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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會會務動態
（一）社群工作坊順利結束

6 月 11 日社群組織工作坊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
舉行。來自新竹、台中、高雄、花蓮等地共計 8 個社群
的組織者齊聚一堂，討論社群媒體的運用、社群健康的評測等議題，並且練習運用設計思考
的方式，解決社群經營的難題。
本次工作坊參與者代表的組織，有醫學翻譯小組、薇姬的房間女性社群、新竹社群、高
雄社群、中山醫大維基社團、慈濟大學聚會、人生百味街賣社群，以及開放街圖。其中不少
人都是首度參與這場聚會。
社群媒體運用、社群健康評測兩項議程所授之內容，多半來自今年 4 月德國柏林維基媒
體會議之所得，詳細內容介紹已見諸五月號會刊。而設計思考的課程，則延續社群健康評測
中，各社群自己提出的經營問題，進行討論及發想。由於十分實用，討論相當熱烈，比起原
訂時間整整延長了一小時。雖然使得自由交流時間消失，不過實際上已經達到自由對話的功
能。
活動的最後也針對 2017 年台灣維基社群發展的需求進行了討論。由於本會希望明年能
向基金會申請簡易年度補助，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請各社群提出經營策略及所需資源，做為擬
定補助計畫及預算規模的參考，因此利用這個時間與社群討論應當如何進行。會中最後決定
由本會設計元維基上使用的補助申請及報告頁面格式，方便未來各社群向本會索取資源時填
寫。目前申請頁面的草稿已完成，可能在今年九月起就將應用。(Reke 編)
工作坊頁面：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Taiwan/Community_Workshops/2
016-1

（二）動態組字上線測試 引起轟動
吳守禮所著之《國臺對照活用辭典》內文有不少自造的台語字，自吳家人捐獻版權，要
在維基文庫全文上線之後，專案中的志工就不斷致力開發能在維基平臺上使用「動態組字」
系統的方案。日前，本會理事張正一(魔法設計師、MGDesign 宣佈相關的程式已經完成，進
入測試階段。全書完整上線的時程再度向前跨了一步。
張正一在 6 月 21 日時，將測試的邀請發布至中文維基百科的互助客棧，引發熱烈的回
響。有些人關注組字字形與 Unicode 之間重覆的問題，另外使用者「宇帆」則提出大量的字
體需求(如左右包夾的字、減筆字、有 45 度角構件的異體字、鏡像字…)，詢問本技術是否能
夠解決。
除了在維基社群內引起討論之外，其他開放社群也注意到了此套件的有趣功能。在華航
空服員罷工時，G0V 團隊的文宣上就以此技術，組出「穴」下方加上「服」的文字，來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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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罷工」。
目前正一已申請了測試用的 wiki 站台，歡迎所有人上去測試並給予建議。據了解，基
金會技術部門希望確認這個套件有社群的支持，再予以上線。(Reke 編)
測試站網址：http://ids-testing.wmflabs.org/wiki/Main_Page

（三）「薇姬的房間」受歡迎 收到加場邀約
以增加女性編輯、打破維基百科性別偏差為目的的社群「薇姬的房間」，努力已經漸漸
獲得社會的關注。Impact Hub Taipei 社會影響力製造所主動提出邀請的情況下，在 6 月 30 日
晚間 7 點至 9 點 30 分，額外舉行「維基就是力量－性別平等編輯房」活動。
性別平權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一，本次活動預計將先花費 40 分鐘時間，分
別介紹 SDGs，以及 Impact Hub Taipei 和「薇姬的房間」社群；而後有 40 分鐘的時間進行編
輯嘗試，最後再進行成果發表。(Reke 編)

（四）族語百科專屬平臺上線
本會協助政大原民中心孵育族語維基百科一案，為符合研究案原始要求，需特別建置一
個 MediaWiki 架構的平臺，蒐集孵育期間，由政大聘僱的族語寫手撰寫的百科條目。該平臺
在 5 月 30 日建置完成後，6 月初已轉移至政大原民中心辦公室上線運作。
該平臺目前尚在功能測試中，版本配置及內容的建置將在今年陸續完成。站臺權限部分
是註冊的帳號才能編輯，但不開放自行註冊，需向系統管理員申請並由管理員設定，與維基
百科略有不同。(Reke 編)
平臺首頁：http://140.119.100.110/index.php

貳、維基媒體國際動態
（一）檔案又回來啦！美國之音圖片版權問題峰迴路轉
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 VOA)的新聞圖片，過去被認為在著作權上是屬於公共領域，
因此有大量的照片被上傳至維基共享資源中。以中文維基百科為例，許多政要的照片都是透
過這樣的來源取得。不過，在 2014 年 7 月間，有使用者發現美國之音在其他語言的網站上
都有聲明著所權屬公共領域，唯獨在英文版網站並未做出如此宣示。儘管有著衝突很矛盾，
社群仍然決定基於謹慎前提，大規模地移除相關的檔案。
不過近日，這個問題產生了重大的變化。6 月 21 日維基共享資源再度發起討論後，出現
180 度的大逆轉。社群成員檢視了美國廣播理事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BBG)的
條款後，確認 VOA 是其所屬機構。由於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的著作皆自動納入公眾領域，因
此 VOA 的圖片也自動納入公眾領域無疑。
先前被刪除的圖片目前已經逐步恢復，維基百科上也可重新使用。(Reke 編)
討論連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ommons:Undeletion_requests/en#Origin
al_materials_of_VOA

（二）維基人年會新制 分會理監事成員會議 Say No？
每年一度的維基人年會(Wikimania)自從爆出 2017 年主辦權內定爭議後，進行了公開的
改革意見徵求，而後定案將改為兩年舉行一次，空出的一年可做為各地區域型的會議。不過 ，
在今年甫才結束的年會上，由各分會理監事成員參與的「分會理監事成員會議」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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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s statement)卻擬出一項聯合聲明，希望年會維持每年舉行。
會議聲明中認為，維基人不能只靠線上溝通，仍應有實體的聚會；同時年會也可以做為
志工的獎勵，並且有媒體新聞曝光效果，因此建議每年進行。
台灣分會是否同意加入這份文件的共同聲明者，至截稿時仍在討論中。(Reke 編)

（三）第二屆亞洲月籌備啟動
去年 11 月舉行的亞洲月活動獲得不錯回響，今年度的亞洲月活動又進入籌備階段。發
起人中國維基媒體用戶組的 Addis Wang 目前已針對組織者發出邀請，至元維基表達參與意
願。根據目前公布消息，除了仍然保留撰寫亞洲條目可獲得小獎品的活動外，這次會有針對
新手的教學活動，也會舉辦編輯松，活動方式將比去年更加多元。(reke 編)
活動頁面：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pedia_Asian_Month

參、中文維基百科動態
（一）國民黨要編維基 引起熱議
6 月 22 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上，該黨文傳會主委周志偉在工作報告中說，將以修改維基
百科裡黨籍同仁資訊的方式，來打造黨、黨主席、立委及從政黨員的形象。新聞遭媒體披露
之後，輿論譁然。
台灣管理員「和平奮鬥救地球」將維基人的相關反應整理到維基新聞，標題為「國民黨
擬編修維基百科 維基編輯怎麼看」。文中提到：「許多維基用戶都認為近期需要特別監視
國民黨相關的條目，以防止破壞。」另外也整理了數名編輯的意見。 User:Outlookxp 認為新
手冒然編輯反而會有損國民黨形象，建議國民黨指派編輯者參加本會的講座，先學習編輯方
針。User:Clear Sky C 則認為情況嚴重的話，可能需要保護特定條目。User:Artoria2e5 則認為
違反中立方針的內容需要移除。
台灣的協會至今未收到編輯教學的邀請，本會祕書長 Reke 認為，根據過往的經驗，國
民黨若確實執行此計畫，非常有可能因為不熟悉規則、屢次犯規，又容易遭不同立場人士積
極檢舉的情況下，最後整棟黨部的 IP 都遭到封禁。(Reke 編)

（二）基金會方針作不作數？互助客棧起爭議
維基媒體基金會通過「有償編輯」的相關規範已經有一段時日，然而該方針是否在中文
維基百科生效，日前發生爭議。台灣維基人廖漢騰在互助客棧方針板面指出，依據維基媒體
基金會的公告，有償編輯的相關條款若無本地替代方針，則基金會公布的使用者條款，就是
適用的方針。然而，卻遭到管理員以「偽造方針」為由封禁。
針對此次封禁引起的後續討論，形成議題十分分散的情況。有人主張基金會所頒佈的方
針需經本地社群的討論之後，才能列入方針；但也有人主張，基金會的方針雖然可在中文維
基運行，但是建立翻譯頁面時需要經過討論。討論中，「蘇州宇文宙武」請求管理員說明爭
點，不過當時介入的管理員「和平奮鬥救地球」則試圖繞過這個問題，認為藉此機會討論中
文維基百科是否需要訂定替代方針，使得爭議更加複雜。
維基百科「方針與指引」的頁面中，並沒有很明確地針對此點做出指示。然而在方針產
生的方式中，「由吉米威爾士或基金會頒佈」，與「提案經討論取得共識後被正式採用 」
併列，暗示兩者是平等的方針產生方式，其中一項並不需要另一項來追認。(Reke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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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維基社群動態
（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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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7 月 1 日、7 月 8 日、7 月 15
日、7 月 22 日、7 月 29 日），摩茲工寮。
 假日寫作月聚：7 月 9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



新竹社群聚會
 月聚：未定



高雄社群聚會
 月聚：未定。



台灣知識種子計畫
 醫藥保健專題小組：每週五晚上 9 點至 10 點（七月份：7 月 1 日、7 月 8 日、7 月
15 日、7 月 22 日、7 月 29 日），線上聚會。
 薇姬的房間：七月 28 日，晚上 7 點至晚上 10 點，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
 維基育苗合作社：每隔週一，晚間 7 點至 9 點（七月份：7 月 4 日、7 月 18 日），
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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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TC
新竹社群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PHC
高雄社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P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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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