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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會會務動態

（一）理事會重要決議

本會於 11月 18日進行第二屆第三次的理監事聯席
會議，會中除聽取今年度的會務報告之外，也針對 2015
年年度會員大會的舉辦達成重要決議。會員大會將在元月 24或 31日中擇一日下午召開，確
定的時間將在調查過會員在兩個日期的出席意願後，選擇可出席人數較多之日召開。由於今

年度無需進行理監事的改選，預計議程的安排會較為簡短。

此外，理事會中也針對本會近期與東南亞及中、日、韓三國籌組對話聯盟的策略做出指

導性的決議。由於東南亞國家眾多、語言分歧，目前相互的了解還不夠深厚，遑論做出較大

的集體戰略規畫。因此決議中指示應先以促進相互了解與交流為主。(Reke編)

（二）基金會工作坊效益評估自主回報

維基媒體基金會為深入了解社群經營概況，近日請求各地社群經營者進行工作坊效益自

主回報，以方便統計自 2014年 1月以來的各項活動成效。本會今年因「台灣知識種子計
畫」之推動，辦有志工召募說明會 6場、各地實體與線上聚會或寫作坊 10餘場，以及兩場
維基漫步考察活動，均依照基金會所提供試算表，一一回報參與人數及自我評鑑數據。惜自

主回報單上參與者編輯行為追蹤各欄，需要使用者簽訂協議，而今年度推廣活動多為首次實

驗性質，為簡化活動內容，並無與使用者洽簽。因此，回報數據略有不足。

為使基金會更加了解台灣社群整體概況，本會也向基金會說明由台中社群主導的多項活

動自有其策略及脈絡，非台灣分會所主導，故獨立開設另一回報表格，並通知台中社群一同

參與自主回報。台中社群伙伴龔文周對此表示將在台中社群工作聚討論後，才能確定是否加

入自主回報行列。(Reke編)

（三）中文教材印製出爐

比預期稍有延宕的維基百科編輯教材，終於在 11月初印製完畢。儘管時程上較為落後，

但是由於多方詢價的結果，本會以較原先網路牌價估算低的情況下，印製數量卻由規劃的

300本大幅上升至 1000本。

由於印製數量上升，除了依照原定計畫提供「台灣知識種子計畫」的社群使用，本會也

針對過去合作對象及開放社群伙伴，寄送教材並附上合作邀請信函。目前已得到四位收件者

的回應，其中三位已經有較為積極的合作討論。

本會祕書長也透過「台灣知識種子計畫」臉書粉絲團，以開箱文照片發佈消息，希望在

有此利器的助益下，號召更多有志經營維基社群者與協會洽談合作。(Reke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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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知識種子計畫」成果首次登上維基首頁

台灣知識種子計畫施行後，目前因為成功推出「醫週譯條目」的企畫，使產出效率高居

五大亮點聚會之冠的「陽明醫藥保健專題小組」，翻譯作品首次獲選為推薦新條目(DYK)，
短暫登上中文維基百科首頁。

「醫週譯條目」由參與成員每週輪流指定數個英文維基上，經專家審定內容優良的疾病

條目，經全體成員以每週一個小時的時間，利用 Hackpad 平臺同步協力翻譯成中文後，再由

老練的維基編者加以維基化，整合進現行中文維基百科中。

負責推行本計畫的協會祕書長王則文認為翻譯成果十分優秀，應該利用中文維基百科的

DYK 機制取得登上首頁的機會，讓更多維基使用者看見該小組努力的成果。唯顧慮目前條

目多由老練的維基編者代表發布翻譯成果，獲選 DYK後點數將記在發布者的帳號上，可能

引起收割成果的聯想，因此利用小組聯繫用的社群平臺徵求意見，確定無參與者反對後，在

11月 15日首次將該週條目「A 型肝炎」提交票選，11月 19日順利通過，當天登上首頁。

未來本會將協助更多計畫產出成果，利用維基社群提供的管道曝光，以提升參與者的榮

譽感，吸引更多人加入。(Reke編)

（五）《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會訊》發行滿周年

本會今年起推出《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會訊》，創刊號於 1月 2日寄送給全體會員，

而後各期都在前一個月月底發刊，內容除會務訊息外，涵蓋台灣社群、中文社群及國際社群

相關動態。2月起奉簡理事長基於維基的開放理念，在前月月底會員搶先閱讀後，於該月份

月初上傳維基共享資源，並公開給大眾閱覽。至本期為止，已發行 12期，恰好滿一周年。

會訊發刊之目的，係考量本會會員許多係基於支持維基理念而加入本會，但未必對維基

社群運作有所知悉，可能會造成對會務的疏離，透過本刊的發行，可以增近會員對維基社區

的了解。但，目前中文維基社群其他電子刊物《維基人》、《維基簡訊》皆未能定期發行，

且有暫時停滯情況。本會會訊一年來堅持不輟，意外成為唯一定期發刊的社群訊息紀錄。

本刊將在明年持續堅持使命、準時出刊，並期待日後加強內容，成為會員聯繫之重要橋

樑。(Reke編)

貳、維基媒體國際動態

（一）2016 Wikimania主辦權 馬尼拉 pk埃西諾拉廖

2016年的Wikimania舉辦城市將落誰家？曾經表態參選的城市中，美國大西洋城、聖路

易市、印度清奈、坦尚尼亞三蘭港，都已經被評審團除名；而在 10月 16日最後表態角逐的

菲馬尼拉後來居上，與去年就則有意申辦，最後延至今年提出申請的義大利埃西諾拉廖

(Esino Lario)共同挺前最後決選。

馬尼拉為菲律賓首都，為該國經濟、文化、教育和工業中心。由於位在東南亞且與台灣

屬同一時區，若是最後獲得主辦權，將對於台灣地區社群成員的參與提供極大便利。埃西諾

拉廖則是義大利北方山區小城鎮，全鎮人口不到 800人；義大利分會在申辦書中以「Goes
Outdoor」做為口號，訴求舉行一個有別於在大城市舉行的年會。(Reke編)

參考頁面：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ania_2016_bids

（二）索取個資或要求刪掉編輯紀錄？請找基金會

維基媒體基金會日前公布「如何處理誤轉給運動組織，索取用戶個資或徹下條目內容的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ania_2016_b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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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文件，指導各地分會或在地組織如何處理索取用戶個資或徹下條目內容的要求  。根
據文件內容說明，所有的運動組織都是獨立的法人實體，但不具有對維基媒體站台的內容有

控制能力或責任，也無法處理這些要求。

文件中同時公布了兩組相關請求的聯絡管道，分別是：

 註冊代理人（Registered Agent）
Wikimedia Foundation 
c/o CT Corporation System
818 West Seventh Street,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17, United States

 維基媒體基金會法務與社群聯繫部  (WMF Contact: Legal and Community Advocacy
Department)
電子郵件（建議方式）：legal@wikimedia.org
電話：+1 (415) 839-6885／傳真：+1 (415) 882-0495
地址：149 New Montgomery St., Floor 6,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05, United States

(上官良治、Reke編)

參考頁面：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Misdirected_requests_to_movement_organizat

ions_for_user_data_and_content_takedown/zh

（三）維基不可信 戰鬥民族決定搞自己的

台灣《蘋果日報》11月 15日刊載一則綜合外電報導稱：俄羅斯認為維基百科上對俄羅

斯的條目內容不可信任，因此將由總統府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合作，推出俄國版自己的線上

百科。外媒報導中，暗示這可能與俄羅斯網路控制政策有關。

各國線上百科並非前例，有些國家網路使用者甚至習慣使用自己國內的線上百科更勝於

維基百科，例如中國的百度百科。台灣先前也有文建會主導的「台灣大百科」，但是在計畫

經費用罄後先交予民間經營，後來併入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但多半並非以挑戰維基百科

做為目標。(Reke編)

參考頁面：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115/506703/

（四）基金會社群聯絡人徵才

維基媒體基金會於 11月 20日公開兩份徵才訊息，皆是從事社群聯絡工作。一份為全職

工作，重點將在非英語的維基百科上，與負責 Flow計畫(目標在建立一個取代現行「討論

頁」的討論系統)、視覺化編輯器兩個團隊一同工作。另一份為兼職合約，將與行動載具團

隊工作。

詳細的徵才內容及應徵方式可參見官方公告。

官方公告：

https://wikimediafoundation.org/wiki/Work_with_us#Wikimedia_Careers

(小標題 Community Engagement下)

參、中文維基百科動態

（一）維基百科續成選戰交鋒內容

繼上月會訊報導，中文維基百科紀載內容意外在連勝文出生地、林滄敏經歷上成為選戰

議題之一。隨著台灣地方九合一大選的腳步逼近，維基百科又成為話題焦點。本次受到注目

https://wikimediafoundation.org/wiki/Work_with_us#Wikimedia_Careers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115/506703/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Misdirected_requests_to_movement_organizations_for_user_data_and_content_takedown/zh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Misdirected_requests_to_movement_organizations_for_user_data_and_content_takedown/zh
mailto:legal@wikim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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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為前行政院長郝伯村稱根據維基百科，認定柯文哲家族在日治時期有皇民身分；而柯文

哲則回應郝柏村九旬高齡仍會使用網路百科，是柯營勝利之兆。

除了維基百科的內容一再成為候選人陣營話題的來源，條目的正確性在選戰時期媒體大

量製造新聞的狀況下，準確性也遭受考驗。網路媒體「想想」論壇 11月 18 刊出江昺崙

〈200 萬說一個故事：78歲台北市長候選人趙衍慶 〉，作者據趙衍慶的學經歷猜想，認為趙

衍慶為澎湖 713事件當事人之一。此一猜想後來經文史工作者許劍虹等人據實際採訪內容推

翻，但部分編者在澄清文出現之前便據〈200 萬〉一文，將作者的推論寫入趙氏條目中。幸

而由於此一話題頗受關注，在各大媒體的實際訪問稿紛紛出爐後，目前條目內容已根據趙衍

慶實際生平經歷撰述。(Reke編)

（二）澳門分會險遭取消資格

澳門維基媒體協會(Wikimedia Macau Association)日前傳出因為過久沒有活動訊息，月初

引起地方自治體委員會(Affiliations Committee)的關切。委員會成員在 11月 2日透過臉書不

公開社團表示如果月底未能與澳門分會取得聯繫，可能在年底提出除名議案。不過，目前委

員會成員在 11月 20日已經和澳門分會成員聯絡上，至於是否會針對該會的現況有所處置，

至本刊截稿日為止仍未有消息。

該協會是 2009年 4月成立，至 2011年成為基金會承認的正式分會。

目前以使用中文維基百科為主的自治體組織有四個：台灣、香港、澳門三地皆是以分會

(Chapter)形式存在，而中國則剛剛成立用戶組(User group)。由於自治體可以派員參與每年 4
月舉行的維基媒體會議，澳門分會若被除名，就現況而言影響不大，但可能會稍微降低中文

維基社群的未來影響力。(Reke編)

肆、臺灣維基社群動態

（一）台灣自由社群領導者倡議建立獨立的台灣維基百科

台灣女子自由軟體工作小組(WoFOSS)發起人，在台灣開放社群之中頗具知名度的推廣

者伊瑪貓(imacat)，在 11月 23日透過臉書建立「要求獨立的台灣維基百科」活動。透過臉書

邀請及 PTT 發文宣傳等方式，訴求台灣人以投書維基媒體基金會的方式，爭取獨立的「台

灣中文維基百科」。

伊瑪貓在活動宣言中認為，中文維基百科受到中國政府僱用的編輯群影響，打壓台灣觀

點，已失去中立價值。因此要求基金會提供獨立的「台灣中文維基百科」，可以不受中國編

輯的審查。否則將發動拒絕捐款、拒絕使用的行動。

在臉書活動頁上，至截稿日為止有 167個受邀者選擇了「參加」，22人「可能參加」。

但是也有部分質疑意見。知名 Geek Rex質疑活動為「寫不贏中國勢力，所以築起高牆進行

保守鎖國政策的節奏？」；而本會祕書長王則文(Reke)則以個人名義發表臉書網誌文章〈台

灣是否應該要有獨立的維基百科？〉回應。文中指出維基百科只能以語言畫分，不會出現台

灣維基百科；同時認為台灣觀點並未完全遭受中國的壓制，同時繁簡不分家的情況下，台灣

觀點反而較容易向全球發聲。

目前中文維基百科提供有「大陸簡體、馬新簡體、台灣正體、香港繁體、澳門繁體」五

種語言轉換組。除了基本的繁簡字型轉換外，各地習慣用詞也可以透過對照表轉換。因此兩

岸三地以及其他華語區無論閱讀及編輯，皆是同一份內容。(Reke編)

「要求獨立的台灣維基百科」活動頁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808130089225849/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80813008922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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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否應該要有獨立的維基百科〉：

http://taipei-wikipedian.blogspot.tw/2014/11/blog-post.html

（二）台中社群公布「以維基社群、維基伙伴、產學合作共同建立維基學習型

組織」架構

台中社群活躍經營者安可 10月 31日在臉書「台灣維基社團」公布一張架構圖，名為

「以維基社群、維基伙伴、產學合作共同建立維基學習型組織」架構，但留言中並未以文字

說明該架構圖代表意義。就圖形表現來看，是想藉由「人際關係互動」產生「創造學習契

機」的各種協作互動，進而使參與者體會「付出與收穫」的成果產出；同時，協作互動及成

果產出可以創造「終生學習、社會公益」的價值。

安可在留言中補充「過去舉辦無數次的以普羅大眾為對象，明年度則加開以特殊團體為

對象，最近與暨大資工系、大里樂齡談合作，以及文周提倡公寓大廈社區為對象皆包含在此。

 」據了解，與暨大資工系合作專案係與「台灣知識種子計畫」共同扶持該系同學的台灣蝴

蝶專題為主。大里樂齡案則是規畫在 11月底九合一大選後，與大里樂齡學習中心合開寫作

課程，吸引該中心的退休老人成為維基編輯；公寓大廈社區案則計畫與各社區大樓管委會洽

談合作，尋找召募志工的可能。(Reke編)

（三）維基人小夏號召 2014年維基冬至聖誕派對

台中社群成員「小夏」(楊琦聲)10月時發起在 12月 20日舉行「冬至聖誕派對」活動。

原先規畫在台中沙鹿舉辦，但因為交通不便，11月 11日宣布改至台中市崇德路日式連鎖餐

廳。參與者需準備 100元左右禮物一份，以及自身小故事一則。至截稿日為止，共有 4人已

報名參與。(Reke編)

KKTIX報名頁：http://wikicore.kktix.cc/events/christmas1220

（四）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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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12月 5日、12月 12日、12
月 19日、12 月 26 日），摩茲工寮。

 假日寫作月聚：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1 點 30 分至 4 點（十二月份：12 月 13
日），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

 維基協作聚（台中社群）

 Wiki互動學習與協作聚：每月第三個週日，下午 2 點至 5 點（十二月份：12月 20
日），台中社群基地。

 維基夥伴工作小聚：第二週與第四週的週五下午 7 點 30分起（十二月份：12月
12日、12月 26日），台中社群基地。

 新竹社群聚會

 月聚：原訂每月最後一個週末，下午 2 點起。（十二月份：12月 27日），嚮茶交
大旗艦店 。

 台灣知識種子計畫

 台灣關鍵議題工作坊：每月上旬週末，下午 2 點至 5 點（十二月份：12月 14日），
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

http://wikicore.kktix.cc/events/christmas1220
http://taipei-wikipedian.blogspot.tw/2014/11/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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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醫藥保健專題小組：每週一小時，不定期，依 Hackpad入口頁面資訊而定。

線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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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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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SOTK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PHC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P:WPTC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P:WPTC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P:WP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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