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維基百科發展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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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1-05
•中文維基百科與其它12種語言的百科全書計畫
同時成立，但沒有人撰寫中文條目，當時的系
統不支援中文直接輸入。

•在2002-10-24 Ghyll(現在的Mountain兄)解決此
問題之前，中文首頁只有測試文字，並沒有真
正的中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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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6/06的中文Wikipedia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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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12的中文Wikipedia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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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2-10-24
•Ghyll在工具軟體的輔助

下撰寫了中文維基百科

第一個有意義的條目

──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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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中文Wikipedia首頁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Pro" 試用版本建立 ÿ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中文維基百科開始時英文版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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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2-11-17

•Mountain和Formulax一起完成了維基軟體和說
明的中文化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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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3-10 

•《中國電腦教育報》專文介紹維基百科，中文媒體
首度對維基百科的正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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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3-10 

•wikipedia中文版名稱經過投票，定名為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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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3 
•在2003年至2004年中經過許多中國大陸媒體的報
導，新增了大量簡體使用者，有許多使用者大量將
繁體資料全面改為簡體，反之亦然，也有一些使用
者將簡體大量改為繁體，事實上並未編寫任何內容
的編輯。中文維基百科從以往的繁簡並陳，逐漸成
為簡體為主流的百科全書。中文版成立以來就不斷
出現繁體版或是台灣版維基百科獨立的呼聲，從這
段期間得到越來越多台灣使用者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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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5-14
•經過18個月的發展，中文維基百科突破10000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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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5-16
•中國時報《維基網路百科：大家來寫百科全書》，
係台灣主流媒體第一次以顯著版面介紹維基百科。

•而後於6月聯合報跟進報導《Wiki百科網書，你也可
寫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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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5-28

•以白話字系統書寫的閩南語版維基百科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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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6-03
•維基百科在中國大陸部分地區遭到半個月的封鎖，
流失大量使用者。因為封鎖的影響，封鎖前每日編
輯量都在600-1000次以上；封鎖後每日編輯量都維
持在400多次，下降了許多。而在中文維基百科被封
鎖的幾週內，中國大陸新開設了許多基於MediaWiki
軟體的Wiki網站。同時，台灣媒體相繼跟進報導維基
百科，相較於中國大陸人氣下降，台灣維基人大幅
增加，與台灣相關的條目每天都有許多次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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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6-20

•開設了以電子郵件討論的中文郵寄名單。

•http://mail.wikipedia.org/mailman/listinfo/wikiz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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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7

•7月到10月，中文維基百科新增加的維基人數量連續
負成長長達4個月，6月的封鎖可能是人氣下降的主
要原因。<Wikipedia:聊天/2004年9月 6月份的封鎖延緩了我們半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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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7-20

•系統升級，條目中可以穿插圖片，也能夠一步步查
閱條目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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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7-25

•中文維基百科第一次聚會在北京大學舉行，從聚會
的參與者的職業可以看出：維基人中以學生的比例
為最高；除此以外，對維基百科感興趣的人還包括
新聞傳媒領域的從業者、研究者和數位圖書領域的
研究者。而在聚會中，討論了中文維基百科商業化
與成立基金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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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8

•標榜繁體中文從中文版獨立出來的的維基百科──z
h-tw.wikipedia.org成立，並開始大量從中文版複製條
目。這個版本後來被封閉不能編輯，改為唯讀，網
址改為close-zh-tw.wikipedia.org。

• 詳見 http://mail.wikipedia.org/pipermail/wikipedia-l/2004-September/016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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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9-07

•第一個主題首頁──語言學首頁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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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09-23

•維基相關計畫網站在中國大陸地區再度遭到封鎖，
幾天後解除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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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4-12-23

•系統升級，繁簡與地區用語轉換功能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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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5-01-19

•台灣以wikipeida為主題的討論看板成立於ptt，並開
始有計畫的在BBS上推廣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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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5-02-07

•中文維基百科在過年前夕，突破20000條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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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5-03-05

•來自於台灣各地的維基人在台北聚會，首度提出地
區社群首頁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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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維基百科發展史

•2005-06-03

•中文維基百科突破30000條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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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 0-10000條目 費時18個月 2002.10-2004. 5

•10000-20000條目 費時 9個月 2004.  5-2005. 2

•20000-30000條目 費時 4個月 2005.  2-2005. 6

•30000-40000條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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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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