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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Fund 申請指南

使用說明：

1. 在提出申請之前請確認您以閱讀所有重要事項以及建議。  欲知更多請點擊.
2. 本指南是爲了讓您的申請過程更為簡易！我們為每個問題提供了關鍵說明、關鍵名詞的定義和
有用的實例。

3. 本表單可以使用任何語言填寫此表單已經擁有七種主要語言版本。
4. 我們在此指南中附上許多連結作為您延伸閱讀的選擇，幫助您更加認識維基媒體運動以及撰寫
您的申請。

5. 當遇到開放性問題時請盡可能保持簡潔。每個回答皆有非常明確的字數限制。僅作參考：五百個
字母約等於六句話。（500 characters = approximately 6 sentences.）您的字數將會於表單內即
時顯示。

● 1.請輸入標題
您將在下方看到您所輸入的字數
最多500字。

● 剩餘字數461
6. 每個問題和答案選項都如 Fluxx 傳送們中所示。在該指南中，問題將以綠色標示而答案則是以
灰色標示。

7. 定義將依需求補充於答案選項。
8. 我們所提供答案範例是基於一虛構專案。他們將於如以下粉紅色的框框中顯示。然而範例僅做
參考用途，請不要受限於他們。

9. 在申請的過程中您可能會需要上傳文件。您將會在問題的下方看到此方塊。點擊加號按鈕您將
可以上傳檔案或是Google文件。

點擊加號按鈕您將可以上傳檔案或是Google文件。

目錄：

資格部分(必填部分)
A. 申請身分
B. 提交申請人的全名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Start


B. 提交申請組織的全稱
C. 聯繫Email
D. 請提供次要聯絡人的聯繫方式(包含名稱和Email地址)。
E. 您有維基媒體專案的帳戶嗎？
E1.請提供主要維基媒體用戶名（必填）和與此提案相關的人員的用戶名。
F. 您(個人)或是您的團隊/組織位於何處？請選擇一個選項。
G. 您是否曾經接受過維基媒體基金會的資助？
您有  財務代理人  嗎？
A. 若您以團隊身分提出申請：
A. 若您以個人身分提出申請：
A. 若您以維基媒體相關組織身分提出申請：
若您是以 與維基媒體目標一致之非營利組織 身分提出申請：

資助提案

1.請輸入您的提案標題
2.請選擇預計起始日期
4.這項專案將於何地執行？請選擇一個地區。
5.請說明它是國際還是地區性專案，是否涉及多個國家？此問題並非必填
6.您所遭遇到的主要挑戰是甚麼，並且您打算如何解決它？1500字限制
7.您的專案主要目標是甚麼？
8.請說明您是否會於此專案中舉辦這些在維基媒體社群中相當常見的活動。可以多選。
9.請描述您為達成目標將會舉行的活動。
10.您是否會舉辦任何實體活動？
11.您的專案是維基媒體運動策略或活動的一環嗎？
12.請說明您的專案是否會改善任何已標註之知識空缺。
13.請說明您的專案中是否會納入這些主題。
14.您的專案是否會涉及任何弱勢群體？可以多選。
15.請告訴我們更多有關您的目標受眾的資訊以及您將使用甚麼策略以促使他們在該專案結
束後持續參與。

16.您是否會與非維基相關之第三方夥伴協同執行這個專案？
17.請說明您是如何與維基社群溝通您的專案的。
18.您是否已經有足夠的人手進行該專案？
19.您覺得這份專案能如何契合2030的總體策略？

學習、分享、評估

20.以下的核心指標中如有任何能適用於您的專案請選擇並描述您期望達成的目標(最好是以
數字為呈現)。
21.除了以上的核心指標之外，請選擇下方的指標選單中選擇與您專案最合適的選項。
22.您是否還有其他方式來蒐集資訊以了解專案的成效？
23.您將會使用甚麼工具來對您所選的指標進行測量？
24.您打愻如何與其他人分享您的成果使他們能從您的經驗中學習。



資助提案

25.您希望獲得多少資助？
26.請選擇(當地)貨幣。

27.請提供您於該專案中申請資助的開銷細節。
  28. 請上傳該申請案的預算請單。
29.我確認我已經檢查，或附上我的銀行資訊。
30.我已經閱讀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友善空間政策以及行為守則。



簡短說明

我們建立此指南以協助您提出申請，內含對每個問題的說明和簡易範例。我們希望這足以為您解惑，但
如有需要任何協助請不吝於與我們聯繫。

如您有任何問題或需要協助請與您當地的負責人或是使用以下Email與我們聯繫：
communityresources@wikimedia.org

本表單可以使用任何語言填寫

簡介(與表單中相同)

歡迎使用我們的申請表單Welcome to our application form.在填寫表單之前，想想維基媒體運動的願景與目標
，以及我們所希望看見的特質。並思考您的專案可以如何幫助我們達成這些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世界，一個所有人都能自由享用所有知識的世界。我們相信所有人都有能力為共享知識
做出貢獻，並且所有人也都應當有權毫無阻礙的接觸這些知識。

我們相信我們的貢獻者社群應當盡可能的無障礙化、包容並多元。我們希望這個社群是個所有人都可以加入的

健康、正向且安全的環境，不用擔心騷擾與偏見。請花點時間閱讀我們的 友善空間政策 與 行為守則 ，裡面
包含了最基本的行為規定。如果您對這些政策有任何困惑或疑慮我們樂意與您詳談解惑。

感謝您的申請首先，我們希望可以多認識您一些。

資格部分(必填部分)

重要提醒！本表沒有自動儲存功能，因此記得常常保存。如果您無法長時間使用網路，我們建議您先將
答案寫好後再進行填入。

在回答此問題前，請先看看 發放資金所需文件 以及 資格需求 。

A. 申請身分

選擇：

-個人 這是供任何「非」組織或群體代表之獨立申請人使用。
-一群未註冊為組織之個人該選項是為沒有向維基媒體基金會正式註冊為組織卻一同進行專案/活動並希望
一同提出申請的人所準備。
- 與維基媒體目標一致之非營利組織此選項提供給目標為對維基媒體項目和運動做出貢獻之組織所使用。
- 維基媒體相關組織 [分會、專案組、或使用者群組] 該選項專為有正式向維基媒體註冊為以下三者之一之組織
所使用。若您想知道更多有關維基相關組織的資訊請 點擊 .

○ 分會：為一獨立組織成立於特定地理區域(國家)專於支援和促進維基媒體項目。
○ 使用者群組 (用戶組) ：簡單且彈性的相關組織 s
○ 專案組：為一非營利獨立組織，其主要目標為支持並促進維基媒體專案之特定重點領
域。

如您為獨立個人請勾選以下方塊以填入獨立申請者資料。

如果您為獨立個人團隊，請提供您的團隊名稱。如果是任何其他類型的組織請不要勾選此框。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qK3dlA555UyoADj93SocVBgNocGWXgc_SA2lvF5O8Ns/edi
mailto:communityresources@wikimedia.or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Friendly_space_policie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Universal_Code_of_Conduct/Policy_text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Administration/Eligibility%23Requirements_by_Grantee_type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Programs/Wikimedia_Community_Fund%23Eligibility_criteria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movement_affiliates
https://foundation.wikimedia.org/wiki/Vote:Movement_Roles_Letter,_February_2012


B. 提交申請人的全名

或

B. 提交申請組織的全稱
( 如果是代表某團體提交申請，請包括該團體的全稱 )

主要辦公處：請詳述您主要辦公處的地址。

主要聯絡人：請輸入申請人的全稱。

主要代表人：請輸入將會作為代表與維基媒體基金會簽約的人的全名。

次要聯絡人：請輸入作為您組織或團隊次要聯絡人的全名。

次要代表人： 若您的團隊沒有正式註冊為一組織，此處所填之人將為此申請之共同簽署人。獨立申請人
通常並不需要共同簽署人，除非您未滿18歲因此必須有一名成年人作為共同簽署人。共同簽署人通常是
組織或團體的第二代表人。當資助資金會被轉至其他個人的銀行帳戶或是銀行帳戶為多位共享時，也會
需要共同簽署。

C. 聯繫Email
請提供您希望作為接收有關該提案訊息的Email地址。如您希望使用多個Email請務必將它們一同附上。

D. 請提供次要聯絡人的聯繫方式(包含名稱和Email地址)。
如果該申請案需要共同簽署人請提供此資訊 如果該申請案有此需求，請輸入次要聯絡人或共同簽署人
的連絡資訊。

E. 您有維基媒體專案的帳戶嗎？
請選擇。
Yes 或
No

用戶名通用於所有維基媒體專案。欲知詳情請點擊我們建議您如果沒有帳戶應當註冊一個，但此非必
要條件。有一個帳戶對於熟悉維基媒體專案很有幫助。

維基媒體專案是甚麼？這是主要的幾個項目的簡單介紹。

https://www.mediawiki.org/wiki/Help:Logging_in


詳情請看 此處 .

內容取向：
● 維基百科：是一個線上的百科全書(始於2001年)。內容定義：創建或改善條目。
● 維基共享資源：圖像、聲音、影片和一般媒體的存儲庫(始於2004 年)。檔案上傳。
● 維基數據： 知識庫(始於2012年)。
● 維基文庫：免費的內容庫。創建或改善頁面。
● 維基詞典：線上字典、辭海(始於2002)。創建或改善詞條。
● 維基語錄：語錄集(始於2003)。創建或改善頁面。
● 維基導遊：旅遊指南(始於2003)。創建或改善條目。
● 維基物種： 物種分類目錄(始於2004 年)。創建或改善頁面。
● 維基學院：一系列教程和課程，同時也作為協調研究的主辦平台。創建或改善頁面。
● 維基新聞：免費的新聞內容。創建或改善條目。

基礎建設和協調：
● 元維基： 協調所有項目和維基媒體社群的中央平台。
● MediaWiki：幫助協調MediaWiki軟體的工作。
● 維基媒體孵化場：輔助開發專案的多語言版本。創建或改善內容。
● Wikitech：專案技術文件庫。

E1.請提供主要維基媒體用戶名（必填）和與此提案相關的人員的用戶名。
若您於問題 E 中回答 Yes (代表您或您的組織有維基媒體帳戶)，請提供與此申請案相關人員的用戶名。
完整的名單並非必要，但我們建議您提供盡可能完整的名單，並標註其於該申請案中個別擔任之職務。
這有助於我們更加準確的對您與您團隊的經歷和能力做出評估。請務必注意，用戶名並非必要條件。若
您回答 No 則不必提供這些資訊。

F. 您(個人)或是您的團隊/組織位於何處？請選擇一個選項。

國家列表(如果需要翻譯 請見此表 )

請用此列表選擇您(個人或組織)所在的國家或地區。如果您所在區域與註冊區域不同，請於最後的備註
區域註明。

G. 您是否曾經接受過維基媒體基金會的資助？

曾申請過但無獲得資助。
曾申請過且獲得資助。
不曾申請過。

請說明您是否曾經獲得維基媒體基金會資助計畫的資助。這些是由維基媒體基金會提供的資助：
Conference Grants 、 Rapid Grants 、 Project Grants 、 Annual Plan Grants以及Simple Annual Plan
Grants。欲知更多有關2016至2021年資助計畫的詳情請 點擊 。2016年以前的計畫請見 Individual
Engagement Grants (IEG) 或 Project and Event Grants (PEG)、 Wikimania Scholarship (TPS)。請注意
您是否曾經獲得資助將不決定本次申請。

最後這段主要為您(作為個人、獨立團隊或相關組織)提出申請所需的必要文件。

您有  財務代理人  嗎？

Yes 或
No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projects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mncNhgJJuZ3-09xki4KpTk4sDuUo1Zh8yokSPb-SW0/edit%23gid=1427685329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Template:GrantmakingNavbar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IE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IE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PE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TPS


財務代理人為以受資助人的首肯代為管理其資助金的組織。希望申請資金但不能或不願自己管理資助

金的個人、團體或組織可以要求透過財務代理人組織獲取資助金。財務代理人於受資助人的授意與同意

下，代表受資助人從維基媒體基金會接收、保管並使用資助金。受資助人有義務要管理並執行被資助的

專案。財務代理可以幫助：(1) 尚未擁有可以用以接收資助金的銀行帳戶的新興組織或團隊；(2) 因特定目
標而臨時組成的團隊；或是 (3) 因各種因素導致受資助人難以直接獲得資金的情況。

財務代理需要兩份紙本協議：一份維基媒體基金會與財務代理人的協議。一份使用維基媒體基金會同意

的樣板的財務代理人與受資助人協議。受資助人同意提供財務代理人與維基媒體基金會其專案的相關

資訊，並可與財務代理人一起直接與維基媒體基金會溝通。受資助人在提出申請前不需要確立財務代理

人，但應在申請獲得批准前完成確立。

點擊 以獲得更多有關財務代理人的資訊。

A. 若您以團隊身分提出申請：
您將需要回答這些問題。

I. 身分證件
請提供該申請案主要聯絡人以及資金接收人的身分證件。

- 護照
- 國民身分證
- 駕照
- 選民登記證
- 其他

J. 身分文件是否有期限？

Yes 或
No

若您回答 Yes 則請提供相關資訊。請注意日期格式應使用美式 (月 / 日 / 年) 為主。

J1.到期日 (MM/DD/YYYY)

K. 請詳閱以下三點並勾選表示當此申請通過後您理解

● 資助協議和銀行帳號簽署人的身分證明文件是必要的。
● 您需要填寫一份銀行資訊表單才能收到資助金。
● 您需要提交一份來自我們銀行的文件，其中列出了銀行帳戶簽署人。

A. 若您以個人身分提出申請：
您將需要回答這些問題。

I. 身分證件
請提供被資助的人的身分文件。

- 護照

- 國民身分證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Fiscal_sponsorships


- 駕照

- 選民登記證

- 其他

J. 身分文件是否有期限？

Yes 或
No

若您回答 Yes 則請提供相關資訊。請注意日期應使用國際通用格式 (日 / 月 / 年) 。

J1.到期日 (MM/DD/YYYY)

A. 若您以維基媒體相關組織身分提出申請：
您將只需要回答此問題。

請詳閱以下三點並勾選表示當此申請通過後您理解

資助協議和銀行帳號簽署人的身分證明文件是必要的。

您需要填寫一份銀行資訊表單才能收到資助金。

您需要提交一份來自我們銀行的文件，其中列出了銀行帳戶簽署人。

若您是以 與維基媒體目標一致之非營利組織 身分提出申請：

若您是以與維基媒體目標一致之非營利組織身分提出申請時您將只需要回答此問題。

非營利證明文件。

您必需至少達成以下一項。請求在下面的文件區中上傳非營利狀態文件的證明。 於下方填寫，要求說明
您的非營利組織在當地法律下的地位。例如，“一個 501(c)3 免稅非營利組織”或“我所在國家/地區目錄
中列出的註冊慈善機構。或是相關網址：如果非營利身分的證明可以於網路上獲取。

I. 在表單底部的文檔區中上傳非營利狀態證明的文檔。

J. 請描述您的非營利組織在當地法律中的地位。例如，“一個 501(c)3 免稅非營利組織”或“我所在國家/
地區目錄中列出的註冊慈善機構。

K. 相關網址：如果非營利身分的證明可以於網路上獲取。

L. 如果該專案審核通過，您理解：
● 資助協議和銀行帳號簽署人的身分證明文件是必要的。

● 您需要填寫一份銀行資訊表單才能收到資助金。

● 您需要提交一份來自您銀行的文件，其中列出了銀行帳戶簽署人。



重要提醒！本表沒有自動儲存功能，因此記得常常保存。如果您無法長時間使用網路，我們建議您先將
答案寫好後再進行填入。

資助提案

感謝您提供的資料讓我們更加認識您。現在，我們希望聽聽你的提案內容。

1.請輸入您的提案標題
500字限制

試著取個有創意且同時又能代表這份專案的名字。在標題中，您可以考慮包括活動地點、想要支持的社
區，或者活動將在哪一年或月內進行。這有助於將您的提案與以往幾年或其他地區的類似提案區分開
來。教育相關的專案可以 參考 。  我們的虛構範例：

2.請選擇預計起始日期
請於日曆功能中選擇此專案的預計起始與結束日期。請使用美式日期格式：mm/dd/yy

3.請選擇預計結束日期

4.這項專案將於何地執行？請選擇一個地區。

國家列表(如果需要翻譯 請見此表 )

請用此列表選擇該專案主要執行之目標地區。我們的虛構範例：

5.請說明它是國際還是地區性專案，是否涉及多個國家？此問題並非必填

當地
地區性(若選此則需回答涉及國家/地區名稱)
國際性(若選此則需活達涉及國家名稱)

5a.  如果您回答地區或國際，請寫下國家名稱與其它有助於我們了解該專案的資訊。500字限制。

6.您所遭遇到的主要挑戰是甚麼，並且您打算如何解決它？1500字限制
我們的虛構範例：

https://outreach.wikimedia.org/wiki/Education/Resources/Brand_guidelines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VmncNhgJJuZ3-09xki4KpTk4sDuUo1Zh8yokSPb-SW0/edit%23gid=1427685329


7.您的專案主要目標是甚麼？
500字限制

專案目標是指你專案所希望達成的終極目標。專案目標應要是實際可實現的，具有時間性
的、具體的，可以在專案結束時對其衡量的。設立專案目標的參考範例 請看此 。

這個方法也被稱為SMART：
Specific(明確)：明確定義：人、事、時、第、物。
Measurable(可測量)：確保目標是可被計量的。
Achievable（可達成）：確保目標是可以被達成的。
Realistic（實際）：確保目標是實際的。
Time-bound（有時限的）：確保你有訂立時限。

8.請說明您是否會於此專案中舉辦這些在維基媒體社群中相當常見的活動。可以多選。

可以多選。該清單只是一個參考，您的專案不需要受限於這些活動。在下一個問題中您將能夠詳細描述
您將舉辦的活動的細節。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Learning_and_Evaluation/Setting_goals_and_measures


維基媒體社群這幾年來已經發展出了需多在全球被普遍使用的活動。我們將它們列舉於以下。我們提供
了一些指南以便組織者可以更輕鬆的將這些活動納入您的專案之中。至於您的申請案，您可以從此清單
中選出對您有幫助的活動來執行，或是您也可以描述未被列在其中的您獨特的活動項目。

● 組織線下聚會：聚會是維基人(維基媒體專案的用戶們)聚在一起面對面的重要場合，通常這不會
是非常正式的活動。這項活動已經行之有年，在全球各地的社群中皆有舉辦。想知道更多聚會小
細節，請見 這裡 或 這裡 。

● 組織線上聚會：透過網路舉辦的聚會。
● 工作坊：這是一項對與會者介紹維基百科或是其他維基專案的活動。工作坊一般來說為期從數
小時到數日不等。此處為 工作坊 的活動範例。

● 編輯松： 一個大家一同編輯維基專案的活動，不論是線下、線上或是兩者同時；通常該活動會有
一個主題例如：科學或是女權，是一種吸引新人加入的教育性活動。欲知更多請點擊.

● Wiki Loves 運動：WikiLoves是一外展活動，促進特定主題的發展。這可以是全球性質的例如
Wiki Loves Monuments或是 Wiki Loves SDGs。

● 教育者訓練：此為訓練計畫，旨在訓練維基社群人員的領導能力以及技術性能力。 範例 。
● 攝影漫遊：是一個攝影活動，聚集攝影愛好者們一同拿著他們的相機走出戶外四處拍照。此為一
個內含有攝影漫遊的專案 範本 以及一些 小技巧 。

● 維基營：是旨在通過有趣且引人入勝的多日活動來促進學生或其他團體學習如何編輯維基專案
的活動。這可以與教育專案做連結。 點擊 來看在亞美尼亞的執行範例。

● 競賽：為涉及對各維基專案做出貢獻的競賽活動，旨在促進人們接觸、認識傑出的、特出的、或
特定主題的活動。更多資訊有關如何組織競賽以及競賽類型請看 此處 .

● 維基人進駐 將一位經驗豐富的維基人(編輯者或是組織者)引入合作組織，並以其於維基媒體專
案的工作經驗為出發，在合作組織內部分享並推廣維基專案的使用。其活動內容包括倡議開放
資源、組織訓練或一班活動和大型計劃等。更多詳與協助情請見 此處 以及 維基人進駐交流網
路 。

● 組織大型會議與活動： 這是指在開發國家/地區規模的經驗、技能交流平台的地區性活動如：
Iberocoop； WISCom、 ESEAP以及 CEE 群組。國家或地區型會議的範例：WikiConference
India、WikiConference North America；地區型相關組織會議，如：WikiArabia、 ESEAP
Conference、 CEE Meeting和 Wiki Indaba.會議也可以作為宣傳維基媒體運動相關主題活動，
如：教育或是平權。同時，這也可以做為開發新主題的前導運動，交流匯集統整各個社群的想法
與創意。重要提醒：如果您專案的重點為大型會議或活動，請看看 Conference Fund是不是更貼
近您的需求

● 媒體宣傳活動：為透過各類宣傳來增加大眾對維基媒體專案了解的活動。這些活動可以透或網
路(社交媒體平台)或實體(如傳單等實體宣傳品)或是影片。更多資訊請看 此處 ，以及這個有趣
的 範例 。

● 統整類活動：這類活動為組織、統整地區或國家型活動所需的支援性活動。
● 其他：如果您還有其他特別的想法請記得一並勾選此選項。
● 無：如您沒有計畫舉行以上任何計畫但有其他自己的規劃，請勾選此項。

我們的範例如下：

9.請描述您為達成目標將會舉行的活動。
您可以在此處更加詳細的描述您在上一個問題中所選的活動，或是提供未被列於列表中的其他活動。如
果您的專案涉及多個國家/地區，請告訴我們您將於哪裡進行甚麼活動。您亦可詳細提及一個國家之中
的特定子地區如果有需求的話。2500字限制

我們虛構的範例：(2250字)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Meetu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eetup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pedia_Workshop,_Kano_2018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Program_guides/Edit-a-thons%23Edit-a-th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ommons:Wiki_Loves_Monumen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eetup/Online_edit-a-thon_SDGs_September_2020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CIS-A2K/Events/Train_the_Trainer_Program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LB_Acharya_Jagadish_Chandra_Bose_Indian_Botanic_Garden_photo-walk_2018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Learning_patterns/Organising_a_photowalk_for_Wikimedia_project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camps_in_Armenia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Program_guides/Writing_contest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n_in_residence/Creating_a_Wikimedian_in_Residence_position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ns_in_Residence_Exchange_Network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ns_in_Residence_Exchange_Network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Iberocoop:Portada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SCom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ESEAP_Hub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Central_and_Eastern_Europe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Project/Rapid/Plan%23General_promotion_campaigns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a/Community_Marketing_Experiments_-_Impact_Report.pdf


10.您是否會舉辦任何實體活動？

Yes 或
No
或許

請務必遵循 COVID-19風險評估協議並請附上網址或是上傳 您的完整風險評估。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Risk_assessment_during_COVID-19


請說明您是否會舉辦任何實體類活動。如果您回答 Yes 請務必遵守COVID-19 風險評估協議並請附上
網址或是上傳 您的完整風險評估。如果預計參與人數將大於10人，您應當遵守當地醫療規範以及進行
風險評估。請使用 此表格 進行風險評估。這是如何進行風險評估的 影片教學 。

11.您的專案是維基媒體運動策略或活動的一環嗎？
如果是，請從下表中選出相關活動。

以下是知名活動和倡議的列表，並附有對每個活動的簡要說明。 如果您的項目不屬於其中之一，並且您
想了解更多關於他們的信息以及如何與他們聯繫，請見提供的鏈接。 請注意，您的專案不一定需要是這
些活動的部分。

● 1Lib1Ref:一年兩場活動 #1Lib1Ref  是旨在呼籲全球圖書館員與有志人士一同幫助維基百科條
目添加可靠來源的活動。詳情請 點擊

● 藝術+女權這是一個非營利組織，通過組織面對面的培訓和編輯活動，領導一項國際運動，以提
高維基百科上對性別和藝術的覆蓋率。大多數藝術+女權的維基百科編輯松在每年三月舉行，但
該團體全年皆有活動。  詳情請點擊 以及 藝術+女權網站。

● 中東歐之春： 由中東歐的維基人所舉辦的年度活動，旨在各維基百科版本上創建關於該地區每
個國家的條目。欲知更多請點擊.

● 維基百科亞洲月： 每年11越劇辦的編輯松，旨在促進維基百科中有關亞洲主題的內容。參與者
並不限於亞洲人。  欲知更多請點擊.

● 維基愛非洲：一年一度的競賽活動，非洲各地的任何人都可以貢獻與其經歷相關的照片、影片等
至維基共享資源，供維基百科等危機專案項目使用。維基愛非洲鼓勵參與者提供與當年主題相
關的內容，該主題每年都將由社群做出挑選。詳情請見此 以及 2021年度競賽 。

● 維基愛地球：維基愛地球是國際性的年度攝影競賽。參與者將拍攝它們生活周遭的自然、文化遺
產，並將其上傳至維基共享資源。競賽舉行於每年五月至六月左右，詳細日期將因每個地區而有

所異動。欲知更多請點擊.
● 維基愛地標：維基愛地標是一以文化遺產地標為主題的公開攝影競賽並由維基分會、團體以及
危機人共同組織。參與者將會拍攝與地標相關的相片並將其成果上傳至維基共享資源供其他維
基專案使用。整個活動的目標是在希望能提升全世界對文化遺產地標的重視，更多資訊請看 此
處 ，以及此 網站 。

● 維基愛女性：專注於補足維基媒體專案中的兩大空缺：女性和非洲，包括有關他們的主題又或是
來自這兩個群體的參與。我們鼓勵民間社會組織將現有的研究和資訊共享於維基百科上，以改
善網路上對女性的系統性偏見與排擠。更多資訊請看 此處 ，以及此 網站 。

● 維基人權運動： 倡導在維基百科和其他維基媒體平台上記錄能夠營造安全穩定的氛圍、健康的
生態系統和友善環境的人權故事。欲知更多請點擊.

● WikiGap：由瑞典大使館和世界各地的維基關聯組織和維基人們共同組織，舉辦編輯松，旨在補
充各語言的維基百科中的性別空缺。欲知更多請點擊.我們熱戀歡迎各維基媒體關聯組織加入
WikiGap的活動，並與當地的瑞典大使館合作，一同舉辦編輯松為補充維基百科中的性別空缺做
出貢獻。

● 維基百科要相片：這是一年一度的活動，來自世界各地的維基人們一同為缺乏圖片的維基百科
條目添加相片：這是旨在促進數位化媒體檔案的活動。欲知更多請點擊.

● 維基百科周年慶：旨在慶祝維基百科周年的活動。欲知更多請點擊.
● 其他：如果您還有其他特別的想法請記得一並勾選此選項。
● 無：如您的專案與以上主題均無關連請選擇此項。

我們的虛構範例：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Risk_assessment_during_COVID-19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YRtna7axYEPK-b8s8dJTK8-0a-kSnDC8oyT-WYIZswo/edit%23gid=1830216932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File:Wikimedia_COVID-19_in-person_gathering_risk_assessment_tool_demo.og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Project/Rapid/Plan%23General_promotion_campaign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Art+Feminism_User_Group
https://artandfeminism.or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Special:MyLanguage/Wikimedia_Central_and_Eastern_Europe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CEE_Spring_2021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pedia_Asian_Month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_Loves_Africa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_Loves_Africa_2021
http://wikilovesearth.or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ommons:Wiki_Loves_Monument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ommons:Wiki_Loves_Monuments
https://www.wikilovesmonuments.or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_Loves_Women
https://www.wikiloveswomen.or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ForHumanRight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Gap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Special:MyLanguage/Wikipedia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Special:MyLanguage/Wikipedia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pedia_Pages_Wanting_Photo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pedia_20


12.請說明您的專案是否會改善任何已標註之知識空缺。

維基媒體基金會標註了許多其專案聰的知識空缺，並訂下目標要將其填補。許多維基媒體社群也為此目
標開發了許多活動。您或許會有興趣了解一下這些知識空缺以及它們的現狀。因此我們提供了一部份的
清單與相關連結供您參考。  請注意，這並非完整清單。

● 性別空缺： 希望提升整體內容的性別平等度。現狀： 維基媒體專案中的大多內容都是以男性為
中心。參考資料：許多社群專案如 Gender Gap Portal、Women in Red和Whose Knowledge?
皆致力於改善維基專案中性別不平等。您可以透過它們的連結了解更多有關它們的資訊。

● 歷史空缺：希望改善歷史空缺。現狀：研究發現，維基百科各語言版本中的內容大多集中於近代
的事項，因此有必要改善整體歷史上的覆蓋率。參考資料：Wikiproject Historical Information 致
力於尋找並補充缺乏歷史資訊的內容。

● 地域空缺：旨在補足內容上的地理空缺。現狀： 維基專案中的地理覆蓋率極端的不平衡並且極度
集中在美國以及西歐部分。就算是在一個國家之中，內容也是極端的集中在市區附近。參考資料
： 如Africa Portal in Wikipedia，這類專案便致力於改善這一情況，試圖擴大並改善維基平台中
內容的覆蓋率。

● 語言空缺：contents and tools that aim to make Wikimedia projects´ contents more available
in different languages.現狀： 不同維基百科語言版本的大小和覆蓋範圍存在很大差異。此外，維
基共享資源等其他項目在設計上是多語言的，但其依然是以英文為主要語言。維基數據的標籤
在不同語言中的分佈也不均勻，英語仍是最大宗的之一。

● 社會經濟空缺：旨在改善一個地點或一個人的社經地位多樣性的內容。現狀：維基百科的內容大
多為社會發展指數較高的西方國家相關。參考資料： 如 Cultural Diversity Observatory 這類專
案致力於促進邊緣化地區的維基媒體項目參與率。

● 性取向空缺： 旨在改善性取向單一化的內容。參考資料：Wikidata WikiProject LGBT 長期以來
一直投身於擴展維基數據有關興趣項的優良來源內容。

● 重要議題空缺： 旨在改善對受重而言重要議題的品質或是可以發現這類議題的工具。現狀： 根
據統機發現，維基社群仍然缺少工具來發現並確定哪些主題在世界上最具影響力。參考資料：如
WikiProject Vital Articles 或 All Human Knowledge 通過彙整應出現在所有維基百科語言版本
中的重要主題清單來幫助改善這一問題。

● 種族文化空缺：旨在改善於維基百科中文化多樣性的內容。現狀： 文化認同是編輯者們做出貢獻
的一大動機。如 AfroCrowd的專案致力於改善這類於維基專案中的文化空缺。

● 無：如您的專案與以上主題均無關連請選擇此項。

備註：以上許多定義來自 Knowledge Gap Taxonomy。如欲知道更多有關知識空缺的研究以及他們為何
重要請 看這 。

我們的範例。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ender_gap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ender_Diversity_Visibility_Community_User_Group
https://whoseknowledge.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roject_Historical_information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Africa_Portal/Projects_and_Program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pedia_Diversity_Observatory
https://www.wikidata.org/wiki/Wikidata:WikiProject_LGBT%23:~:text=WikiProject%20LGBT%20is%20the%20community,issues%20in%20LGBT+%20data%20curation.
https://afrocrowd.or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Research:Knowledge_Gaps_Index/Taxonomy


13.請說明您的專案中是否會納入這些主題。

請選擇您將會或您希望處理的主題。此清單列舉了一些對維基媒體運動來說的重要主題。

● 教育：涉及教育系統並與其建立夥伴關係的活動，或是將於教育機構中舉行的活動，或是非正規
的教育活動例如 Wikiclub或WikiCamps等。專題指南 請點擊 ，以及有關 維基教育活動的資
訊 請點擊。

● 宣導：著重於觀察、討論、反應對人們獲取知識之權利的政策或決策的活動。這意味著建立政
治、法律、和執行能力，並在地方、地區甚至全球等級進行的合作。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關宣導
活動的內容請點擊 。

● 人權：側重於擴大人們接觸並保護自身人權知識的能力的活動。詳情請看此處。
● 公共政策：重點於影響對知識獲取能力有關的政策，如審查、版權等的活動。
● 文化遺產組織：涉及物質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動。這些活動通常(但不總是)與圖書館等其它
希望與維基媒體合作的文化機構聯合舉行。現行策略包括編輯松、數據松、工作坊、維基人進駐
以及競賽等，將大量內容上傳到維基共享資源或維基數據的活動。處理如語言紀律與復興，或將
原始社群與文化收藏機構銜接，並試著在維基數據中呈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資訊。更多資訊請
見 GLAM newsletter。

● 氣候與永續：重點在提高群眾對氣候變遷、氣候正義與永續發展的認知的活動。範例請見：
African Climate change editathon和 Wiki Meets Sustainable Fashion。

● 開源科技：可免費使用與修改和重新發布並鼓勵開放合作的技術。
● 多元化：專注於促進多樣性相關的主題以及與此相關價值觀的專案。多樣性意味著多樣性和差
異性例如：性別、性曲姓、文化、地區、身分、種族、信仰等，它的存在有助於促進包容和平等。

● 其他：如果您的專案將處理與上述不符請選擇此項。
● 無：如果您的專案將部會處理任何上述之主題請選此項。

我們的範例：

14.您的專案是否會涉及任何弱勢群體？可以多選。

請注意，前面的問題是有關內容的多樣性與包容性。此處我們是問有關參與者的多樣性。更多定義與範例請參考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QFExIpMI5VJz-n96NIgYevMz00WnGWNaNrNKaBJbLnc/edit%23
https://wikimediafoundation.org/our-work/education
https://outreach.wikimedia.org/wiki/Education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Advocacy
https://wikimediafoundation.org/news/2019/12/10/wikimedia-foundation-and-un-human-rights-launch-wikiforhumanrights-campaign/
https://outreach.wikimedia.org/wiki/GLAM/Newsletter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African_Climate_Change_edit-a-thon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Project/Wiki_meets_Sustainable_Fashion


指南。

參加者：親自或以虛擬方式參與您專案的人數。這不包含社群媒體的關注人數，或任何其他非直接參與
者。但專案活動的工作人員以及組織人應被計入人數。

請參考以下定義來選擇您專案將試圖納入並努力為他們創造一個安全包容環境的參與者類型。

● 性別： 包括代表不同性別的個人，特別是那些代表性不足的個人，例如女性和跨性別者等。
● 性取向：包括代表不同性取向的個人，特別是那些代表性不足的個人。
● 地理區：包括來自不同地理區域的個人，特別是開發中國家或一個國家內的次區域（即農村地
區、偏遠地區、欠發達地區）的個人。

● 文化背景： 包括代表不同民族、種族、宗教或文化群體的個人，特別是少數民族和目前在維基媒
體項目中代表性不足的人。

● 身障人士：包括具有多種殘疾的個人，例如認知、發育、智力、精神、身體或感官殘疾。更多資訊
請見 Para-Wikimedians User Group.

● 語言：代表多種語言的個人，尤其是在全球、區域或國家層面上代表性不足的少數群體語言。
● 社經地位：來自不同教育、收入、財富或就業水平的個人，特別是那些代表性不足的人，例如來
自較低收入和教育水平的人。

● 年齡：年齡的多樣性，特別是代表性不足的群體，如青年和老年人。
● 數位科技接觸度： 對數為科技資源獲取能力不同的人，因為他們對適當的基礎設施、資源和/或
技能的接觸度不同。

● 無：如果您的提案不側重於促進這些群體中的任何一個群體的多樣性，請選擇此選項。

我們的範例：

15.請告訴我們更多有關您的目標受眾的資訊以及您將使用甚麼策略以促使他們在該專案結束後持續參
與。
2500字限制

描述您希望如何包括上一個問題中提到的這些多元的貢獻者。請說明您希望每個群體如何做出貢獻，例
如，作為參與者、編輯、組織者或其他類型的線上和線下志願工作。如果您希望將這些團體作為維基媒
體項目的新讀者（用戶），也請提及。

請提及是否有任何特定的參與標準，例如參與特定活動的最低維基媒體經驗水平。例如，某些活動或事
件可能需要具有特定專業知識水平或特定維基媒體站點培訓或特定主題專業知識水平的編輯。包括招
募這些參與者的策略，以及您之前是否有與這些類型的參與者合作的經驗。

請描述您將用於確保新貢獻者繼續參與在線和離線運動的策略。

最後，如果您有任何宣傳活動的計畫，請一併描述您將如何宣傳您的活動。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Para-Wikimedians_Community_User_Group




16.您是否會與非維基相關之第三方夥伴協同執行這個專案？

請說明您是否會與第三方夥伴協同執行這個專案。例如，基層組織、非政府組織、地方或國家政府、國際
組織、企業、畫廊、博物館或文化機構等。這不包括維基媒體附屬團體（分會、用戶組或主題團體）。

Yes (請移見問題15 a)
No

16a.請說明這些合作關係的細節。
1000字限制我們的範例：

17.請說明您是如何與維基社群溝通您的專案的。

請附上您向這些社群於維基頁面上的討論資訊的連結。包含社群討論頁面、相關組織討論頁面或相關的
專案討論頁面。2000字限制。

範例請建 此處 。您亦可以提供您正在使用的外部溝通渠道的資訊如果存在的話。我們的範例：

18.您是否已經有足夠的人手進行該專案？
請於此列出您團隊的名單以及他們的角色。如果他們擁有維基帳戶請一並附上。請選擇最多三。2500字
限制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Talk:Igbo_Wikimedians_User_Group%23Photowalk_of_institutions_of_higher_learning_in_Abuja_and_Niger_states


請列出將協助此專案的成員名單和他們的工作內容以及他們是否支薪。我們希望您能詳述團隊中成員
的專業領域以及該專案執行所需的能力。請盡可能的詳細描述。包括所有角色，如協調員、培訓員、評審
(特別是如果您有舉辦競賽)、溝通人員、行政人員等，如果您尚未提供他們的用戶帳號，請在這邊補上。1

我們的範例：

19.您覺得這份專案能如何契合2030的總體策略？
請選擇最多三。

以下是對2030總體策略的概述。詳請請見 Movement Strategy。

● 提升可持續性：改善不論是新舊使用者的體驗。這包括承認和支持不同形式的貢獻，從策劃、編輯，以
及如倡導公共政策、能力建設、擴張、研究、組織、和募款。支持在地組織與新興社群和團體利用現有或
新的管道獲取資金和合作夥伴。

● 改善使用者體驗：改進我們平台的設計，使其能被更容易地使用不論其性別、文化、年齡、技術
程度、或身體能力而有所區別；都能在維基生態系中獲得正面的體驗。這是所有人的共同責任，並
需要整個危機生態系一同合作。

● 確保安全與包容：促進包容、安全、和平的環境。
● 確保決策平等：與所有人分享權力與責任，並確保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機會參與決策制定和資源
分配的討論。

● 多方協調：與共同利益者們分享我們的知識、資訊，互相學習、交流。
● 領導能力開發：投資對運動整體健康成長有益的科技與技能。這些包含更多的參與形式、社群擴張、志
願者管理和認證、倡議公共政策、衝突調解、發展合作關係、募款、專案管理、溝通技能等。

● 管理內部知識： making internal knowledge easy to capture, discover, consume, and adapt by all
contributors to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growth.

● 發現高影響力主題：發展以往在歷史權力結構中被遺落的主題。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可能具有重大影響
力的領域，例如：有關人類或其未來內主題像是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1 評審以及其他比賽負責人將不能獲得獎品。受資助者身分的評審將不可以獲得通過資助金取得的獎品。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Strategy/Wikimedia_movement/2018-20/Recommendation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Special:MyLanguage/Strategy/Wikimedia_movement/2018-20/Recommendations/Glossary%23Internal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Special:MyLanguage/Strategy/Wikimedia_movement/2018-20/Recommendations/Glossary%23Knowledge_management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Special:MyLanguage/Strategy/Wikimedia_movement/2018-20/Recommendations/Glossary%23Contributor


● 創新：探索和實驗服務於維基媒體運動的願景：提供對人類知識總和的管道。這可能包括在新流程和工
具中進行實驗以解決知識公平方面的差距、貢獻者多樣性的增長、探索與其他免費知識項目的新夥伴
關係，以及其他有助於維基媒體運動使命的創新。

● 評估、調整和適應： 根據參與性原則和流程，評估、監控、分析和學習我們的活動。成果將會被公
開而且明確的傳達。

● 我不知道：如果您對於這專案將如何做出貢獻沒有概念，請選此項。
● 以上皆非：如果您的專案將不會在這些領域中的任何一個做出貢獻請選此項。

我們的範例：

學習、分享、評估

我們認為，與您的專案一同評估和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請提供一些您希望如何評估該專案的想法。您可
以選擇最能適用您專案目標的指標，並在必要時提出新的想法。更完整的定義與範例請參考指南。如果
您需要任何幫住，請與我們聯繫。

我們根據維基媒體運動中使用的常用指標列表提供了推薦指標列表。在以下問題中，如果您認為其有他
指標對您的工作很重要但尚未包括在內，您將有機會提出建議。

說道數量和質量指標，想一想那些數據可以幫助您更好的衡量您實現目標的程度。考慮可用於收集這些
數據的時間、資源和工具非常重要。請查看關於學習和評估的思考以及建立指標和測量工具的技巧的簡
短教程。您還可以報名參加我們的學習和評估辦公時間，以獲得有關考慮您的策略的支持。

數量指標：就是計算數量的指標。通常以數字、百分比等方式來衡量，這些指標通常只在收集客觀且可靠
的數據。範例：新參與者人數。

質量指標：是指嘗試衡量更加主觀因素的指標，如：行為、態度、觀感等。這類指標同時也有助於進一步
解析部分數據，更深入的探討活動的因與果的互動關係。 範例：參與者對維基媒體友善環境的看法並表
示希望持續參與。

20.以下的核心指標中如有任何能適用於您的專案請選擇並描述您期望達成的目標(最好是以數字為呈
現)。
內容貢獻請按維基傳案來分類。

請參考以下定義。

術語解釋：

● 貢獻者：任何直接在維基媒體運動上做出正面貢獻的人。雖然貢獻的方式百百種，但我們建議使
用以下幾種作為描述時的分類。

○ 參與者：親自(線下)或以虛擬(線上)方式參與您專案的人數。他們可以透過多種方式進行
參與，不僅有編輯維基專案這一種方式。但這部包括贊助者、社交媒體的追隨者，或是其
他並非直接參與活動的人。如果適用，我們建議按以下方式做分類：



■ 新參與者：第一次參與維基媒體活動的人。
■ 既有參與者：曾經參與過其他維基媒體專案或活動的人。

○ 編輯者：對維基媒體專案進行編輯、改善或創建新條目的人。如果適用，我們建議按以下
方式做分類：

■ 新註冊用戶(新編輯者)：因專案活動而新註冊維基帳號的人數。
■ 既有編輯者：在專案活動之前就已經擁有維基帳戶的參與者人數。

○ 組織者： 通過提供必要勞力、知識和時間來確保活動進行得人員。該定義包含參與專案
執行的人員如：規劃者、協調員、培訓員、講師、聯絡人、顧問、執行人、公共領導者、演
講人等；可以是支薪或是志願工作人員。我們強力建議您閱讀此文件 Movement
Organizers以便更加了解組織者的角色與其責任。

● 每個維基專案的新貢獻：創建、改善、或編輯的內容條目數量。幫助您澄清一下這個指標的相關
定義，一個「內容頁面」是指在主要命名空間(namespace 0)中的一個頁面，但在維基共享資源中
的「內容頁面」指的是在檔案命名空間(namespace 6)的一個頁面。範例：創建四篇維基百科條
目、改善十二篇維基百科條目、上傳四個圖檔進入維基共享資源並為十八個維基數據項目添加
資訊。請參閱目錄 1 以了解每個專案的內容細分簡介。

● 保留度：這是個相當複雜的名詞，因為貢獻的方式與週期千奇百樣。志願者可以是積極的每年回
來參與活動又或是每個月都活躍於線上和線下聚會。此外，對於許多咒資助者而言，他們的活動
不是線上或是編輯活動時追蹤參與者的保留度，如：通過社交媒體平台分享訊息、對潛在合作夥
伴發展合作策略或是透過當地社區網路來提升大眾意識。不論如何，保留度或是說持續參與度
是很重要的社群成長指標。我們建議您應該試圖尋找可以評估您專案保留度的方式。舉例：
➔ 每月至少參與一次線上或線下活動的人員。
➔ 曾經參與前幾年活動的集集參與者回歸。
➔ 編輯者保留度：在第一次編輯後的兩個月內依然有進行編輯的人員。這是維基媒體基金
會內部的定義。如果與您的工作相關並且您有能力對此進行評估衡量則可以考慮將其納
入您的專案評估計畫之中。

目錄 1：各維基媒體專案之內容類型

各維基媒體專案之內容類型

Wikipedia → 百科全書 條目：條目(pagespace name=0 and
database_group = 'wikipedia')創建或改善

維基詞典：字典、辭海 創建或改善詞條。

Wikimedia Commons → 媒體資料庫 檔案上傳。

維基新聞：新聞 創建或改善條目。

維基語錄：語錄集 創建或改善頁面。

Wikidata →知識資料庫 創建或改善條目

維基導遊：旅遊指南 創建或改善條目。

Wikisource → 圖書館 創建或改善頁面

Wikispecies →物種目錄 創建或改善頁面。

Wikiversity → 教育資源 創建或改善頁面。

Wikibooks →書集 校閱、複審、發布、改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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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基媒體孵化場：輔助開發專案的多語言版本。 內容創建或改善。

根據專案類型而有所不同 - 見上述內容。

重要提醒：以下是受資助者根據核心指標所開發和常用的工具的簡介，但這些工具並非標準且沒有辦法
滿足所有的需求，因為每個指標都有其有限之處。維基媒體基金會正在努力開發更完善的工具來協助工
作者的需求。如果您有任何想法或反應請務必與我們聯繫。

目錄 2：核心指標與推薦工具指南

核心指標 推薦工具

參與者人數 主要工具：

1. 專案與活動主控台 (使用指南 ) 常用於編輯松等活動。旨在提供一
種簡單的方法來組織所有進行共同專案的編輯者們，並追蹤他們的貢

獻。 適用於新的編輯活動，但在設計層面對於有經驗的編輯者而言可

能稍嫌簡陋。

2. 活動指標 (使用指南 ) 提供如編輯松等以內容為中心的活動的組織
者獲取活動數據指標的能力，以便更加值觀的了解和展示其規模和影

響力。 受資助者可以透過此工具來獲取報告文件所需的資料。活動指

標工具是用於以下專案：維基百科、維基導遊、維基辭典、維基共享資
源以及維基數據。

其他工具：

Wikimedia Hashtags tool: 使用指南 由志願者們所統整。 當與資深編輯者

一同工作並會涉及不同種類的編輯時最準確的工具。無法追蹤維基數據的新條
目／圖像／項目的編輯。

維基愛競賽工具: 使用指南 維基愛工具是專為維基愛競賽所創的數
據蒐集工具。

編輯者數量 專案與活動主控台
活動指標

組織者數量 大多時候都是直接點人頭。組織者包含參與專案的計畫、溝通或執行的人
員。

如果使用專案與活動主控台的話，請務必記得將所有組織者的用戶名加
入專案之中。

各維基媒體專案之內容編輯數 專案與活動主控台

其他工具：
活動指標
維基標籤工具
維基愛競賽工具

我們的範例：

https://outreachdashboard.wmflabs.or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Programs_&_Events_Dashboard/Using_the_Dashboard
https://outreachdashboard.wmflabs.org/training
https://outreachdashboard.wmflabs.org/training
https://outreachdashboard.wmflabs.org/training
https://eventmetrics.wmflabs.org/program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Event_Metrics
https://hashtags.wmflabs.or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Hashtags
https://wikiloves.toolforge.org/
https://wikitech.wikimedia.org/wiki/Tool:Wikiloves
https://outreachdashboard.wmflabs.org/
https://eventmetrics.wmflabs.org/programs
https://outreachdashboard.wmflabs.org/
https://eventmetrics.wmflabs.org/programs
https://hashtags.wmflabs.org/
https://wikiloves.toolforge.org/


21.除了以上的核心指標之外，請選擇下方的指標選單中選擇與您專案最合適的選項。

此問題並非必填。

此處是一些可能與您專案相關的額外指標。請自由選擇與您專案相關的選項或是加入其他選項。對於這
些指標，他們也有一些自己的工具，並且部分數據需要特定的工具。如果您感興趣，社群資源團隊可以
提供指導和協助與您一起制定這些計畫和工具。

目錄 3：額外指標和可用工具指南

額外指標 可用的測量工具

專案後持續參與之編輯者數量 如果您的專案沒有適合的工具或是足夠常的週期來獲取此數據，且您有
提供所有編輯者的用戶名，那麽社群資源團隊可以與產品分析團隊合作
為您提供這部分的數據。

外展主控台與活動指標工具可以提供這類資訊。
* 外展主控台 - 您可以餘下在總體數據時看到此數據。

* 活動指標 - 您可以於統整頁面中看到「活動七天後的保留度」數據。

專案後持續參與之組織者數量 此指標沒有標準化的工具可以使用，這將取決於您對持續參與的定義，和
持續追蹤組織者於線上和線下活動的能力。



如果組織者人數不多，此指標亦可通過簡易的問卷來調查持續參與的狀
況以及參與的程度和整體的潛在成長度。社群資源團隊可以與您合作來
提供工具來開發。

有助於長期增長、改善多樣性和可持
續性的夥伴數量

這個概念蹦補旨是要給出夥伴的數量和類型，還要說明為甚麼他們被認
為是戰略性的；是因為他們對您的目標有所貢獻又或是存在長期合作的可
能。

可用工具：
合約簽訂或合作計畫執行數量

參與者對您吸引和留住貢獻者的策
略反饋。

可以是透過問卷、訪問或目標受眾訪談來獲取。

如果您對這種定性培訓感興趣的話，社群資源團隊可以提供指南、工具和
幫助。

參與者多樣性 可用選擇：
● 直接於登記時詢問參與者是否願意提供該訊息。
● 如果參與者們不願意公開該資訊，另一個可行的方式是以人口統
計方式對多樣性進行數據收集。這可以通過抽樣訪談、觀察或是
目標受眾訪談來進行。如果您對這種定性培訓感興趣的話，社群
資源團隊可以提供指南、工具和幫助。

透過社交媒體曝光所吸引的人數 該數據可以透過社交媒體平台的分析工具來獲得。所觸及的人數也可以
更加細部去分類如：新接觸人數、新追隨人數或其他互動數如按讚或是回
覆等。當撰寫報告時須特別注意要將使用的具體指標明確定義，並確保該
數據是來自該專案所產出。

舉辦的活動數量 該活動系指所有於專案中被提及的活動。
該數據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以不同的方式記錄。如您需要範本請不吝於
與我們的社群資源團隊聯繫。

志願者貢獻時數總計 於進行各種不同貢獻活動如編輯、組織活動等所花費的時數。
該數據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以不同的方式記錄。如您需要範本請不吝於
與我們的社群資源團隊聯繫。

我們的範例：



22.您是否還有其他方式來蒐集資訊以了解專案的成效？
1500限制，此問題並非必填

請說明任何其他您希望了解專案成效所蒐集的資訊。您可以提出任何其他的指標或關鍵問題。您也可亦
在此說明你希望獲得的支援和指引。您也可以分享您將會如何應用從其他專案學來的經驗。

我們的範例：

對於您所選的每個指標，請描述您將用於收集相關訊息或數據的工具或方法下表可以作為社群經常使
用的工具的指南。當然，您也可以提出您的想法或是其他的工具。如果您並不知道該如何使用這些工具
或是在蒐集資訊上遭遇困難，請在此陳述以便我們為您提出解決方案和必要之訓練。

23.您將會使用甚麼工具來對您所選的指標進行測量？
您可以在此說明您需要協助。

更多指南與建議請見目錄2、3 、4。



目錄 4：工具指南

工具 最常使用

噴泉工具

詳細資訊

使用指南

於維基某些編輯活動(亞洲月)和地區(亞洲和中東歐)
所使用。

設計來處理專為資深編輯者和競賽。

On-wiki專案頁面 ( 包含透過如機器人等工具所進
行的客製化追蹤 )

維基文庫競賽工具

使用指南

為了維基文庫校閱競賽所設計的工具。

在此競賽中，人們可以協助校閱並審核維基文庫中
的書籍頁面。

Montage

欲知更多請點擊

您可以透過此連結與開發者聯繫獲取幫助或協助開
發

專為維基愛競賽所設計的相片評分工具。他提供靈活
的回合性工作流程，適用於各種規模的比賽配置。

ISA 工具

使用指南

使用手冊

ISA是個有趣的多語言並專為行動裝置特化的工具。
它使人們可以輕鬆的以結構化的形式向維基共享資
源上經嫆維基愛競賽添加的圖片做出「微貢獻」。

礦場

使用指南

允許針對維基百科和其他維基媒體項目運行 SQL 查
詢。該工具也可以用來統計維基媒體專案如維基文庫
等的編輯次數(範例 )。

24.您打愻如何與其他人分享您的成果使他們能從您的經驗中學習。
該問題可以多選。

互相學習並交流知識我們運動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請從提供的選項中選擇您希望以何種方式來分享
您的經驗。我們強烈鼓勵您分享您於專案中所學到的知識和經驗，但這並非強制性的，且您的申請將不
因此決定。

如果您覺得您缺乏分享經驗的能力或是資源，請與我們的社群資源團隊聯繫，我們將會提供必要協助。
社群資源團隊也會提供培訓工作坊，和一對一的分享活動，幫助您獲取必要的支援。

● 影片分享
● 進行簡短的經驗發表
● 舉行工作坊來分享我們的經驗
● 於社交媒體平台上分享成果
● 與社群公開分享成果
● 參與一對一分享活動
● 開發撰寫並公開相關資料
● 在 Meta-Wiki上分享。欲知更多請點擊連結。

https://fountain.toolforge.org/editathon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Fountain_tool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pedia_Asian_Month/Fountain_tool
https://www.mediawiki.org/wiki/Manual:Bots
https://wscontest.toolforge.or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source_proofreading_contests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Help:Proofread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Help:Beginner's_guide_to_validation
https://montage.toolforge.org/%23/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ommons:Montage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ommons:Montage%23Development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ommons:Montage%23Development
https://isa.toolforge.org/campaigns
https://isa.toolforge.org/help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ommons:ISA_Tool/Manual
https://quarry.wmflabs.or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Research:Quarry
https://quarry.wmflabs.org/query/33085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Main_Page


● 我想獲得協助以了解我能如何分享我的經驗。
● 其他

資助提案

25.您希望獲得多少資助？
請用您的當地貨幣單位填寫

25a.就您所知這換算過來大約是多少美金？

26.請選擇(當地)貨幣。

27.請提供您於該專案中申請資助的開銷細節。
請對該申請案中每項費用的細節，包括項目單價、數量、等以美金或當地貨幣表示總金額。

我們建議使用此範本。如您欲使用此範本，請製作一份副本並提供我們在Google表單中的訪問權限。您
也可以自由使用其他格式來提供該資訊。1000字上限. 請注意務必包含您所有的人事支出，以及您是否
購入設備亦或是租用。

不論如何，請參閱範本以進一步了解每個項目的定義和可以包含的項目指南。您可以根據需要詳細或概
略描述您的開銷。請務必了解，更加詳細的資訊將有助於申請案的審查以及減少後續可能產生的繁瑣交
流。

  28. 請上傳該申請案的預算請單。

如果您無法於上方附上連結，您可以選擇上傳如：Excel、PDF或Word等文件檔案的形式提供您的預算資
訊。

在送出您的申請前需要勾選以下兩個問題的方框。

29.我確認我已經檢查，或附上我的銀行資訊。

30.我已經閱讀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友善空間政策以及行為守則。

請務必詳閱，並提出您將如何確保它們的執行。申請一旦提交，代表您已同意 資助申請隱私聲明 、 友善
空間政策 以及行為守則。

感謝您的參與和回饋。我們將與您分享我們的想法。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1eB-_kDqMYe_VXssbO8YSzPj2u1Z12Wyxqbw6dH47GU/edit%23gid=1267427403
https://foundation.wikimedia.org/wiki/Legal:Grant_Application_Form_Privacy_Statement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Friendly_space_policie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Friendly_space_policies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Universal_Code_of_Condu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