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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會會務動態

（一）台語辭典需校對志工

為了方便吳守禮「國臺對照活用辭典」一書在維基

文庫上架專案的進行，東海大學中文系教師王志攀老師

協助將遠流出版的紙本書全部掃描成影像檔，並在 7 月的萌典松轉交本會理事張正一。所有

的圖檔已在 8 月份由另一名理事上官良治上傳至雲端，以便進行校對工作。

儘管本會已經取得原著授權，不過由於排版部分的著作權可能仍屬遠流出版所有，為謹

慎起見，雲端上的圖片檔案將不針對不特定人士進行公開散佈，僅傳給有意參與校對工作的

志工使用。如有會員願意投入這項工作，或想要進一步了解詳情，可向上官理事洽詢。

(Reke 編)

（二）台灣社群年度計畫 9 月開放申請

維基媒體基金會的補助方式改版後，為爭取穩定的營運經費，本會擬向基金會「簡易年

度計畫補助」(Simple Annual Plan Grants, Simple APG)專案申請年度型的經費。而為了能夠照

顧到各個在地社群，強化協會運作的功能，本會也將邀請全台各地社團，在九月時大略規畫

明年度的計畫以及所需經費，以便在本會申請 Simple APG 時，共同納入規畫中。

申請案的格式已經在元維基預備中，預計 9 月接受申請，10 月進行溝通調整，11 月納

入專案中。(Reke 編)

貳、維基媒體國際動態

（一）印度維基黑客松 大搞 APP

8 月 5 日至 7 日間，印度舉行了在地的第二場維基地區會議（WikiConference India），

舉辦地點在昌迪加爾市，共吸引了數百位來自二十個語言、不同維基媒體計畫社群的參與者

共襄盛舉。參與國家包含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以及 尼泊爾。

這個活動比 2011 年舉辦的第一場地區會議更針對特定的主題，內容多圍繞在性別落差、

維基百科教育專案、MediaWiki、以及印度維基的運動 現況。活動是由印度的維基人社群所

主辦，由印度分會以及印度當地的資訊教育組織「網路與社會中心（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指導，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贊助。

新創立的用戶組「普旁遮維基人（Punjabi Wikimedians）」主持了這場活動。印度維基

地區會議的主要目標是要打造社群，並且增加印度維基人之間的參與。這場會議吸引了許多

人的興趣，共有 來自超過 6 國，共 452 位的維基人爭取總數約一百位的補助名額。維基百科

歷來知名的性別落差在這 場會議中很明顯，452 位中只有 55 位是女性，但最後因為要追求

多元性的原因，導致最終只有四分之一的獲補助者為女性，而講者使用的語言則包含了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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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種 不同的地方方言或各國語言。最後會眾總數有 250 位。也有幾位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員

工在這次會議中主講，包含執行長 Katherine Maher、社群互動部門 Asaf Bartov、以及維基教

育專案負責人 Tighe Flanagan。

這場會議的主要亮點之一是黑客松軌。黑客松的議程延續了三天的會議。最後黑客松產

量十足，總共有 35 個參與者，做出了 7 個跟維基媒體計畫相關的手機 app：

1. web 版與 Android 版的母語維基朗讀（WikiSpeak）：用手機唸出維基百科的條目；

2. 編輯泰米爾與維基字典（Android 版）

3. 上傳音源檔到維基數據（Android 版）：協助使用者上傳小型聲音檔來展示字詞項目

的構件發音

4. 在 Google 地圖上展示在地的維基百科條目

5. 便是北印度文以及馬拉亞母語的光學字元辨識

6. Web 版聊天軟體 [WebRTC] ：讓黑客松參與者可以藉此彼此交流

7. 通知功能：可用瀏覽器通知展示維基通用的功能，例如「最近更新」

(上官良治編)

Signposts 報導：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2016-08-

18/News_and_notes 

（二）11%編者曾經受到騷擾 基金會研究自動反制計畫

維基媒體基金會在 7 月 28 日公布了數項令人值得擔憂的數據：28%的人在編輯工作中曾

遭受批評、24%的人認為其他維基編輯不適合共同工作、11%的人曾經在維基上受到騷擾。

這些數據是去年在 16種語言的維基百科中調查出來的結果。

最常見的騷擾形式是破壞條目內容，其次是搗亂；罵人、歧視、跟蹤也很常見。幸而暴

力行動或駭客行為尚不常見。調查中也指出，女性更容易受到騷擾；同時，42%的人認為沒

有有效的方法對付騷擾者，被騷擾者大多選擇減少維基的工作。

維基媒體基金會目前跟 Jigsaw 公司正合作一個專案，有意透過演算法的方式來自動偵測

出騷擾語言。這個演算法可以透過訓練的方式，逐步降低錯誤率。(Reke 編)

參考資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6-08-

04/News_and_notes

參、中文維基百科動態

（一）知名開源社群成員唐鳳入閣 條目大翻新

知名開源社群成員唐鳳在 8 月傳出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消息，引發台灣開源界熱

烈討論。唐鳳與維基百科的發展關係密切，曾經參與維基百科中文化、視覺化編輯器開發，

並擁有自己的維基百科帳號。而目前，她所發起的「萌典」計畫，也給予本會「吳守禮《國

臺對照活用辭典》」維基文庫上線一案提供大力的協助。

唐鳳原本在中文維基百科中就有傳記條目，在入閣消息證實之後，各家媒體相關報導大

量增加，維基百科上的傳記條目也很快得到完整的整理。快速的擴充曾經在 PTT Tech_Job
板上引起質疑，認為是唐鳳本人、或其親戚委託公關公司進行的「造神」計畫。不過根據編

輯歷史很明顯可見，主要編修者是資深編輯、管理員 Kokuyo。(Reke 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6-08-18/News_and_no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6-08-18/News_and_no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6-08-04/News_and_no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6-08-04/News_and_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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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四次動員令即將結束

上期本刊報導中文維基百科第 14次動員令的消息。本次動員令即將截止，除了優良、

特色條目的提報因應票選流程，可以延長至 9 月 11 日或 18 日之外，其他成果需在 9 月 4 日

前提報。

至本刊截稿為止，目前已有 106 人提報了動員令的相關成果，已經貢獻了 724 個條目，

其中有 39 個優良條目、12 個特色條目及 11 個特色列表。在限定主題的中小動員令中，「多

於 15種外語版本的條目類」獲得最多提升，共 104條；文物遺產類 101條緊追在後。不過

一般參與者多會趕在最後階段回報貢獻，相關數字仍可能會有劇烈的變動。(Reke 編)

動員令頁面：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DC14

（三）戰火不止 互助客棧「其他」版陷入混亂

因為「守望者愛孟」被封禁而產生的衝突，近日在互助客棧其他版全面引爆。本次爭議

的主線是「蘇州宇文宙武」在未看清他人編輯內容的情況下，不經溝通回退內容兩次，遭管

理員 Antigng 以「編輯戰」為由封禁一個月。然而，另一名管理員「Nbfreeh」先縮短封禁時

間至一週，遭 Jimmy Xu 改回後，「霧島聖」隨後解除封禁，有引發管理員之間來回封禁、

解封車輪戰的態勢。

遭不當回退的當事人 Wetrace 於互助客棧要求說明之後，先引來非當事人，但立場較親

近蘇州的旁人回應，指控這是管理員的「白色恐怖」。在大篇幅的筆戰之後，蘇州在版面上

承認他「看錯」Wetrace 的編輯內容，進行了錯誤的回退。而認為蘇州並未違規，反覆協助

解封的管理員霧島聖，則在爭議鬧大後就未再有所說明。(Reke 編)

肆、臺灣維基社群動態

（一）台大維基社復社

台大在 2006 年就已經有維基研究社，比本會成立時間還早。該社舉行過校園導覽結合

維基編輯的活動，將校園中的文化景觀寫入維基百科。後來因為現實因素，在無人承接的情

況下倒社。

今年，在台大學生、同時也是維基百科管理員「User:和平奮鬥救地球」的努力下，台

大維基復社。社團已訂定 9 月 2 日下午 2 時，在台大第二活動中心舉行成立大會。(Reke 編)

（二）薇姬敲鼓 感動 COSCUP

今年度的開源人年會(COSCUP)8 月下旬舉行，眾多台灣各維基社群成員也參與本場盛

會。在本屆 COSCUP 議程中，有成員示範自製電子鼓和電烏克麗麗。為展現樂器性能，會

中特別安排了一場樂團演出，演唱網路上十分走紅的 trance歌曲，勸世寶貝喵喵的「喵電感

應」。

原本就是樂團專業鼓手的「薇姬的房間」主召集人 Jessie，上台小試身手擔綱鼓手，根

據參與者轉述 COSCUP討論群組中的對話，在場會眾對於她的美麗和擊鼓的專業都留下印

象。

與本會合作推動「薇姬的房間」專案的 WoFOSS 在本屆 COSCUP 有攤位，也屆機宣傳

了這個社群；在會中已有兩名女性表態想參與「薇姬的房間」之後的活動。(Reke 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D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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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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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9 月 2 日、9 月 9 日、9 月 16
日、9 月 23 日、9 月 30 日），摩茲工寮。

 假日寫作月聚：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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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一週週六下午 2 時至 4 時（九月份：9 月 3 日），果子咖啡清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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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9 月 2 日、9 月 9 日、9 月

16 日、9 月 23 日、9 月 30 日），線上聚會。

 薇姬的房間：9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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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9 月 12 日、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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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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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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