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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會會務動態

（一）本會會訊已於維基百科頁面公開

本會會訊基於維基開放、共享之理念，自二月號起

將上傳維基共享資源以供大眾公開下載閱讀，並在維基

百科上以專頁公開，方便搜尋查閱。(Reke編)

會訊下載頁面：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MTW-News

（二）「台灣知識種子計畫」三月開跑

三月起，本會將推出三年期的維基推廣計畫「台灣知識種子計畫」。本計畫的宗旨有三：

1. 提升中文維基百科條目品質，補足台灣國家社會急需關注的知識基礎。

2. 增加台灣維基志工數量、推廣全民知識分享風氣。

3. 促進維基社群、開放社群、公民團體與教育機關之間的互動，形成改變社會的能量。

主要執行方式，將會召募志工，給予維基培力，並引進 NGO、NPO與開放社群與維基
志工對話，發掘台灣社會創新所需的關鍵知識後，由維基志工舉辦聚會、工作坊，擴充相關

的知識。希望在三年計畫告一段落時，能夠發行由維基人共同協力編輯的出版品，提供台灣

社會在討論公眾議題時能有所依據。

本計畫將在 3月 22日進行第一次志工召募說明會，本會已利用 KKTIX開啟報名平臺，
同時也建置meta頁面與 Facebook粉絲團進行宣傳。(Reke編)

Meta的計畫頁面：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Taiwan/Wiki_Seed_Of_Taiwan_K

nowledge

計畫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WSOTK

（三）本會應邀參與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企畫案討論會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將推出「維基百科台南旅遊景點資訊企畫」，日前透過電子郵件

向本會詢問相關意見。在本會積極回應聯繫之下，台南市觀旅局邀請本會秘書長於 3月 4日
以列席人員身分，參與該企畫案討論會。與台南七所大學及科大校系代表，共同就計畫內容

提出建議。該項計畫案擬訓練台南的大學生成為維基志工，完成中文維基百科上「台南百

景」的條目建置，並將相關條目譯成英、日文版本，分別編寫至英文版與日文版的維基百科，

將台南觀光景點推向國際。本會將盡力爭取合作機會，探索未來與政府機構合作建構知識共

享社會的模式。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 122-1號

網址：http://wikimedia.tw/

編輯：王則文、上官良治

信箱：info@wikimedia.tw

本刊物採用 CC-BY-SA 3.0 授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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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維基媒體國際動態

（一）德國OttoBrenner基金會公布維基百科付費編輯行為調查報告

德國的Otto Brenner基金會（以下簡稱 OBS)公布了一項關於在維基百科上私下進行編輯

的公關公司的研究報告。此份報告由自由記者 Marvin Oppong進行，他在 OBS 記者會的新

聞稿提到：「當我處理維基百科事務的時間越長，我越是覺得維基百科中普遍存在著公關潤

飾，這裡頭有很大的市場。」Oppong發現維基百科的內部組織已經無法預防公關公司的刻

意操作。雖然結論如此重大，但因為其報告是以德文的形式出版，故討論群幾乎都只見得到

懂德語的維基人。PDF版本的報告已經可以免費下載，英文版本則尚無消息。(上官良治編)

德語版報告全文線上閱讀：

http://issuu.com/obsfrankfurt/docs/ah_76_wiki_web?e=2766095/6299918

（二）兩個新的用戶群組宣布成立

基金會的地方自治體委員會（Affiliations Committee）分別於去年 12月以及今年 1月承

認了兩個新成立的用戶群組（user group）：位於美國的新英格蘭維基媒體人（New England
Wikimedians）以及巴西維基媒體人（Wikimedia Brasil）。兩個群組都希望未來能夠達到分

會層級的組織規模。(上官良治編)

新英格蘭維基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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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維基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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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金會理事會 11月會議記錄公開：提高分會成立門檻

維基媒體基金會於 2013年 11月召開的理事會議，會議紀錄已公開，其中一項重要的決

定是提高分會的成立門檻。未來地方社群要成立分會（ chapter）或是專題組織（ thematic
organizations），必須先成立一個用戶組（user group），連續兩年推出方案並取得可驗證的

成果，並且得到地方自治體委員會（Affiliations Committee）的支持認可。所謂的方案成果，

必須是能夠提升維基媒體基金會各項線上專案的質量與前景。(上官良治、Reke編)

11月會議紀錄：https://wikimediafoundation.org/wiki/Minutes/2013-11-24

1月議程：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Foundation_Board_meetings/2014

-01-31

（四）個人參與補助方案(IEG)三月底截止申請

提供給個人執行維基媒體計畫推廣專案補助的「個人參與補助方案 (Individual
Engagement Grants，IEG)」，即將在 3月底截止申請。維基媒體基金會 2月 6日在部落格上

公布了前一期 IEG的評鑑報告，並號召更多維基人能夠貢獻有創意的點子，促進維基的發展。

評鑑報告已由台北社群成員上官良治翻譯成繁體中文版，發佈於台北維基人聯合部落格。

(Reke編)

IEG 評鑑報告

英文版：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2/06/individual-engagement-

grants-demonstrate-potential-for-impact/

中文版：http://taipei-wikipedian.blogspot.tw/2014/02/ieg.html

申請連結：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IEG#ieg-applying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Grants:IEG#ieg-applying
http://taipei-wikipedian.blogspot.tw/2014/02/ieg.html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2/06/individual-engagement-grants-demonstrate-potential-for-impact/
https://blog.wikimedia.org/2014/02/06/individual-engagement-grants-demonstrate-potential-for-impact/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Foundation_Board_meetings/2014-01-31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Foundation_Board_meetings/2014-01-31
https://wikimediafoundation.org/wiki/Minutes/2013-11-24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Brasil_user_group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New_England_Wikimedians
http://issuu.com/obsfrankfurt/docs/ah_76_wiki_web?e=2766095/629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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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國維基年會（WikiConference USA）將於今年五月底舉行 

第一次美國維基年會將在今年 5月 30日至 6月 1日間，於紐約法學院（New York Law
School）舉行。年會由紐約與華盛頓特區兩分會共同主辦，官方新聞稿指出：「會議將聚焦

在維基媒體的未來。包括工作坊、座談會等形式。同時，會議中也會進行簡報，說明維基媒

體對文化機構、社區營造、技術開發的宣傳，和維基媒體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上官良

治、Reke編)

年會頁面：http://meta.wikimedia.org/wiki/WikiConference_USA

（六）基金會稽核報告公布

維基媒體基金會公布了最新的稽核成果，主要是稽核世界性的照片導引計劃「維基愛古

蹟」(Wiki Loves Monuments，簡稱 WLM)。稽核成果的重點在：花的資源越多，不代表參與

人數或上傳的照片品質就會越高。根據報告統計，2012年的維基愛古蹟相片中，只有千分

之八被評核為高品質、有價值或是精選相片，而大約 17%的上傳目前有被其他的維基計劃所

用。另外，從維基愛古蹟吸收來的新用戶只有約 1.7%會在活動結束後持續上傳照片；而且

這計畫是否讓新的參與者學習到「開放知識」或「自由授權」的概念，稽核報告認為無法確

定。(上官良治編)

維基愛古蹟稽核報告連結：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Programs:Evaluation_portal/Library/WLM 

（七）維基社群對烏克蘭與委內瑞拉情勢的反應

烏克蘭的國內抗爭情勢惡劣，喬治亞維基社群特別將 Logo改成與烏克蘭國旗相同的藍

黃二色，表示對烏克蘭民眾抗議活動的支持。烏克蘭的維基百科則決定每天關站 1.5小時，
以抗議該國政府剛通過的法律。烏克蘭社群認為，這條法律會讓人在編輯或寫作在世人物的

條目，只能複製不符合中立原則的官方說法，否則就會因而負擔毀謗名譽的刑事責任。

根據分會郵件列表中對烏克蘭情勢的討論，該國的維基社群成員尚屬安全，但是一半在

廣場上抗議、一半則在照顧傷患。另外，來自委內瑞拉分會的訊息表示：委內瑞拉的情勢，

也跟烏克蘭一樣險峻。(Reke編、上官良治編)

（八）公關公司對維基百科反宣傳動作的回應

因為公然提供付費創建、維護或美化英語維基百科條目的服務，而遭到維基媒體基金會

發勒定停止函的公關公司「Wiki-PR」，更名為「影象管理狀態實驗室（Status Labs Image
Management）」。改制後的公司雖然多了以 Google 為主的搜尋引擎優化方案，但是還是提

供「維基百科諮詢」服務。有趣的是，他們依然致力於當初被維基網站封禁的兩句話：「我

們團隊在有經濟利益衝突的情況時，能協助你的編者找到依循維基百科規則的最佳做法。我

們不會直接編輯維基百科，但是能幫你確保你的維基百科頁面上，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事實和

最新的資訊」，而且還提供了進階的服務：「幫助你打入其他語言版本的維基百科。

(Reke、上官良治編)

（九）芬蘭警方調查維基百科

芬蘭警方日前針對芬蘭語維基百科上的募款橫幅公告展開調查。根據芬蘭的法律規定，

募款之前要申請許可。刊登募款公告的維基媒體基金會總部設在美國，目前還不確定芬蘭是

否具有司法管轄權，不過他們的電子郵件已經寄到 wikifi-admin@list.wikimedia.org郵件列表

中，該列表內都是芬蘭維基百科管理員的核心成員。目前郵件已經被轉發到基金會，律師團

正在研究當中。(Reke、上官良治編)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Programs:Evaluation_portal/Library/WLM
http://meta.wikimedia.org/wiki/WikiConference_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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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美國著作權議題相關討論

美國版權局(The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針對「孤兒作品(orphan works)」，即作者

不明或無法聯繫、但仍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徵求公眾意見。美國版權局希望透過立法的方

法，提供處理這些作品的解決方案，其中很可能包含將這些作品大規模數位化的能力。在倡

議顧問( Advocacy Advisors)的郵件列表上，Ryan Kaldari希望基金會能夠利用這個機會推動

美國採用「較短期間法則(rule of the shorter term)」，來解決維基共享資源上碰到的烏拉圭回

合法案(URAA)問題，同時讓美國數以百萬的外國孤兒作品得以自由流通。

「較短期間法則」是為解決各國著作權法給予的著作權保護期限長短不同，可能導致爭

議而制定的規則。根據這個規則，著作權保護期限較長的國家，對於來自著作權保護期限較

短國的作品，可以拒絕給予較長的保護期限。例如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保護期限，採用

WTO 規定的著作權人終身加 50年，而美國則是著作權人終身加 70年。若美國著作權法採

行較短期間法則，則台灣的著作在著作人過世 50年後，在美國也將同時成為公眾版權

(Public Domain)；美國目前的 URAA 不採行這項法則，所以台灣出版的著作，在著作人過世

後 50年到 70年之間，著作權在台灣已進入公有領域，在美國卻仍受到保護。這類作品一旦

放上全球共用的維基共享資源，就會產生法律爭議。(Reke、上官良治編)

相關連結：

烏拉圭回合法案(英文)

http://en.wikipedia.org/wiki/Uruguay_Round_Agreements_Act

較短時間法則解釋：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2&act=read&id=155

參、中文維基百科動態

（一）管理員選舉引發爭議

User:DreamLiner參選中文維基百科管理員投票，於 2014年 1月 31日結束，贊成 33票、
反對 9票，78.53%的贊成票比率未達管理員選舉任命標準，未能取得管理員資格。然而由於

距離當選標準只差一票，使最後投下反對票的使用者動機遭到支持者質疑，引發爭論。

根據中文維基百科管理人員任免規定，管理員申請案通過的標準為：有效票（贊成票與

反對票）達 25張，且贊成票佔 8成。此次投票若扣除最後一刻才投下的反對票，則贊成 33
票、反對 8票的情況下，本案將會以 80.49%的贊成票比率通過。由於投票過程中大多數的

時間贊成票比率皆跨越門檻，但最後 4 個小時連續出現 4張反對票而導致結果翻盤，特別是

User:AddisWang的反對票在投票截止前 4分鐘才出現，引發「小動作」的質疑。

User:Chinuan12623 因此在互助客棧票求修改投票規則，降低最後時刻反對票的效力，

唯社群多半反對因單一事件隨意改制。至於落選的當事人 User:DreamLiner 則表示「只要是

符合目前投票方針的投票行為，我都視為有效票。至於有沒有故意為之，此為誅心之論，只

有投票人自己心裡明白。」(Reke編)

選舉過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94%B3%E8%AF

%B7%E6%88%90%E4%B8%BA%E7%AE

%A1%E7%90%86%E5%91%98/DreamLiner

中文維基百科管理員申請辦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RFA

http://www.copyrightnote.org/crnote/bbs.php?board=2&act=read&id=155
http://en.wikipedia.org/wiki/Uruguay_Round_Agreements_Ac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RF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94%B3%E8%AF%B7%E6%88%90%E4%B8%BA%E7%AE%A1%E7%90%86%E5%91%98/DreamLin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94%B3%E8%AF%B7%E6%88%90%E4%B8%BA%E7%AE%A1%E7%90%86%E5%91%98/DreamLin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94%B3%E8%AF%B7%E6%88%90%E4%B8%BA%E7%AE%A1%E7%90%86%E5%91%98/DreamL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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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詢問處」頁面更名為「知識問答」

中文維基百科原設「詢問處」頁面，已更名為「知識問答」。該頁面對應英文版維基百

科的 Reference desk頁面。該頁面旨意在讓使用者詢問與解答各項與百科編輯事務問題的地

方。根據頁面說明，設立該頁面的功能較新似於「奇摩知識+」的服務。不過因為原名「詢

問處」易生歧義，讓人誤以為是詢問維基操作方式之處，因此日前更名為「知識問答」。

維基新手如欲詢問操作問題，則應至「互助客棧」下的「求助」頁面提出；若是編寫條

目時對資料蒐集、撰寫筆法、考證內容上有疑惑，或是與其他用戶之間有編輯爭議發生，則

應至「互助客棧」下的「條目探討」提出討論。(Reke編)

相關連結：

知識問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RD

求助頁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VPA

條目探討頁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VPD

（三）「身邊的逸夫樓」攝影活動截止

香港影視大亨、邵氏影業創辦人邵逸夫於 2014年 1月 7日過世。由於其生前致力慈善

事業，資助超過 3000件香港、中國各省的文教事業，各地均有以之命名的「邵逸夫樓、逸

夫樓」等建築。為紀念邵逸夫的貢獻，中國維基愛古跡團隊發起「身邊的逸夫樓」，在 1月
14日到 2月 15日之間，徵集各地的逸夫樓照片，共得到約 200 多張的照片。

參賽作品將由志願者報名組成的評審評選出五張得獎作品，可獲得價值約人民幣 50元
的維基紀念品一份。不過迄截稿為止，還沒有任何志願者公開報名評審團。(Reke編)

相關連結：

賽事頁面：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8%BA%AB%E8%BE

%B9%E7%9A%84%E9%80%B8%E5%A4%AB%E6%A5%BC

參賽作品：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Shaw_Memory_Campaign

（四）「中華民國」條目遭撤銷特色條目資格

「中華民國」原為中文維基百科特色條目，日前有編者以「多段無來源，已不符合 FA
標準」為由提請重審。經兩週的投票之後，9票認為符合特色條目評選標準、5票反對，未

能跨過 2/3 認定符合、以及認定符合達到絕對票數（即符合票減去不符合票之差） 8票的門

檻，特色條目資格遭撤銷。

維基百科針對條目品質，設有「優良」及「特色」兩種標準，達到標準的條目將在頁面

頂端以圖像提示讀者。其中「特色」條目（Featured Article，FA。或可譯為「推薦條目」、

「精選條目」）為品質最佳的條目作品典範，條目內容需具有「條理、全面、調查精心、中

立、穩定」五項要求，內文格式、媒材與長度也都有原則性的規範。早期優良與特色條目的

評選標準較為寬鬆，近年來隨著各式規範的確立而日趨嚴謹。例如「中華民國」條目原本僅

在末章列出參考書目的方式標示來源，近年來的條目則要求需以腳註方式在內文標註來源，

因此在重審過程中成為主張不符標準的理由。除此之外，主張不符標準者尚提出其他問題：

如章節篇幅分配不均、選材或用語不中立等。

特色條目的評選未有時間限制，故被撤銷的條目可隨時在改善完成後重新提交評選。

(Reke編)

特色條目標準介紹：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

%E7%89%B9%E8%89%B2%E6%A2%9D%E7%9B%AE

%E6%A8%99%E6%BA%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89%B9%E8%89%B2%E6%A2%9D%E7%9B%AE%E6%A8%99%E6%BA%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89%B9%E8%89%B2%E6%A2%9D%E7%9B%AE%E6%A8%99%E6%BA%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89%B9%E8%89%B2%E6%A2%9D%E7%9B%AE%E6%A8%99%E6%BA%96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Shaw_Memory_Campaig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8%BA%AB%E8%BE%B9%E7%9A%84%E9%80%B8%E5%A4%AB%E6%A5%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8%BA%AB%E8%BE%B9%E7%9A%84%E9%80%B8%E5%A4%AB%E6%A5%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VP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VP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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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維基社群動態

（一）花蓮首次舉辦維基社群聚會

花蓮維基社群聚會於 2月 23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在花蓮的禮饗文創辦公室首

度舉行。這是一場小而美的維基聚，共有六位朋友與會，多數為慈濟大學的大一新生，因為

對於維基百科的編輯概念感到好奇而前來參與。現場的維基老手們協助新加入的朋友申請帳

號，並介紹了百科全書的概念、wiki 語法、以及維基百科的視覺化編輯器等對與會人士所好

奇的內容。(上官良治編)

活動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465310877025772/

（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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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3 月 7 日、3 月 14 日、3 月
21 日、3 月 28 日），地點討論中。

➢ 假日寫作月聚：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2 點至 4 點（三月份：3 月 8 日），伯朗

咖啡南京二店。

➢ 服貿議題臨時寫作聚：3月 9日下午 2點至 5點。（本活動為「台灣關鍵數據網」

主辦之服貿議題工作坊，鄭秀玲教授進行 1小時演講後將安排維基寫作）

• 維基協作聚（台中社群）

➢ Wiki互動學習與協作聚：每月第三週週末擇一舉辦（三月份：3月 15日下午 2點
至 5點），台中社群據點。

➢ 維基伙伴工作小聚：未定。請參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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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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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wikipedia.org/zh-tw/WP:WCP
https://zh.wikipedia.org/zh-tw/WP:WPTP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465310877025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