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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新聞 
「為維基狂」2011大會 
2011 年的「為維基狂」大會已經在海法舉行，對上一期簡單

報道了相關的詳情，而今期將會有詳細的消息報道，不過帶

來的相片就比上一期少了許多。 
 
今年度的大會有超過 650 名維基人參與，是第七年舉辦這項

活動，首次大會於 2005 年舉辦。在會議之前，有會前討論，

包括溝通委員會及分會委員會的討論。在 8 月 3 日，大會歡迎了各位前來參與的維基人，並向他們派發名牌、

會議詳情、衣服等物資。 
 
此外，今年會議的特色是當地會議場地處處提供WiFi 無線上網，部份維基人帶同電腦出席會議。是次會議之

官方網站網址為 http://wikimania2011.wikimedia.org  ，亦在 YouTube 網站設有官方影片專頁，網址為

http://www.youtube.com/user/WikimediaIL  。 
 

Yochai Benkler 
Yochai Benkler，The Wealth of Networks一書的作者。他在大會開幕禮上發

言，指他首次參與維基百科，是在 2001 年的夏天。他認為，人類可以攜

手合作，並介紹了如何由「自私」變為「合作」（維基理念之一）。在他

參與維基百科之前，他也參與過一些自由軟件的工程。 

 

Sue Gardner 
Sue Gardner，維基媒體基金會外展工作指導員，在她發言時引述了未來一

年基金會兩大發展：保留現有用戶、移動裝置功能發展。新的移動裝置訪

問頁面已經正在發展當中，並且會有一些新的功能，比現時的版本會做得

更好。 

 

理事會 
在理事會各成員中，摘錄以下較為重要的發言： 

 Kat Walsh：維基百科與社交網站（例如 Facebook）的分別，在於維

基百科協助將知識傳播。 
 Benjamin Mako Hill（一名非基金會的技術人員）向理事會發問「為何

在 2006 年維基學院創立之後，再沒有新的計劃？」，理事會成員

Samuel Klein 介紹了基金會理事會當中在決策（創立計劃、移除計劃

等）沒有一個明確的程序。維基百科發起人 Jimmy Wales 則認為理事

會不應該專注在開新計劃，而是專注在如何改進其他計劃，尤其是維

基新聞，該計劃沒有預期中那麼成功，並對比其他報章，質量不高。 
另外，亦有人提問就維基媒體基金會的可持續性發問，因為根據過往比

例，在 2031 年，維基媒體基金會需要人們捐贈的金錢將會超過現時的全

球國內生產總值。 
 

Joseph Reagle 
Joseph Reagle，Good Faith Collaboration 一書的作者。借用了 Richard 

Stallman協助維基百科的發展，提出了建議令百科是一個普及而且自由的百科全書，最後將 Nupedia 發展成維

基百科的例子，說明了各項基於網絡而發展的百科全書。 

 大會官方標誌 

 上：Yochai Benkler 
下：Sue Gard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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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 Wales 
Jimmy Wales，維基百科創辦人，以「維基百科的現況」為題作出演說，編

輯者的數量只是次要，條目的質素才是主要。他指出通過技術工具如條目

回饋及維基友愛，可以使維基的體驗更好。他邀請社群，不要那麼保守，

請放鬆一下。他亦宣佈創立了一個新的獎項－全球維基人大獎，由哈薩克

語維基百科的 Rauan Kenzhekhanuly 獲得。哈薩克語維基百科活躍編者由

15 個發展成 231 個，條目數每日增長 500 條，並希望在本年底達二十萬

條。 

James Hare 
James Hare，維基人一名。介紹了在 2012 年於美國舉辦的為維基狂大會的

詳情，2012 年的會議將於 2012 年 7 月在美國華盛頓哥倫比亞特區的喬治

城大學舉辦，包括一天非會議日，跟進 GLAM 的推廣。 

Brion Vibber 

 
Brion Vibber 在為維基狂大會上發言 
 

一個可視化編輯器（即見即所得）將於本年後期利會可選性引入（opt‐in）形式供測試，並於明年中進行公開

發佈。 

總括 
今次大會主要總括了： 

 不歡迎在維基百科引入社交類網站的遊戲機制 
 維基百科與 SNS網站的差異在於，維基百科的 SNS工具是用來有助於產生知識。 
 維基百科現在已經成為了互聯網的一部分，他已經不是一個先鋒性的網站 
 需要改善維基百科與學者和教育界的關係 
 GLAM 進展 

 

聚會消息 
由維基人自發舉辦的維基百科聚會在各地均即將舉行： 

 2011年上海夏聚初定於 8月 20 日或 21日舉行，報名現正開放。是次聚會將會由Mountain分享

參與「為維基狂」會議的經歷。 
 2011年天津夏聚正在討論中，有部份維基老手及新手均表示可能出席。 
 2011年香港夏聚已定於 8月 19 日晚上在銅鑼灣一間商店舉辦，報名亦正在開放。同上海夏聚一

樣，都會有維基人分享參與「為維基狂」會議的經歷，並暢談其他維基話題。 
 
各位身處當地的維基人可以積極參與。維基百科聚會是一種維基人面對面交流的活動，以提升維基人

之間的友誼，並以一個較為私密的方式討論維基百科各項事情。 
 
另外，由於香港維基人將於多個維基上出現，由第 55次聚會（香港 2011年 7月聚）開始，聚會討論

及報名將移師至元維基以中英雙語進行，方便各維基人前往報名。 

我已經開始使用 JavaScript開發一個可視化編輯器，Trevor及 Inez
正編寫相關組件，Neil在寫基礎元件，我們需要多個人同時在編寫。

 上：理事會成員 
下：Joseph R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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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關注 
基金會鼓勵大學教授向學生分發維基作業、推全球教育計劃指南 
據報道，Jimmy Wales在 8月 4日表示由於編輯模板過於繁複，用戶不願意參與編寫條目，導至編者

流失。 
 
此外，報道亦表示維基百科宣佈，會鼓勵印度、巴西、歐洲多國的大學教授向學生分發涉及維基百科

條目編寫的作業，令更多人自願參與維基百科這個協作項目。 
 
由於編者人數降低，為此基金會推出全球教育計劃指南，鼓勵學生撰寫和編輯條目，該指南包括如何

編輯的手冊、影片等，此計劃亦為 Public Policy Initiative 的一部份。 
 

技術報告 
2011 MediaWiki技術人員會議 
剛過去的星期五，維基媒體基金會的員工在技術郵件列表上發言，指將於本年 10月 14日－16日（星

期五至日）在美國新奧爾良舉辦MediaWiki的技術人員會議。是次會議將會有代碼編寫訓練（指導）、

維基媒體實驗室討論、改善MediaWiki 的討論等。部份維基媒體基金會的技術高層人員（包括 Brian 

Vibber 等）已明確表示出席。 

其他消息 
 在剛過去的星期三於部份維基中發生錯誤將用戶訪問源判斷為移動裝置導致自動重定向至移動

版維基百科的事件，很快就獲得修復。 

 如果在 Special:Newpages的頁面被移動且禁止了創建重新定向，將不會再顯示舊頁面名而顯示新

頁面名，這是近期才被修復的長期臭蟲。 

 較早前因技術問題，在維基共享資源的上傳經常逾時或很慢，此錯誤已經修復，並指上傳一個

17 MB的檔案只需 10 秒（視地區而定）。 

質量提升 
特色內容 
本周有 1條條目當選特色條目。 

 喬治四世（1762年－1830年），英國君主，1820年至 1830年間

在位，1811 年至 1820年間曾因為父皇喬治三世精神失常而出任

攝政王。喬治四世平生沉醉奢華生活，他引領英國攝政時期上

流社會的潮流時尚，但在家庭方面，他不單與父皇交惡，與髮

妻卡羅琳的婚姻關係更是如同災難。在 1820 年，他透過國會引

入極大反響的《痛苦和刑罰草案》，企圖與卡羅琳離婚，但行動

不單以失敗告終，還廣受輿論抨擊。在政治上，喬治在位攝政

王和君主期間，大部份時間均由利物浦勳爵擔任首相，掌控政

府。期間，英政府帶領英國於曠日持久的拿破崙戰爭中取得最
喬治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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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勝利，還試圖應付戰後一系列的社會和經濟動盪。喬治晚年被迫接受與他不和的喬治·坎寧先

後出任外相和首相，以及放棄一直以來反對解放天主教的立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AC%E6%B2%BB%E5%9B%9B%E4%B8%96_(%E8%8B%B1%E5%
9C%8B)   

優良內容 
本周有 2個條目成為優良條目。 

 卡拉登勳爵（1907年－1990年），英國殖民地官員、外交官、

工黨政治家和外交關係學者，1964年晉爵前稱為曉治·富特爵

士。卡拉登出身自政治世家，五弟米高·富特嘗任工黨黨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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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任尼日利亞布政司、牙買加總

督和塞浦路斯總督等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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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1年

至 1970年間，卡拉登歷任聯合國託管理事會代表、聯合國特別

基金顧問和英國常駐聯合國代表。在常駐代表任內曾負責草擬

《聯合國安理會 242 號決議》和《核不擴散條約》等重要文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89%E6%B2%BB%C2%B7%E5
%AF%8C%E7%89%B9%EF%BC%8C%E5%8D%A1%E6%8B%89%E7%9
9%BB%E7%94%B7%E7%88%B5   

 Google公司，是一家美國的跨國科技企業。Google由拉里·佩奇

和謝爾蓋·布林共同創建，因此兩人也被稱為『Google Guys』。
1998年，Google以私營公司的形式創立，設計並管理一個互聯

網搜索引擎「Google搜索」；Google 網站則於 1999年下半年啟

用。據估計，Google 在全世界的數據中心內運營着超過百萬台的服務器，每天處理數以億計的

搜索請求和約二十四 PB用戶生成的數據。Google公司提供豐富的線上軟件服務，如 Gmail電子

郵件，包括 Orkut、Google Buzz以及最近的 Google+在內的社交網絡服務。Google的產品同時也

以應用軟件的形式進入用戶桌面，例如Google Chrome瀏覽器、Picasa圖片整理與編輯軟件、Google 
Talk即時通訊工具等。另外，Google 還進行了移動設備的 Android操作系統以及上網本的 Google 
Chrome OS操作系統的開發。 
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   

動員令 
第九次動員令持續進行中。更正上期報道，最高分用戶達 890分，本周記錄依舊未變，該用戶完成優

良條目及特色列表各兩條，另加新條目推薦 6條。不過，更多的用戶已經達到 400分以上，而達到完

成要求的參與者超過 65名（比上周約多 5名）。 
 
至於整體貢獻方面，總共條目數有約 640條（比上周增加 110條），達標條目達約 370條（比上周增

加 40條）。至於各個主題，參與者最多的依舊是世界各地，總條目數約 180條（比上周多 40條），達

標條目超過 100條（比上周增加 10條）；成績最差的亦依舊是外交方面的條目，僅剛達 10條條目，

但是次動員令首條特色條目就在這個主題出現了（麥理浩，見上期簡訊的介紹）。 
 
此外，在最近一周動員令積壓審核上升，同時新條目候選比上周輪候時間大量降低，這顯示新進條目

的質素一般較上周低。所以，各編者們繼續努力完成條目，並提名他們參選新條目推薦的候選。提升

維基質素，大家都要出一分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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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的條目質數繼續需要你的協助！距離動員令結束尚有 3周時間，參與者繼續努力，打

做一個更好的維基百科。 
http://zhwp.org/WP:DC9   

上：曉治·富特，卡拉登男

爵條目相關之英國政府皇

家徽號 

下：Google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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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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年第 33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