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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會會務動態

（一）業主廣告不成 意圖向本會買職位

維基百科的影響力、公信力及搜尋引擎上的優勢，

一直是有廣告、公關需求者想要控制的地盤。不過日前

本會收到信函，有廣告條目遭到刪除、帳號被封禁的業主要求本會解除封禁，同時提議本會

給予該公司管理員權限，該公司願以贊助交換。由於該項提議違反維基精神，也不符合維基

的管理模式，理事會簡單做成「不予理會」的決定。

因為編寫內容遭刪，而向本會求助的公司過往案例甚多。大多數處理原則都是建議參與

寫作聚會，由在場的資深維基人了解其需求後，依據維基百科編寫的規範給予建議。大半都

是引導至書寫該公司自豪的專業知識、其次則是指導如何寫出有第三方來源、立場中立的內

容。如果想要書寫的條目尚不具關注度，則會儘量勸說先去經營自己企業或產品的關注度。

除非指導者自己對於該公司或產品有興趣，否則甚少直接幫忙代筆寫作。(Reke編)

（二）社群年度計畫收單 六社群提案

由本會邀請各社團提出的 2017年度計畫，在 9月底收單。共計有六個社群提出了申請，
正好專題性社群兩個(醫學社群、女性社群)，地方性社群兩個(新竹、高雄)，學校社團兩個
(台大、中山醫)，呈現了台灣社群發展的多元性。

根據計畫內容，醫學社群及女性社群皆提出了新的活動型態。醫學社群有意舉行實體講

座，邀請專業醫師演講特定主題，順勢將該主題的條目進行擴充；女性社群「薇姬的房間」

則將配合國際，推動女性傳記條目消紅計畫，同時到各女子中學進行推廣。

兩個學校社團由於都是在今年 9月開學後成立，因此發展目標上，都將社員特別是大一

新生的召募列為重要事項；而在地方社群方面，新竹有意同時發展帶有專題性質的「生科技

畫」，高雄社群則希望能建立學校社群。

所有的計畫皆公布在元維基上，並在頁面最下方留有討論區，做為與計畫主持人溝通交

流的空間。本會將在 10月與各社群討論計畫內容並做調整，另外也將鼓勵有興趣者一同先

了解這些計畫，並針對計畫留下意見，將做為最後評選的參考。(Reke編)

（三）本會幹部獲推廣獎提名 一婉拒一重啟

中文維基百科管理員「和平奮鬥救地球」，於 9月 23日同時提名本會監事卓政興

(Jasonzhuocn)以及祕書長王則文(Reke)維基推廣獎。目前王案已因被提名人拒絕而撤案、卓

案則在重啟後進行投票中。

卓案原本是提名「維基推廣大師」，但遭到質疑未先獲得次一級的「專家」頭銜，不應

直接提名大師。這個質疑並非明文規則，也未經過討論形成共識，只是部分用戶的想法，但

為避免爭議，提名人後來在 9月 27日主動撤案，改提「維基推廣專家」。新案的投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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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將在 10月 18日截止。

王案則由被提名人在 9月 28日留言主動拒絕。拒絕理由中表示，近期內推廣獎頭銜被

授予某些使用者，其行事作風不為被提名人所認同；因此不願意接受同一個社群的評定。該

案目前已被關閉。(Reke編)

貳、維基媒體國際動態

（一）開發團隊 Collaboration 將發行電子報

維基媒體基金會旗 下，負 責維基的新留 言 系 統「 Flow」開發與維護的團隊

「Collaboration」，在 9月針對 Flow進行使用調查。調查問卷的末端，則宣布自 2016年 10
月起，Collaboration團隊將會發布電子報，每四週一期，報告關於新功能的開發進度。

電子報將報告的三項專案為：提醒功能（Notifications）、FLOW 留言系統、以及編輯

審核優化（Editor Review Improvement）。

Notification是維基頁面的提醒功能，類似臉書的新通知，當有其他維基人在某個使用者

的用戶頁上留言，或是在使用者設定要監視的頁面有更新時，都會主動通知使用者；Flow
則是新的討論系統，可以讓使用者在各種討論頁上能夠為不同主題的留言進行即時搜尋、編

輯摘要、以及自動簽名等功能。目前這兩項專案在中文維基百科都可以使用，但 Flow 僅限

於使用者討論頁。

編輯審核優化專案的目的，則是想要研究出可行辦法，以降低現在維基社群的「編輯—

審核」流程中，對於各wiki 站的新手編輯所造成之負面效應。(上官良治編)

參考來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_talk:Flow#Flow_survey_released

https://www.mediawiki.org/wiki/Edit_Review_Improvements/zh 

電子報訂閱連結：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Collaboration/Newsletter/zh

（二）維基百科亞洲月逐漸加溫 台北線下活動 10 月搶先開跑

去(2015)年 11月推出的「維基百科亞洲月」活動，受到廣泛回響。今年在原發起人、中

國維基媒體用戶組成員 Addis Wang的組織下，即將再度開跑。去年第一屆初試啼聲，全部

皆以網路協作的方式進行，今年則計畫舉辦一些實體的編輯松活動，擴大活動的影響力。

目前已經表態將舉行線下活動的地點，包括有台灣的台北、新竹、台中三座城市；美國

俄亥俄州的首府哥倫布市(Columbus, Ohio)、紐約市(New York City)；印度的喀啦啦邦德里久
爾(Thrissur, Kerala )、奧里薩邦首府布巴內什瓦爾(Bhubaneswar, Odisha)。至截稿日為止，台

北已公布 10月 15日、紐約則確定在 11月 2日，其他地方的舉辦日則待確認。

台灣的三個城市活動，都將先關注鄰邦東南亞。台北的活動將委由台大維基社主辦，預

計將是以東南亞地理、傳記為主的編輯松；上午進行文獻查考、下午則是寫作時間。台中由

於是中山醫大維基社主辦，有意結合醫學翻醫小組，以東南亞常見疾病及其治療藥物為主題

做翻譯，儘管可能不符合亞洲月活動的要求，但仍有炒熱議題的功能。新竹的活動方式則會

在 10月初的活動中公布。(Reke編)

亞洲月活動頁面：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pedia_Asian_Month

（三）藝術暨女性主義編輯松 徵求更多元意見

藝術暨女性主義編輯松(Art + Feminism Edit-a-thon)每年 3月舉行，最初開始推動這個專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pedia_Asian_Month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Collaboration/Newsletter/zh
https://www.mediawiki.org/wiki/Edit_Review_Improvements/z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_talk:Flow#Flow_survey_rel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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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紐約女性社群已經訂定明年活動日期為 3月 11日。不過有別於過去希望全球同步同日

進行，日前發起人致函去年的組織者時表示，今年編輯松將不強調全球同步，可以在整個 3
月任擇一日舉行。

信中也提到主辦單位為了擴大參與，將針對四個議題籌組委員會，提早開始籌畫工作，

並在 2017年的活動開始前發布一些簡短的指南。四個主題是：兒童照護 (child care)、騷擾
(harassment)、協作 (working collectively)還有編輯主題 (editing topics)。除此之外，也在蒐集

關於網站的建議，做為改版的參考。(Reke編)

參、中文維基百科動態

（一）第十四次動員令成果結算：量跌質升

中文維基百科第 14次動員令於 9月 18日全部截止提報貢獻，相關統計數據皆出爐。今

年度共提報了 846條貢獻，達標條目 762條、優良條目 47條、特色條目 23條、特色列表 13
條。七項中小動員令的熱門程度出現極大落差，多於 15 種外語版本的條目類、南營國家類、

數理學理類及文物遺產類都破百，並在優良、特色條目有所斬獲；但環境學理類只有 18條
達標條目。

第 13次動員令完成了 1100多條的貢獻，相較之下本次動員令提升條目的數量上呈現大

幅的滑落。不過在品質上，第 13次動員令優良條目 45條、特色條目 16條、特色列表 3條，
數量反而都比本次少。若假設社群評選的標準相近，則第 14次動員令的平均品質較精。是

否與寫作者爭取分數的策略有關，尚待深入研究。

個人得分方面仍由 Jarodalien蟬聯最高分，該用戶自第 12次動員令以來，皆是得分榜首。

(Reke編)

（二）中文維基百科條目數突破 90 萬

中文維基百科的條目總數，在 9月 10日突破 90 萬。

9月 10日正好是台北社群舉行固定寫作聚會，當日原本是週六，但台灣因為中秋節彈性

放假的關係，當天為補班日。原本預期活動參與者不多，不過最後仍有 6、7 名左右參與者。

聚會開始前，條目數量已累積到 89 萬 8百餘條。使用者「和平奮鬥救地球」利用資料庫及

自動程式，大量建立「月食」的條目，在編輯到十年後的「2027年 2月 20日月食」時正式
突破 90 萬。

台北社群臨時購買蛋糕並點上「90」的蠟燭慶祝，然後邀請參與者寫下「中文維基百科

突破 100 萬條」時，對社群的期待或預測，並封入鐵盒中做為「時光膠囊」。預計將在突破

100條里程碑時開封，看看到時的發展與預言的差距。

相對於即時見證跨越里程碑的台北社群，許多中國維基人在互助客棧的消息版面上，感

嘆維基百科在中國遭受到封鎖，知名度低、推廣艱難。根據 2016年 8月的最新統計資料，

中文維基百科的瀏覽量中，來自台灣的使用者佔了 50%、香港 20%，而不計港澳的中國使用

者只有 3.2%，即使考慮「翻牆」因素將非中文使用地區的參訪流量全部計入中國，也許台

灣差距甚遠，似乎也印證了對岸維基人的感觸。

中文維基百科的條目增長，自 2013年後速率就沒有太大波動，在曲線圖上幾乎呈現相

同的斜率。由於 80 萬條是 2014年 12月 12日，距今年 9月 10日約 1年又 9個月，如果速率
不變，可能在 2018年 6月突破 100 萬。(Reke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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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維基社群動態

（一）台大維基社成立大會 大學長回鍋

台大維基社 9月 2日下午 2時，在台大第二活動中心舉行成立大會，正式宣告復社。復

社大會上除了各項必要的流程之外，也有畢業已久的台大學長維基人回校，與學弟妹相見歡，

場面溫馨。

當日出席的台大校友分別為本會前理事長鄧傑 (虎兒)，畢業於台大法律；理事張遠

(Ffaarr)，則出身台大歷史。其中張遠在台大維基社當年創社之時，也曾經加入成為社員。老

學長的到場交流，讓原本較為例行性的活動備感溫馨。

成立大會同時確認了社團章程、並推舉了幹部名單。儘管成立大會之後仍需跑完冗長的

行政流程，才能成為正式的維基社團，不過正式規模的社團運作隱然已經成形，頗具全台第

一學府的氣勢。(Reke編)

（二）12 歲編維基 港學童引發討論

「醫週譯小時」的線上工作成績斐然，引起其他維基人的注意。有一名香港的 12歲兒
童也主動表示想加入翻譯小組，不過特殊的身份引起討論。

維基百科的協作並未限定參與者的身份，然而這名志工引起討論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這

個年齡即使中、英語都思考流暢，是否有足夠能力處理專業術語較多的醫學條目？如果不勝

負荷時，是否會造成其心理困擾？其二則是醫學條目中難免觸碰性器官、或較為令人不快的

敘述，使未成年者接觸是否洽當？即使這些內容都視為知識而非色情或血腥，社群判斷應該

可以對未成年人的接觸抱持平常心，仍無法避免其家長發現後，可能興訟的法律風險。

不過，由於討論尚未深入時，已經有社團成員接受這位兒童的臉書社團加入申請，若馬

上移除可能對他造成打擊，目前醫學社群協調是否先讓他處理已譯完條目整合至維基百科的

工作。若遇到有疑慮內容的條目時，社群可以略過不請他協助。(Reke編)

（三）十月份台灣各地維基社群活動預告

 維基台北定聚

 社群經營工作聚：每週五晚上 7 點至 9 點（十月份：10月 7日、10月 14日、10
月 21日、10月 28日），摩茲工寮。

 假日寫作月聚：10月 8日下午 1時 30 分至 4時，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

 新竹社群聚會

 月聚：每月第一週週六下午 2時至 5時（十月份：10月 1日），果子咖啡清大店。

 高雄社群聚會

 月聚：10月 15日。時間地點未定。

 台灣知識種子計畫

 醫藥保健專題小組：每週五晚上 9 點至 10 點（十月份：10月 7日、10月 14日、
10月 21日、10月 28日），線上聚會。

 薇姬的房間：10月 20日，晚上 7 點至晚上 10 點，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

 維基育苗合作社：每隔週一，晚間 7 點至 9 點（十月份：10月 10日、10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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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

 台大維基研究社

 社課：10月 13日、10月 27日，晚上 7時至 9時，台大物理新館。

 中山醫維基百科校譯社

 迎新講座：10月 6日，晚上 7時至 10時。(reke編)

詳細資訊：

台北社群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P:WPTP

台中社群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P:WP  TC

新竹社群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PHC

高雄社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PKH

台灣知識種子計畫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SOTK

如有需要刊登維基社群的臺灣相關活動，請來信至本會電子信箱

info@wikimedia.tw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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