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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BU維基新聞 
5B百無一用是書生第七次解任案分析報告 
經過兩個星期之後，百無一用是書生第七次解任案的用戶背景調

查報告的大部份數字性內容已經公佈。 
 
總有效票數一早已經公佈，支持有 196 票，反對有 204 票，中立

則有 19 票。無效票有 11 票支持，8 票反對，另有 2 票中立。聯

署人之一人未於事件前達自動確認用戶資格，因此亦判為無效

票。 
 
至於地區統計，從統計圖中可見，支持解任主要為來自香港的維

基人，有 120 票，其次來自中國內地，有 33 票；反對方面，主要來自中國內地，有 103 票，其次是台灣，有

39 票。中立票主要包含香港與台灣的維基人。當然，中國內地的維基人主要反對，香港維基人主要則為支持。 
 
到管理員投票意向方面，只有 1 名管理員投下了支持票，32 名管理員則反對，並有 1 人投下中立票。行政員

方面，有 6 名行政員投下反對票。 
 
最後探討編輯次數，超過兩萬次編輯的維基人，有 29 票反對，中立與支持各 2 票；超過一萬次者，56 票反對，

11 票支持，6 票中立。反過來看，少於 500 次編輯者，104 票支持（佔支持票半數以上），51 票反對，2 票中

立。 
 
調查亦發現，在投票初段，支持票一直領先，至 7 月 6 日起反對票則高於支持票。 
 

   
所在地統計－按意向  所在地統計－按地方  編輯數統計  投票增長統計 
（提供：HW，CC‐BY‐SA 3.0） 
 

6B荷蘭語維基百科解封政策引爭議 
日前，在基金會郵件列表上一些用戶圍繞荷蘭語維基百科的解封政策展開了討論。根據社群共識，荷

蘭語維基百科對於所有濫用傀儡的主賬戶進行的封禁均為永久封禁。但是，有些因此而被封禁維基人

希望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因此，從 2007 年 7月起，荷蘭語維基百科提供了一個解封的渠道——

被封禁者需要寫一封信，並附上身份證件的複印件，通過郵政系統寄給指定的用戶（目前為

User:RonaldB）。 
 

「  若要解封，使用該 IP 的用戶需要向一位受到社群信任的維基人郵寄一份信件（紙質）。

你可以通過用戶頁左下角「發送 Email」的鏈接聯繫到該用戶，他/她隨後會提供相應的

郵政地址。 
在信件中，你需要表明你的真實身份並提供身份證件（的複印件），並保證從此之後只

使用一個賬戶進行編輯，指明所希望使用的賬戶並提供一個常用的電子郵箱地址。 
管理員封禁時應當提供本條例的鏈接，並不要禁止原賬戶發送電子郵件的功能。本條例

明顯不適用於使用傀儡賬戶進行破壞的情況。  」
—Wikipedia:Blokkeringsmeldingen#Ontsnappingsclausule 的粗略翻譯 

投票比率資料 
提供：HW，CC‐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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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基金會的私隱政策，只有向基金會表明身份且受社群信任的用戶方可處理非公開的個人信息。上

述條款並未明確向用戶說明相關信息，而目前處理解封信件的 RonaldB 並未向基金會表明身份。雖然

這一解封政策是社群共識決定的，但是社群共識並不能違反基金會的私隱政策（例如即使社群同意，

也不可由管理員向維基媒體站點或是特定頁面加入訪問流量統計代碼）。許多用戶就此表達了自己的

擔憂，但目前為止尚未見到任何來自基金會的表態。 
 

7B維基人性別比例 
在基金會的五年戰略計劃中，目標之一是提高用戶參

與率，尤其是鼓勵女性進行編輯（HU先前的報道UH – 2011
年第 29期）。在編者調查中，基金會分析了相關數據，

試圖了解其中的趨勢。分析結果表明，若根據編輯次

數排列，性別比例在編輯次數的兩個極端出現明顯區

別，但在中間段則保持相對平衡。 
 
女性編者中，有三成僅作出了 1至 50次編輯，而相

對應的男性比例是 18%。在列表的另一端，23%的男

性編輯者作出了超過一萬次編輯，而僅有 18%的女性

編輯者達到這一數字。但是在參與這個調查的所有用戶中，有 91%是男性，只有 8.5%是女性。 
 
分析結果得到了媒體的關注，紐約時報對此進行了報道。Sue Gardner也就此寫了一篇博客，題為《女

人說：不編輯維基百科的 9個理由》。 

8B封禁申請討論 
討論上周進入第一．一程序，並就甚麼情況下可繞過封禁申請進行討論，亦討論了申請的程序等詳細

的議案。封禁者與裁決者分為二職討論已經結束，提案管理員僅可以初禁而不可定案，且需交由另一

位管理員或資深用戶覆核及定案（其資格將於稍後環節討論）。 
 
此討論非常需要經常參與封禁的管理員參與討論。 

9B新增奸角過濾器 
近日由於大量新用戶或 IP在劇集條目的角色介紹中加入「奸角」、「大奸角」或「亦忠亦奸」等非中

立字眼，根據上年討論結果，這些內容可被回退，且違反中立的觀點方針，因此目前已增加過濾器標

記這些編輯，並可隨時回退。考慮到絕大部份條目均不會用到這類字眼，相信這個過濾器對其他條目

編輯的影響甚微。 
 

10B其他消息 
 本周有兩位用戶成為管理員。Ben.MQ 以 79.5%支持率當選管理員，AT以 85.9%支持率當選。至

本期刊登時達師的申請仍未有行政員宣告結果。 
 一次香港維基人聚會於 7月 22 日星期五在香港銅鑼灣舉行，有 8人出席並討論維基各項話題。 
 客棧方針繼續就投票者的活躍程度要求進行討論。 
 「Wikipedia:志願者回覆團隊」因而實行多時而無反對，升格為正式方針。 

1BU外界關注 
11B維基人Aaron Swartz因下載JSTOR文獻被逮捕並起訴 
 

維基人性別資料 
提供：維基媒體基金會，CC‐B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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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on Swartz (User:AaronSw)是一位程序員、作家和互聯網活動家。日

前，他因非法下載 JSTOR 期刊數據庫文獻而被捕並被起訴。 
 
Aaron Swartz於 14歲時合作編寫了 RSS 1.0 規格，此後成為W3C RDF
核心工作組成員。他也活躍地參與維基媒體計劃，是 2006年理事會候

選人。他著名的作品之一便是Who Writes Wikipedia。 
 
檢方稱他攜帶一部筆記本電腦進入MIT並將其以訪客身份接入MIT 網
絡並使用 Python腳本大量下載 JSTOR 數據庫中的文獻。他大約下載了整個數據庫的三分之二內容，

據檢方的指控，他意圖將這些文件公布在 P2P 文件共享站點上。在被發現後，他將硬盤歸還 JSTOR，
而 JSTOR 發表聲明稱不會對他發起民事訴訟。但是 Swartz仍然被檢察官以電訊詐騙、計算機詐騙、

非法獲取受保護的計算機數據以及魯莽破壞受保護計算機的罪名起訴至聯邦法院。Swartz目前以 10
萬美元的保釋金獲得保釋。 
 

12BGoogle向維基媒體基金會提供Google Grants 
日前，Google向維基媒體基金會提供Google Grants，一個向非牟利機構捐贈AdWords廣告空間的計劃。

目前，維基媒體基金會正在測試這些廣告，未來可以在元維基中的Fundraising 2011/Updates見到這些

測試。關於Google Grants的詳情可以訪問 HUhttp://www.google.com/grants/UH  。 

2BU技術報告 
13B中文維基詞典增加Appendix名字空間 
為了方便維基詞典存放斯氏核心詞、古音構擬、詞頻表一類的內容，中文維基詞典在 7月 13日起啟

用 Appendix 及 Appendix_talk名字空間（附錄及附錄討論），目前該名字空間亦已經開始使用。 
 
較早前由於 Bugzilla的設置錯誤，未能夠正式使用該名字空間，而 Bugzilla已經有人提報相關錯誤，

且於 7月 24日修復。 
 

14B其他中文維基姊妹項目現在可以通過跨維基導入直接從中文維基百

科導入頁面 
為了方便中文維基跨計劃的導入工作，目前已經在維基教科書、維基詞典、維基文庫、維基語錄中啟

用跨維基導入的功能。 

 

在未啟用此功能之前，只有導入員能夠導入頁面，而且必須在中文維基百科先導出頁面，再前往該維

基導入頁面，此手續相同繁複，而且僅有數個人有這個權限。雖然在啟用之前，那四個維基能夠透過

導出再導入來進行導入工作，但很繁複，為了降低程序上的繁複，於 7月 18 日起，該四個維基啟用

跨維基導入功能。 

 

在啟用跨維基導入功能之後，該四個站點的管理員就可以前往 Special:Import並導入相關的條目，只

要先設置來源維基，再輸入來源頁面，並設置是否包含模板及是否導入所有修訂版本，再選擇目的名

字空間並輸入理由，就能完成導入。 

 

檔案上傳導入與跨維基導入的分別： 

Aaron Swartz 
提供：Sage Boss，CC‐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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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上傳導入允許導入多於一個頁面，跨維基導入則不允許 

 檔案上傳導入無法選擇名字空間，跨維基導入則允許 

 檔案上傳導入允許導入任何維基的內容，跨維基導入只允許指定維基的導入 

 檔案上傳導入在匯出維基設定是否導入所有修訂版本及模板，跨維基導入則在導入維基設定 

 檔案上傳導入需要先下載 XML檔案至電腦上，跨維基導入則不需要 

所有導入員、跨維基導入員、管理員均能使用這個功能。由於版權的問題，維基新聞未有啟用是項功

能。 

 

 

15B印地語維基百科啟用維基友愛擴展 
在英文維基百科啟用了維基友愛擴展一段時間後（HU之前

的報道UH – 2011年第 28 期），印地語維基百科也啟用了維

基友愛擴展，成為第二個啟用相關擴展的語言版本。 

 

維基友愛擴展是一個於 2011年 2月開始由維基媒體基金

會技術團隊開發的擴展，目的是令維基百科變得更加充

滿維基友愛，因為維基媒體基金會的研究意識到在用戶

頁上的留言出現了很多批評或警告的信息。 

 

6月 30日英文維基百科啟用了，7月 16日印地語維基百科啟用了，中文維基百科也正於客棧的技術

分頁中討論是否啟用。 

 

要使用維基友愛，首先需要點選 按鈕，之後便會進入第一步，就是選擇要送的是甚麼。第二步，就

是選擇送的是甚麼星章/食物，並輸入一句感謝的說話。完成之後，你必須要進入第三步－預覽，才

能提交星章；預覽無誤後，請點選發送星章的按鈕。 

 

       
第一步  第二步－未完成  第二步－已完成  第三步 

（提供：維基媒體基金會，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備註：維基友愛的界面已經翻譯了為中文，但目前的界面圖片未有中文版的製作。另由於圖片為開發

階段的初稿，可能與實際使用有些少不同。 

16B測試相對協議URL 
作為全站啟用HTTPS鏈接的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基金會技術團隊在  HUhttps://test.wikipedia.org/ UH  啟用了

相對協議URL(Protocol‐relative URLs)。 

 

一般情況下，URL會顯示為HUhttp://test.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UH  或

者HUhttps://test.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UH ，雙斜杠之前的部分定義了使用的協議。而相對協議則使

研究結果 
提供：Staeiou，CC‐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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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類似於//test.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的地址。瀏覽器會將鏈接指向當前瀏覽時使用的協議。例

如瀏覽者正以HTTPS協議瀏覽網站，那麼先前的鏈接將會指

向HUhttps://test.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UH  ，反之亦然。 

 

目前技術團隊已經在數個內部計劃以及 Test Wiki上啟用了這一功能，以便社群在未來幾周內對該功

能進行測試。這一改動對普通用戶來說並無明顯區別，但是可能會對 API用戶造成一定的影響。詳情

請參考基金會博客文章。 

 

 

17B移動設備的編輯功能 
在基金會的 5年戰略計劃中，其

中，在未來一年裡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將維基百科的年移動設備

閱讀量從目前的7億次提高到20

億次（HU先前的報道UH – 2011年第

29期）。目前維基百科使用的網

絡站點（m.wikipedia.org）並不支持編輯功能，但是 2011年編者調查的結果顯示，仍然有一小部分（佔

7%）的編者使用移動設備訪問普通版維基百科（www.wikipedia.org）並進行編輯。 

 

雖然很多人普遍認為移動設備一般不適合文字錄入，在編者調查中我們發現仍然有 28%的用戶希望移

動版維基百科提供「段落或句子編輯」的功能，還有 22%的用戶希望看到移動設備上建立新條目的功

能。不過令人意外的是，雖然上傳照片的功能在移動設備上非常常見，但是上傳圖片至維基媒體共享

資源的功能只得到 21%編者的響應，名列倒數第一。另外，有 22%的用戶希望在移動設備上提供反破

壞巡查工具。此外，基金會也在印度和巴西對移動設備用戶進行了調查，結果顯示，有 38%的用戶希

望可以將條目保存至本地以供離線閱讀甚至是編輯。 

 

為了更好地提供優秀的移動設備用戶體驗，基金會號召志願者參與相關功能測試，並參與正在進行的

2011年移動設備閱讀者調查。 

18B其他消息 
 印地語維基百科除啟用維基友愛擴展，還啟用了 Extension:NewUserMessage擴展，使新用戶一註

冊時即自動歡迎而無需人工歡迎。 

 

3BU質量提升 
19B特色內容 
本周有四項特色內容產生，分別為 1個特色列表、1張特色圖片和 2個特色條目。 

 古典經濟學家列表成為特色列表。 
HU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85%B8%E7%B6%93%E6%BF%9F%E5%AD%B8%E5%AE
%B6%E5%88%97%E8%A1%A8UH   

 File:CRH380A 60031 driver left.JPG成為特色圖片，作者為User:Crazy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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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RH380A_60031_driver_left.JPG UH   
 無畏號航空母艦成為特色條目。無畏號航空母艦是一艘隸屬於

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為埃塞克斯級航空母艦的三號艦。她是

美軍第四艘以無畏為名的軍艦，艦名源自美國海軍於 1803年俘

獲的一艘火船。無畏號於 1941 年開始建造。建造僅開始數日，

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參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並加快建造

無畏號等航空母艦。1943年無畏號下水服役，開始參與太平洋

戰爭。戰後無畏號退役封存，在朝鮮戰爭後開始進行SCB‐27C
改建，又在期間重編為攻擊航母（CVA‐11），於 1954年在大西

洋艦隊重新服役。稍後無畏號又進行SCB‐125 現代化改建，增

設斜角飛行甲板。 
HU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7%95%8F%E8%99%9
F%E8%88%AA%E7%A9%BA%E6%AF%8D%E8%89%A6UH   

 慕尼黑機場成為特色條目。慕尼黑機場位於德國慕尼黑東北 28
公里的埃爾丁沼澤，緊鄰弗賴辛。它於 1992 年 5月 17 日投入

使用，以取代原本因周邊密集的住宅而規模無法擴建的慕尼黑

－里姆機場。慕尼黑機場是歐洲最大的航空樞紐之一，約 100
家航空運營商在此提供航班飛往全球 69個國家的 242個航點。在 2010 年，若以旅客吞吐量計，

慕尼黑機場的規模排名德國第二，同時位居歐洲第七位及世界第三十位。 
HU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5%95%E5%B0%BC%E9%BB%91%E6%9C%BA%E5%9C%BAUH   

20B優良內容 
本周有 5個條目成為優良條目。 

 愛德華·泰勒斑豹豬籠草，學名：Nepenthes burbidgeae，呈片狀的

分布於婆羅洲沙巴的基納巴盧山及坦布幼崑山附近，可能是所有

產於基納巴盧山的豬籠草中最稀有的。它典型的原生地為苔蘚森

林和山地森林中低矮的灌木叢和開闊的陡峭山脊。根據 2000年的

評估，斑豹豬籠草已被列入了《2006年世界自然保護聯盟瀕危物

種紅色名錄》中，保護狀況為瀕危。 
HU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91%E8%B1%B9%E7%8C%AA%
E7%AC%BC%E8%8D%89UH   

 2011年印度尼西亞羽毛球首要超級賽，為第 30屆印度尼西亞羽毛

球公開賽，是 2011年世界羽聯超級系列賽的第六站；亦是本賽季

五個首要超級系列比賽之一。本屆賽事於 2011年 6月 21日‐26日

在印尼雅加達的格羅拉蓬卡諾體育場舉行，除了男單項目由世界

排名第一、馬來西亞的李宗偉勝出外，其餘四項冠軍皆由中國隊

的成員奪得，而東道主印尼則只得到女雙和混雙兩項亞軍。 
HU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1%E5%B9%B4%E5%8D%B0%E5%BA
%A6%E5%B0%BC%E8%A5%BF%E4%BA%9E%E7%BE%BD%E6%AF%9B
%E7%90%83%E9%A6%96%E8%A6%81%E8%B6%85%E7%B4%9A%E8%B3%BDUH   

 天津鹼廠，全稱為天津渤化永利鹼業有限公司，其前身是由「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范旭東於

1914年在天津創辦的久大精鹽公司和 1917 年依託久大精鹽創辦的「永利制鹼公司」。永利鹼廠

是中國創建最早的制鹼廠，開創了中國化學工業的先河。由該廠生產的「紅三角牌」純鹼，早在

1926年美國費城世界博覽會上獲得了金獎，並使中國生產的化工產品的首次出口海外。永利鹼

廠和南開大學、《大公報》同時被稱為「天津三寶」。 
HU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7%A2%B1%E5%8E%82UH   

 麥理浩，英國資深外交官及殖民地官員，1971年至 1982年出任第 25任香港總督，他的任期前

後長達 10 年半，先後獲四度續任，是香港歷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港督。 
HU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A%A5%E7%90%86%E6%B5%A9UH   

在第一列從天津西站發出的
京滬高鐵列車(2011‐06‐30，
G215，車號 60031)上拍攝的
CRH380A 駕駛室左部，能清
楚的看到左部控制開關，也
能清晰地看到控制電腦螢幕
的大部分。 
提供：Crazysoft，CC‐BY‐SA 3.0, GFDL

愛德華‧泰勒 
公有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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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德華·泰勒（提名），是一位出生於匈牙利的美國理論物理學家，被譽為「氫彈之父」。除氫彈

之外，他對物理學多個領域都有相當的貢獻。泰勒晚年對於一些軍事與公共議題，發表了一些具

爭議性的技術解決方法，其中包括計劃在阿拉斯加利用熱核爆開鑿港口。他是羅納德·雷根的戰

略防禦計劃之熱衷支持者。泰勒的一生因其科學才能、欠佳的人際關係，以及善變的個性而知名。

此外也被認為是 1964 年電影《奇愛博士》的靈感來源之一。 
HU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5%BE%B7%E8%8F%AF%C2%B7%E6%B3%B0%E5%8B%92 UH   

 

21B動員令 
動員令參與條目已達 340條，同時超過 100人報名，當中接近 60人達參與資格，近 40人已經完成動

員令的最低要求。 
 
動員令貢獻目前有 6條優良條目、1條特色列表。另外，還有接近 110條的新條目推薦條目，及超過

210條的達標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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