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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

• WMCON 簡介

• 會議內容
– 社群經營能力培訓

– 分會治理

– 凝聚目標與共識

– 跨分會事務協調與
處理

• 維基活動分享



  

WMCONWMCON 簡介簡介



  

WMCONWMCON 簡介簡介

• WMCON維基年會是每年舉辦一次的維基社群
會議。前身是 2008 年的 Chapters meetup地
區分會聚會。 2009 年改名為 Wikimedia 
Conference 維基媒體年會，舉辦至今。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Conference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chapters/Reports/Wikimedia_Nederland/200809#Chapters_meetup_(old)


  

WMCONWMCON 簡介簡介

• WMCON 透過各社群代表面對面的實體交
流，彼此交換治理經驗，學習社群經營技
腳，確立維基運動共識，並協調分會間的
事務工作。



  

WMCONWMCON 簡介簡介

• 維基媒體年會由較具規模的地區分會主辦。
除2013年米蘭年會由義大利分會主辦外，
每年皆由德國分會在柏林主辦。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Conference_2013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Italia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Deutschland


  

除了除了 WMCONWMCON 維基年會外，維基年會外，

國際維基社群每年還有很多場不同的聚會。國際維基社群每年還有很多場不同的聚會。



  

每年的國際維基社群活動每年的國際維基社群活動

• 每年舉辦的年會 Wikimania，由 2005 年起
，每年由各地分會輪流主辦。
– 2007年（第三屆）在台北，由台灣分會主辦。

– 2017年（去年）在加拿大多倫多。

– 2018年（今年）在南非開普敦。

• 會議內容非常廣泛，包括黑客松等，涵蓋
各個方面。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ania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ania_2007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ania_2017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ania_2018


  

每年的國際維基社群活動每年的國際維基社群活動

• 區域年會，如ESEAP遠東太平洋年會，由亞
太國家具規模的分會輪流舉辦。
– 2018年（今年）由印尼主辦。

– 2019年（明年）由澳洲主辦。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ESEAP_Conference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ESEAP_Conference_2018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ESEAP_Conference_2019


  

每年的國際維基社群活動每年的國際維基社群活動

• WikiWomenCamp維基女性工作營，為各地女
性維基社群的交流活動，不定期舉行，討
論如何促進女性參與維基社群，縮小性別
落差。也討論如何塑造女性友善空間、對
抗網路霸凌、騷擾與歧視。

• 至今為止舉辦兩次：
– 2012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 2017年（去年）在墨西哥市。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WomenCamp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WomenCamp_2012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WomenCamp_2017


  

每年的國際維基社群活動每年的國際維基社群活動

• Wikimedia Diversity Conference則聚焦於多
元議題，討論各項計劃，以幫助更多少數
族群的知識，也能記錄在維基百科上。
– 2013年在柏林。

– 2016年（前年）在華盛頓。

– 2017年（去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Diversity_Conference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Diversity_Conference_2013
https://wikidiversity.org/wiki/Main_Page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Diversity_Conference_2017


  

WMCONWMCON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WMCONWMCON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 相對於自由報名參加的 Wikimania 年度盛會
， WMCON 由各分會派代表參加，目的更
聚焦在分會的治理，社群經營能力培訓，
維基運動共識和目標的凝聚，及跨分會事
務的協調處理上。



  

WMCONWMCON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 WMCON 大多課程都是主題式分組討論。
相對於聽課，更多時候是攪盡腦汁提構想
、設計方案，分享自己的經驗，也聽其他
社群的經驗。

• 非常吃力！

• 維基社群主動參與貢獻的文化。



  

WMCONWMCON 會議內容會議內容

• WMCON18 前兩天，舉辦會前工作坊。今
年會前工作坊，除了往例的
Learning Days社群經營能力培訓，更新增
Boards Training分會治理培訓。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Learning_and_Evaluation/News/Learning_Days_for_Wikimedia_Conference_2018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Conference_2018/Pre-Conference_Boards_Training


  

社群經營能力培訓社群經營能力培訓



  

社群經營能力培訓社群經營能力培訓

• 會前會的 Learning Days，是一系列社群經
營能力培訓的工作坊。

• Learning Days 第一天有三個議程軌，第二
天有四個議程軌，報名參加的人超多，內
容非常豐富。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Learning_and_Evaluation/News/Learning_Days_for_Wikimedia_Conference_2018


  

社群經營能力培訓社群經營能力培訓

• 如何規劃活動

• 如何溝通

• 如何建立共識

• 維基活動介紹

• 維基工具介紹

• 使用社群媒體

• 簡報工具

• 說故事

• 財務規劃

• 線上學習

• 對外合作

• 共同協作

• 問卷設計

• 與會者報名短講



  

社群經營能力培訓社群經營能力培訓

• 在 WMCON18 三天會議中，也有一整區的
議程，用以強化與會者社群經營能力。



  

社群經營能力培訓社群經營能力培訓

• 社群能力圖

• 維基共享資料

• 發展社群

• 活動規劃

• 財務規劃

• 維基技術工具

• 課程規劃

• 健全社群組織

• 數位平權

• 雇用外部顧問

• 發展技術社群



  

分會治理分會治理



  

分會治理分會治理

• 會前會的第二軌 Boards Member Training，
是針對各地維基分會的管理階層，著重在
分會治理與領導能力的培訓。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Conference_2018/Pre-Conference_Boards_Training


  

分會治理分會治理

• 兩天的工作坊，包括下列項目：
– 合作伙伴溝通。

– 擬定年度計劃。

– 分會內部管理。

– 衝突管理。



  

凝聚維基媒體運動的目標共識凝聚維基媒體運動的目標共識



  

凝聚目標與共識凝聚目標與共識

• WMCON 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凝聚在
場各社群領導人的目標和共識，向維基媒
體運動同一個方向前進。



  

凝聚目標與共識凝聚目標與共識

• WMCON18報名時，要求報名者要熟讀維
基媒體運動的方向和目標「維基2030」。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Strategy/Wikimedia_movement/2017/Direction


  

凝聚目標與共識凝聚目標與共識

• 維基 2030描繪出維基媒體運動對 2030 年
的願景和想像，依此訂立策略目標：
– 以知識作為推動世界前進。

– 持續內容生產的使命。

– 知識作為一種服務：建立供各種界面和群體使
用的知識平台。

– 知識平權：協助因為結構因素而失聲的群體和
知識。



  

凝聚目標與共識凝聚目標與共識

• WMCON 三天的會議議程中，有一個議程
軌，專注在討論維基媒體運動策略。
– 運動的可能性

– 面臨的挑戰

– 未來的方向

– 工作準備



  

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



  

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

• 除了會議議程外， WMCON 也是難得的機
會，基金會工作人員和各地分會的負責人
聚在一起。



  

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

• 不論是分會與分會間，及分會與基金會間
的事務，都是難得可以當面討論溝通的場
合。



  

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

• 五天的會議期間，在議程的會議室外，許
多人為各種不同的事務，來來回回穿梭。



  

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

• 有幾間小型會議室，是預留給基金會和分
會社群開會用的。有事需要當面和基金會
討論的社群，基金會排定時間後，會留小
紙條，到時候到會議室討論。

• 時間幾乎排滿滿。



  

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跨分會事務協調處理

• 討論事務五花八門…
– 社群經營困難需要協助

– 分會間的糾紛

– …



  

此外，現場也可以認識許多各地社群的朋友此外，現場也可以認識許多各地社群的朋友

認識其他社群推廣的有趣活動認識其他社群推廣的有趣活動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 維基不只缺乏女性編輯、缺乏女性觀點的
條目，連維基共享資源中的女性照片，都
非常缺乏。

• 女性名人條目，往往沒有照片可用。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 #VisibleWikiWomen計劃希望鼓勵大家上傳
更多符合維基方針的女性照片：
– 自行拍攝，或和攝影師合作。

– 開放授權：公共授權或CC授權。

– 符合維基的友善政策。

https://whoseknowledge.org/campaigns/visiblewikiwomen/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5%AC%E6%9C%89%E9%A2%86%E5%9F%9F
https://creativecommons.org/


  

Wikimedia LGBT+Wikimedia LGBT+



  

Wikimedia LGBT+Wikimedia LGBT+

• 依維基 2030「知識平權」的目標，為了將
維基的觸角延伸到更多少數族群，今年
WMCON 上，發起成立了
Wikimedia LGBT+維基同志社群。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LGBT+/Portal


  

Wikimedia LGBT+Wikimedia LGBT+

• Wikimedia LGBT+希望能夠促進維基百科
，納入更多同志及性少數相關的知識，增
加更多和同志及性少數相關的條目，增加
同志及性少數的觀點。



  

Wikimedia LGBT+Wikimedia LGBT+

• Wikimedia LGBT+ 還在草創階段，不過目
前討論的活動型式包括：
– Telegram 群組聊天室

– 線上編輯松

– 參與同志遊行



  

Wikimedia Cuteness AssociationWikimedia Cuteness Association

維基可愛協會維基可愛協會



  

Wikimedia Cuteness AssociationWikimedia Cuteness Association
維基可愛協會維基可愛協會

• 維基可愛協會Wikimedia Cuteness Association
原本是模仿維基分會聯合會 (Wikimedia 
Chapters Association)成立的，成立至今已
有五年。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Cuteness_Association


  

Wikimedia Cuteness AssociationWikimedia Cuteness Association
維基可愛協會維基可愛協會

• 維基可愛協會目前理監事成員都是可愛的
動物布偶，由他們的人類奴隸帶著他們四
處旅行，參加維基活動。非常活躍！



  

Wiki Loves LoveWiki Loves Love

維基愛愛維基愛愛



  

Wiki Loves LoveWiki Loves Love
維基愛愛維基愛愛

• 維基愛愛Wiki Loves Love是今年由印度的
Rupika S發起成立的新的攝影比賽。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_Loves_Love


  

Wiki Loves LoveWiki Loves Love
維基愛愛維基愛愛

• 像維基愛地球Wiki Loves Earth和
維基愛古蹟Wiki Loves Monuments一樣，
維基愛愛旨在搜集、鼓勵大家上傳分享滿
愛的照片。

http://wikilovesearth.org/
https://www.wikilovesmonuments.org/


  

Wiki Loves LoveWiki Loves Love
維基愛愛維基愛愛

• 不論是甜蜜的情侶、情人節的巧克力店、
可愛的貓狗、可愛的小朋友、愛心符號…
只要是充滿愛的照片，都是維基愛愛的目
標！

• 大家一起來分享散播愛吧！



  

還有更多維基國際社群的有趣活動還有更多維基國際社群的有趣活動

等妳一起來挖掘、一起來參與喔！等妳一起來挖掘、一起來參與喔！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歡迎提出問題。歡迎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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