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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事靠的不是衝動，而是一連串小事湊在一起。」

──文森‧梵谷

當手錶上的秒針走過晚上六點，我知道慘了。首先，我遲到了，而且遲到得很不時

髦。事實上，在那時候，就一個面臨危機的十八歲青少年而言，我看起來很不時髦。

長頭髮、鐵娘子樂團（Iron Maiden）T 恤、寬大迷彩褲、過大的皮夾克。我離開父

母家，坐進有超大喇叭和樹狀空氣清淨器的小貨車。衝吧！

「衝」是樂觀的想法。與其相反，我跟半個南英格蘭的人擠在路上，他們聚在一起，

好奇麥克‧道格拉斯主演的那部電影，是否能在英格蘭這麼冷的一天上映。

這並沒有讓我輕鬆一點。身為相當直率而苦惱的青少年，通常緊張不是我的食糧，但

在今晚，那正是我的晚餐。

你瞧，今晚很不一樣。今晚我要做的事很不尋常⋯⋯如果我沒有遲到三十分鐘、在高

速公路上奔走、還額外把我的鐵娘子樂團《Number of Beast》卡帶儀式性地獻祭給音

響之神的話，整件事看起來像是絕佳的好主意。

令人感謝的是，世界上最長的機械蛇舞決定加速前進。等我回過神來，發現自己在從

未到過的街道、從未到過的城市，即將前往的場地充滿從未見過的人，全因一個簡單

的象徵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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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社群　23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瘋了，貝肯。點點似乎太過簡單。確實如此，但點點在許多

方面都不一樣，有不同顏色、尺寸、形狀。你可能不知道這點，但點點有非常獨特

的個性，像是圖 2-1 顯示的這三種。

圖 2-1 點點家族。看起來不是很可愛嗎？

親愛的讀者，我想向你們介紹點點家族：約翰、寶琳、肯。雖然看起來很像，但每

一種都有各自的個性與技巧。共同的熱情將它們聚在一起：創造全新獨特的社交網

站，該網站專為點點打造、由點點打造，叫做⋯⋯點書。約翰、寶琳、肯以不同方

式做出貢獻。約翰（左方）是程式設計師、寶琳（中間）喜歡寫文件、肯（右方）

相當喜歡畫畫。我知道，他像是附庸風雅的那款。

約翰、寶琳、肯並不孤單。網路上有許多類似的點點⋯⋯

如圖  2-2 所示，問題在於，所有的約翰、寶琳、肯，以及各自的技能，都散落在

網路各地。它們沒有真正認識彼此。它們因相同目標團結，但沒有合作。

圖 2-2 點點家族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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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社群　31

如果我們解析團隊，可以看見一些世代，就像樹木的年輪。每一代都是故事來源 
（前一章已經確立故事是溝通的重要來源），也是引導來源；每一代都向下一代傳

下故事、經驗、生命教訓。

這完全就是發生在亞當身上的事情。他加入俱樂部時需要協助；獲得幫助後，團隊

提供他有價值的感覺，這種價值啟發亞當尊重團隊，並讓團隊價值在生命中佔據優

先地位。當團隊打開知識之門，等同打開社交連結，使他獲得歸屬感。每次他將自

己的經驗傳給俱樂部新舊成員時，都再度確認這種歸屬。他理所當然地接受這些感

激，一如他還是新成員時，他向別人表達同樣的謝意。

亞當的經驗之所以如此正面，部分原因在於他明白團隊全貌。在所有自然的人類分

群中，環境的規模與熟悉程度均扮演重要角色。

規模定義事情的廣度與範圍。相當於一本書的長度、節慶地點的大小、一項專案包

含的事項。規模描述你身處的心靈魚缸範圍，不管是書本、地點、動機。我們的住

處正是熟悉且常見的規模範例。

世界相當大。我們每天所見的電視、網站、書籍、故事、相片都在擴張世界。幾千

年來，人類與動物發展出傾向，本能地將世界分割成更好處理的小片段。社會也採

取相同方式：國家分割成州和郡，州和郡分割成城、鎮、鄉，城、鎮、鄉再分割成

街道，最後分割成屋舍。

實體地理空間中的社區跟數位社群一樣：對兩者而言，我們的感知都會影響到信

心。以搬到全新地區的人為例，一開始，新環境對大部分剛搬家的人幾乎難以承

受，一旦探索過城、鎮、鄉的大部分區域，知道雜貨店、醫院等重要資源在哪裡

後，就會開始發展信心。理解地區的規模給我們這種信心。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受到要提防未知的教育。不幸的是，這

也讓我們畏懼未知。在我們完全理解自己居住的魚缸，就跟住在同魚缸的其他魚一

樣後，我們建立明顯的安全感。當你確認自己住在安全街道，而不是黑社會，對規

模的感覺讓你覺得安全。

當地居民規模也影響我們的感知。比較一下幾乎沒有朋友且鄰居看起來很陌生的

人，以及有許多朋友且很常與鄰居交際的人。當你開始與老朋友、熟識、交往對象

一再建立個人連結，歸屬感就開始在你的血管流動。不論是小型的面對面社群還是

線上社群，這點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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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章

提供新貢獻者可承受的規模時，團隊顯得非常寶貴。如果你的社群是多達千人的單

一團隊，社群可能覺得無法承受；相反地，如果將社群分割成十個團隊，各團隊都

有一百人，且焦點放在不同領域，那就比較好處理。

讓我們將這個建立團隊的重要承諾加入待辦事項清單。

社群待辦事項清單

‧  找出將社群分成團隊的方法。

‧  確保團隊能夠清晰有效地溝通。

‧  吸引各種領域的貢獻者參與社群，並對我們的目標做出貢獻。

‧  打造有益於大目標的環境。

‧  定義每個團隊的規模，並且幫助團隊成員理解那個規模。

讀或寫

社群有許多形式，以書籍、電影、軟體產品、政治運動、公民權利、嗜好等等為中

心。社群多采多姿且不同的所有形式有個共同的明顯特徵：大家為了共有的信仰或

興趣團結起來。熱情將這些人聯合起來。

以讀為主的社群

這類熱情的好例子是《星艦迷航記》影迷。雖然我絕非此社群成員（對該節目也

只有基礎認識），但這顯然是範圍遼闊的社群，成員也非常廣泛。他們自稱星艦

迷，在世界各地聚集，討論、爭論、消化《星艦迷航記》那狂野又古怪的榮耀。

喔，他們也會穿上相當滑稽有時更是詭異的服裝。

我們可以將星艦迷定義為迷──他們在線上和世界各地舉行的大會分享共同興趣，

其主要角色是和其他人分享他們對該興趣的消費。星艦迷作為一種迷，對此共同興

趣幾乎沒有任何直接影響：一般星艦迷無法改變節目的故事線，無法對戲服或數

位特效有所貢獻，也無法改進已經存在的東西。相對地，星艦迷世界的合作，替其

他星艦迷產生內容：不用花太多時間，你就能發現非常精緻美妙、由影迷製作的戲

服、道具、刺青、同人小說等創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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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社群　45

領導的重要性

如同這個故事所凸顯的一般，建立有效充實的社群時，領導是至關重要

的功能。我們整本書都會討論領導，但請永遠記住，領導技能必須從自己

的經驗出發，並學習他人教訓，才能學得、精鍊、改進。當你努力發展社

群管理的技能，也要仔細思考如何成為更有力、更有效、更能感同身受的 

領袖。

這過程若要有效出現，需要協調者。我接下來的工作即是取得協調人選的共識。社

群聯合推薦一位有能力且經常貢獻的人，叫做科迪‧桑維爾（Cody Somerville）。 
科迪以我推薦的方法領導社群，生出完整的策略規劃。Xubuntu 社群以此策略為基

礎，繼續做了些優秀的工作。

建立宗旨

就跟  Xubuntu 社群同意高階目標的方式一樣，宗旨對任何合作性計畫都有很大的

價值，不論是商業產品或志願性社群皆然。策略強調承諾、機會、定義社群目標。

目的在於以詳細、簡潔、高雅的方式述說志向。宗旨讓社群所有成員同心協力。

即使實現宗旨的工作經常改變，宗旨仍應一致，不該經常改變。建立宗旨時一定要

考慮宗旨的壽命。記住，宗旨是你明確無畏的目標。對許多社群而言，宗旨可能需

要數十年或更久才能達成。宗旨的目的不只在於畫下終點線，也在於維持社群按部

就班。

我們很多人其實非常熟悉宗旨。我們加入新公司時，最先看到的文件是宗旨。不幸

的是，員工往往忽略宗旨；這些宗旨通常由管理高層寫下，和基層人員的日常工作

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不要因為這些不得要領的例子就推論宗旨不重要：這些公

司只是用錯方法。宗旨需要位居每位成員內心最前線，應該是經常性的動力，也是

推動日常工作的理由。你的社群成員要能將社群的日常工作與宗旨連結起來。

現在坐下來寫宗旨。將之前寫下的「宗旨」句子加以分解，用描述性、喚起感情、

激勵人心的詞彙來闡釋。你的宗旨要定義標的企圖、與這些企圖相關的脈絡全貌、

採用方法的獨特性。你應該延伸「宗旨」，同時把「機會」、「技能」、「合作領

域」當成靈感來源。雖然宗旨的長短沒有固定規矩，但要詳盡簡明。如果超過三百

字，可能已過於嘮叨。我的朋友，這可不是嘮叨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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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第二章

完成宗旨之後，你應該要通過三個嚴格的測試：

測試一

把自己放到潛在社群成員的位置。如果你不知道社群或目標，這份宗旨是否

能在一分鐘內解釋完畢？每句話都冒著讓讀者厭倦離開去跟 PlayStation 來場

豔遇的風險。如果宗旨無法快速、有效、簡潔地傳達目標，就需要改進。

測試二

找別人來讀。請對方訴說自己的想法，以及對你的社群目標有什麼感覺。一

般而言，這個人可能是你的朋友，但朋友通常避免批評。確保你鼓勵讀者做

出必要批評，告訴對方如果說出某個地方糟糕透頂，你不會勃然大怒。如果

對方有說出哪裡不清楚，便去修訂。

測試三

在社群最艱困的時期，這份宗旨能夠激勵你和成員嗎？辛西亞‧史考特

（Cynthia D. Scott）等人在《組織願景、價值及任務》完美描述這點：「宗

旨引發個人反應。不要放棄，直到宗旨足夠清楚以致於即使情況真的很糟糕，

只要想起宗旨，就不再想離開為止。」當世界壓上你的肩膀，宗旨能夠阻止你

放棄嗎？這件事有朝一日會發生，你必須要能看著宗旨應付「那一刻」。

當你成功通過這三個測試，宗旨應該已堅若磐石並通過嚴格測試。宗旨是社群的第

一份引導文件。現在我們將把宗旨用在下一步：建立策略規劃。

建立策略規劃

策略規劃的目的，在於紀錄一段時間內的階段目標及志向，提供組織或社群核心的

一致意見。策略規劃應該要闡釋目的，以及那些目的包含哪些階段目標；也應該陳

述如何衡量進度，以及由誰領導工作。詳盡務實的策略規劃對社群彌足珍貴。擁有

策略不代表向官僚之神屈膝。

策略規劃可分解成達成特定里程碑前所需實現的目的。里程碑可以透過時間或特定

成就來加以衡量，完全取決於社群與專案的種類。

舉例來說，有些軟體專案採用固定的釋出週期，如 Ubuntu 的六個月週期；其他軟

體專案則將里程碑訂為包含一定功能的特定釋出版本。非軟體社群通常使用其他計

量制度，像是募到多少捐款，或者舉辦特定活動或開幕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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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第二章

贊助

贊助是另一個籌募資金的有用領域。這對較小較新的社群比較複雜。贊助遊戲的主

要部分在於找出正確人選，替你向不同公司拉贊助。

雖然贊助通常認為是提供支票、支付一筆錢，但你也該思考提供貨物與服務的贊

助途徑。例如，Bytemark  Hosting（http://www.bytemark.co.uk）提供贊助，經

營  Severed  Fif th  的網站與代管。許多例子證明，這種贊助要求比讓公司開支票

容易。

向不同公司拉贊助時，應該弄份贊助協議，概述下列關鍵資訊：

關於你

描述社群、你的目標、目前的進度，用詞要能符合企業目標。

你需要什麼

概述希望對方公司提供的物品細節。要錢嗎？如果是的話，要多少？要設備

嗎？如果是的話，要什麼設備，多少單位？列出這些需求時，要以可能獲得

什麼為基礎（例如別跟新興小公司要大筆錢，他們可能拿不出來）。

他們能獲得什麼

解釋他們的贊助有什麼回報。在大部分例子裡，企業會想在你的網站內容獲得

品牌效益。解釋它們會獲得什麼回報（例如在網站上會有他們的商標圖示、在

社交媒體消息來源和通訊中提及、在活動T恤上有商標圖示等等）。

結語
我們的旅程在本章有很大進展。我們奠定組織完備且規劃良好的策略基礎，將讓

社群因共享目的與階段目標而團結。我們有這些基礎後，隨著本書繼續前進，探索

路途前方的其他各種概念時，可以擴充並改進這套基礎。如果你遵循本章的所有練

習，就會幫你思考社群與階段目標的架構，並與所有參與者分享此架構的完整想法

成果。這顯然將讓你的社群更精彩。

當我們開始走上通往社群的旅途，我們講到社會經濟是一套生產社會資本的程序，

這些程序在簡單、有效、非官僚組織的社群中至關重要，影響大家參與社群的方

式、他們合作的方式、溝通想法的方式、溝通問題的方式等等。這些程序可以決定

成敗。

我們首先要考慮的程序，是如何在社群中有效溝通。瞭解這點之後，讓我們跳入下

一章吧。準備好了嗎？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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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溝通　67

建立溝通管道
之前我們制訂打造穩固社群時，關鍵標的與志向的待辦事項清單。現在我們將挖出

那份清單，著眼於一項非常特殊的項目。

社群待辦事項清單

‧  確保團隊能夠清晰有效地溝通。

在社群中，良好的溝通有許多用途，是成員合作、分享目標與志向、彼此建立社交

關係的基礎。確保大家有共同意見、向相同方向前進、以相同步調行軍的，正是溝

通。

良好溝通也是非常強力的安全毯。社群內部的溝通破裂將帶來混亂。推動志願性社

群的成員，價值觀能反映自己與普遍社群，這些價值對經常性地加強社群很重要：

這些新陳代謝將抵擋那些可能破壞社群目標的威脅與問題。當成員覺得與社群的連

結切斷，即喪失自己的價值觀。

溝通可以分成三個主要領域：

對內

為了改進而接收、處理回饋與觀點。這種溝通可能包含問卷調查，用以判斷

社群部門的工作表現。

對外

和世界其他地區分享來自社群的新聞、故事、成就。這種溝通的例子是展現

社群作品。

內部

社群內部的討論與會議，探討目的、階段目標、衝突等問題。這種溝通包括

開會決定社群如何合作達成階段目標。

這些溝通形式各自都對穩固社群很重要。所有社群都需要開放客觀的回饋，都應該

分享成就和產品。最後，所有社群都必須舉行定期的內部討論與會議，確保大家互

動順暢。良好溝通應該是社群各部門的目標，而不限於單一領域；當我們做到良好

溝通，社群就會覺得生機勃勃、繁榮、有親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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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任何媒體一樣， I R C  本身吸引獨特的人格特質，但  I R C  的人格特質檔案相

當混雜。我們一方面看到許多開發者每天用  IRC 與社群保持聯絡，另一方面也

看見許多新使用者加入  IRC。你應該確保  IRC 頻道能滿足不同種類的使用者。

如果你正在管理開發專案，最好替開發者與使用者設立不同頻道（例如分別設

立 #myproject-dev及#myproject-users）。

I R C  有個有趣的人格特質，你應該知道：那就是對權力的渴望。許多社群發

現  IRC 頻道的仲裁與控制很重要。IRC 允許成員擔任頻道管理員，這些權限允許

他們踢走別人、禁止別人加入頻道。許多社群因這些權限，經歷權力鬥爭、爭論、

口角：對許多人而言，成為管理員是種榮譽臂章。你應該保守地給予頻道權限，只

給那些願意謹慎對待權限的人。

隱藏權力

所有的  IRC 頻道都會有人是管理員，有權力把人踢走，或禁止別人進入頻

道。在頻道內，管理員旁預設將出現一個圖示。許多頻道決定不要讓管理

員直接展現出其權限。

某方面來說，這很有道理：如果沒有看得到的管理員，頻道內感覺人人平

等；但就另一方面來看，看得到管理員能帶來自我管理，確保大家行為合

宜。我的建議是：如果有人是管理員，請對方先隱藏起來；但若需要把人

踢出頻道，請管理員打開權限，堅定懲罰犯規的使用者。

以身作則
不管你決定以什麼方式畫下溝通界線，也不管用什麼工具和媒體，都必須努力讓社

群的溝通友善、清晰、富生產力。你希望社群成員不只覺得躍躍欲試、興奮不已、

有能力，也希望他們能夠享受與其他社群成員的互動。

然而，這可能沒有聽起來那麼容易。就定義而言，社群就是人類組成的團體，人類

有各自的人格特質、習慣、意見、方法。有時候，這些細微差別讓我們溝通的方法

更加複雜。

大家可能的確對彼此感到挫折、帶有不正確期待、進行模糊緊張的討論、沈溺於

其他令人痛苦的議程。不只如此，大家有時單純整天心情不好；人都有不順心的時

候，混亂會發生，生活就是這麼麻煩，而大家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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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有部分在於許多社群開始工作前，過度專注於各種細節。這裡的問題有兩

方面。第一，太多討論通常帶來非常複雜的規劃，如果沒有仔細紀錄便難以追蹤。

對只想開始做有趣、可行事情的志願者而言，可能令他們喪氣。當你過度討論及設

計單一想法，複雜度可能令人畏縮。

第二個問題是新成員需要看到結果，不然就會感到無聊而離開，特別在社群初期更

是如此。優秀社群在演化初期，通常由小群動作敏捷的能幹貢獻者建立。如果社群

花三個月討論一個想法，卻幾乎沒有任何成品，許多潛在貢獻者就會對討論感到不

耐煩，並覺得社群不過就是一張嘴而已。這正是我們想避免的。

避免這個問題有兩種方法。首先，你必須避免討論話題太過詳盡，卻沒有連結到特

定規劃。問問看誰做什麼事情、工作可能在什麼時候完成、你可以幫什麼。例如，

如果進行軟體專案，那你在專案開始的一週內，就應該就生出一些程式碼。永遠專

心致志：達成社群目標，不管那是軟體、活動、運動等，或其他事情。

另一個解決方案是建立實驗文化，讓成員將精力貫注到特定專案，這種專案之後

能向社群提出。這在開放源碼是很普遍的作法，特別是  GNOME 桌面環境社群：

許多開發者進行自己的小專案，各專案只有幾位開發者；這些專案建立、加強、

改進，足夠成熟時就申請加入主要  GNOME 桌面。這是一起創造事物時，非常卓

越、富生產力、令人積極參與的方法。

打造「可行」文化

談到新社群成員時，你自己的期待要正確，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加入社群的人，大部分都很被動，只會貢獻意見與批評。這很正常。你應

該深入研究社群，預期面臨重視枝微末節的極度實際威脅。你應該預期大

部分新社群成員對實際成果幾乎不會有什麼貢獻。

你反而要打造以做事為中心的文化。你需要鼓舞貢獻者讓事情發生。你需

要正面談論階段目標，鼓勵大家真正執行事情，不管那些貢獻有多微薄。

更長的文章

除了日常討論、電子郵件對話、線上聊天等元素外，優良溝通往往需要更完整，思慮

也更加周密的作品與文章。這些更長的文章通常需要出現在一些不同地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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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貢獻

當你知道能參與，且具有執行所需知識，還得知道該做什麼。哪些範疇需要

參與和貢獻？哪些問題需要解決？我們希望有一套固定任務，讓大家可以挑

選承擔。

表揚榮譽

最後，當社群成員對社群做出貢獻，你會希望能確保他們感受到有人欣賞（我 
稱為榮譽）他們的貢獻。

上坡這四個步驟不只揭露貢獻者體驗的時間線（知道可以參與、獲得參與所需的知

識、知道有哪些工作可以做、貢獻獲得稱頌），這些步驟通常也以這樣的時間順序

發生⋯⋯因此一開始才會說是坡道。

光是知道貢獻者程序的四個步驟就很有用，可以用來找出需要設置哪種程序來協助

合作體驗。我想以這些步驟為基礎，快速瀏覽每個步驟，提供一些我待過的社群所

設立的程序範例。

決定

貢獻

表揚

榮譽

發展

知識

找出

上坡

圖 4-1 決定社群成員如何習得怎麼參與社群的各種里程碑時，上坡是有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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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潮流　203

我們在每日五瑕疵也有個有趣想法。替公告造勢的那一週，丹尼爾、丹尼爾女友咪

咪（Mimi）、荷格、我等人，各自都在部落格張貼照片，照片裡都展示著數字  5
的符號。

我的第一篇部落格文章包含圖 7-1 這張照片。

圖 7-1 替每日五瑕疵運動建立期待的照片。

（雖然我顯然想讓自己在照片中看起來很酷，但全世界似乎都因為我當時觀賞背景

電視正放映的《遇見波莉》（Along Came Polly）而感到有趣。潮流有時產生反效

果。）

我從維基百科摘取關於數字5的文字，放在照片底下：

5 是個數字，是個自然數，是個字符；是 4 和 6 之間的自然數。

5 在  4 和  6 之間，也是  2 和  3 之後、7 之前的第三個質數。因為  5 可以寫成
2^(2^1)+1，所以也歸類到費馬質數。5 是第三個索菲熱爾曼質數、第一個安全
質數、第三個梅森質數指數。5 是第一個威爾遜質數，以及第三個階乘質數，
也是交錯階乘。5 是愛森斯坦質數，沒有虛部，實部形式為 3n-1。5 也是唯一
屬於超過一對孿生質數的數字。

五被認為是唯一的奇不可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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