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略与设计

    

“教学的时候要尊重和爱护学生，这非常
重要。为此我们要提供必要的条件，让学
习从一开始就能够契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进而让他们学有所成。”

通过 YouTube 学习内容促进公平，
实现赋能
平等与公平 

平等旨在促进公正，但只有所有
人从同一个地方起步，并需要同
样的帮助，平等才能在其中发挥
作用。

公平是为所有人提供成功所需的
一切资源，而平等是对所有人一
视同仁。

YouTube 团队认为，在线视频对于各行各业的教育者和学习者来说都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资源，无论他们处于学习旅程的哪个阶段。 
通过针对教育不公问题做出努力，学习内容可为教育资源匮

乏的学习者提供一个提升自己的渠道。

赋能 = 感觉得到了 YouTube 创作者的支持，创作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准确内容，
使观众能够掌控自己的学习或教学体验。

我的内容可如何提高认知度，并尽力
帮助这些学习者解决面临的挑战？

我的内容主题和设计如何在不同学习
阶段为教育资源匮乏的学习

者提供支持？

本指南旨在帮助创作者了解相应的策略，从而对全世界的学习者、教育者和监护人的生

活产生更大的影响。本文内容在探讨小学到高等教育各阶段内容创作机会的基础上进一

步延伸，对内容规划和设计方面提出了额外见解。

为了对所有学习者产生最深远的影响，创作者可能需要考虑两个核心问题：

- bell h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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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永，2021 年 4 月 | 2.Best Colleges，2022 年 1 月 | 3.Best Colleges，2022 年 1 月   

您的内容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让不同阶段的学习

体验变得更公平和更有助益？

以下是一些相关建议：  

考虑当前和潜在观众群的需求和兴
趣之间有何细微差别。1 填补主题和内容形式方面的欠

缺。哪些主题仍缺少优质的教育
内容？

2

● 帮助提高阅读等关键基础技能。考虑使用有助于培

养读写能力的内容形式（例如，出声朗读的内容、动

态排版）。

● 在热门话题中，内容展现形式（例如动画、作业、指

南、讲座）是否存在欠缺？您该如何呈现供内容，以

帮助学习者能够以新颖的方式取得最佳学习效果？

计算机内部探秘  - 
Bettina Bair

计算机是如何工作的：是什么 让计
算机成为这个样子？

提升批判性思维的 5 个要点  - 
Samantha Agoos

单亲妈妈资源 以学生的身份工作

● 例如，Z 世代（出生于 1997 年至 2009 年之间

的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30%。如果 Z 世代是

您的目标观众群，请考虑您的内容除了满足他

们对解决全球问题的兴趣外，还可以如何帮助

他们提升专业能力并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宽裕。1 

● 考虑如何支持在上学期间兼顾工作和其他责任

的“非传统”学生。根据大学入学模式（即非全日

制和高中毕业后数年后就读），近四分之三的美

国大学生可以被认为是非传统学生。2 抚养一个

或多个孩子、单亲、3在校期间从事全职工作等

经济和家庭因素也应考虑在内。内容如何更好

地反映他们的生活、兴趣和学习支持需求？

● 某些学习环境（如大学体验）中有哪些“隐藏课程”或
“不成文规则”？您的内容是否可以涵盖“人生导师”
主题，以帮助学习者解决课程作业之外或课堂之外

的问题？

https://www.ey.com/en_us/corporate-responsibility/how-business-and-education-can-help-gen-z-reframe-the-future
https://www.bestcolleges.com/blog/what-is-a-nontraditional-student/
https://www.bestcolleges.com/blog/going-back-to-college-as-single-parent/
https://youtu.be/AkFi90lZmXA
https://youtu.be/AkFi90lZmXA
https://youtu.be/AkFi90lZmXA
https://youtu.be/AkFi90lZmXA
https://youtu.be/mCq8-xTH7jA
https://youtu.be/mCq8-xTH7jA
https://youtu.be/mCq8-xTH7jA
https://youtu.be/mCq8-xTH7jA
https://youtu.be/dItUGF8GdTw
https://youtu.be/dItUGF8GdTw
https://youtu.be/dItUGF8GdTw
https://youtu.be/dItUGF8GdTw
https://youtu.be/dItUGF8GdTw
https://youtu.be/xCdzh74Nhr4
https://youtu.be/xCdzh74Nhr4
https://youtu.be/xCdzh74Nhr4
https://youtu.be/yp_fngVrQM8
https://youtu.be/yp_fngVrQM8
https://youtu.be/yp_fngVrQM8
https://www.ey.com/en_us/corporate-responsibility/how-business-and-education-can-help-gen-z-reframe-the-future
https://www.ey.com/en_us/corporate-responsibility/how-business-and-education-can-help-gen-z-reframe-the-future
https://www.bestcolleges.com/blog/what-is-a-nontraditional-student/
https://www.bestcolleges.com/blog/going-back-to-college-as-single-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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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ureau of Internet Accessibility，2019 年 4 月 | 5。Edutopia，2020 年 3 月 | 6。美国国家工程院 | 7。联合国 | 8。PBS Learning Media

促进公平的视频制作实践。3

● 如果学习者只有一个带有小屏幕的移动设备可

用，请考虑学习体验会如何变化。

● 考虑到无障碍需求。查看如何提升内容的

无障碍程度4，了解针对残障5学习者的设计策略。

邀请学习者总结他们是如何学习的。4

● 元认知的过程可帮助学习者思考自己的认知活

动，并帮助他们找出促进学习的方法，避免低

效的学习或思维习惯。学习者应该向自己介绍

他们所学的知识，以确定他们是否理解了一个

主题，然后思考他们接下来可以做什么以学习

更多内容。

● 考虑利用向视频添加问题等功能，甚至与学习

媒体组织合作，以根据您的内容为教育者8开发

资源，这些资源或许还能与 Google 课堂兼容。
这个盲人玩家教我玩真人快打  | 

Subcultured

为什么镜像会水平翻转
（而不是垂直翻转）？

是什么使事物具有磁性？ | 
PBS KIDS

● 考虑将教学主题与世界大事和全球性的宏大理念

联系起来（例如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重大挑战6或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

将学习与学习者的身份、社区和生活
联系起来。5

● 通过与日常生活和我们周遭世界相关的非正式学习来

强化概念性知识并激发好奇心。 

● 利用 YouTube 功能（例

如置顶评论）促进学习

者之间的对话和社区建

设。

说明技能与职业之间的联系。 6

● 课程有时会让人感觉很抽象，很难理解它

们与职业道路的关系。内容可以突出专业

人士和他们在工作中使用的技能。还可利

用内容来展示不同的职业领域如何影响

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

它们最终将如何塑造未来。

95% 有效率疫苗
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YouTube 评论：回复、
过滤和管理

什么是  NASA 
STEM 之星？

https://www.boia.org/blog/checklist-for-creating-accessible-videos
https://www.edutopia.org/article/new-strategies-special-education-kids-learn-home
http://www.engineeringchallenges.org/challenges.aspx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www.pbslearningmedia.org/collection/its-lit-collection/
https://www.boia.org/blog/checklist-for-creating-accessible-videos
https://www.edutopia.org/article/new-strategies-special-education-kids-learn-home
https://www.pbslearningmedia.org/collection/its-lit-collection/
https://www.pbslearningmedia.org/collection/its-lit-collection/
https://youtu.be/zn3r0Pe8f9A
https://youtu.be/zn3r0Pe8f9A
https://youtu.be/zn3r0Pe8f9A
https://youtu.be/zn3r0Pe8f9A
https://youtu.be/vBpxhfBlVLU
https://youtu.be/vBpxhfBlVLU
https://youtu.be/vBpxhfBlVLU
https://youtu.be/vBpxhfBlVLU
https://youtu.be/d9FXyT6V7zw
https://youtu.be/d9FXyT6V7zw
https://youtu.be/d9FXyT6V7zw
https://youtu.be/d9FXyT6V7zw
http://www.engineeringchallenges.org/challenges.aspx
https://sdgs.un.org/goals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9409432?hl=en
https://youtu.be/5jMeJjVm5k0
https://youtu.be/5jMeJjVm5k0
https://youtu.be/5jMeJjVm5k0
https://youtu.be/5jMeJjVm5k0
https://youtu.be/T8iFv4oo8Vw
https://youtu.be/T8iFv4oo8Vw
https://youtu.be/T8iFv4oo8Vw
https://youtu.be/T8iFv4oo8Vw
https://youtu.be/7lb1aElgIoQ
https://youtu.be/7lb1aElgIoQ
https://youtu.be/7lb1aElgIoQ
https://youtu.be/7lb1aElgI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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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利于将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而当这些希望和梦想成真

了，所有人都能受益。”

——约翰·肯尼迪

感谢您通过所有富有创意、独特新颖的方式来创作内容以支持学习，这

非常有意义。

● 为缺乏教育资源的群体制作与其文化契合的内容，在展现历史人物、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其他专业

人士时要注意人物背景的多元性。查看不断增长的包容性，了解在镜头前后实现包容性

最佳实践的技巧。

采用包容性视角。7

● 同时纳入不同的观点。 
重要的是要避免粉饰历史，或者只从殖民者

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可能，请提及真实人物的

名字并赞扬其成就，而不是只关注某个

群体。

● 树立全球视野如果您的内容在您居住的国家/地区

以外的市场进行本地化，是否有办法让内容在这些

地方同样具有价值？ 

● 避免只做表面文章。时常性地以包容的精神创作内

容非常重要，不要仅仅在偶尔的活动期间创作内容

（例如黑人历史月、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传统

月）。

重建失败 | AP 美国历史 | 可汗学
院

● 注意术语。确保对关键术语进行

定义或解释，以免它们成为观众

理解内容的障碍。 

制作包容性视频以覆盖更多观看
者黑人的成就！知识产权和美国专利 可持续性简介 | 土地和水资源利用  | 

AP 环境科学  | 可汗学院

表面文章在本文中的概念来源于英文里 Tokenism 
一词，是指只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来表现出
对少数群体的包容性，特别是通过招募少量属于

少数群体的人员，从而展现出注重种族、
性别或性取向平等的姿态。

https://www.knatokieford.com/_files/ugd/3b6ac0_72470c427e7b495eb7b33972c3fe0cd2.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Pozblg-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Pozblg-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Pozblg-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Pozblg-MY
https://youtu.be/cvTJGqnhmxc
https://youtu.be/cvTJGqnhmxc
https://youtu.be/cvTJGqnhmxc
https://youtu.be/cvTJGqnhmx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3OFVPbSSK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3OFVPbSSK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3OFVPbSSKY
https://youtu.be/k6jUaaQNY28
https://youtu.be/k6jUaaQNY28
https://youtu.be/k6jUaaQNY28
https://youtu.be/k6jUaaQNY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