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SheLeads
Facebook 女性領導者安全技巧指南
女性領導  人人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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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女性領袖，

女性是每個繁榮社會的基石。

香港的女性會透過Facebook聚首一堂、互相聯繫，並透過群組和專頁上與志同道
合的人互相扶持。同時，女性亦在我們的平台上為自己的社群作出積極正面的貢
獻、推動變革。

Facebook致力讓女性領袖在社群中發揮積極正面的影響，並與不同夥伴，包括婦
女基金會合作，從女性創業到網絡安全等各個領域，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女性領袖。

由於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因此，為女性提供安全
的網絡環境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我們很榮幸能夠與婦女基金會合作，一同推
出#SheLeads指南，為從事發展在地社群或在線上發展自己社群的女性提供支援。

本指南為您和您的團隊提供有用的貼士，包括如何建立群組、分配專頁的管理工
作、使用內容審核和篩選工具、舉報不當內容等，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我們很高興能夠為您提供支援並一同邁步向前。

Jayne Leung 梁幼莓
Facebook 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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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女性領袖，

婦女基金會非常榮幸支持Facebook推出 #SheLeads，為保護女性領袖免受網絡欺凌出一份力。

婦女基金會一直致力改善香港婦女及青少女的生活，本會三個主要目標包括：突破性別陳規、協助貧窮
婦女改善生活質素、提升女性決策者及領袖數量。

經多年來的研究顯示，性別平等對經濟、家庭和社會均帶來好處。例如，企業管理層性別多元化可讓公司
盈利更多、決策更明智、創造更好的價值和帶來更大的創意。而在公共事務方面，管理層性別多元化令
政策更能反映每個人的利益。

然而，女性擔任領袖的數目仍然太少，而且發展路上所遇到的障礙也太多。阻礙女性發揮領袖潛力的其
中一個因素是她們遭受與性別有關的欺凌、騷擾和傷害，這種現象在網上與日俱增。

社交媒體和其他網上通訊平台助長了傷害、欺凌和騷擾他人的行為，這種情況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
尤甚。其中，婦女和女童特別容易受到性威脅和仇恨言論攻擊，而這種傷害他人的手段日見層出不窮。

網上與性別有關的暴力行為直接反映了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不平等。這種現象會造成心理、生理或經
濟上的傷害。更重要的是，它會令許多女性對擔任領袖角色感卻步，或迫使她們退出公眾的鎂光燈下。這
是公共衛生問題和人權問題，需要社會各界共同行動來解決。

Facebook的#SheLeads工具包為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作出重要的貢獻。#SheLeads讓女性領袖可採取
預防措施，知道如何在Facebook平台上保護自己，並為她們提供指引以應對一旦出現的傷害或欺凌行
為。#SheLeads為女性領袖提供了如何在網上安全地建立形象、在社區中建立影響力的所需知識。

婦女基金會多年來一直堅守承諾，致力解決各種與性別有關的暴力。我們將繼續提高公眾對這項
議題的意識、採取行動去鞏固女性的權利，並在香港營造有利女性領袖全方位發展的環境。我們很
高興參與Facebook的 #SheLeads計劃，希望有關內容對你有所裨益。有關預防、舉報及支援與性別有
關的暴力行為，請查閱我們有關的專頁： https://makepeoplecount.org/index.html 。 

Fiona Nott 樂鳳蘭
婦女基金會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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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女性領袖，

Facebook 憑藉這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有幸能直接與來自公共生活各
行各業的女性互動； 她們積極設法改善自己所屬的社群，並運用我們的平
台達成這個目標。不論她們是投身選戰、治理國家和城市，還是領導政
黨，Facebook 都致力於提供一個讓女性能安心互動交流並建立社群的
平台。
有鑑於此，我們整理出這份技巧指南，協助您和團隊瞭解如何建立群
組、 指派專頁角色、利用審核和篩選工具，以及舉報濫用回應。此外，
我們也收錄了幾個基本技巧，有助於您在 Facebook 上拓展受眾並交流
互動。 我們希望這些技巧能對您有所幫助，協助您在 Facebook 上持續
與選民 和社群互動，很榮幸能成為您的得力幫手。

祝一切順心

Katie Harbath

Facebook 全球選舉公共政策總監

Antigone Davis
Facebook 全球安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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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檔案 
個人檔案不用作商業用途，代表的是用戶個人。您的個人檔案集合了相片、 
動態及個人經歷，娓娓道出您的個人故事。您的個人檔案也包括您的生活時報。

+ 您可擁有多達 5,000 名個人朋友及無限多個追蹤者。如果您要連結超過
5,000 人，您可以將個人帳戶轉換成 Facebook 專頁。

+ 您可為帖子選擇私隱設定，例如選擇只讓一群特定朋友看到您的帖子

+ 您可以傳送與接收個人訊息

+ 您可以管理多個專頁

+ 您可以在帖子中標註任何專頁或個人檔案，除非該個人檔案透過其私隱
設定防止他人標註

+ 您可以建立群組並加入多個群組

Facebook 工具組合： 個人檔案、 
專頁和群組
個人檔案、專頁和群組分別提供不同的功能和方式， 
讓您能與社群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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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公眾人物可以建立專頁，在 Facebook 上與選民或粉絲交流互動。專頁雖然 
看起來與個人檔案相似，但有提供專門工具供您與粉絲群互動。專頁可由多位 
用戶負責管理，但是這些用戶必須有個人檔案。

+ 專頁的粉絲人數並沒有限制

+ 您可以透過觀察對手專頁和你可能會喜歡的專頁增加自己專頁的曝光機會

+ 您可以回覆粉絲傳送的訊息，但無法建立訊息討論串

+ 您可以讓多名用戶管理您的專頁，且給予不同權限

+ 您可以在帖子與相片中標註其他專頁和公開發表的個人檔案

+ 您可以查看專頁洞察報告； 報告中包含的各項衡量數據有助於您增加粉絲
人數、互動程度及觸及率。

+ 您可以利用 Mentions、問答活動及排名回應等產品，與粉絲和追蹤者進行
互動

+ 您可以在用戶於您的專頁或對帖子／相片發表內容或回應時予以封鎖

+ 您可以過濾粉絲在專頁上發表的內容

+ 您可以在專頁的生活時報及／或動態消息中，使用帖子的目標設定功能
鎖定特定國家／地區或語言

+ 您可以加強推廣專頁帖子（付費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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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 私人

誰可以看見群組成員的 
帖子、回應和分享內容？ 任何人 既有成員

誰可以看到群組成員 
名單？ Facebook 用戶 既有成員

誰可以看見管理員與 
版主？ Facebook 用戶 Facebook 用戶

群組
群組提供就共同興趣進行交流的空間。您可以基於任何目的（接觸主要成員、 
選民、核心選舉策劃委員會）建立群組，並視乎您希望誰能加入和查看群組 
來自訂群組的私隱設定（公開或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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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瞭解 Facebook 必須成為讓用戶感到安全地進行交流的園地，所以我們也
會秉持將濫用行為逐出 Facebook 的職責。有鑑於此，我們制定了一套社群準
則， 當中列出在 Facebook 上允許及禁止的行為。我們的準則放諸四海皆通
用， 也適用於各種類型的內容。這些準則無所不包，例如即使會被視為仇恨 言
論的內容，仍有可能因違反我們的欺凌、騷擾或可信性暴力行為的政策而 遭到
移除。 

若要閱讀 Facebook《社群守則》，請瀏覽

我們尊重言論自由，這通常包括公開批判在新聞報導中出現而擁有廣大受眾的 
人物。不過，討論公眾人物仍須遵守我們的社群守則，若是相關內容違反其他 
社群守則（包括仇恨言論或可信性威脅），一概會遭到移除。

我們對於 Facebook 上的騷擾行為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我們希望用戶可以放心 
與社群交流互動。Facebook 騷擾政策同時適用於公眾人物和個人，因為我們 
不希望這個平台上出現任何不必要或惡意的接觸行為或內容。背景和用意尤其
重要，我們允許用戶分享和轉貼帖子，前提是當內容顯然對騷擾行為予以譴責 
或以引起大眾關注作為目的。除了舉報此類行為和內容以外，我們亦建議用戶 
透過 Facebook 所提供的工具加以防範。

政策和分析報告

創建安全環境來鼓勵表達，乃是 Facebook《社群準則》的宗旨。我們
以社群和各類領域（如科技和公共安全）專家的意見作為政策依據。 

facebook.com/communitystandards

http://facebook.com/community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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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與騷擾
我們禁止任何人（包括公眾人物）發佈含有以下內容的帖子：

D 任何意圖施予暴力的陳述

D 任何號召暴力行動

D 任何提倡暴力的陳述

D 因應對方受性侵犯或性剝削受害者的身分 
來抨擊他們 

D 以特定人士或群體進行自殘或自殺作為訴求

D 透過與性行為相關的侮辱字詞（例如淫娃、 
蕩婦）攻擊她們

D 屢次聯絡用戶，儘管對方已清楚顯露出防範 
有關行為的意願並採取相關行動

舉報 Facebook 上濫發內容或垃圾訊息的最佳方法， 
就是使用顯示在內容旁的「舉報」連結。

若要瞭解如何舉報回應，請瀏覽：facebook.com/help

Facebook 會在接獲檢舉時審查檢舉內容，並移除任何違反 Facebook 
《社群守則》的內容。聯絡舉報對象時，我們不會透露舉報者的任何相關資料。 

當您針對違反《社群守則》的內容提出舉報，可從支援收件匣查看舉報狀態。

facebook.com/support

http://facebook.com/support
http://facebook.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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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和騷擾防範工具

1. 專頁管理記錄： 為了進一步確保 Facebook 群組和專頁的安全，我們現在
要求受歡迎及活躍群組和專頁的管理員啟用雙重驗證來防止帳戶被盜用。 如
果是惡意盜用帳戶或管理員行為不當，這種問題就特別重大。深入瞭解如何
存取此工具。

2. 減少網絡釣魚情形： 用戶可以確認電郵是否來自 Facebook，方法是檢查該
電郵是否來自 facebookmail.com，並前往帳戶安全和登入設定查看我們最
近寄來的電郵。我們從不會在電郵或 Facebook 訊息中要求您提供您的密
碼。

3. 預防欺凌和騷擾事件：Facebook 上不容許有任何欺凌和騷擾事件。但我們
瞭解這類事件無法一網打盡，因此提供許多工具來協助您進行相關設定。 舉
例來說，您可以選擇略過來自欺凌者的所有訊息，或是在他們不知情的狀況
下將他們完全封鎖，亦可管理帖子回應。

4. 控制互動對象： 我們認為應該允許您控制在網上的互動對象。Facebook幫
助中心將說明如何控制誰能在 Messenger 上傳送訊息到您的收件匣或陌生
訊息資料夾。此外，您也可以使用封鎖和舉報等工具，在 Messenger 中 拒絕
不想要的互動或舉報問題。

如需其他協助，請瀏覽：facebook.com/help

http://facebook.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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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專頁管理員使用真實帳戶
Facebook 帳戶採用的是真實身分。這有助於加強問責性和尊重，並為所有人 帶來
安全體驗。若發現虛假或假冒帳戶，我們會將其移除。為確保專頁管理員 
不會失去帳戶存取權，所有管理員都必須使用真實 Facebook 帳戶而非不實帳戶。

分配專頁角色
協助管理專頁的人員有六種角色。當您建立專頁時，您即自動成為該專頁的 
管理員； 這表示只有您可以更改它的外觀並以專頁身分發帖。接著您可以指派角色
給其他用戶以協助管理專頁。每個用戶都必須登入自己的個人帳戶，且以
他們的帳戶在專頁上運作。您不需要分享任何密碼，即可讓多人同時協助管理專
頁。凡是擁有專頁角色的人士都必須設定雙重驗證，並遵循上述安全程序。

若要瞭解如何指派角色（如果您是管理員），請瀏覽：facebook.com/help

您指派角色給此人時，根據對方的設定，可能會收到通知或電郵。

專頁管理員安全技巧

http://facebook.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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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頁管理角色

管
理

員

編
輯

版
主

廣
告

客
戶

分
析

師

職
位

空
缺

管
理

員

管理專頁的角色與設定 2

編輯專頁及新增應用程式 2 2

以專頁身分建立和刪除帖子 2 2

以專頁身分傳送訊息 2 2 2

回應和刪除專頁中的回應與帖子 2 2 2

從專頁移除和封鎖用戶 2 2 2

建立廣告、推廣活動或加強推廣 
帖子 2 2 2 2 2

檢視洞察報告 2 2 2 2 2 2

查看「專頁品質」標籤 2 2 2 2 2 2

看誰以專頁身分發佈帖子 2 2 2 2 2 2

發佈與管理職位空缺 2 2 2

開啟帖子的職位空缺功能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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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政府官員在採取這類行動時可能有所限制。若有任何疑問，建議您進一步諮詢您的道德或法律顧問。

利用專頁審查和篩選工具
雖然無法停用專頁帖子的回應功能，但您可以隱藏或刪除個別回應。您也可以 
透過封鎖字詞與開啟褻瀆詞語篩選器，積極審查專頁訪客的回應與帖子。

封鎖字詞
當用戶在您專頁中的帖子或留言中使用你已封鎖的字詞，帖子會自動被標記為 
垃圾訊息。

若要瞭解如何封鎖字詞，請瀏覽：facebook.com/help

若要取消帖子的垃圾訊息標記，請前往專頁的活動記錄，然後點擊左欄的 
垃圾訊息。點擊帖子，然後選擇取消標示為垃圾訊息。若要取消回應的垃圾 
訊息標記，請將鼠標移到回應上方並點擊取消隱藏。

褻瀆詞語篩選器
您可以封鎖不同等級的褻瀆詞語，使其不要出現於專頁上。我們根據社群 
最常舉報的不當字眼來決定需要封鎖的內容。

若要瞭解如何開啟褻瀆詞語篩選器，請瀏覽：facebook.com/help

停用訪客帖子
您必須是管理員才能控制訪客可以在您的專頁上發佈哪些內容。如果您允許 
訪客在您的專頁發佈內容，他們的帖子便會出現在專頁右側的「訪客帖子」 
區塊。如果您允許他們發佈相片和影片帖子，其他人發佈的帖子也會出現在 
您專頁的「相片」和「影片」區。

若要瞭解如何允許或禁止其他人的帖子，請瀏覽：facebook.com/help

移除和封鎖用戶
當您從專頁封鎖用戶時，代表他們再也無法讚好專頁。被您封鎖的用戶仍然 
可以分享專頁上的內容至 Facebook 的其他地方，但他們將無法繼續於您的 
專頁發佈內容、無法對專頁的帖子回應或讚好、無法傳送訊息至專頁或讚好 
專頁。用戶可使用數個方式封鎖某人或其他專頁。

若要瞭解如何移除及封鎖用戶，請瀏覽：facebook.com/help

http://facebook.com/support
http://facebook.com/support
http://facebook.com/support
http://facebook.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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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您群組的私隱設定
建立群組時，您可以視乎自己希望誰能加入並查看群組，將群組保持在「公開」 
或「私人」狀態。群組管理員也可以選擇讓其群組開放搜尋或隱藏。

可見度： 任何人都能在 Facebook 的搜尋和其他地方找到此群組。

隱藏： 只有成員才能在 Facebook 的搜尋和其他地方找到此群組。請注意，公開 
群組只能設定為公開可見 。若要隱藏公開群組，請先變更群組私隱，將其從 公
開該為私人群組，接著便能隱藏群組。

私人： 只有成員能查看群組成員及帖子。

公開： 任何人都能查看群組成員及帖子。

批准新成員的申請
群組管理員有權在「群組設定」選項下方啟用成員 加入審核功能，對要加入 群
組的成員進行審核。您可以排序、篩選及大量接受或拒絕成員加入要求。 如果
您的群組不公開，您也可以設定最多3條問題來詢問要求加入群組的用戶。

封鎖或移除違規成員
管理員只需要完成一個步驟，就能從群組以及當中建立的內容移除或封鎖成員。 
已移除的成員如希望再次加入群組，需再作出請求。被封鎖的成員無法在搜尋中 
找到原社團或查看其任何內容，也無法由社團成員將他們再度新增至社團。

指派角色協助管理
群組管理員有權在「群組設定」選項下方啟用成員加入審核功能，對要加入 群
組的成員進行審核。

群組管理員安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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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說明 群組使命和準則
讓成員瞭解群組宗旨，以及甚麼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為。身為群組管理
員， 您可以選擇在群組中將帖子置頂。置頂的帖子會保留在頁面頂端，直到帖子 
被移除或取消置頂為止。

在帖子 顯示前 加以審查
管理員可以選擇先審核帖子，帖子獲得管理員的批准後才會出現在群組中。 
啟用這項功能後，若有待審帖子處於待批准狀態，您將會收到通知。

向Facebook舉報違規
身為群組管理員，有人向您舉報帖子時，您就會在群組中看到通知。此功能 
可讓群組成員為您找出因任何原因（例如不當或具辱罵性的發佈內容）而需 
審閱的發佈內容。

選項如下：

+ 忽略發佈內容並從舉報列表中移除。

+ 刪除帖子。

+ 刪除帖子，並封鎖 建立該帖子的成員。
若要向 Facebook 舉報帖子，請在您群組的討論區上找出帖子， 然後點擊
該帖子上的三點圖示，再選擇舉報濫用。請緊記，舉報為匿名性質。

若要深入瞭解 Facebook 《社群守則》，請前往：

facebook.com/communitystandards

http://facebook.com/community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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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誰能將您加為朋友並追蹤您
您可擁有多達 5,000 名個人朋友及無限多個追蹤者。

朋友會自動追蹤您。您也可以允許不是朋友的用戶追蹤您。

若要瞭解如何變更誰能將您加為朋友或管理誰能追蹤您，請瀏覽： 
facebook.com/help

回應排名
如果您的專頁或個人檔案已開啟回應排序功能，則讚好或回覆次數最多的回應， 
以及來自朋友或已驗證的個人檔案和專頁的回應會預設顯示在頂端。如果您 
關閉專頁的回應排序功能，專頁就會預設按照時間順序顯示回應。 

關於專頁

您必須是專頁管理員，才能開啟或關閉回應排序功能。

若要瞭解如何開啟或關閉回應排序功能（如果您是管理員），請瀏覽： 
facebook.com/help

個人檔案

若要瞭解如何開啟或關閉個人檔案回應排序功能，請瀏覽：facebook.com/help

個人檔案控制選項
如果您使用個人檔案與選民交流互動， 
以下是基本知識。

http://facebook.com/support
http://facebook.com/support
http://facebook.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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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回應
系統篩選器會自動隱藏偵測到的垃圾回應 ； 如果回應內容含有會遭到專頁 
封鎖的字眼，也可能會遭系統隱藏。

專頁管理員看到的這些回應會呈現灰色，但一般大眾不會看到這些回應。如果 
您是專頁管理員，而且想讓其他人看到灰色回應，只要將游標移到回應上方， 
再點擊「取消隱藏」即可。

標示為垃圾訊息的回應也將會被移至最下方。

直播的回應
開始直播後，左欄會顯示直播帖子的回應，您可以管理討論的風向，同時監測 
直播串流影片的品質。下拉式選單可讓您套用下列設定，管理回應更輕鬆。 
您一次可以套用多個設定。

可用的聊天設定：

+ 慢速： 回應者每 10 秒才能回應一次。

+ 討論： 您的聊天室只會顯示 100 字以上的回應。

+ 追蹤者： 只有您的追蹤者可以回應。

+ 受限制： 觀眾必須擁有已建立 2 週以上的帳戶才能回應。

+ 受保護： 觀眾必須至少追蹤實況主播 15 分鐘，才能回應。

在目前的桌面版中，如果您啟用了「僅限追蹤者」，則嘗試在您串流影片回應的 
非追蹤者會看到提示訊息，要求他們先追蹤您的專頁。如果非追蹤者嘗試使用
手機回應，他們不會看到先追蹤專頁的提示，且他們的回應內容不會公開。



16

從朋友名單中移除和封鎖
若要瞭解如何從朋友名單中移除某人，請瀏覽：facebook.com/help

您從朋友名單中移除的用戶不會收到通知。如果不希望某人看到您的個人檔案、 
將您加為朋友或傳送訊息給您，您可以前往對方的個人檔案並從封面相片上的 

「...」選單中選擇「封鎖」來封鎖他們。

選擇您的廣告受眾
每當在 Facebook 更新狀態、分享相片或發佈任何內容時，您都可以使用 

「分享對象選擇器」工具，選擇誰會看到您的分享內容。您可以選擇與所有人 
分享，也可以選擇只與朋友甚至是自訂對象分享建立自訂分享對象時，您可以 
選擇性與特定對象分享某些內容。請緊記，當您在其他用戶的個人檔案中發佈 
內容時，該用戶可控制誰可查看該發佈內容。

政府或政府官員在採取這類行動時可能有所限制。若有任何疑問， 
建議您進一步諮詢您的道德或法律顧問。

您可以使用「私隱設定檢查」來檢視和調整您的設定，以確保您是與指定
的對象分享內容。為確保您能持續與指定的對象分享內容，建議您定期檢
查個人檔案資料和帖子的分享對象。此外，私隱捷徑也可讓您快速找到私
隱 設定。

fb.me/PrivacyCheckup

http://facebook.com/support
http://fb.me/PrivacyChe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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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移除違反《社群守則》的內容。社群領袖的意見對於減少在我們開放平台上 
散佈的錯誤資訊至關重要。您可以舉報成員和追蹤者在社群中發佈，但您認為違反 

《社群守則》的內容，也可以自行移除這些帖子。

透過品質功能，群組管理員和專頁擁有者可以深入瞭解哪些內容已被舉報為錯誤 
資訊。使用這些功能監察社群中的不實報導。

群組品質可讓管理員大致瞭解因違反《社群守則》而被移除和舉報的內容，包括在 
群組中發現的一部分不實報導。

專頁品質可讓專頁的任何管理員大致瞭解因違反《社群守則》等規定而被移除和 
舉報的內容。我們會減少流通不實或具有誤導性，但並未直接違反《社群守則》的 
內容，方法則是將此內容在動態消息中降級，以減少看到的用戶人數。這包括與 
查證合作夥伴所組成的全球網絡合作。對於屢次分享錯誤資訊的群組，我們會降低 
其整體動態消息流通率，並篩選該群組發出的通知。

請舉報成員和追蹤者在社群中發佈，但您認為可能為不實報導的內容。如有內容 
被評為不實，我們會為相關用戶提供查證機構發佈的脈絡資訊，也就是向會看到 
疑似不實內容、過去看過該內容，或嘗試分享該內容的用戶顯示警告標籤和通知。 
明確來說：

查證文章和警告標籤： 我們會在用戶嘗試分享已知錯誤資訊時，為帖子加上警告 
標籤。此外，如果用戶嘗試分享的帖子包含被揭穿的內容，或是他們過去分享的 
內容之後被查證為不實，我們也會透過彈出視窗通知用戶。

背景資訊按鈕： 我們設計背景資訊按鈕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提供發佈商的相關 
背景資訊以及動態消息所顯示的連結。背景資訊按鈕位於動態消息中的分享 
連結旁。用戶點擊該按鈕後，會隨即開啟說明卡，顯示發佈商在其維基百科 
條目中的詳細資訊、相關連結、該連結在 Facebook 的分享次數以及該連結的 
分享位置（如有的話）等資訊。如果發佈商沒有維基百科條目，我們就會指出 
這項資訊無法提供，這可能也是有幫助的背景資訊。

打擊錯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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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enger 視像圈

使用 Messenger 視像圈這項新功能， 
您可以透過群組視像通話與無法親身 
相聚的追蹤者、員工和相關人士互動。 
我們在開發視像圈時考慮到私隱， 
並設計控制選項來讓您管理體驗。

深入瞭解視像圈提供的控制選項。

直播視像

用戶透過 Facebook Live 與追蹤者 
和相關人士保持互動。

深入瞭解如何設定第一個直播視像。

其他全新互動
工具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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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安全度高的密碼 

1. 密碼能保護您的個人資料、電郵及社群媒體帳戶。不要將您的密碼告訴其他人。

2. 使用難以猜測的密碼。務必使用數字、字母及標點符號等特殊字元，組成長度
至少為 8 個字元的密碼。

3. 請避免使用姓名、生日、「密碼」或「123456」等密碼。請為每個帳戶設定
不同的密碼。這樣，即使有人得知您的密碼，也無法登入您其他的帳戶。

接收不明登入的警示 
在您啟用不明登入的警示後，如果有人嘗試透過您未曾使用的裝置或瀏覽器 
登入您的帳戶，Facebook 就會通知您。

帳戶安全： 第一道防線

fb.me/LoginNotifications

請抽空以使用帳戶安全檢查來審查帳戶，以確保其更為安全。

http://fb.me/LoginNotifications
https://www.facebook.com/help/79988074346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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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雙重驗證
如果開啟使用登入許可，每次從新的電腦、手機或平板電腦存取 Facebook 
帳戶時，您將需要輸入特別的安全代碼。

如果您使用最新版 Chrome 或 Opera，也可以在帳戶中註冊實體安全性金鑰，
這樣下次您在啟用雙重驗證後登入時，只要點按插入電腦 USB 槽的小型硬件
裝置即可。您可以購買 Yubico 等公司生產的安全金鑰，金鑰支援開放式通用
第二因素 (Universal 2nd Factor, U2F) 認證標準，並由 FIDO Alliance 代管。

登出未使用的裝置
「安全性設定」頁面的「你從哪裡登入」區塊會列出您最近用來登入帳戶的 

瀏覽器和裝置。若要確認您已登出所列的瀏覽器或裝置，請點擊「結束活動」。

帳戶安全檢查可協助您：

+ 從沒有使用的瀏覽器和應用程式登出 Facebook。

+ 如果有人嘗試從其他新電腦或手機登入您的帳戶，可收到登入警示。

+ 瞭解如何保護密碼。

詳情請參閱：

如果您發現帳戶被他人盜用或遭病毒入侵，請前往 fb.com/hacked 確保帳戶安全。

fb.me/ActiveSessions

請抽空以使用帳戶安全檢查來審查帳戶並讓其更為安全。

fb.me/SecurityCheckup

fidoalliance.org fb.me/2fa

http://fb.com/hacked
http://fb.me/ActiveSessions
http://fb.me/SecurityCheckup
http://fidoalliance.org
http://fb.me/2fa
https://www.facebook.com/help/79988074346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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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深入瞭解如何運用 Facebook 
籌劃、動員並進行宣傳活動， 
請瀏覽：

facebook.com/gpa

http://facebook.com/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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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com/safety
facebook.com/gpa

http://facebook.com/safety
http://facebook.com/g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