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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背景

有時 meetup 講題不多


中⽂的技術⽂章也不常⾒


講者、作者⼤多是熟⾯孔



Rob Napier, https://robnapier.net/talking

https://robnapier.net/talking


https://davedelong.com/blog/2018/04/29/you-should-give-that-presentation/

https://davedelong.com/blog/2018/04/29/you-should-give-that-presentation/


某⼈的不要臉紀錄（iOS 從業經驗⼀年多）

• Scroll view (2015, iOS@Taipei)


• Swift REPL (2017, CocoaHeads Taipe)


• ⽤ Auto Layout 計算最佳遊戲策略 (2017, CocoaHeads Taipei)


• Auto Layout，你從哪裡來，要往何處去 (2018, Taiwan iOSDC)


• Xcode 13 Vim mode (2021, CocoaHeads Taipei)


• Structured concurrency (2021, CocoaHeads Taipei)


• Unapplied instance member (2022, CocoaHeads Taipei)


• 給 Talk 的推⼒ & 阻⼒ (2022, CocoaHeads Taipei)



前⾔ / 背景

社群⼤部分的分享來⾃⼩比例的成員


• 更多元的臉孔 & 代表？


• 更多元的知識 & 經驗傳承？


與關⼼同樣問題，或考慮分享但還沒⾏動的朋友們，分享⼀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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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動機

同樣是做技術相關的分享，


對每個⼈有不同的意義  & 價值



打廣告
如：“We’re hiring”



宣導、推坑
如：Flutter 好棒、⼤家來⽤ Vim



⾃我成長
如：練習表達，藉教⽽學



Networking
交朋友，讓⼤家認識你



助⼈為樂
如：推廣知識，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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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共榮

就像 open source


每個⼈貢獻⼀點


⼤家都受益



Documentation
不要讓寶貴的知識流失



經營共學圈
單打獨⾾易疲乏，互相切磋增⾾志



認識彼此
其他 iOS 開發者：有的像你，有的不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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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

沒有東⻄好講嗎？


會不會其實有，只是沒有想到



我踩到坑啦
被搞的故事通常很有趣



最近這個技術很夯
你怎麼看 / 從哪裡下⼿

(下個⽉ WWDC 啦)



這個技術不新，但值得⼀看
舊 WWDC 等⼀樣值得談（有兩年 delay）



我做的這個可能很少⼈碰過
讓⼤家開開眼界



回到基本
並不是每個⼈都老⿃



我是這麼做的/走過來的
你的學習 & 職業經驗也許能做為他⼈參考



觀念、理論、⽅法論...
偶爾有比較抽象的東⻄燒燒腦也不錯



Live coding
什麼時候會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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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時間精⼒不夠就不⽤說了


分享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你的理由是正當的



上臺焦慮
絕對存在



舒適圈外
沒做過的事的確比較難 & 可怕



完美主義
不夠好的東⻄不敢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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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如果有⼼分享，只是跨不出去，倒也無妨


最終決定權在⾃⼰


這裡不深談怎麼克服各種困難


僅提供幾個實際建議



Don’t worry ‘bout it
不⽤超級原創，厲害，有趣也可以的



Keep it short
就算不有趣，如果短，就無傷⼤雅



Pick your topic
有些類別的題⽬可能比較適合你



Pick your format
短講，長講，⽂章，影片，tw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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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個分享吧
就今年怎樣？

Call to Action: You



營造容易分享的氛圍
需要你的⽀持

Call to Action: Community



拉⼈⼀把

Call to Action: Speakers



Rob Napier:

Paul Hudson:

Dave DeLong:

https://www.hackingwithswift.com/articles/96/how-to-deliver-a-talk-at-a-programming-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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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動機

社群共榮

題材                                  Thanks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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