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精通科技長者

社交媒體入門
簡易參考指南
社交媒體網站提供一個很好的途徑，
讓您跟朋友和心愛的人保持聯繫，令您更容易以文字、
視像和照片去分享生活點滴。

甚麽是社交媒體？
很多互聯網經驗是單向的：您造訪一個網
站如新聞網站、購物網站或幽默的網頁以
獲取資訊。
社交媒體是雙向的，它著重於和別人保
持聯繫 ， 那可以是朋友、家人、同輩或
只是跟您志趣相投的人。下載資訊通常不
是重點所在 —— 而是在於分享和聯繫。
社交媒體網站如Facebook (臉書) 和
Twitter (推特)讓您看到朋友的生活
點滴，又讓您給他們知道您的生活近
況。YouTube™ 視像社群和Flickr® 圖像
寄存服務讓您跟他們(及全世界)分享您的
視像和照片，而Skype™軟件讓您知道
哪些人正在在綫, 並可在瞬間跟他們通話
—— 而且這是免費的。

保持與心愛的人聯繫

Facebook (臉書)
臉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社交媒體網站，全
球用戶數目接近十億。
臉書的中心概念是「朋友」 (其實也可
以是家人)。在臉書内，您的朋友列表就
是您認識和信任的社交圈子。

臉書能讓您跟您朋友列表内的人做很多事
情，包括：
1. 提供您的狀況及方位的最新資料。
2. 發送公開訊息給您所有朋友看，或發送
私人訊息(如電郵)給一個朋友看。
3. 評論其他人在臉書發佈的訊息。
4. 發佈只供您朋友觀看的照片簿及視像片
段。
5. 邀請朋友出席活動。
於臉書發佈訊息
讓我們於臉書發佈貼文。
1. 您可在主頁的空格内輸入貼文。那可以
是一則關於您希望遊覽的地方的短評，
或是一個關於到哪裡遊覽或怎樣到達該
處的提問。
2. 點擊發佈 (Post) 按鈕去發佈您的貼文。
主頁會立即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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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推特)
推特的界面和操作與臉書有少許相似，但它
比臉書簡單得多，並且它是針對快速發佈訊
息及圖像而設計的。
還有，它是著重跟隨者(Followers)多於
朋友。
每當您發佈一個新的推特訊息 (叫作推文)，
那些跟隨您推文的人的推特網頁便會被
更新。
您也可以設定您的帳戶去跟隨其他人的
推文。這樣，每當他們發佈推文，您的推
特網頁便會被更新。
眾所周知，每段推文限於140字以内，這
迫使您簡單扼要 (雖然如此，您也可隨推文
附上一個圖像)。
發佈推文
1. 於網站www.twitter.com登入推特。
2. 在推特網頁的左側面板上，點擊
寫新推文 (Compose New Tweet)
空格。
3. 那空格會擴大。在右下方您會看到您尚
餘的字數。點擊左邊適當的圖標便可在
您的推文中，加上圖像及/或您的方位。
4. 於空格内輸入一個不多於140字的訊
息。
5. 然後點擊推文。
推文可以包含
一個訊息及一張照片

This is my first tweet

6. 您的每一個跟隨者的推特信息源便會立
即被更新 (而他們可以用自己的推文去
回覆)。

媒體分享
有些網站全是爲了分享媒體。例如YouTube
和 Flickr® 便分別是分享視像和照片的很好
途徑。
Flickr®
正如YouTube讓人們分享視像，Flickr® 圖
像寄存服務讓人們分享自己拍攝的照片。超
過五十億張照片曾於該網站供人分享。
它的網址是www.flickr.com.

想要上傳照片，您需要創建一個帳戶。不
過，如您只喜歡看看一些酷照片，您並不
需要帳戶。
只要點擊發掘 (Explore)就可以開始瀏覽，
或於屏幕頂部的搜索 (Search)欄輸入您想
看的特定東西。
YouTube
YouTube™ 視像社群是目前全球最受歡迎
的視像分享網站。
它讓用戶上傳自己製作的視像。造訪該
網站的人便可在瀏覽器内觀看視像。
您可在YouTube觀看數以百萬計已被上
傳的視像。

安全使用互聯網
相信在互聯網上，沒有什麽地方比社交網絡更要小心網上安全了，原因是在社交網絡中，與陌生人分享實在
是太容易！參與社交網絡有幾個重點是要緊記的：
•
•

無論您使用哪些社交網絡工
具，您需確保要仔細檢查它們
的私隱設置。
把一些個人資料保持私人 ——
臉書可能會問您很多關於您的
私人資料，但這並不是說您要
因此棄用臉書。把部份個人檔
案的資料留空是沒有問題的。

一般來説：
• 如果有陌生人向您發送電郵，說要給您錢 (或問您要錢)，
他們很可能是騙徒。
• 發電郵的人，可以對您撒謊，他們的身份，未必就如他們
所說的，有時候，一個標明是發自您銀行的電郵，其實可
能是發自一個想騙您財物的人。如果您有懷疑，應直接和
您的銀行聯絡。
• 在不知道是否安全的情況下，不要打開電郵附件，包括你
認識的人所發的電郵附件
• 在您的電腦中安裝互聯網保安軟件。
• 寧可過於謹慎，也不可掉以輕心！

跟Flickr®一樣，您無需在YouTube創建帳戶
去觀看視像，但若您想上傳自己製作的視像
檔案的話，您便需要創建一個帳戶。
您上傳的視像可以是私人 (即只供您批准
的人觀看) 或公開的。
如您創建了帳戶，您亦可以訂閲頻道。頻
道是指一系列與某一特定主題有關的視像，
或是由某一個人所提供的視像。

YOUTUBE™和FLICKR®社群讓您跟朋友
(及全世界) 分享您的視像和照片，而
SKYPE™軟件讓您知道哪些人正在在綫
並可在瞬間跟他們通話 —— 而且這
是免費的。

讓我們觀看一些YouTube視像
1. 我們無需帳戶去觀看YouTube視像，您
5. 播放按鈕就在視像的下面。您可以暫停
只需在瀏覽器内造訪網站www.youtube.
播放視像，或點擊進度條的任何地方去
com便可。
跳過不想看的部份。
2. 首頁會列出一些受歡迎的視像。您可以 6. 您可以點擊在視像右下角的放至最大
點擊其中任何一個開始觀看。
(Maximise) 圖標，使視像放大至整個
3. 您也可於視窗頂部的空格内輸入搜
屏幕。按鍵盤上的Esc鍵會把它還原至
索字詞去搜索特定的主題，例如搜
正常大小。
索“puppy love”。
4. 在視窗的右邊您會見到跟您正在觀看的
通訊
視像相似的提議。
當然，您隨時可以利用互聯網跟別人直接
通訊。也許您現在已經試用過電子郵件
了，不過，其實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跟別人
在互聯網上通訊的：
1. 即時通訊 (IM) —— 您在個人電腦輸入的
訊息，會即時在對方的電腦彈出 (而對
方也可以用同一方法發送訊息給您)。
2. 語音通話 —— 操作跟通電話十分相似，
不過通常無需付通話費。
3. 視像通話 —— 跟通電話相似，但您可以
實時看到對方的視像。

YOUTUBE播放按鈕

播放/暫停

進度條

把視像放至最大去充滿您的電腦屏幕

Skype™

Skype™軟件讓您免費跟其他Skype™用戶
進行即時通訊、語音及視像通話。Skype™
軟件可於網站www.skype.com下載。
當您安裝該軟件時，您必須創建一個帳
戶。您想聯絡的人通常亦需在電腦中安裝
了Skype™。
例外的情況是: 您想用電腦跟一個普通電
話機通話 —— 即是說，您用您的電腦，但
對方用正常電話機，Skype™會徵收這服務
的費用，其他通話通常是免費的。
要使用語音或視像通話，您需要特別的電
腦硬件：
1. 語音通話 —— 您需要一個麥克風或語
音耳機。
2. 視像通話 —— 您需要一個 webcam (網
絡攝像鏡頭)。若您有手提電腦的話，它
很大機會已有内建的網絡攝像鏡頭和麥
克風。
使用Skype™ 語音通話
現在讓我們打個電話吧！
1. 帶上您的語音耳機或面向電腦的網絡攝
像鏡頭。
2. 在視窗内聯絡人的名字下面，您會看
到兩個按鈕：通話 (Call)和視像通話
(Video Call)。
3. 點擊通話去使用語音通話或視像通話去
使用視像通話。
4. 那聯絡人的電腦會響起鈴聲表示有來
電。當他點擊接聼按鈕時，對話便會開
始。

5. 若這是視像通話，視像視窗會同時出
現。
6. 您想傾談多久都可以。要終止對話，只
需點擊紅色的掛綫按鈕。

當然，這只是一個簡短的Skype™ 軟件新體
驗,您還可以用它來發送檔案。您可以同時
跟多人通話，其實你也可以打電話到固網
電話 —— 可是這服務需要收費。還有很多
功能可供發掘！

‘Tech Savvy Seniors’ (新州精通科技長者)計劃是新南威爾士州高齡策略和 Telstra 的一項重要計劃。
詳情請瀏覽： http://www.adhc.nsw.gov.au/about_us/strategies/nsw_ageing_strategy 和
http://www.telstra.com.au/telstra-seniors/
免責聲明
本刊物所記載的資料和任何伴隨本刊的物品，只限作教育和資訊用途。本刊物和任何伴隨本刊的物品，並不構成對任何曾在本刊物或伴隨本刊的物品中提及過、顯示
過、或是展示過的產品或服務作推廣、認可或批准。
本刊物和任何伴隨本刊的物品只提供初步的參考，不應被視爲一本詳盡的指南，或應用於所有的情況。
雖然我方已採取合理措施以確保刊登在此刊物和任何伴隨本刊的物品之資料在刊登之日為準確，但是，本刊物和任何伴隨本刊的物品的作者、製作人和主持 (有關人
士) * 對於本刊物和任何伴隨本刊的物品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可靠性、完整性或及時性，概不作出陳述或保證。
本刊物和任何伴隨本刊物的物品的資料，是完全基於使用者有責任要對内文所討論的事情自行評估才提供的，以及使用者應對該等陳述、 聲明或資料進行核實。
* 有關人士：
• 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内，排除所有與本刊物和任何伴隨物有關資料的明示或隱含的保證。
• 並無責任更新本刊物和任何伴隨物内的資料，和改正任何其後顯現之錯誤；及
• 保留全權及絕對決定權，在毋須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可以隨時刪除、改動和移走本刊物 (和任何伴隨物) 和其中所刊載的任何内容 (包括本免責聲明的條款和條件)。
* 有關人士包括有份參與製作本刊物的任何個人、公司、夥伴或政府部門，及其各自之職員、雇員和代理者。
商標聲明
所有在本指導性刊物曾提及的產品名稱或網址，可能是澳洲及/或其他國家註冊商標或第三方的商標。蘋果 (Apple)、MAC 和 MAC OS是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註冊的蘋果
公司 (Apple Inc.)的商標。HDMI 是美國及澳洲 HDMI licensing L.L.C 的註冊商標或商標。微軟 (Microsoft) 和視窗 (Windows) 是美國和澳洲的微軟公司的註冊商標或商
標。本材料提及到第三方的商標並不代表我方與該些第三方有聯繫，或是這些第三方對本材料作出認可。
知識產權聲明與免責聲明
版權©屬於Telstra Corporation Limited (ABN 33 051 775 556) 和新南威爾士州高齡事務辦公廳。版權所有。此材料的版權根據澳洲法例獲得保護，並通過國際公約，
於其他國家均受到保護。除了作爲您的參考資料、研究和學習用途之外，這些材料一概不能以任何方式，或經任何途徑，包括電子、機械、記錄等作發報、分發、 複
製、複印、儲存或傳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