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Nsiders4Good 
Event in a Box
Create-A-Thon
主持您自己 Create-A-Thon（创意马拉松）的完整指南 
为社会造福的黑客马拉松，由 Windows 预览体验成员提供支持

我是一名 

Windows 
预览体验
成员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



在 Microsoft，我们的使命是支持全球每个人、每个组
织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携手努力，共同成就非凡。

Windows 预览体验成员是全球借技术之力造福人类
的最大的社区之一。Create-A-Thons (CAT) 是充分
利用社区技能和能量，应对无家可归或负担不起住
房等社会问题的绝佳方式。

我们深知，在短短两三天内不可能解决困扰人们数
十载的难题，但我们可以逐步解决基础问题，化整
为零，逐一攻克。

表现出您所做的事情意义非凡的样子，结果就真的会大 
不同。
~William James

除非有像您一样的人关心大局，否则改进形势就无从谈
起，根本不可能改进。
~Seuss 博士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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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WINsiders4Good 
Create-A-Thon (CAT)？

CAT 的目标是什么？

希望组织您自己的 
CAT？

保持连接 

#WINsiders4Good Create-A-Thon 是一系列为期两三天的活动，效仿传统黑客马
拉松的形式，并作出了一定的调整。

这些活动将 Windows 预览体验成员的技术头脑与本地创意人才和非盈利/社会组
织相结合，应对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

具体内容因活动而异（例如，无家可归、难民危机、政治参与等），最终结果的
形式可能是网站、应用程序、程序设计甚至是政策，活动没有限制，任您发挥。

CAT 帮助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和 Windows 预览体验成员实现互补目标。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可以开展 CAT，与 Windows 预览体验成员互动并启迪他
们，借助 Windows 10 和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社区的力量成就更多精彩。

Windows 预览体验成员与彼此交流并与本地人才互动，以全新的方式运用其技能
和才干。这次活动进而将新技能和人才引入了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使得针对 
Windows 的反馈更加可靠，让我们的 Windows 社区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能有机会与才华横溢的 Windows 预览体验成员共同在全球开展 CAT 让我们倍感 
激动。

发送电子邮件至 wipevent@microsoft.com，让我们知道您在策划一场这样的活动。

预览体验成员报名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 Slack 群组，包含来自全球各地的 CAT 参与者。请填写本表单， 
以便我们将您添加到 Slack 群组。

另外请您的参与者在活动第 1 天填写表单，以便我们在不能相聚时为您提供支持。

活动后跟进措施
在这些天宣传 CAT 和活动时，使用话题标签 #WINsiders4Good。这样我们就可以
转发您的推文，共同分享乐趣。

在活动结束后，我们渴望听到您的反馈。

我们希望在 CAT 活动期间创造的所有内容和知识产权能造福全世界。我们鼓励您
在 GitHub 上发布代码，并允许他人借鉴和改进。我们都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共同
创造我们心目中的美好世界。

mailto:wipevent%40microsoft.com?subject=
https://onedrive.live.com/survey?resid=8EB8B41E1F36ED2B!190683&authkey=!ANHkV8oYLFYWBqY
https://github.com/windowsins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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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明智选择问题，让活动专注于创建解决方案，减少浪费在辩论上的时间。理想

的问题应该能够引起社区共鸣，并且包含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方面。

• 安排主题专家参与活动以充实整个体验，因此应联系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代
表，介绍有关问题和潜在解决方案的观点。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能全程参与
活动，并就解决方案出谋划策。单击此处从推荐慈善机构列表中选择。

• 可以在 CAT 的学习环节中添加有关如何创建解决方案、如何制作有力的推销演
讲以及有关 Microsoft Azure、数据科学等其他内容。我们已经录制好了一些此
类内容供您使用，但鼓励您与您所在地区的专家接洽合作。

角色
• 确定负责活动开场、总结、团队组织的 “活动主持人”，公布 CAT 期间的重要

活动。

• 请能帮您处理后勤问题的好友和同事加入，例如：您是否还需要水？需要餐叉
吗？需要制作标牌吗？您要确保诸如此类的小问题不会困扰您或导致活动脱离正
规。强烈推荐额外安排 2 到 3 名 “CAT 后勤负责人”，确保活动当天一切顺利。

参与者
• 在 CAT 活动上，建议每支团队都包含具有不同技能的不同类型思想者，以便创

建动态解决方案。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代码编写者和开发人员，而是希望您招
募设计和艺术领域的各类创意人才。

• 理想的团队应包含创意思想者和技术人员。此外，该团队还需要拥有负责对解
决方案进行项目管理、保证其有条不紊的人员。采用 “万能卡牌” — 能促使您不
断思考的人！

日程安排
• 建议活动最长不超过 3 天。此外，活动应该安排在周末，从周五晚上开始，到

周日下午结束。如果空间或预算不允许，也可以安排 2 天的活动，即周五晚上
开始，周六晚上结束。务必牢记，多安排一些时间能让原型设计更加完善。

• 不推荐通宵活动。通宵活动只会让参与者精疲力尽，收益将不断递减。此外，
商讨隔夜使用会议场地也可能较为困难。

场地
• 您将在这个场地渡过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最好选择带窗户、通风良好、光线明

亮的空间，让创意流畅无阻！ 
• 确保场地位于中央位置，容易找到，最重要的是，保证与会者可以便捷地进入

建筑物。设立指路标牌，确保入口人员（接待员、礼宾员等）了解您活动的举
办时间和地点，以防有人向他们问路。

• 电源插座和延长线 — 先确定您认为需要多少此类设备，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倍！
人们会在活动中使用笔记本电脑、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

• 能够上网十分重要，因此务必检查您会议场地的 Wi-Fi。使用时是否需要收费？
在指定活动空间中，信号是否会减弱？连接是否够快/够强，足以处理您所连接
的设备数量？

成功举办 CAT 的最佳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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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点心
• 在参与者抵达时，准备好小吃和饮料。这能让到场人员补充精力，也能避免他

们无聊。参与者会耗费大量精力，因此应安排丰盛的餐点，并在全天供应小吃
和饮料。全天工作会让预览体验成员们饥肠辘辘！一定要安排好素食、犹太饮
食和伊斯兰饮食。

主题
选择能引起社区共鸣、能激发建设性沟通、启迪解决方案构建的主题。Create-A-
Thon 的宗旨并不是激发争论，而是进一步了解大家关心的问题，支持本地机构在日
常工作中应对这样的问题，并启迪您发挥自己的力量，让您所在的社区更加美好。

我们询问了 Windows 预览体验成员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全球社区，也
是您确定 CAT 主题的良好起点。如果您还有其他推荐的想法，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1. 无家可归：
a. 长期无家可归人士
b. 近期刑满释放人员
c. 精神病患者

2. 负担得起的住房 
3. 心理健康/解决与其相关的不良名声

4. 使用/收集自然资源，例如水 
5. 教育

a. 教育领域中的技术
b. 早期编码教学
c. 增加贫困地区获得教育的机会
d. 筹资发展中学后教育
e. 教会老年人使用技术 

6. 让刚刚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人体验技术并为他们提供相关教育
a. 澳洲原住民
b. 非洲部落

7. 帮助食不果腹人士

8. 防范自杀

9. 退伍军人支持/福利
a. 防范自杀
b. 重返平民生活
c. 职业技能

10. 利用 HoloLens，通过自适应混合显示头戴设备应对身体残障

成功举办 CAT 的最佳 
实践（续）



找到您的非营利合作伙伴
既然您已经选好了关心的主题，接下来就可以在这里寻找当地合作伙伴。 
如果您与某家非盈利组织有合作关系，但该组织未列入此名单，可以通过 
wipevent@microsoft.com 将其信息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帮您添加您首选 
的组织。

后勤：场地
除了如上所述选择光线明亮、通风良好的空间之外，还应该注意以下事宜：

• 互联网访问能力至关重要！确保在整个活动场地内均可使用 Wi-Fi，并且保证信
号足够强。这可以让您的参与者在他们感到舒适的地点轻松会面和工作。必须
保证整个房间内有充足的电源插座和电源线。人们需要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
设备充电，因此每个卡座/团队至少应有一条电源线可以使用。此外，CAT 后勤
负责人也需要可用于计算机、投影设备等设备的电源插座。

• 您的房间应采用卡座式布局，每个卡座可供 4 至 6 人就座。尽管现场员工会得
体地安排房间，但应了解，在全天活动当中，您的团队可能会重新布置桌椅以
适应其自己的需要。

• 参与者常常会全神贯注考虑自己的项目，甚至在用餐时间也是如此。一定要保
证 CAT 会议室内有充足的空间，便于提供餐饮服务。

• 根据参与者的出发地，您的场地应位于中央地段。最好能选择靠近公交车/火
车/地铁站的场地。在大多数人都自行驾车参加活动的城市中，应考虑附近有公
共停车位的场地。

• 务必在所有入口处设好指路标牌，保证参与者能轻松找到会议室。

• 活动挂图、白板、便利贴、记号笔等都是捕捉灵思妙想的有用工具。

• 背景音乐有助于人们发挥创意。一定要牢记，我们所说的是背景音乐 — 不要让
音乐声音过大，那只会分散人们的精力。

成功举办 CAT 的最佳 
实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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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科隆 3 天活动

第 1 天
15:00/3:00pm  欢迎和简介

15:30-16:00/  背景介绍：
3:30-4:00pm  慈善活动

16:00-16:30/  快速演讲：
4:00-4:30pm  解决方案设计简介

16:30-18:00/  构思形成/
4:30-6:00pm  组建团队

18:00/6:00  结束

第 2 天
9:00-10:00/  早餐
9:00-10:00am

9:30-10:00/  快速演讲：
9:30-10:00am  讲故事（视频）

10:00-12:00/  工作时间/
10:00am-12:00pm  导师巡场

12:00-13:00/  午餐
12:00-1:00pm

13:00-15:30/  工作时间/
1:00-3:30pm  导师巡场

15:30-16:00  快速演讲：
3:30-4:00pm  HoloLens

16:00-18:00/  工作时间/
4:00-6:00pm  导师巡场

17:00/5:00pm  晚餐

18:00/6:00pm  交还设备/结束

第 3 天
9:00-10:00/  早餐
9:00-10:00am

10:00-13:00/  工作时间/
10:00am-1:00pm  导师巡场

13:00/1:00pm 午餐

13:00-14:00  项目总结
1:00-2:00pm

14:00-15:00  演示
2:00-3:00pm

15:00-16:00  联谊
3:00-4:00pm

16:00/4:00pm  交还设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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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西雅图 2 天活动

第 1 天
6:00-7:00pm  欢迎并致开场词 

背景介绍：无家可
归人士的复杂问题

7:00-7:30pm  午餐和组建团队

7:30-8:00pm  思路说明及最终敲
定团队

8:00pm  开始工作！

10:00pm  交还设备/结束

第 2 天

9:00-10:00am  早餐

10:00am  快速演讲原型设计
简介

10:30am- 工作时间/  
12:00pm 导师巡场

12:30-1:30 pm  午餐和学习：数据
服务简介

1:30-4:00pm  工作时间/导师巡场

4:00pm  快速演讲：讲故事

4:30-6:00pm   解决方案总结

6:00pm  演示

7:00pm  晚餐和联谊

10:00pm   结束

附录 A： 
CAT 流程示例 
（2 天和 3 天版本）



时间表规划

6 周前
• 选择主题

• 查找并邀请问题专家

• 与专家协调配合锁定日期（与在确定日期之后寻找有空的专家相比，这样做更
为简单）

• 在选定日期后，寻找场地

• 考虑具有以下能力的企业 “支持者” 
 ◦ 免费或低价提供会议场地
 ◦ 提供餐饮服务
 ◦ 提供帮助，例如开发人员/编码人员，联系主题专家等

• 与 WIP 团队合作邀请本地 Windows 预览体验成员

4-5 周前
• 确定场地

• 确认专家

• 邀请参与者

• 请可以帮助联系参与者以分享活动邀请的组织注册

2-3 周前
• 注意 RSVP 答复 
• 按需邀请其他参与者

• 确认场地并订购餐饮

1 周前
• 向已经答复的参与者发送提醒电子邮件

• 确认/提醒专家

• 订购餐饮

• 保证耗材供应，例如名签、即时贴、笔/记号笔等

• 与支持活动的所有人确认时间表，例如餐饮服务承办者、活动场地、 
演讲者等。

Create-A-Thon 当天
• 尽情享受活动的愉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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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活动前准备工作



邀请函模板

您好，

我是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的一名成员，这是全球借技术之力造福人类的最大社
区之一。我能感受到，您与我们心灵相通。

因为您从事有关 {Insert Issue} 问题的工作，我诚挚邀请您参加我们举办的 Create-
A-Thon 活动，与我们共同解决 {Insert Issue} 难题。

项目形式不拘一格，可以是业务项目、非盈利项目、计划、志愿者工作、品牌重塑
或其他任何形式。我们拥有来自非营利组织或其他组织的专家，届时将探讨地方性
问题的细节（无家可归、住房危机等），帮助指引对城市确有裨益的解决方案。

我想请您参加我们在几周后举办的 Windows 预览体验成员 Create-A-Thon (CAT) 
活动。我们将在 {City Name} 相聚，共同解决 {Topic} 的问题。

时间：  日期和时间，星期几（因为时间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应具体到每天的
时间）

地点： 场地名称、地址、房间名称/编号（如果适用）

参与方法：注册网站超链接（例如 Eventbrite）

Create-A-Thon 活动的目标是：

• 利用技术切实为我们所居住和热爱的城市造福。

• 接洽城市中更多元化的创作者群体，汇集多种独特视角，以独特的方式解决 
难题。

• 促使本地社区彼此互动，包括当面沟通和后续接洽。

{City} 要解决的本地问题是 {Topic}。
此 #WINsiders4Good 计划由预览体验成员制定，专为预览体验成员而生。

通过支持预览体验成员实现技术及其所属的丰富社区的力量，他们就能改变整个
世界。

我们希望您能前来参加，成为如此壮举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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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非营利组织邀请函



2 天活动模型：具体计划 
第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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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应该根据参与者的目标受众以及本地办事处或学校的一般工作时间调整
开始时间。

附录 D：基于 WIP 团队经验教训的具体计划

时间段 计划时间 日程项目 详细信息 工具

1 小时前 16:00/4:00pm 空间安排和准备工作 确保空间设置便于彼此沟通和协作。 
建议：抵达时准备好饮料和小吃。

30 分钟 16:30/4:30pm 联谊时间 并非所有人都会按时到达。可以让先到者相互沟通。如果
像在德国一样，所有人都准确守时，那么不一定要如此 :)

15 分钟 17:00/5:00pm 计划简介和背景介绍 用 15 分钟时间，说明为什么邀请参与者共聚一堂，说明要
实现的目的，以及团队要解决的问题。

示例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30 分钟 17:15/5:15pm 参与者简介 抽些时间，让每一位参与者做自我介绍，说明他们希望学
习或者可以指导他人学习的技能，他们能提供的技能，以
及他们希望分享的有趣个人详情。

15 分钟 17:45/5:45pm 深入探究问题 I 本地非营利组织代表、专家应讨论问题复杂性、其组织的
应对方法，以及有效方法和无效方法。

15 分钟 18:00/6:00pm 深入探究问题 II 建议：最好由不超过 2 名代表提供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

15 分钟 18:15/6:15pm 专家问答时间 允许小组在演示之后将问题发布给所有代表。

30 分钟 18:30/6:30pm 晚餐 参与者联谊，开始逐步渗透解决方案，与潜在的团队成员
沟通。

30 分钟 19:00/7:00pm 组建团队并介绍解决 
方案思路

请有潜在解决方案的成员介绍自己的思路，说明所需技能
类型，帮助他们组建包括 PM、开发人员/编码人员、创意
人才的团队，为解决方案提供设计/UI/UX，并提供思路开
发的 “万能卡”，尽情享受乐趣！

1.5-2 小时 19:30/7:30pm 工作时间 此时大家头脑中的思路尚且新鲜，新团队刚刚组建完成。
给团队留出一些时间，将思路梳理清晰，并确定作为团队
开展工作的具体方式。
建议：通宵工作会让人们精疲力尽。我们建议您在晚上 9 点或  
10 点结束活动，让所有人都能尽早休息，准备好迎接漫长的 
第二天。

21:00-22:00/ 
9:00-10:00pm

结束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257B1499FDA3-19D2-48BC-872A-38E7BAE4AB74%257D&file=CAT%20Sample%20deck.pptx&action=default&IsList=1&ListId=%257BE48D5B5B-56FA-445C-91A7-32C5026A5C79%257D&ListItemId=2%20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257B1499FDA3-19D2-48BC-872A-38E7BAE4AB74%257D&file=CAT%20Sample%20deck.pptx&action=default&IsList=1&ListId=%257BE48D5B5B-56FA-445C-91A7-32C5026A5C79%257D&ListItemId=2%20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_layouts/15/WopiFrame.aspx?sourcedoc=%257B1499FDA3-19D2-48BC-872A-38E7BAE4AB74%257D&file=CAT%20Sample%20deck.pptx&action=default&IsList=1&ListId=%257BE48D5B5B-56FA-445C-91A7-32C5026A5C79%257D&ListItemId=2%20


2 天活动模型：具体计划（续）

第 2 天*

3 天活动模型：具体计划
第 1 天的所有环节保持相同。第 2 天，只是要给参与者留出工作时间，而非做演示。

第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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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应该根据参与者的目标受众以及本地办事处或学校的一般工作时间调整
开始时间。

附录 D：基于 WIP 团队经验教训的 
具体计划（续）

时间段 计划时间 日程项目 详细信息 工具

30 分钟前 8:30/8:30am 空间安排和准备工作 确保房间与您离开时相同，确保做好早餐准备。

30 分钟 9:00/9:00am 早餐 参与者与其团队重新沟通，准备好开启高效率的 
一天。

建议：准备好充足的咖啡和早餐商品。

30 分钟 9:30/9:30am 快速演讲：讲故事 视频：故事大师 James Whitaker 如何讲精彩的故
事视频

2 小时 10:00/10:00am 工作时间 团队开始陈述其项目，分配任务等

1 小时 12:00/12:00pm 午餐 所有人休息并用餐，以便精力充沛地回到团队！

4 小时 13:00/1:00pm 工作时间 团队继续处理其项目

1 小时 17:00/5:00pm 工作晚餐 团队最终确定演示文稿

1 小时 18:00/6:00pm 演示文稿 团队演示其解决方案

1 小时 19:00/7:00pm 联谊 团队有机会进行联谊，探讨所演示的解决方案，分享个人联
系信息并共同制定计划，继续处理这些项目！

1 小时 21:00/9:00pm 交还设备/结束 总结，感谢所有人的参与并致闭幕词

时间段 计划时间 日程项目 详细信息 工具

30 分钟前 8:30/8:30am 空间安排和准备工作 确保房间与您离开时相同，确保做好早餐准备。

30 分钟 9:00/9:00am 早餐 参与者与其团队重新沟通，准备好开启高效率的一天。
建议：准备好充足的咖啡和早餐商品。

3 小时 9:30am-12:30pm 最终确定演示文稿和原型 团队最终敲定其原型设计和演示文稿。

30 分钟 12:30-1:00pm 午餐

1 小时以上 1pm-结束 演示文稿 让每支团队通览其解决方案（10 分钟），为参与者安排问答
环节。这个时间段取决于您有多少名参与者和多少支团队。

结束语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id=%252Fteams%252FWINsiders4good%252FShared%20Documents%252FWhitaker%252Ewmv&parent=%252Fteams%252FWINsiders4good%252FShared%20Documents%20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id=%252Fteams%252FWINsiders4good%252FShared%20Documents%252FWhitaker%252Ewmv&parent=%252Fteams%252FWINsiders4good%252FShared%20Documents%20
https://microsoft.sharepoint.com/teams/WINsiders4good/Shared%20Documents/Forms/AllItems.aspx?id=%252Fteams%252FWINsiders4good%252FShared%20Documents%252FWhitaker%252Ewmv&parent=%252Fteams%252FWINsiders4good%252FShared%20Document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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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寻找非盈利组织和 NGO 合作伙伴，不妨从此列表入手。如果在此处未找到，
您可随时通过 wipevents@microsoft.com 联系我们。
Action Aid

Acumen

Aflatoun International

Akshaya Patra Foundati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AMREF Health Africa

APOPO

Ashoka

Barefoot College

BRAC

CARE

Ceres

Child & Youth Finance International

CIVICUS

CORDAID

Cure Violence

Danish Refugee Council

Digital Divide Data

Gain

Generations for Peace

Gram VIkas

Grameen Foundation

Habitat for Humanity

Handicap International

Heifer International

Helen Keller International

Help Ag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Watch

附录 E： 
非盈利组织与  
NGO 合作伙伴 iDE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Landesa

Medecins Sans Frontières /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Mercy Corps

Movember Foundation

One Acre Fund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Oxfam

Partners in Health

PLAN International

Poverty Action Lab

Rare

Riders for Health

Room to Read

Root Capital

Saude Criança

Save the Children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Skoll Foundation

The Aman Foundation

Tostan

Viva Rio

Voix Libres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YCAB Foundation

来源：NGO 顾问：全球 NGO 500 强 https://www.ngoadvisor.net 

mailto:wipevents%40microsoft.com?subject=
http://www.actionaidusa.org/
http://acumen.org/
http://www.aflatoun.org/
https://www.akshayapatra.org/
https://www.amnesty.org/
http://amref.org/
https://www.apopo.org/
https://www.ashoka.org/
https://www.barefootcollege.org/
http://www.brac.net/
http://www.care.org/
http://www.ceres.org/
http://childfinanceinternational.org/
http://www.civicus.org/
https://www.cordaid.org/
http://cureviolence.org/
https://drc.dk/
http://www.digitaldividedata.com/
http://www.gainhealth.org/
http://www.generationsforpeace.org/
http://www.gramvikas.org/
http://www.grameenfoundation.org/
http://www.habitat.org/
http://www.handicap-international.us/
http://www.heifer.org/
http://www.hki.org/
http://www.helpageusa.org/
https://www.hrw.org/
https://www.ideglobal.org/
https://www.rescue.org/
http://www.landesa.org/
http://www.doctorswithoutborders.org/
http://www.doctorswithoutborders.org/
https://www.mercycorps.org/
https://us.movember.com/
https://www.oneacrefund.org/
https://www.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
https://www.oxfam.org/
http://www.pih.org/
https://plan-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povertyactionlab.org/
https://www.rare.org/
http://www.riders.org/
http://www.roomtoread.org/
https://www.rootcapital.org/
http://www.saudecrianca.org.br/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
https://www.sfcg.org/
http://skoll.org/
http://www.theamanfoundation.org/
http://www.tostan.org/
http://vivario.org.br/en/
http://www.voixlibres.org/
http://www.wvi.org/
http://www.ycabfoundation.org/
https://www.ngoadvis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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