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學與中學

YouTube 相信線上影片能在學習上對所有使用者帶來深遠的影響，即
使是缺乏資源的學員也能發揮最大潛力。

    

「賦予每個人向世
界發聲的機會。」

這不僅是 YouTube 的使命，

也是教育界的目標。

透過 YouTube Learning 
內容促進平權及賦權

平等與平權 

大環境 機會

資源缺乏屬於自身生活的情況，而非一種身分或特徵。
資源缺乏的情況需視使用者與資源間的關係來判定，並且與系統性問題及容易變動的
環境層面息息相關。因此，我們必須瞭解每位學習者的人生經歷與現實情形都大不相

同。

平等的意義在於促進公平性，但
唯有每個人的起跑點和需求都一
致的情況下，才能夠真正落實。

平權是指給予每個人成功所需的
資源，而平等則代表公平地對待
每個人。

我們知道創作者為每一部教育影片付出多少努力與心血，我們也由衷感激。這份指
南旨在協助創作者為世界各地的學習者、教育工作者及照顧者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首先我們探討兩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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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

雖然教育不平等是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

但 COVID-19 疫情進一步加深及擴大了

社會經濟與種族的差距 1。

疫情前的一項數據分析 2預估，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的兒童無法掌握工作及生活所需的中學程

度基本技能；以下為符合前述情況的兒童比例  (依據國家/地區收入劃分 )：

「平權的核心：
瞭解兒童及如何滿
足他們的需求。」

- Pedro Noguera

50%
中等收入國家/地區的兒童比例

90%
低收入國家/地區的兒童比例

幾乎所有兒童都出現學習落後的情況，但世界各地 弱勢社群中的兒童

更是失去了立足之地 3。閱讀是學習的基本技能，學校因疫情影響而停

課讓「學習貧窮」問題更加嚴重，導致沒有基本 閱讀能力的  10 歲兒童比

例向上攀升。 4

15 億人
2020 年 3 月

學校停課高峰期無法上課的學
生人數5

因此，YouTube Learning 內容的重要性更勝以往。

教育不平等問題長期以來普遍存在，不過  YouTube 提供了強大、免費且方

便使用的學習路徑來解決這項問題。

全球面臨的教育難題

30%
高收入國家/地區的兒童比例

70%
中低收入國家/地區出現學習貧窮情況的人數比例

疫情導致的學習貧窮4

COVID-19 造成全球教育系統中斷

1.  麥肯錫公司，2020 年 12 月 | 2.  The Education Commission，2016 年 3 月 | 3. 世界銀行，2021 年 12 月 | 4. 世界銀行，2021 年 7 月 | 5.   Brookings，2020 年 9 月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and-social-sector/our-insights/covid-19-and-learning-loss-disparities-grow-and-students-need-help
https://report.educationcommission.org/report/
https://blogs.worldbank.org/voices/reversing-pandemics-education-losses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ducation/brief/ending-learning-poverty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public-and-social-sector/our-insights/covid-19-and-learning-loss-disparities-grow-and-students-need-help
https://report.educationcommission.org/report/
https://blogs.worldbank.org/voices/reversing-pandemics-education-losses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education/brief/ending-learning-poverty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beyond-reopening-schools-how-education-can-emerge-stronger-than-before-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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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YouTube Learning 內容為學習者帶來幾乎無

止盡的機會，可協助他們改變生活。

幫助學習者看見自己並認
識不同文化。1

我們可以將內容當成一面鏡子或一扇窗 6。

看見與自己相似者  (如同鏡像) 的所作所為

並受到啟發，這對學習者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讓學習者接觸與自己不同的文化  (如同

打開一扇窗 )，可鼓勵他們成為擁抱多樣性

及弘揚共同體驗的世界公民。

我們當中很多人都認為參觀博物館或動物園是理所當然的，但缺乏資源的學習者往往

沒有這些課外學習體驗，可讓他們累積知識及提升理解能力。影片就像是 虛擬戶外教學

，能夠激發兒童的好奇心，並讓學習旅程更加豐富多元。  

帶領學習者前往不曾到過的地方。3

讓家長與照顧者瞭解並參與
孩子的教育。2

影片內容可在學習方面帶來支援 ，特別是在

教師無法立即提供指導的情況下。創作者可

以精心設計內容，避免照顧者在協助孩子學

習時因面臨難題而感到羞愧，這點也能帶來

莫大助益。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citizen of 
the world?》(成為世界公民的意義 )| 

Hugh Evans
《Supporting your child's 

success》(協助孩子邁向成功 )

《Dinosaur in 360VR》
(360 度虛擬實境恐龍展 )

《Exploring the Maya World》(探
索瑪雅文明 )

《12 Food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的  12 個美食市集 )

6.PBS Education，2020 年 11 月 

https://www.pbs.org/education/blog/the-importance-of-windows-and-mirrors-in-stories
https://www.youtube.com/c/googleartsculture/search?query=muse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Lg_00f9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Lg_00f9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Lg_00f9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Lg_00f9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Lg_00f9BE
https://youtu.be/CpJ0wDJf7Kc
https://youtu.be/CpJ0wDJf7Kc
https://youtu.be/CpJ0wDJf7Kc
https://youtu.be/CpJ0wDJf7Kc
https://youtu.be/p86gh2HEsp0
https://youtu.be/p86gh2HEsp0
https://youtu.be/p86gh2HEsp0
https://youtu.be/p86gh2HEsp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k5Zkxs8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k5Zkxs8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k5Zkxs8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1fBatfO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1fBatfO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1fBatfOw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1fBatfOws
https://www.pbs.org/education/blog/the-importance-of-windows-and-mirrors-in-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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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在關鍵時刻面對挫折的韌性。4

我們都曾面臨壓力，但對於弱勢族群中

的學習者來說，遭遇這種難題可能會導

致教育中斷，想要從中恢復是非常困難

的事情。請想想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的

感受 (例如感到困惑、能力不足 )，以及

這是否會造成他們無法堅持下去 7。

創作者可以支持學習者，陪他們渡

過難關。無論是提供切身相關且確實有

效的建議、破除迷思、製作吸引人且能

激勵學習者的內容，或是在「虛擬教室」

中營造社群歸屬感 8，都是很好的做法。

創作者可以分享各領域勵志人物堅持

不懈的故事。

透過最佳教學做法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

5

教師也是學習者。學習內容不僅能當做教學補

充教材，還可以協助教育工作者加強重要領域

的專業技能，像是創造多元包容的學習環境 9、

打造因應各種文化的教學方式 10，以及瞭解如

何找出並破除偏見。11

「教育是我們可以用來改變
世界的強力武器。」

- Nelson Mandela

《Women Astronauts》
(女性太空人 )

《Science of Teaching》
(教學背後的科學原理 )

《Out, Proud, & Southern》
(南方同志抬頭挺胸 )

《Disability: How You See Me》
(身心障礙：看見真實的我 )

《Learning Math Tips》
(學習數學的訣竅 )

切身相關的建議與破除迷思

《Is Homework Necessary》
(有必要做家庭作業嗎？ )

你創作的內容至關重要，且具備能改變世界的無窮潛力。

如需其他秘訣，歡迎參閱策略與設計相關資源。

《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gy》
(因應各種文化的教育學 )

激勵人心的故事與代表人物

「當你覺得他人需要更多意志力時，他們
需要的其實是更多幫助；當你覺得他人必
須更加自律時，他們需要的是多一份關

心。」
- Emily Nagoski

教師專業發展

《8 amazing BLACK ARTISTS 
that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
(8 位挑戰現況的傑出黑人藝術

家)

7.  TILT Higher Ed | 8. Active Education-Maria Angel Ferrero，2020 年 10 月 | 9. Google for Education | 10. Edutopia，2019 年 12 月 | 11.  Brookings，2020 年 7 月 

https://mariangelf.com/how-to-create-a-sense-of-community-in-your-classroom-in-5-steps/#:~:text=Building%20a%20sense%20of%20community,academic%20programs%2C%20and%20cognitive%20learning.
https://www.gstatic.com/gumdrop/consciouskid_inclusivereads.pdf
https://www.edutopia.org/article/getting-started-culturally-responsive-teaching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brown-center-chalkboard/2020/07/20/educator-bias-is-associated-with-racial-disparities-in-student-achievement-and-discipli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RRqDmBx-Q&list=PLu4Zo9fB5MNd4T-fI_Z87ny32roUll1G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RRqDmBx-Q&list=PLu4Zo9fB5MNd4T-fI_Z87ny32roUll1G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mAmoZ8wcUo
https://youtu.be/KVLTxKyxioA
https://youtu.be/KVLTxKyxioA
https://youtu.be/YjGgwxHwFwY
https://youtu.be/YjGgwxHwFwY
https://youtu.be/bwW6mYdJ7Xc
https://youtu.be/bwW6mYdJ7Xc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0G-Nd0V5ZMr-FImWwFcy6wIzMKPubmcP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0G-Nd0V5ZMr-FImWwFcy6wIzMKPubmcP
https://youtu.be/lwG3sQHb_NU
https://youtu.be/lwG3sQHb_N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RRqDmBx-Q&list=PLu4Zo9fB5MNd4T-fI_Z87ny32roUll1G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RRqDmBx-Q&list=PLu4Zo9fB5MNd4T-fI_Z87ny32roUll1Gl.
https://youtu.be/YjGgwxHwFwY
https://youtu.be/YjGgwxHwFwY
https://youtu.be/bwW6mYdJ7Xc
https://youtu.be/bwW6mYdJ7Xc
https://youtu.be/KVLTxKyxioA
https://youtu.be/KVLTxKyxio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mAmoZ8wcUo
https://youtu.be/4KrxfcW7Irg
https://youtu.be/4KrxfcW7Irg
https://youtu.be/4KrxfcW7Irg
https://youtu.be/4KrxfcW7Irg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0G-Nd0V5ZMr-FImWwFcy6wIzMKPubmcP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0G-Nd0V5ZMr-FImWwFcy6wIzMKPubmcP
https://youtu.be/lwG3sQHb_NU
https://youtu.be/lwG3sQHb_NU
https://youtu.be/CBi0CZpfzZc
https://youtu.be/CBi0CZpfzZc
https://youtu.be/CBi0CZpfzZc
https://youtu.be/CBi0CZpfzZc
https://youtu.be/CBi0CZpfzZc
https://youtu.be/CBi0CZpfzZc
https://tilthighered.com/tiltexamplesandresources
https://mariangelf.com/how-to-create-a-sense-of-community-in-your-classroom-in-5-steps/
https://edu.google.com/intl/ALL_us/
https://www.edutopia.org/article/getting-started-culturally-responsive-teaching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brown-center-chalkboard/2020/07/20/educator-bias-is-associated-with-racial-disparities-in-student-achievement-and-discip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