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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新聞 
香港維基媒體協會舉辦「維基百科申

遺」相關活動 
香港維基媒體協會於 7 月 10 日及 17 日先後兩度舉辦「碼頭

邊  影相撐維基百科  －  支持維基百科申遺！」活動，以表示

支持維基百科申請成為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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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 月 10 日的活動中，有不少的途人均簽名支持，並且影相留下記錄，目前該些照片已經上傳至香港維基媒

體協會的 Facebook網站；7 月 17 日，亦於相同的地方舉行了活動。 
 
香港維基媒體協會在其網誌中表示，維基百科符合列為世界遺產的多項條件，例如它是「表現人類創造力的經

典之作」。當然，維基百科的成就不只是達成了幾項條件。維基百科是史上最大的知識庫，參與的編輯來自全

球各地。它的協作模式不單是互聯網史上的成功，還標誌着人類處理知識的文化已經轉變。「維基百科也申遺」

活動（英語：Wikipedia for World Heritage）由德國維基媒體協會發起，至今獲全球上萬人聯署支持，亦獲多地

的維基媒體基金會協會支持。 
 
相片：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0728488205217.710398.29728825216 
 

維基媒體 2011年至 2012年年度計劃出版 
自從今年 3月份出版維基媒體 5年戰略計劃後，理事會又於 6月 28 日批准並於本周出版了 2011至

2012年維基媒體年度計劃以及相關的問答。年度計劃提供了本財政年度（7月 1日至次年 6月 30日）

基金會的主要工作方向，最主要包括：擴大並豐富各計劃的社群、提高在印度和巴西的佔有率、通過

移動設備進行推廣，同時還需要保持財政可持續性。 
 
年度計劃中包括了七大目標： 
1. 於 2012年 6月，將維基百科的移動設備閱讀量從 2011 年 3月的 7.26億次提高到 20億次。   

這意味着基金會需要着重發展與移動設備服務商的合作以及移動設備閱讀接口的開發。移動設備

是讀者接觸維基百科的重要途徑，尤其在一些南營國家中，移動設備已經成為最主要的上網方式，

甚至是他們唯一編輯維基百科的途徑。 
2. 有經驗的維基百科貢獻者正在逐漸減少，這一趨勢必須被糾正。目標於 2012年 6月將活躍編輯者

數量從 2011年 3月略不足 9萬人，提高到 9.5萬人。 
3. 提高南營國家編輯人數，目標於 2012年 6月，將這一數字從 2011 年的 3月的約 1.57萬人提高到

1.9萬人。 
4. 於 2012年春季將女性編輯人數從 2011年春季的約 9千人提高到 1.17萬人。 
5. 開發可視化編輯器。目標於 2011 年 12月開始自願參與的試用階段，首次部署計劃於 2012年 6

月在小型計劃中進行。 
6. 開發一個供志願者、研究人員和員工進行工具測試、開發與項目研究的沙盒。 
7. 於 2011年 11月將服務器維持瀏覽功能正常的覆蓋率從 2010年 11月的 99.8%提高到 99.85%。 

揭秘：維基人的上網愛好 
今年 4月進行的問卷調查結果仍在陸續公布中。據基金會博客介紹，Facebook 是最受維基人歡迎的

上網活動，比例高於在線觀看視頻、tweeting等。68%的維基人使用 Facebook，而相比之下，使用 Twitter
的只有 30%，玩魔獸世界等多人網絡遊戲的用戶只有 18%，玩 FarmVille 和 CityVille 等網頁遊戲的比

例也與此接近。此外，29%的維基人寫博客，22%的維基人表示他們活躍參與開源軟件的開發工作（包

括但不限於MediaWiki）。 

其他簡訊 
 「Wikipedia:建設性意見」成為指引。內容主要為鼓勵大家為解決爭議提出具體的建設性意見，

而不是單純的支持、反對或者爭吵。 
 調查顯示，英文維基百科目前所遭到的破壞正在減少，但是致力於反破壞的編輯人數也在下降當

中。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0728488205217.710398.29728825216


外界關注 
報告稱維基百科年度訪問量全球第五 
Google旗下的 Doubleclick Ad Planner公司出版了本年度訪問量排名前 1000 名的網站，維基百科

（wikipedia.org）排名第 5，維基詞典(wiktionary.org)排名第 428位。 
 
該報告的數據由 Google 工具欄、Google Analytics等產品在用戶允許的情況下收集的匿名數據，以及

其他第三方提供的訪問數據整合而成。前五名分別為 Facebook、YouTube、雅虎、Live.com 和維基百

科。 
 
該排名不包括「成人網站、廣告網絡、不公開可見內容或不能下載的域名及某些 Google 的網站。」 

斯隆基金會捐贈 300萬美元 
艾爾弗·斯隆基金（Sloan Foundation）近日向維基媒體捐贈 300萬美元。這筆捐款無任何限制要求，

用於實現維基百科的各項目標以及近期出版的戰略計劃。 
 
這已經是該基金會第二次捐款了。2008年，該基金向維基百科捐贈 300萬美元（分 3年提供，每年

提供 100萬美元），並成為維基媒體基金會所收到的最大單筆捐贈。基金會表示，這筆捐款代表了（斯

隆基金）長期以來對維基媒體計劃的信心。 

技術報告 
圖片緩存錯誤 
自 4月起，上傳至維基各個計劃的圖片新版本屢屢出現緩存問題。在上傳了一個已有文件的新版本

時，有一定幾率會發生緩存無法更新的情況，圖片在使用時仍然顯示為舊版本，且強制服務器 Purge
也無法糾正這一問題。部分用戶發現，將圖片尺寸改為一個未使用的數值，例如 401px 等不常用的尺

寸，一般可以生成新的緩存，但是僅限於該尺寸。而在某些情況下，該應急辦法也會失效。為了糾正

這一問題，許多用戶進行了反覆的回退或者重新上傳至新文件名，導致維基共享資源上出現大量重複

文件。 
 
自上周起，該錯誤發生的次數顯著下降，舊有的圖片緩存開始逐步得到更新，但仍然繼續有新的例子

出現，說明問題尚未得到完全的解決。 

維基共享資源默認顯示隱藏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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廬山 
提供：Pfctdayelise，CC‐BY‐SA 2.5

為了更方便維基共享資源上的維護工作，目前任何註冊用戶訪問共享資

源時均會顯示隱藏分類，但隱藏分類字體比一般分類小；如果用戶不希

望顯示隱藏分類，可以到參數設置中的編輯一項取消此選擇。注意的

是，未登入用戶不顯示隱藏分類，也不能透過參數設定令其顯示。 

質量提升 
特色內容 
廬山當選特色條目。廬山（漢語拼音：Lúshān）是中國江西省九江市南

郊的一座山，為中國名山之一，也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文化遺產

和世界地質公園，同時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5A級旅遊景區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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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旅遊風景區、世界名山大會的發起者。廬山以「雄」、「奇」、「險」、「秀」聞名，被稱為「匡廬奇秀

甲天下」，是中國自古以來重要的遊覽目的地。 
 
廬山條目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90%E5%B1%B1 

優良內容 
本周有 4個條目成為優良條目： 
 

 女僕咖啡廳，為角色扮演餐廳的一大類型。在女僕咖啡廳內，女服務生會穿着女僕的裝束，把顧

客視為如同在私人住宅中的主人一般提供服務，而不單是視為普通咖啡廳的顧客。儘管女僕咖啡

廳最早是出現在日本，其風潮也立即擴展至其他海外國家，包括中國大陸、韓國、台灣、墨西哥、

加拿大和美國等地都有女僕咖啡廳的出現，逐漸形成一種御宅族次文化的流行風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5%83%95%E5%92%96%E5%95%A1%E5%BB%B3   

 柏林‐泰格爾奧托·利林塔爾機場，德國首都柏林的主要國際機場，以該國航空先驅奧托·利林塔爾

的名字命名，位於柏林市區西北的泰格爾，為目前柏林兩個商用機場中最繁忙的一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9E%97‐%E6%B3%B0%E6%A0%BC%E5%B0%94%E5%A5
%A5%E6%89%98%C2%B7%E5%88%A9%E6%9E%97%E5%A1%94%E5%B0%94%E6%9C%BA%E5%9C%B
A   

 深度撞擊號，美國太空總署的彗星探測器，設計用於研究坦普爾 1
號彗星核心的成分。探測器於 2005年 1月 12日成功發射，同年 7
月 3日釋放撞擊器，並於 2005年 7月 4日 05時 44分（UTC時間）

成功撞擊坦普爾 1號彗星的彗核，地球在 8分鐘後接收到撞擊事件

的發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B1%E5%BA%A6%E6%92%9E%E
5%87%BB%E5%8F%B7   

 AKB48第 22張單曲選拔總選舉，以得票的數量來決定成員是否能夠

參與第 22 張單曲。由 2011年 5月 24日上午 10時開始，至同年 6
月 8日下午 3時結束，並於 6月 9日於日本武道館公布排名。 
http://zh.wikipedia.org/wiki/AKB48%E7%AC%AC22%E5%BC%B5%E5%
96%AE%E6%9B%B2%E9%81%B8%E6%8B%94%E7%B8%BD%E9%81%B8%E8%88%89   

深度撞擊號 
提供：NASA，美國政府公有領域
作品 

 

動員令 
維基百科第九次動員令至今獲得數十名維基人參與，貢獻了超過二百條條目，包括 2條優良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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