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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新聞 
一年一度為維基狂大會舉行 
由維基媒體基金會主辦，由多個機構贊助的「為維基狂」2011 於 8 月 4 至 7 日在海法舉行。是次活動有超過

600 名來自世界各地的維基人參與。 

 

歡迎及接機 
歡迎及接機在 8 月 1 日至 3 日，有來自不同地方的維基人到底當地，有歡迎的儀式。 
 

 
圖：有不同維基人均到達當地，在機場有人歡迎他們。 
 

發展人員會議 
8 月 2 日至 8 月 3 日舉行了發展員的會議，就各項技術及未來發展問題進行討論。 

 

 
圖：會議進行情況。 
 
根據時間表，會議就未來的發展、南半球發展進行了討論，並同時進行了分會委員會及溝通委員會的聚會。8

月 3 日晚上，則進行了早來者歡迎儀式。 

 

正式會議 
8 月 4 日至 8 月 6 日一共三天進行了正式的會議，有講座、演說、坐談會、討論等節目。 

 
圖：1,2－開幕禮，3－聚集，4－坐談會及晚餐，5－會議，6,7－派對，8,9－演說，10－Firefox標誌 
 
由於編幅、時間、資訊更新所限，本期未有刊登會議的詳情，有關之詳情會於下期及稍後期數分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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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為何不在理事會選舉投票 
維基媒體基金會在 2011年 4月進行了一個

編輯普查，調查結果發現一些用戶因為一些

原因沒有在理事會選舉投票。 
 
調查結果顯示，13%的維基人有在理事會選

舉中投票。在其餘的人，有 45%的人則表示

從未聽聞本投票。有 54%的人表示，未來有

興趣投票。同時，有 9%的人表示未來有興趣參選，84%的人表示無興趣，還有 8%的人表示他們不合

資格。 
 
基金會正在就如何增加投票參與率徵詢意見，有關詳情可以參考基金會的網誌。 
 

「為維基狂」資助 過半全資助來自南半球 
根據維基媒體基金會的網誌，今年度基金會在 1100多個申請中，批出了 77個全費補助，另加 52 個

部份補助。在批出的全費補助中，有 18%是女性，另有 53%申請者居於南半球（佔了 62%的資助總額）。 
 
當然，這些資助是由德國維基媒體協會審批，這些結果經過人手上的調整。不過，基金會亦很自豪，

因為能夠使來自世界各地的人，均能參與這些維基媒體基金會的年度盛事。 

 

Ting Chen繼續留任基金會主席 
維基媒體基金會的新一屆理事會成員名單在Wikimania（「為維基狂」會

議）公布，共 10人，Ting Chen繼續留任主席。 
 
Ting Chen（陳霆）是一名 1968年生於中國上海的維基人，現居德國，

2008年 6 月被選為理事會成員並於同年 7月上任，2010年 7月則當上

了理事會主席一位。他亦是德語維基百科在中文維基百科的跨語言大

使。 
 
目前，他為中文維基百科的管理員及行政員。 

外界關注 
Reke在OpenFoundry發表多篇與維基有關文章 
日前，維基百科用戶 Reke在 OpenFoundry 的電子報中發佈數篇與維基百科有關的文章，分別名為「維

基經驗教給我們的事」、「自由的危機與維基的自由」及「2011  年台灣維基人夏聚  踏出寫作的第一

步」，就維基百科的寫作、自由、聚會等話題提出意見。 
 
首篇文章「維基經驗教給我們的事」說明了用戶貢獻的用處，並介紹了台灣主題首頁。「自由的危機

與維基的自由」文章就維基百科標語中「自由」作出了解釋，並對被人誤解的言論自由作出提點。「2011 
年台灣維基人夏聚  踏出寫作的第一步」則對於日前舉辦的「2011台灣夏聚」進行報告，並定性是次

聚會為「寫作訓練營」，及希望能夠協助新手慢慢踏入參與維基貢獻與編輯的行列。 
 
全部文章均依 CC BY‐NC‐ND 3.0台灣版協議發佈，由於版權不相容，不能在維基百科上轉載。這數篇

文章均說明了各項維基的事情，為維基的推廣出了一分力。 
 

陳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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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 
提高對移動版支援 
基金會日前提高了對移動裝置的支援。 
 
目前，所有維基媒體項目的頁面現在提供「移動瀏覽」功能，點擊每個頁面最下方的「移動瀏覽」（或

"Mobile View"）鏈接，頁面將顯示為專為移動設備使用的界面。 
 
另外，任何人使用WURFL能夠辨識的移動裝置訪問維基百科，將會自動被重定向至.m.wikipedia.org
而非.wikipedia.org。非使用移動裝置的使用者將不受影響。如果發現錯誤的話，可以到元維基的專頁

報告發現問題。 

質量提升 
特色內容 
本周有 1條條目當選特色條目，另有 2條條目當選特色列表。 

 麥理浩勳爵（1917年－2000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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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被認為是歷史上最傑出和最受市民愛戴的港督之一。麥理浩在任

內推動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革層面涉及房屋、廉潔、教育、醫療、

福利、基建、交通、經濟和社會各個範疇，十年建屋計劃、開發

新市鎮、創立廉政公署、九年免費教育、興建地下鐵路和地方行

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紛紛在他任內推出，使香港的社會

面貌出現了深刻的改變。「麥理浩時代」見證了香港的經濟起飛，

香港由原本以輕工業為主導，逐步轉型以電子工業、金融業和商

業為重心，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日後成為亞洲國際金融中心，奠

定重要基石。在 1979 年，麥理浩成為二戰後首位官式訪問中國大陸的港督，他與鄧小平的會談

為香港前途談判揭開序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A%A5%E7%90%86%E6%B5%A9   

 天津海河橋樑列表介紹天津市內跨越海河幹流和市區內主要支流的各式橋樑。天津市由於處于海

河流域下游的九河下梢，自古建有大量各式各樣的橋樑。自從 2002 年起，天津市開始對海河進

行綜合開發以後，除對原有橋樑進行修繕、提升和改造之外，還邀請英國、美國、日本等多個國

家的橋樑建築設計公司共同對天津海河的橋樑進行設計並新建了一批具有景觀作用的橋樑，使得

天津市區內的海河上游平均不到 0.8公里就有一座橋樑，在改善交通的同時也提升了海河的景

觀。現在，天津海河上「一橋一景」的景緻已經成為天津著名的旅遊景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6%B5%B7%E6%B2%B3%E6%A1%A5%E6%A
2%81%E5%88%97%E8%A1%A8   

 天津歷史文化街區，是指經由天津市保存文物豐富、歷史建築集中成片並完整和真實地體現傳統

格局和歷史風貌的區域。天津市在歷經 600多年的建城史和近代租界的城市發展之後，保留下一

大批獨具特色的建築與街區。正是因為這些上百年的歷史風貌建築建築大部分得到了良好的保

護，天津市的中心城區形成了包括法國、意大利、英國風格等在內的濃郁的異國風情以及民國時

期的建築風格，與中國其他城市具有截然不同的城市風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5%8E%86%E5%8F%B2%E6%96%87%E5%8C
%96%E8%A1%97%E5%8C%BA%E5%88%97%E8%A1%A8   

麥理浩條目相關之香港盾
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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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良內容 
本周有 7個條目成為優良條目。 
 

 普魯士起義是在 13世紀北方十字軍入侵時期，波羅的部落之一的

普魯士人為反抗條頓騎士團統治，發起的兩次較大的起義和三次

較小的暴亂的總稱。在諸位教皇和歐洲基督教地區的支持下，十

字軍軍事修士會試圖征服信奉異教的普魯士人，並使這一地區皈

依基督教。在十字軍的頭十年間，七支主要普魯士氏族當中的五

支落入人數較少的條頓騎士團的統治中。但是，普魯士人五次向

他們的入侵者舉起反抗的旗幟。1295年的最後一次起義實際上結

束了普魯士十字軍，普魯士成為了信奉基督教的德語地區，本地

的普魯士人和大量來自德意志的不同邦國的定居者融入其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9%B2%81%E5%A3%AB
%E8%B5%B7%E4%B9%89   

 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賈德是伊朗伊斯蘭共和國現任（第 6任）總

統，同時是伊朗保守派政治聯盟伊斯蘭伊朗建築聯盟的主要政治

領袖。艾哈邁迪內賈德是一名出身貧寒的工程師及教師，他在伊

朗伊斯蘭革命後加入一個稱為鞏固聯合處的學生組織。艾哈邁迪

內賈德在 1993年出任阿爾達比勒省省長，在穆罕默德·哈塔米當

選總統後被免職，重執教鞭。2003年，他獲選為德黑蘭市長，他

的政治立場保守而且強硬，顛倒了前任市長的改革政策。伊斯蘭

伊朗建築聯盟支持艾哈邁迪內賈德參選 2005 年的總統選舉，結果

在第二輪選舉當中獲得 62%的選票，他在 2005年 8月 3日正式就

任伊朗總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93%88%E8%8C%82
%E5%BE%B7%C2%B7%E8%89%BE%E5%93%88%E9%82%81%E8%BF
%AA%E5%85%A7%E8%B3%88%E5%BE%B7   

 連江縣別稱閩都金鳳，是福建省下所屬之縣份。全縣介於北緯 26°07'‐26°27'，東經 119°17'‐120°31'
之間，東瀕台灣海峽；西傍福建省會福州，陸路相距 50 公里；南臨閩江出口；北控閩浙兩省通

衢。全縣陸海總面積 4280.15平方公里。陸地面積 1168.13平方公里；海域面積 3112.02 平方公

里。由於國共內戰關係，原連江縣一分為二，位於外海的南竿島、北竿島等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有，

後以馬祖列島合併成立連江縣、位於中國大陸的連江縣主體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有。故與

兩岸均有的「福建省」相同，兩地亦各有其「連江縣」，為唯一兩岸分治的縣份。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9E%E6%B1%9F%E5%8E%BF   

 奧里斯卡尼號航空母艦是一艘隸屬於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為艾

塞克斯級航空母艦的十七號艦，在非官方上亦是長艦體艾塞克斯

級的七號艦。她是美軍第三艘以奧里斯卡尼為名的軍艦，以紀念

美國獨立戰爭中的奧里斯卡尼戰役。奧里斯卡尼號在 1944年於紐

約布魯克林造船廠開始建造，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兩個月

下水。海軍將奧里斯卡尼號作現代化改建的原型艦，直到 1950年

才正式服役。奧里斯卡尼號曾經參與韓戰與越戰，戰爭結束後奧

里斯卡尼號被重編為多用途航空母艦。1976 年，奧里斯卡尼號退

役，在後備艦隊封存。海軍最後將奧里斯卡尼號鑿沉為人工魚礁，

於 2006年在彭薩科拉外海炸沉。奧里斯卡尼號為現時世上最大型

的人工魚礁；亦是繼於十字路口行動沉沒的薩拉托加號後，第二艘可透過水肺潛水抵達的航空母

艦遺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9%87%8C%E6%96%AF%E5%8D%A1%E5%B0%BC%E8%99
%9F%E8%88%AA%E7%A9%BA%E6%AF%8D%E8%89%A6   

 相對論量子化學是指同時使用量子化學和相對論力學方法來解釋元素的性質與結構，特別是對於

普魯士起義 

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賈德

奧里斯卡尼號航空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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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周期表中的重元素。  早期量子力學的發展並不考慮相對論的影響，因此人們通常認為「相

對論效應」是指由於計算沒有考慮相對論而與真實值產生差異或甚至矛盾。本文中的重元素係指

元素周期表中原子序數較大的元素。由於質量較大的緣故，相對論對它們的影響是不可忽略的。

典型的重元素包括鑭系元素和錒系元素等。在化學中，相對論效應可以視為非相對論理論的微擾

或微小修正，這可以從薛定諤方程推導獲得。這些修正對原子中不同原子軌道上的電子具有不同

的影響，這取決於這些電子的速度與光速的相對差別。相對論效應在重元素更加顯著，這是由於

只有這些元素中的電子速度能與光速相比擬。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B8%E5%AF%B9%E8%AE%BA%E9%87%8F%E5%AD%90%E5%8C
%96%E5%AD%A6   

 元朝是中國歷史上的一個朝代，也是首次統一全中國地區的征服王朝。元朝前身為蒙古帝國，1206
年元太祖成吉思汗於漠北斡難河建立大蒙古國。立國後為攻打其宗主國金朝與其盟國西夏，最後

領有華北，隨後的三次西征又使蒙古帝國稱霸歐亞大陸。元憲宗蒙哥去世後，弟忽必烈於爭位戰

爭中獲勝，1271年建國元朝，即元世祖。1276年攻滅南宋，統一全中國地區，結束自唐朝安史

之亂以來 500多年的分裂局面。元朝前期是國力鼎盛時期，收編東南亞諸國為藩屬國，然而於元

日戰爭因為颱風而敗。中期皇位頻繁更迭，國力開始衰落，元惠宗晚期怠於政事，濫發紙幣導致

通貨膨脹，加上黃河氾濫又加重徭役，1351 年爆發元末民變。1368年朱元璋建立明朝，並於北

伐後攻陷大都。元廷退居漠北，史稱北元。1402年元臣鬼力赤篡位建國韃靼，北元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D   

 曉治·麥金托什·富特，卡拉登男爵，GCMG，KCVO，OBE，PC，英國殖民地官員、外交官、工黨政

治家和外交關係學者，他在 1964 年晉爵前稱為曉治·富特爵士，晉爵後成為卡拉登勳爵。卡拉登

在 1929年加入殖民地部，先後在中東、地中海、加勒比海和非洲各殖民地任職逾 30年，期間於

1947年出任尼日利亞布政司、1951年出任牙買加總督、以及在 1957年出任塞浦路斯總督。深信

自由主義的卡拉登為各殖民地推動憲制改革，並見證塞浦路斯在 1960年正式獨立，成為塞浦路

斯的末任總督。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89%E6%B2%BB%C2%B7%E9%BA%A5%E9%87%91%E6%89%98
%E4%BB%80%C2%B7%E5%AF%8C%E7%89%B9%EF%BC%8C%E5%8D%A1%E6%8B%89%E7%99%BB%E
7%94%B7%E7%88%B5   

動員令 
第九次動員令繼續進行中至 9月 4 日。目前，已經有用戶得到四百多

分，該用戶完成了兩條優良條目。 
 
至於整體成績，全部條目合計達 530條（比上周增加 90條），達標條

目超過 330 條（比上周增加 60條）。在各主題方面，最多人參與的主

題是世界各地，該主題的總條目數已經達到 140條，包括接近 90條的

達標條目。至於成績最差的是外交方面的條目，只有不足 10 條條目，

當中達標條目不到 5條，而這個主題屬於小動員令，分數較多，參與

者應該積極參與。 
 
另外，達至動員令完成要求的參與者達 60名。未報名的參與者而又

想協助提升維基百科質素與數量者，則請於 9 月 4日或之前完成一條

條目並報名參加啦，維基百科的條目質數需要你的協助呢！ 
 
http://zhwp.org/WP:DC9   

鳴謝 

本刊物中採用了大量相片，以下列出相片來源、版權條款，並向攝影或提供人士致謝。 
 「一年一度為維基狂大會舉行」之「歡迎及接機」全部五張相片；攝影：Avihu，版權：CC‐BY 3.0, GFDL 1.2

或之後版本 

第九次動員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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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年一度為維基狂大會舉行」之「發展人員會議」全部五張相片；攝影：Wikimania 2011 Organization 
Team，版權：CC‐BY 3.0 

 「一年一度為維基狂大會舉行」之「正式會議」由左起第 1,2,4,5,6,7張相片；攝影：以色列維基媒體協會

（Wikimedia Israel），版權：CC‐BY‐SA 2.0 
 「一年一度為維基狂大會舉行」之「正式會議」由左起第 3 張相片；攝影：Martina Nolte，版權：CC‐BY‐SA 

3.0 德國本地化版 
 「一年一度為維基狂大會舉行」之「正式會議」由左起第 8,10 張相片；攝影：Ra Boe / Wikipedia，版權：

CC‐BY‐SA 3.0 
 「一年一度為維基狂大會舉行」之「正式會議」由左起第 9 張相片；攝影：reuvenk，版權：CC‐BY‐SA 3.0 
 「Ting Chen 繼續留任基金會主席」的相片；攝影：維基媒體基金會，版權：CC‐BY‐SA 3.0 
 「特色內容」之「麥理浩條目相關之香港盾徽」標誌；版權：公有領域 
 「優良內容」之「普魯士起義」地圖；製作：MapMaster，版權：CC‐BY‐SA 3.0, GFDL 1.2 或之後版本 
 「優良內容」之「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賈德」相片；拍攝：Presidential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版

權：CC‐BY 3.0（相關信息：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remlin_authorisation‐English.pdf  ） 
 「優良內容」之「奧里斯卡尼號航空母艦」相片；拍攝：美國海軍，版權：公有領域 
 「動員令」吉祥物；製作：Waihorace改作自 Kasuga 之原作；版權：CC‐BY‐SA 1.0, 2.0, 2.5 或 3.0, GFDL 1.2

或之後版本 

版權及聲明 

維基簡訊所有文字均依 CC‐BY‐SA 3.0發佈，任何人士均可以將本簡訊的內容製作衍生作品、作商業用途或再發佈，

唯必須依相同條件再發佈、並署名本簡訊的作者（列於封面頁）。 
所有圖片的版權資訊標於鳴謝區域，任何人均可根據使用條件而再次使用圖片。 
如有任何侵權行為，維基簡訊的作者保留追究的權利。 
本簡訊力求完美，但如本簡訊有任何錯誤，簡訊的作者無需負上任何責任。 
維基簡訊提供電子版，網址為http://zhwp.org/WP:SIGNPOST，每星期一出版一期；持有維基百科帳戶者可訂閱電

子版，由機械人送上至閣下的用戶討論頁；亦可訂閱中文維基百科郵件列表，收取電郵。 
歡迎任何人參與維基簡訊的編輯。 
 
中文維基百科郵件列表：https://lists.wikimedia.org/mailman/listinfo/wikizh‐l   
訂閱中文維基簡訊詳情：http://zh.wikipedia.org/wiki/WP:SIGNPOST/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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