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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瑪貓／楊士青依瑪貓／楊士青 imacatimacat

• 台灣女性維基社群「薇姬的房間 A Room of 
WikiWomen’s Own 」共同發起人。

• 台灣女子自由軟體工作小組、 PyLadies 
Taiwan 發起人。



  



  

維基百科簡介維基百科簡介



  

維基百科簡介維基百科簡介

• 「維基百科是自由
的百科全書，由使
用維基百科的人協
作而成。」

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Help:維基百科簡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Help:%E7%B6%AD%E5%9F%BA%E7%99%BE%E7%A7%91%E7%B0%A1%E4%BB%8B


  

維基百科簡介維基百科簡介

• 「維基百科是一個
自由內容、公開編
輯且多語言的網絡
百科全書協作計
劃。」

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關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97%9C%E6%96%BC


  

維基百科簡介維基百科簡介

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關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97%9C%E6%96%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The_State_of_Wikipedia_by_JESS3.ogv


  

維基百科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的性別落差



  

維基百科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的性別落差

• 維基百科的性別落差，呈現在兩個方面：
– 維基百科編輯人數上的性別落差；

– 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維基百科編輯人數上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編輯人數上的性別落差

性別 讀者 編輯 合計

男性  79,965   (63.11%)
(68.99%)

 46,736   (36.89%)
(86.73%)

  126,701

女性  35,377   (83.85%)
(30.52%)

  6,814   (16.15%)
(12.64%)

   42,191

其他     566
 (0.49%)

    338
 (0.63%)

      904

合計 115,908  53,888 N=169,796

引自：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ikipedia Survey – Overview of Results», March 201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1208221410/http://wikipediasurvey.org/docs/Wikipedia_Overview_15March2010-FINAL.pdf


  

編輯人數上的性別落差，編輯人數上的性別落差，

直接導致維基百科缺乏女性觀點，直接導致維基百科缺乏女性觀點，

造成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造成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例一：傳記的性別刻板印象例一：傳記的性別刻板印象

• 「威廉 · 傑弗遜 · 柯
林頓，暱稱比爾。
他是美國律師、政
治人物，民主黨成
員，曾長期擔任阿
肯色州州長和第 42
任美國總統。 」

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比爾·柯林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7%88%BE%C2%B7%E6%9F%AF%E6%9E%97%E9%A0%93


  

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例一：傳記的性別刻板印象例一：傳記的性別刻板印象

• 「希拉蕊 · 黛安 · 羅德
姆 · 柯林頓是美國律師
和民主黨政治人物，
生於伊利諾州芝加哥。
曾任美國國務卿、紐
約州聯邦參議員、美
國第一夫人、阿肯色
州第一夫人，丈夫是
美國第 42 任總統比
爾 · 柯林頓。 」

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希拉蕊·柯林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6%8B%89%E8%95%8A%C2%B7%E6%9F%AF%E6%9E%97%E9%A0%93


  

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例一：傳記的性別刻板印象例一：傳記的性別刻板印象

• 描述男性傳記時，
側重描寫其社會貢
獻。

• 描述女性傳記時，
側重描寫其家庭配
偶的裙帶關係。



  

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例二：男女性文化條目的落差例二：男女性文化條目的落差

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AV女優列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V%E5%A5%B3%E5%84%AA%E5%88%97%E8%A1%A8


  

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例二：男女性文化條目的落差例二：男女性文化條目的落差

引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search=氣墊粉餅。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search=%E6%B0%A3%E5%A2%8A%E7%B2%89%E9%A4%85


  

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例二：男女性文化條目的落差例二：男女性文化條目的落差

• 男性關心的條目更
新非常快速。

• 女性關心的條目非
常缺乏。



  

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例三：女性觀點的缺乏例三：女性觀點的缺乏

• 「嫩模」條目下的
討論，只有保守父
權觀點的批評，缺
乏女性團體的觀點
，及女性當事人自
己的觀點。

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嫩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B%A9%E6%A8%A1


  

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例四：破壞中的性別例四：破壞中的性別

• 《工作細胞》動畫
播出後，血小板被
惡作劇地改成「我
老婆」。

• 從條目破壞中，可
以一窺部份維基人
的樣貌。

引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oldid=5034566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oldid=50345665


  

女性、多元與維基女性、多元與維基 20302030 運動目標運動目標



  

維基媒體運動維基媒體運動

• 維基百科追求自由的知識，多年來已經逐
漸由一部人人皆可自由編輯的線上百科全
書網站，進一步轉變為訴求社會進步的維
基媒體運動。



  

維基維基 20302030

• 面對即將到來的 2030年，為持續提供更多
自由免費的知識給全人類，維基媒體運動
提出兩大策略性目標：
– 以知識作為一種服務。

– 追求知識平權。



  

知識作為一種服務知識作為一種服務

• 維基要作為自由免費知識的交流平台，跨
越障礙藩籬，提供知識服務給需要的人。
– 傳統維基百科網站、手機版網站、手機 App
– 離線版、點字版、語音版

– 更多語言、更多便利的編輯翻譯工具

– …



  

追求知識平權追求知識平權

• 許多弱勢群體，無法將他們的知識，放上
維基百科。
– 時間不足、教育環境不足

– 缺乏網路工具

– 不知如何撰寫

– 缺乏族群的文字

– 缺乏書面參考資料來源

– 各種結構化的因素



  

追求知識平權追求知識平權

• 缺乏弱勢群體的知識，使得維基百科內容
觀點偏差，以主流群體為中心的內容觀點
，更難服務弱勢群體。



  

追求知識平權追求知識平權

• 海納百川，維基媒體運動追求知識平權，
協助更多多元 (Diversity) 群體，把他們的
知識放上維基百科，也協助他們利用維基
百科的自由知識，消除知識落差。



  

多元多元 DiversityDiversity

• 「多元 (Diversity) 」是維基媒體運動面對
2030年的兩大策略目標中，追求知識平權
的重要工作。



  

多元多元 DiversityDiversity

• 「多元」含括非常廣泛的議題，包含種族
、地域、語言文字、同志性取向…等等，
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女性與性別落差。
– 維基百科編輯人數上的性別落差。

– 維基百科內容觀點上的性別落差。



  

女性相關的國際維基媒體計劃女性相關的國際維基媒體計劃



  

為消除性別落差，為消除性別落差，

維基媒體基金會，與各地的維基志工們，維基媒體基金會，與各地的維基志工們，

提出了一連串各式各樣的計劃：提出了一連串各式各樣的計劃：



  

WikiWomen’s CollaborativeWikiWomen’s Collaborative



  

WikiWomen’s CollaborativeWikiWomen’s Collaborative

• WikiWomen’s Collaborative不是單一的計劃
，而是一群女性維基人的議題交流平台。
– 不定期 WikiWomenCamp維基女性工作營

– 討論群組

– 地方女性社群

– …等等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Women's_Collaborative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WomenCamp


  

薇姬的房間薇姬的房間
A Room of WikiWomen’s OwnA Room of WikiWomen’s Own

• 2014年，我們成立
了台灣女性維基社
群「薇姬的房間」
，試圖建立兼顧開
放與安全友善的空
間，吸引女性加入
維基撰寫，充實中
文維基百科的女性
觀點。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WikiwomenTW/


  

Women in RedWomen in Red

當紅女人當紅女人



  

Women in RedWomen in Red 當紅女人當紅女人

• 維基百科上，有條
目的連結是藍色，
沒有條目的連結是
紅色。

• 維基百科上缺乏女
性人物傳記，許多
女性人物條目的連
結都是紅色的。

引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當紅女人專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95%B6%E7%B4%85%E5%A5%B3%E4%BA%BA%E5%B0%88%E9%A1%8C


  

Women in RedWomen in Red 當紅女人當紅女人

• 當紅女人國際計畫
的目標是「消紅」
，呼籲大家一起來
撰寫女性人物傳記
，希望消除所有的
「紅字的女人」。

引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當紅女人專題。

BEFORE

AFT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95%B6%E7%B4%85%E5%A5%B3%E4%BA%BA%E5%B0%88%E9%A1%8C


  

Women in RedWomen in Red 當紅女人當紅女人

• 當紅女人國際計畫
的目標是「消紅」
，呼籲大家一起來
撰寫女性人物傳記
，希望消除所有的
「紅字的女人」。

引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當紅女人專題。

BEFORE

AFT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95%B6%E7%B4%85%E5%A5%B3%E4%BA%BA%E5%B0%88%E9%A1%8C


  

Art+Feminism Edit-a-thonArt+Feminism Edit-a-thon

藝術與女性主義編輯松藝術與女性主義編輯松



  

編輯松像黑客松，編輯松像黑客松，

一群人坐在一起一整天，一群人坐在一起一整天，

馬拉松式地學習如何編寫維基百科，馬拉松式地學習如何編寫維基百科，

並完成各自的維基條目。並完成各自的維基條目。



  

Art+Feminism Edit-a-thonArt+Feminism Edit-a-thon
藝術與女性主義編輯松藝術與女性主義編輯松

• 每年三八國際婦女節的三月，全球維基人
會串連起來，在各地分別舉辦「藝術與女
性主義編輯松」。

• 在一整天的編輯松中，一起編寫藝術和女
性主義相關的維基百科條目。



  

Art+Feminism Edit-a-thonArt+Feminism Edit-a-thon
藝術與女性主義編輯松藝術與女性主義編輯松

• 台灣維基女性社群「薇姬的房間」自 2016
年起，每年都會舉辦藝術與女性主義編輯
松，和國外社群串連。至今已舉辦三屆。

• 今年我們和女人迷、女科技人學會、女科
技人電子報合作，並邀請婦女新知基金會
、勵馨基金會一起參加。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維基不只缺女性編輯、缺女性觀點，維基不只缺女性編輯、缺女性觀點，

連女性的照片都非常缺乏！連女性的照片都非常缺乏！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 即便像李元貞這樣
重要的婦運前輩，
也常常沒有照片可
用。

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李元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85%83%E8%B2%9E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 即使女性負擔大多
數的食物烹煮工作
，「廚師」條目中
的廚師照片，也完
全沒有女性廚師的
身影。

引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廚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9A%E5%B8%AB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 #VisibleWikiWomen計劃希望鼓勵大家上傳
更多符合維基方針的女性照片：
– 自行拍攝，或和攝影師合作。

– 開放授權：公共授權或CC授權。

– 符合維基的友善政策。

https://whoseknowledge.org/campaigns/visiblewikiwomen/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5%AC%E6%9C%89%E9%A2%86%E5%9F%9F
https://creativecommons.org/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明信片明信片 #1#1

引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VisibleWikiWoman_postcards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VisibleWikiWoman_postcards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明信片明信片 #2#2

引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VisibleWikiWoman_postcards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VisibleWikiWoman_postcards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明信片明信片 #3#3

引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VisibleWikiWoman_postcards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VisibleWikiWoman_postcards


  

#VisibleWikiWomen#VisibleWikiWomen 明信片明信片 #4#4

引自：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VisibleWikiWoman_postcards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VisibleWikiWoman_postcards


  

Wikimedia LGBT+Wikimedia LGBT+



  

Wikimedia LGBT+Wikimedia LGBT+

• 依維基 2030 「知識平權」的目標，為了將
維基的觸角延伸到更多少數族群，今年
WMCON 上，發起成立了
Wikimedia LGBT+維基同志社群。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LGBT+/Portal


  

Wikimedia LGBT+Wikimedia LGBT+

• Wikimedia LGBT+ 希望能夠促進維基百科
，納入更多同志及性少數相關的知識，增
加更多和同志及性少數相關的條目，增加
同志及性少數的觀點。



  

Wikimedia LGBT+Wikimedia LGBT+

• Wikimedia LGBT+還在草創階段，不過目
前討論的活動型式包括：
– Telegram 群組聊天室

– 線上編輯松

– 參與同志遊行



  

這麼多有趣的國際活動，這麼多有趣的國際活動，

都等待大家一起參與。都等待大家一起參與。

就是妳了！還在等什麼呢？就是妳了！還在等什麼呢？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歡迎提出問題。歡迎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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