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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會會務動態

（一）維基漫步圓山場落幕，8月中南港相約

本會暑期推出的踏查活動「維基漫步」，7月 17日
圓山場已順利進行。共計有 14位報名學員參與本次活動。
當天踏查的據點包括花博公園、兒童育樂中心、員山遺址及臨濟護國禪寺。當日上午報名學

員先在已廢校的明倫國小校區集合，經過簡單的任務說明之後，分為三個小隊，由不同路線

進行踏查。下午用過餐後，再將踏查的結果編入維基百科與OSM中。

根據最後結算的成果，工作團隊發現成果最豐碩的部分是照片上傳的數量；條目編輯與

地圖繪製的部分較為缺乏。據了解，每個小隊雖然都配有熟悉編輯的社群成員擔任指導員，

但是由於指導員對於引導學員的技巧並不熟悉，因此未能掌握學員工作進度；此外，雖然有

提供空照圖做為踏查時紀錄之用，但學員若沒有方便的 GPS定位設備，要完成地圖編繪工
作仍有一定困難。未來類似的活動，最好能透過行前訓練提升工作人員的引導能力。

活動最後也發放回饋單進行調查，大部分的學員皆對活動內容抱持肯定的評價。但是可

以觀察到其中有維基或 OSM編輯經驗者，對於「是否更熟悉維基（OSM）編輯」的問題給
與較低分的評價，可以得知維基漫步的活動設計較適合新手參與。

「維基漫步」在 8月 16日將推出第二場，將帶領學員踏查南港車站至中央研究院一帶。
(Reke編)

報名網址：http://wmtw.kktix.cc/events/wikimambo1408

（二）2014 COSCUP落幕，維基人不缺席

2014 年的開源人年會（COSCUP）於 7月 19、20 兩天在中央研究院登場，本會以社群

攤位及參與議程的方式，與其他開源社群相互交流。

社群攤位的部分，本會與開放街圖社群共同經營。考量現場有程式人聚集，本次攤位規

劃以「如何駭維基媒體／開放街圖」為主軸。本協會蒐集了多種 hack維基媒體計畫或 OSM
的專案，製作成簡單的書面報告供參觀者翻閱，同時將展示維基數據（Wiki Data）遊戲、

TED與維基相關的演說影片檔，吸引不少與會者駐足了解。另外，由於去年「維基愛古蹟」

賽事籌備過程曾經透過駭客協助，建立古蹟列表。因此本次也將去年賽事展覽輸出的大圖板，

以吊掛的方式展出，頗具吸睛效果。

本會祕書長王則文另外擔任「自由社群如何聚會」的與談人，該場次由本會監事上官良

治主持，監事陳瑞霖則以 OSM社群參與者身份與談；同場尚有 Mozilla Taiwan社群的
Irvin、台灣女子自由軟體工作小組（WoFOSS）的伊瑪貓共同參與。座談中先就網路事前統

計的「自由社群聚會時如何尋找場地」、「如何增加成員參與動力」、「如何使主題不發

散」等三個問題進行討論。而後現場聽眾又提出「如何找到接班人」、「如何增加出席率」

的問題。本會理事長簡翔泰以線上筆記平臺簡錄所有討論過程，歡迎有志舉行社群聚會者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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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Reke編)

議程紀錄：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41/sh/edb65252-0926-47a1-

93c0-f83cf306cc00/5979a9842106d4905dc89ab2bc94cd45

（三）中文版維基百科教材將於八月份付印

中文版的維基百科操作教材，自從 2006 年由KaurJmeb（KJ）撰寫的《維基百科攻略：

知識分享最前線》後，就再無相關出版物。由於該書年代久遠，許多操作已經變更；加上本

會近來重新啟動各項維基推廣業務，教材需求孔急。由監事上官良治將英文版 "Editing
Wikipedia"小冊譯為《如何編輯維基百科》，並向維基媒體基金會申請經費印刷。本申請案

已於台北時間 7月 2日審核通過，基金會將撥款 700 美金（約 21000新台幣，實際數字將視

匯入時匯率與手續費用而定）做為印刷費用，預計將在 8月中執行，印刷數量至少為 300本。

本批教材的應用方式，計畫優先分配給參與「台灣知識種子計畫」的固定聚會負責人，

做為教學教材，其次則將開放有意規畫維基編輯相關課程或活動的單位申請。詳細的申請辦

法，將待印製完成後擇期公布。(Reke編)

（四）台灣知識種子計畫志工召募跨出台北

台灣知識種子計畫的志工召募說明會腳步，在 6月 29日首度跨出台北市，於新竹交通

大學旁的饗茶旗艦店舉行。儘管當天參與者人數較台北場少，同時也有不少參與者是台北人，

只是因為先前錯過相關訊息，反而遠赴新竹聽取說明。不過，由於主持新竹社群的核心成員

張少典、Kokuyo 等人皆到場參與，本計畫與即有社群交流的意義甚巨。

本場說明會中，講師陳瑞霖同時更動了原本的講題，拋去原本較生硬的校園教育專案經

驗分享，改從思考「為什麼要編維基」的思考切入，引發與會者對維基的興趣。

7月分的說明會預計仍將離開台北市，於 27日至三峽台北大學舉行。本次特別之處在於

與地方媒體社群的合作，直接針對該媒體召募之大學志工進行計畫說明，不另行開放報名。

如果能夠建立與既有社群合作的範例，將可在寫作聚會的組織發展上事半功倍。(Reke編)

（五）中研院天文所Hack Day，帶老外編維基

7月 4日，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ASIAA）舉辦「嗨客日」（Hack Day）
活動，一群來自國外的天文學者想要試著在維基百科上編輯一些 ASIAA的相關條目，於是

邀請本會監事上官良志與陳瑞霖擔任技術指導人員，教導編輯技巧。由於參與者以國外學者

為主，編輯的貢獻存放於英文維基百科中，不過由於活動氣氛輕鬆愉快、成果豐碩，未來中

研院天文所與台灣維基人之間仍可能有合作的契機。(Reke編)

貳、維基媒體國際動態

（一）維基百科逐漸被接受成為學術資料來源

根據美國洛杉磯時報(L. A. Times)報導，維基百科不但已經成為傳記資料的來源，甚至

變成大學院校的課程核心。

報導中說，維基教育基金會(WEF)與美國的學術研究機構合作，近日學術界開始擁抱維

基百科，多所院校與維基媒體的推廣組織進行多種的合作計畫，如教育專案貨維基人駐點計

畫等。洛杉磯時報在此篇報導裡頭，完整的介紹維基教育基金會與 Ponoma College之間合作

的過程（圖書館工作人員、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以及校園大使之間的溝通）、教授如何評價維

基百科當做大學作業項目的好處、以及四篇由大學生合作撰寫的維基條目。報導中也引用維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41/sh/edb65252-0926-47a1-93c0-f83cf306cc00/5979a9842106d4905dc89ab2bc94cd45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41/sh/edb65252-0926-47a1-93c0-f83cf306cc00/5979a9842106d4905dc89ab2bc94c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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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人 Kevin Gorman的觀點「對於學術界而言，維基百科已經大到無法忽視的地步。」(上官

良治編)

原始報導：

http://www.latimes.com/local/education/la-me-wikipedia-20140615-

story.html#page=1

（二）新加坡國會議員要求對於維基百科的破壞編輯者採取法律行動

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條目日前遭人破壞，將該黨的英文首字簡寫「PAP」(People's
Action Party)竄改為代表「黨反對人民」(Party Against People)，除此之外，還加上了「打倒

法西斯」(down with the fascists)和「投給反對黨」(vote for Opposition)等等字樣到內文中。根

據 2014 年 6月 13日新加坡海峽時報的報導，這個動作導致星國國會議員馬炎慶要求該國政

府採取法律行動，避免日後對人民行動黨英文條目的惡搞行為。

新加坡目前仍為一黨獨大國家，人民行動黨透過選制的操控，始終以 60%左右的支持度，
控制著 9成以上的國會席次。

(上官良治、Reke編)

原始報導：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singapore/more-singapore-

stories/story/vicious-edits-paps-wikipedia-page-20140613

（三）以色列分會獲公關協會獅吼獎

以色列分會獲得以色列公關協會(IPRA)贈獅吼獎(Roaring Lion Award)，因為該分會透過

紐約的視覺藝術學院教授，同時也是以色列廣告公司經理的 Gideon Amichay，和當地的電視

台 Channel 2 談合作，成功地製造一波公關話題。Gideon 議請 Channel 2的五位資深記者在以

色列分會的培訓之下，分別撰寫五篇維基百科條目，並將其撰寫過程做成五篇各一分鐘的報

導。如果獲得足夠的關注，下週就以同樣的模式再執行一次。結果這個專案成功地得到了電

視、廣播、網路及紙媒的大量報導。

(上官良治、Reke編)

參考聯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4-07-

02/News_and_notes

參、中文維基百科動態

（一）中文維基百科遭中國用戶進行大規模傀儡破壞

自 6月起，由於適逢六四天安門事件紀念日，香港又有六二二公投、七一大遊行等政治

活動，與民運相關的條目再成攻繫目標。7月 8日，outlookXP在多個平台上指出，有中國網

民註冊多個維基百科帳號，引用「擊缶客」與「環中網」等專門抹黑兩岸三地民運、維權人

士的網站資料，在民主及社運相關的條目中，散佈大量的謠言。幸而目前有不少破壞編輯已

被發現並恢復，相關帳號也已經封禁。

outlookXP在 PTT的Wikipedia 板面發文分享這段發現心得時表示，他與一些香港維基

人懷疑此事為（一群）網評員所為，但是申請了身份查核之後，結果居然「禁封的傀儡都是

同一人，看來給網評的預算很少，只請得起一位。」(Reke編)

PTT討論頁面：

https://www.ptt.cc/bbs/Wikipedia/M.1404826491.A.AFC.html

https://www.ptt.cc/bbs/Wikipedia/M.1404826491.A.AFC.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4-07-02/News_and_no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4-07-02/News_and_notes
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singapore/more-singapore-stories/story/vicious-edits-paps-wikipedia-page-20140613
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singapore/more-singapore-stories/story/vicious-edits-paps-wikipedia-page-20140613
http://www.latimes.com/local/education/la-me-wikipedia-20140615-story.html#page=1
http://www.latimes.com/local/education/la-me-wikipedia-20140615-story.html#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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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基百科法院」是否有成立的可能？

日前有用戶在互助客棧建立組建「維基百科法院」，由公正人士「中立各方觀點」，但

目前該想法備受質疑，是否能夠成立還待觀察。

引入類似現實司法機制的想法，在中文維基百科並非第一次。2012 年 1月就有類似的討

論，當時社群認為如此方向有違基金會「簡化方針」的政策，因此遭到否決。而本次的討論

中，如何找到所謂的「公正人士」則引發質疑。目前討論仍在進行中，能否找到社群可接受

的處理方案，可能是本提案是否能真正化為中文維基制度的關鍵因素。(Reke編)

相關討論：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kipedia:%E4%BA%92%E5%8A

%A9%E5%AE

%A2%E6%A0%88/%E6%96%B9%E9%92%88&oldid=32049819#.E5.BB.BA

.E8.AD.B0.E5.BB.BA.E7.AB.8B.E7.BB.B4.E5.9F.BA.E7.99.BE.E7.A7.91.E6.

B3.95.E9.99.A2

肆、臺灣維基社群動態

（一）台中社群後繼有人，新方向備受矚目

7月號會刊報導台中社群因活躍成員「安可」宣佈淡出可能暫停一事，在截稿後出現轉

圜。11日台中維基社群成員發起工作聚會，經過核心成員討論後，由龔文周、蕭家錡與

Simon共同經營。人力短缺問題暫時得到舒緩。

會議中也針對台中「Wiki 協作聚」的策略做出調整，根據會後龔文周公佈於網路的留

言與文案，該聚會未來將「採用 Peter Senge團體學習模式與深度匯談技術，擴大參與者的知

識與人際視野」。Peter Senge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管理學家，以「學習型組織（ learning
organization）」理論的提出著名。此類組織的定義大致上為「個人、團隊及組織中持續地學

習，以不間斷地發展成員潛能，並且用系統思考解決問題，讓組織得以適應環境並自我革

新。」由於目前台中社群並無公佈協作聚的執行方式規畫，本刊透過龔文周提供的資料初步

了解，在節目安排上有引入 Ted模式的短講，並規畫編輯示範與問答時間。節目的安排是否

能夠達成策略目標，則尚待觀察。(Reke編)

（二）新竹聚會陷入場地困擾

新竹聚會舉辦數次後，主持人宣佈因場地費用不堪負荷，需考慮另覓地點。唯理想的場

地尋找不易，補助申請曠日廢時，核心成員對此陷入兩難。

新竹聚會原有場地係交大校門外茶飲店，交通便利、影音設備完整。唯該場地係採用包

場制，每小時場地費用 300元，僅有飲品九折優惠，等同於必有一筆額外支出。無論由主持

人吸收或參與者均攤，皆會造成困擾。目前主持人考量的解決方式有：申請基金會補助場地

費，或是找到有網路且交通便利的免費場地。

若本刊讀者知道、或可以提供適合維基聚會的免費場地，歡迎來信提供資訊，本刊將代

為聯繫新竹社群主持人。(Reke編)

（三）8月份台灣各地維基社群活動預告

 協會活動

 維基漫步南港場：8月 16日上午 9點至下午 5點 20分，台北市南港車站至中央研

究院一帶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kipedia:%E4%BA%92%E5%8A%A9%E5%AE%A2%E6%A0%88/%E6%96%B9%E9%92%88&oldid=32049819#.E5.BB.BA.E8.AD.B0.E5.BB.BA.E7.AB.8B.E7.BB.B4.E5.9F.BA.E7.99.BE.E7.A7.91.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kipedia:%E4%BA%92%E5%8A%A9%E5%AE%A2%E6%A0%88/%E6%96%B9%E9%92%88&oldid=32049819#.E5.BB.BA.E8.AD.B0.E5.BB.BA.E7.AB.8B.E7.BB.B4.E5.9F.BA.E7.99.BE.E7.A7.91.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kipedia:%E4%BA%92%E5%8A%A9%E5%AE%A2%E6%A0%88/%E6%96%B9%E9%92%88&oldid=32049819#.E5.BB.BA.E8.AD.B0.E5.BB.BA.E7.AB.8B.E7.BB.B4.E5.9F.BA.E7.99.BE.E7.A7.91.E6.B3.95.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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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基台北定聚

 社群經營工作聚：每週五晚上 7 點至 9 點（八月份：8月 1日、8月 8日、8月 15
日、8 月 22 日、8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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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8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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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三個週六，下午 2點至 5點（八月份：8 月 16
日）。

 新竹社群聚會

 月聚：每月最後一個週末，下午 2時起（八月份：8 月 30日），饗茶交大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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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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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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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