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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應用程式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1. Facebook

(i) 設定帖子私隱

(ii) 設定新增相片私隱

(iii) 設定誰能查看朋友名單

(iv) 設定生活時報和標籤

(v) 設定臉部辨識

(vi) 封鎖用戶

(vii) 設定個人資料私隱

(viii) 停用帳戶

2. WhatsApp

(i) 設置修改/刪除個人頭像

(ii) 設置隱私設定

(iii) 設置實時位置

(iv) 封鎖聯絡人

(v) 設置雙步驟驗證

(vi) 更改電話號碼

(vii) 刪除帳號

3. Instagram

(i) 將帳號設定為不公開

(ii) 不公開帳號的重點須知

(iii) 誰可以對你的相片與影片按讚或留言

(iv) 暫時停用帳號

(v) 封鎖或取消封鎖某人

(vi)  關閉「顯示活動狀態」

(vii) 關閉「允許轉貼」和「允許分享」

(viii) 關閉「自動新增」標籤

(ix)  開啟「雙重驗證」

4.  YouTube
  (i)          私隱設定分類  
   (ii)         設定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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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 設定帖子私隱 < 桌面版本 >

1. 按右上角箭嘴 > 「設定」 > 「私隱」

2. 按「編輯」，然後選擇分享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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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3. 帖子設定為「只限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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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i) 新增相片私隱 < 桌面版本 >

1. 按「相片」 > 「新增相片」

2. 選擇相片後，按紅圈所示選擇相關設定至「只限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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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ii) 誰能查看朋友名單 < 桌面版本 >

1. 按右上角箭嘴 > 「設定」 > 「私隱」

2. 在「誰可以看到你的朋友名單」按「編輯」 > 選擇「只限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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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v) 生活時報和標籤 < 桌面版本 >

1. 按右上角箭嘴 > 「設定」 > 「生活時報和標籤」

2. 在「誰可以在你的生活時報上看到你被標註在內的帖子」按「編輯」 >

選擇「只限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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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 設定臉部辨識 < 桌面版本 >

1. 按右上角箭嘴 > 「設定」 > 「臉部辨識」

2. 按「編輯」> 選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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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i) 封鎖用戶 < 桌面版本 >

1. 按右上角箭嘴 > 「設定」 > 「封鎖」

2. 輸入封鎖用戶名稱 > 按「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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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ii) 設定個人資料私隱 < 桌面版本 >

1. 按「關於」 > 「聯絡和基本資料」

2. 在相關個人資料旁按「編輯」 > 選擇「只限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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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iii) 停用帳戶 < 桌面版本 >

1. 在 Facebook 右上角按下箭嘴 > 「設定」 > 「你的 Facebook 資訊」

2. 按「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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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3. 選「停用帳戶」 > 按「繼續停用帳戶」。停用帳戶同時也會停用你的個人檔案，

而且你的名字和相片也會從多數分享過的 Facebook 內容中移除。其他人或者

仍會在好友名單中看見你的姓名，或看見你過去傳送的訊息等等。

4. 輸入離開的原因 > 按「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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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 設置修改/刪除個人頭像 < Android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上角按下選單鍵 >「設定」> 按頭像照片 > 修改/刪除個人頭像



13 

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 設置修改/刪除個人頭像 < iOS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下角按下「設定」> 按頭像照片 > 修改/刪除個人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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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i) 設置隱私設定 < Android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上角按下選單鍵 >「設定」>「帳號」>「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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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i) 設置隱私設定 < iOS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下角按下「設定」 > 「帳號」 > 「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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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動態隱私方面，可選擇指定接收人士 

< Android 版本 >

< iOS 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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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ii) 設置實時位置 < Android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上角按下選單鍵 >「設定」>「帳號」>「隱私」>「實時位置」 

> 選擇「不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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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ii) 設置實時位置 < iOS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下角按下「設定」>「帳號」>「隱私」>「實時位置」

> 選擇「停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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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v) 封鎖聯絡人 < Android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上角按下選單鍵 >「設定」>「帳號」>「隱私」>「封鎖聯絡人」

如接獲未知訊息，可直接封鎖或舉報該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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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v) 封鎖聯絡人 < iOS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下角按下「設定」>「帳號」>「隱私」>「封鎖名單」>「新增」

如接獲未知訊息，可直接封鎖或舉報該電話號碼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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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 設置雙步驟驗證 < Android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上角按下選單鍵 > 「設定」 > 「帳號」 > 「雙步驟驗證」  

> 輸入PIN碼及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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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 設置雙步驟驗證 < iOS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下角按下「設定」 > 「帳號」 > 「雙步驟驗證」

> 輸入PIN碼及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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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i) 更改電話號碼 < Android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上角按下選單鍵 > 「設定」 > 「帳號」 > 「更改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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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i) 更改電話號碼 < iOS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下角按下「設定」 > 「帳號」 > 「變更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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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ii) 刪除帳號 < Android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上角按下選單鍵 > 「設定」 > 「帳號」 > 「刪除我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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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ii) 刪除帳號 < iOS 版本 >

在WhatsApp 右下角按下「設定」 > 「帳號」 > 「刪除我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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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 將 Instagram 帳號設定為不公開，限制只有獲准追蹤的粉絲才能看到分享的內容

 請注意，商業檔案的帳號無法設定為不公開。若你想將商業帳號設定為不公開， 

請先切換回個人帳號。 

 依照預設，任何人都可以查看你在 Instagram 的個人檔案和貼文。你可以將

帳號設定為不公開，限制只有你准許追蹤的粉絲才能看到你分享的內容。若你 

的帳號設為不公開，只有獲准追蹤的粉絲能夠在主題標籤或地點頁面中查看你 

的相片或影片。 

1. 前往你的個人檔案，然後點按右上角選單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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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2. 選「設定」>「私隱設定」

3. 選「帳戶私隱設定」> 選擇「不公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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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i) 不公開帳號的重點須知

 一般用戶可能會看見你分享到其他社群網站的不公開貼文（視你在那些網站的

私隱設定而定）。舉例來說，若你將在 Instagram 設為不公開的貼文分享到

Facebook，可以查看你 Facebook 貼文的用戶就可能會看見該則貼文。

 將帳號設定為不公開後，任何想查看你的貼文、追蹤者名單或追蹤中名單的用 

戶，都必須向你發送追蹤要求。 

 你可以在  動態中查看追蹤要求，然後決定批准或略過要求。 

 如果在貼文設為不公開之前，已經有用戶加入追蹤，但你不希望他們看見你的 

貼文，你可以封鎖他們。 

 即使用戶不是你的粉絲，也可以直接傳送相片或影片給你。 

(iii) 誰可以對你的相片與影片按讚或留言

 如果你的帳號設定為公開，任何人都可以對你的相片和影片按讚或留言。

 如果你不想讓特定人士對你的貼文按讚或留言，你可以封鎖其用戶。

 如果你的帳號設定為不公開，則只有你批准為追蹤者的用戶才能對你的相片

與影片按讚或留言。 

(iv) 暫時停用帳號

如果你暫時停用帳號，你的個人檔案、相片、留言和獲得的「讚」都將隱藏，直

到你重新登入並重新啟用帳號為止。若要暫時停用你的帳號：

1. 從行動瀏覽器或桌上型電腦登入 instagram.com。你無法從 Instagram

應用程式暫時停用自己的帳號。

2. 點按或點擊右上方的 ，然後選擇「編輯個人檔案」。 

3. 向下捲動，然後點按或點擊右下方的「暫時停用我的帳號」。

4. 從「為什麼想要停用帳號？」旁的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理由，並重新輸入你

的密碼。你必須先從功能表中選擇理由，才能看到停用帳號的選項。

5. 點按或點擊「暫時停用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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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 封鎖或取消封鎖某人

1. 點按用戶名稱以瀏覽對方的個人檔案。

2. 點按右上角的 （iOS／電腦）或 （Android）。

3. 點按「封鎖」或「取消封鎖」。

4. 再次點按「封鎖」或「取消封鎖」即可確認執行該操作。

 當你封鎖用戶時，對方不會收到通知。 

 封鎖用戶後，系統並不會移除他們對你相片和影片的按讚和留言。你可以從 

貼文中刪除他們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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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i) 關閉「顯示活動狀態」

按下「設定」>「私隱設定」>「活動狀態」> 關閉 「顯示活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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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ii) 關閉「允許轉貼」和「允許分享」

按下「設定」>「私隱設定」>「限時動態」> 關閉「允許轉貼」和「允許分享」

關閉 「允許轉貼」 

關閉 「允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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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viii) 關閉「自動新增」標籤

按下「設定」>「私隱設定」>「標籤」> 關閉「自動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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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ix) 開啟「雙重驗證」

按下「設定」>「帳戶安全」>「雙重驗證」>「開始使用」

> 「選擇帳戶防護方式」> 開啟「短訊」> 輸入確認碼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私隱設定分類如下

設定 簡介

公開影片 所有 使用者都能觀看，也能與其

他 使用者分享。公開影片上傳後

會發布至您的頻道，並顯示在搜尋結果和相關

影片清單中。

私人影片 只有您自己和所選使用者可以觀看。這類影片

不會顯示在您頻道頁面的「影片」分頁中，也

不會列入 搜尋結果。

不公開的影片 任何已取得影片連結的使用者都能觀看及分

享。不公開影片不會顯示在您頻道頁面的「影

片」分頁中。除非某位使用者將您的不公開影

片新增至公開播放清單，否則這類影片均不會

列入 搜尋結果。

您可以將不公開影片的網址分享給其他使用

者。不公開影片的分享對象不需要有

帳戶也能觀看影片。凡是有連結的使用者都可

以分享影片。



設定私隱 桌面版本

 於 主頁登入你的帳戶，並登入「 工作室測試版」。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選取左側選單中的「影片」。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點選「瀏覽權限」下方的鉛筆圖示，然後選擇「私人」。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設定私隱 版本

 於 主頁登入你的帳戶，選取 「媒體庫」，並選擇 「我的影片」。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選擇影片右側中的 ，並點選「編輯」。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點選「私隱權」，然後選擇「不公開 只有您可以觀看」。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設定私隱 版本

 點擊右上角帳戶圖示，並選取「你的頻道」。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選取右下角 「媒體庫」。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選取「我的影片」。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選擇影片右側中的 ，並選擇點選「編輯」。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選擇編輯後選取「私人」。

私隱設定

此指引提供有關調整社交媒體帳戶至最高私隱權限的設定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