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老年人科技通

社交媒体简介
速览指南
社交媒体网站是帮助您与朋友和亲人保持联系的一种极佳方式，
通过短信、视频和照片，轻松分享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什么是社交媒体?
许多互联网体验都是单向体验: 如上新闻
网站、上购物网站、浏览幽默网页、攫取
信息。
社交媒体是双向体验，在于与他人沟
通。这可以是朋友、家人、同事或者只是
跟自己兴趣相同的人。社交媒体通常不在
于下载信息 – 而在于分享和沟通。
Facebook和Twitter之类的社交媒体网
站让您看到朋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而
且让您也可以告诉他们您生活中发生的事
情。YouTube™视频社群和Flickr® 图片
托管服务让您可以跟他们（乃至全世界）
分享视频和照片，Skype™软件让您知道
别人什么时候在线，即时跟他们通话 –
而且通话免费。

追踪亲人的情况
Facebook
迄今为止，Facebook是世界最大的社交
媒体网站，世界各地有将近10亿用户。
Facebook以‘朋友’(实际上也可以是
家人)为核心。您在Facebook上的朋友名
单就是您认识并且信任的人组成的一个圈
子。

Facebook 让您可以跟朋友名单上的人做许
多事情，包括：
1. 提供有关您的状况和所在地的最新消息
2. 发送所有朋友都可以看到的公共讯息，
或者只有一个人可以看到的私密讯息
(如电子邮件)
3. 评论其他人在Facebook上发布的讯息
4. 发布只有朋友可以看到的影集和视频短
片
5. 邀请朋友参加活动。
在 Facebook上发布讯息
让我们在Facebook发布评论。
1. 在主页上有一个方框，您可以在方框中
输入评论。评论可以是对您喜欢去的地
方做出简短评论，或者是问去哪里或怎
么去的问题。
2. 点击Post（发布），即可发表自己的评
论。页面会即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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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Twitter看起来有点像Facebook，作用也有
点类似，但要简单得多，是为快速发布评论
和图片设计的。
而且它更不在于朋友，而是在于关注者。
在您发布新的Twitter评论 (称为推文)
时，对于关注您的推文馈送的人，他们的
Twitter页面就会得到更新。
您也可以设置自己的帐户来关注其他人
的推文。在他们发布推文时，您的Twitter
页面就会得到更新。
广为人知的是，单个推文限140个字符，
迫使您做到言简意赅 (但您也可以给推文
附上图片)。

共享媒体
一些网站完全在于共享媒体。例
如，YouTube和Flickr分别就是共享视频和
照片的极佳方式。

Flickr®
与YouTube让人们分享视频一样，Flickr®
的图片托管服务让人们分享自己拍摄的照
片。在这个网站上分享的照片已有50多亿张。
网址：www.flickr.com.

发布推文
1. 登录Twitter，网址： www.twitter.com 。
2. 在Twitter页面的左侧面板上，点击写有
Compose New Tweet （写新推文）的
方框。
3. 方框将会扩展。在右下部可以看到剩下
的字符数。点击左侧的图标，即可将照
片以及/或者您的位置添加到推文。
4. 在方框中输入不超过140个字符的讯
息。
5. 然后点击Tweet（推送）。
推文可以包括书面
讯息和照片。

This is my first tweet

6. 您的每一个关注者的馈送都将得到即时更

新（而且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推文回复）。

如果您想要上传照片，需要创建一个帐
户。但如果您只是喜欢看看好照片，就不
需要帐户。
只需点击Explore （浏览）即可开始，或者
在屏幕顶上的Search（搜索）栏中键入自
己想看的具体事物即可。
YouTube
迄今为止，YouTube™视频群是世界上最热
门的视频分享网站。
它让用户可以上传自己创建的视频。然
后，访问该网站的人士便可以在网页浏览
器中观看视频。
不夸张的说，上传到YouTube的视频有
数百万条，您都可以观看。

保持网上安全
网络安全最为关键之处莫过于社交联谊。您非常容易与社交网络上的陌生人分享过多信息! 社交联谊需要记
住的一些重要事情:
•
•

无论您使用什么社交联谊工
具，请务必检查其隐私设置。
对私密信息保密 – Facebook
可能会要求提供很多个人信
息，但这幷不意味着您不得不
放弃。您可以将自己个人简档
的一些部分留作空白。

通常而言:
• 如果有陌生人给您发电子邮件，提出要给您钱（或者向您
要钱），这些人可能是骗子。
• 人们在电子邮件中可能会谎报自己的身份。电子邮件可能
自称来自于您的银行，但实际上可能是有人企图骗您的
钱。如果您感到担心，请直接给银行打电话。
• 除非您知道电子邮件的附件是安全的，否则不要打开附
件。这包括来自您认识的人的电子邮件附件。
• 给您的个人电脑安装互联网安全软件。
• 宁可过于谨慎，也不可掉以轻心!

与Flickr®一样，观看视频不需要设立
YouTube帐户，但如果您想上传自己的视
频，就需要有帐户。
您上传的视频可以是私密的 (仅供您许可
的人观看)，也可以是公共的。
如果您设立帐户，您还可以订阅各种频
道，这些频道是一系列涉及特定主题的视频
或由某个人上传的视频。

YOUTUBE™和FLICKR®社群让您可以与朋
友（乃至世界）分享视频和照片，而
SKYPE™软件让您知道谁在线上幷且免
费地即时与他们交谈。

让我们看一些YouTube的视频
5. 播放控制按键在视频正下方。您可以暂
1. 我们观看YouTube视频不需要帐户。只需
停视频，或者点击进度栏的任何地方，
在网页浏览器中进入www.youtube.com
即可跳到前面观看。
即可。
6. 您可以点击视频右下角的Maximise
2. 主页会有一系列热门视频。您可以点击
（最大化）图标，即可使视频全屏播
任何一个视频，便可开始观看。
放。按下键盘上的Esc键，即可恢复为
3. 您还可以在视窗顶上的文字栏中键入搜
正常大小。
索词语，对特定主题进行搜索。譬如，
搜索一下“puppy love”。
4. 在右边可以看到与您所看视频类似的视 沟通
当然，您总是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与人沟
频提示。
通。您现在可能玩过了电子邮件，但通过
互联网直接与别人交谈还有其它的方法：
1. 即时短信 (IM) – 您在个人电脑上键入
一句话，这句话就会即时出现在别人的
电脑上 (他们也可以跟您这样做)。
2. 语音聊天 - 作用很像打电话，但通常
不收电话费。
3. 视频聊天 - 很像打电话，但您可以在视
频上实时看到交谈对象。

YOUTUBE 播放控制按键

播放/暂停

进度栏

‘最大化’视频进行全屏播放

Skype™

Skype™软件让您可以与其他Skype™用
户免费进行即时短信以及视频和语音聊
天。Skype™可以从以下网站下载：
www.skype.com。
在安装时需要创建帐户。您想要与之沟
通的人通常也需要安装Skype™。
如果您想从自己的电脑拨打普通电话，
这种情况就属于例外，也就是说，您在电
脑上，而对方使用普通电话机。Skype™对
此项服务收费。其它电话通常免费。
若要使用语音或视频聊天，您的电脑需要
有特殊的硬件。
1. 语音聊天需要有话筒或带有话筒的耳
机。
2. 视频聊天需要有网络摄像机。如果您有
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很可能配有内
置的网络摄像机和话筒。
拨打Skype™语音电话
现在让我们打个电话!
1. 戴上您的语音聊天耳机或者置身于电脑
网络摄像机前。
2. 您会看到在视窗中通话对象的姓名下方
有两个按键: Call（电话）和Video Call
(视频电话)。
3. 点击Call（电话），即可拨打语音电
话；点击Video Call （视频电话），即
可拨打视频电话。
4. 对方的电脑就会响铃，表示有人打来电
话。 在他们点击Pick Up（接听）按键
时，就可以开始交谈。

5. 如果是视频电话，就会出现一个视频窗
口。
6. 您想谈多长时间都行。若要结束交谈，
只需点击红色Hang Up Phone（挂断电
话）按键即可。

当然，这只是试用一下Skype™软件。您还
可以用它来发送文件，可以一次跟多人通
话。实际上还可以拨打固定电话 – 但这
需要付费。有很多功能都可以探索!

“老年人科技通”（‘Tech Savvy Seniors’）项目是新州安度晚年策略（NSW Ageing Strategy）与Telstra的一项主要行动。
有关详情：http://www.adhc.nsw.gov.au/about_us/strategies/nsw_ageing_strategy 和http://www.telstra.com.au/telstra-se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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