Vee Kativhu 谈个人陈述

YouTube 学习内容提供数不胜数的机会来支持更强大的学习体验

和更明智的职业路径选择。

这些内容可以建立更多通往高等教育的桥梁，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 内容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或一扇窗口。6 

我们可以让学习者看到志同道合之人犹如一面 镜

子一样在做着学习者本人渴望去做的事情，这对学

习者而言至关重要。  我们还可以通过真实的故事

展示不同的榜样，为未来将升入大学的学生打开一

扇窗口，向他们介绍大学生活以及有关如何实现过

渡的准备策略。

我们发现，大学往往可通过以下形
式的内容取得良好效果：

被录取/获得奖学金后的惊喜反应•
大学申请指导•校园参观•

大学生活 vlog•宿舍参观•模拟面试•学生

赞誉•毕业演讲

如何支付大学费用 | 速成课

让父母和监护人了解并参与孩子向高等教育

过渡的过程。
2

● 考虑父母未上过大学的学生。一些父母和监护人可

能对大学不了解，在帮助学习者向高等教育过渡的

过程中感觉拿捏不准。创作者可以设计相关内容来

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可以介绍完成申请、撰写个人陈述和填写助学

金申请表的相关技巧。这类内容可以为有需要的学

习者和家庭提供支持，避免其因缺乏相关 认识或援

助而选择放弃大学教育。

7.  “大学入学准备”，Apex Learn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jH1dRt-G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jH1dRt-G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YjH1dRt-GA
https://www.pbs.org/education/blog/the-importance-of-windows-and-mirrors-in-stories
https://youtu.be/L6cjyTaExCQ
https://youtu.be/L6cjyTaExCQ
https://youtu.be/L6cjyTaExCQ
https://www.apexlearning.com/college-read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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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BS Education，2020 年 11 月

帮助提升大学入学准备。3

● 帮助学习者磨炼标准化测试和批判性思维技能。这

些技能会影响升学以及入学后的 继续就学。为了进

行大学水平的学习，学生必须培养与阅读、写作和

数学相关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想想您的内容可以如

何促进“边做边学”7活动。研究证明，这些活动可以

通过真实的示例和交互式教学提高参与度，增 强概

念理解。

成果

学习者可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在高等教

育阶段取得成功做好准备，具体表现为

能够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并成功完成大学

水平的课程。 

说明高等教育与职业道路之间的联系。4

● 帮助学生根据其职业目标反推当下的学业选择。是双专业还是不定专业？是考取证书，还是

获得副学士、学士或更高学历？思考如何在您的视频中分享有关专业选择的见解，并帮助学

习者了解通往其心仪职业的道路。对于考虑重返大学校园的成年人，您的内容可帮助他 们基

于自身当前经验和技能提升需求来确定合适的道路。

还是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 副学士学位即可申请
的十大高薪职位

以成人身份重返校园  | 
我在 30 岁时再度成为学

生的感受

如何成功进入大学：播放列表

快速指南：  
关于选修课和专业

提高批判性思维的 5 个技巧  

建立更多桥梁

https://www.pbs.org/education/blog/the-importance-of-windows-and-mirrors-in-stories
https://www.apexlearning.com/college-readiness
https://youtu.be/JpvOjsYDCuk
https://youtu.be/JpvOjsYDCuk
https://youtu.be/JpvOjsYDCu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l3o2aXml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l3o2aXml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l3o2aXml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l3o2aXmlc
https://youtu.be/qtUkeaW6qqg
https://youtu.be/qtUkeaW6qqg
https://youtu.be/qtUkeaW6qqg
https://youtu.be/qtUkeaW6qqg
https://youtu.be/qtUkeaW6qqg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8dPuuaLjXtNxrUcgYGmPneX1PTStLDQx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8dPuuaLjXtNxrUcgYGmPneX1PTStLDQx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D58IQe16nExlHjy2XvusIGQkbe895Xr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D58IQe16nExlHjy2XvusIGQkbe895Xr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D58IQe16nExlHjy2XvusIGQkbe895Xr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ID58IQe16nExlHjy2XvusIGQkbe895X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tUGF8GdTw&t=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tUGF8GdTw&t=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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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ILT Higher Ed 9.Unit4，2016 年 6 月 

提供调整策略。92

父母未上过大学的
加州大学学生

● 对于有些学生而言，向大学过渡可能是一

种非常陌生的经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有很多。学生可能是家中第一个考上大学

的人。  来自少数群体的国际学生可能会

因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而无法很好地与

同学或教授进行沟通。  

培养在关键时刻面对挫折的韧性。1

●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压力源，但有些挑战可能会造成教育

中断，而且很难恢复。您需要考虑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受（例

如困惑、知识储备不足）以及这些感受可能会以何种方式影响学 习者

坚持学习的能力。8创作者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支持，包括提供相关且

经过验证的建议、以富有吸引力的激励性方式呈 现内容、说明寻求

支持的有效方式（如咨询辅导老师或学术顾问），甚至在学习者的“虚
拟教室”内建立社区意识。

帮助学习者了解毕业后的生活以及确
定合适的研究生路径。3

● 就业，还是读研？一般情况下，学习者

在高等教育的求学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

挑战，了解毕业后的生活可帮助学习者

提高面对这些挑战的毅力。实习和产学

合作项目可为学习者提供宝贵的经验，

帮助其制定毕业后计划，因此创作者可

以考虑制作相关内容来分享有关寻找该

类项目和获得职位的技巧。

如何获得工程实习机会
（从小白到时薪 63 美元）

YouTube 学习内容还可以帮助降低高校学生肄业率。 
以下是一些建议：

“当你看着别人，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
勇气时，他们需要的其实是更多的帮助。  
当你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管束时，他们需

要的其实是更多的善意。”
- Emily Nagoski

Nicolas Chae 的
真实大学建议

降低肄业率

https://tilthighered.com/tiltexamplesandresources
https://www.unit4.com/blog/10-ways-to-increase-student-retention
https://www.unit4.com/blog/10-ways-to-increase-student-reten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_Q7d7uCBG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_Q7d7uCBG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_Q7d7uCBGI
https://youtu.be/z5LuiOiq9G4
https://youtu.be/z5LuiOiq9G4
https://youtu.be/z5LuiOiq9G4
https://youtu.be/z5LuiOiq9G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ErErK1wR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ErErK1wR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ErErK1wR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ErErK1wR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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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 
种族、宗教、国籍、阶层和性别等身份标记并非彼
此独立存在，它们相互影响，往往会形成复杂的

压迫元素融合。

您创作的内容真的很重要，并且具有无限潜力，

可改变世界。

如需了解更多技巧，请参阅策略和设计资源。

机会

- 纳尔逊·曼德拉

● 学习者感受世界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其学 习课程的方式。   
提高对文化和宗教习俗的认识有助于改善教学质量，帮

助教职人员更好地完成后勤工作，如在安排 课程截止日

期和活动时确保其不与宗教仪式或假期发生冲突。

帮助教职人员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学生。5

提供最佳教学实践，支持教师的职业发展。4

● 教授也是学习者。学习内容不仅可以对教育工作者教给学生的

内容加以补充，还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提高关 键领域的技能，

如打造包容性学习环境、促进文化响应式教学以及了解如何发

现和减少偏见。
TEDx：高等教育中

的内隐偏见

“借助教育的力量，我们不仅能实现取得经济成功所需
的技能培养，还能促进国家建设和社会和谐。”

“如果我们不是彼此具有相
互交叉的身份特性，我们中

的一些人，那些最弱势
的群体，将会掉落到夹
缝中，只能挣扎求存。”

- Kimberlé Crenshaw

降低肄业率

https://youtu.be/yiZQaE0q9BY
https://youtu.be/yiZQaE0q9BY
https://youtu.be/yiZQaE0q9BY
https://youtu.be/yiZQaE0q9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