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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會會務動態

（一）維基漫步南港場成果豐碩

本會暑期推出的踏查活動「維基漫步」，繼 7月 17
日圓山場之後，8月 16日南港場隨即登場。由於圓山場
的經驗，本場次在活動的預備工作上有一些轉變，將原本讓小隊輔帶領學員找尋寫作標的的

方式，改為由工作團隊事先選定編輯目標。同時，也請小隊輔在踏查之前就明確分派小隊員

不同的任務。籌備的方式改變之後，本場次一改前場編輯效率不彰的狀況，三組的條目編輯

皆小有斬獲。條目的內容至少擴增 1,000以上位元組，三者合計擴增達 4,000位元組。照片
上傳部分則強調質重於量，雖然總數量下降，但是重覆的場景較少，未來使用率較高。

本次活動是從中央研究院出發，沿四分溪岸記錄水利設施；至研究院路經闕家老厝後，

轉中南老街考察傳統商店；最後由南港路至公賣局南港瓶蓋工廠止。由於此處為活動發起者

杜威力的地頭，他也特別情商友人前來針對瓶蓋工廠的歷史進行解說。此外，提供 GPS導
航服務的Garmin公司也派員支援並提供GPS器材，為雙方未來合作打開可能性。

兩次的維基漫步結束後，主辦人已於Meta建立成果報告頁面，歡迎閱讀。(Reke編)

成果報告：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Meta:Wikimedia_Taiwan/WikiMambo/Report

（二）林杰樑條目遭破壞，家屬透過記者向本會求助

生前經常在媒體上傳達正確毒物知識的醫師林杰樑，自去年開始中文維基百科上的條目

遭受到長期的破壞。8月初由於接近林杰樑逝世周年，林醫師家屬將此情況告知《蘋果日

報》記者後，記者經本會前理事長鄧傑引介，聯絡現任祕書長王則文進行電話訪問。

王祕書長在受訪前尚不了解被破壞的情事，因此並未針對被破壞的原因進行猜測，僅說

明若遇到破壞，中文維基百科社群可以請求管理員協助，對條目進行保護或對破壞者施行封

禁。記者詢問是否能提供協會聯絡方式給林醫師家屬，以便後續聯繫求助，王祕書長當場表

示同意，唯並未收到後續消息。不過，在查閱文獻確定條目受到破壞之後，社群已經做出半

保護等相關處置。

此事經披露之後，經了解應該為一長期破壞者所為。該破壞者經常竄改人物條目，編入

錯誤的生卒年月、出生地、學經歷等個資，一般人難以查覺錯誤。其平日的破壞標的多以台

灣文學相關條目為主，林杰樑成為破壞目標，是較少見的情況。(Reke編)

《蘋果日報》相關報導：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803/35998362/

（三）北京清大學生參訪本會

8月 14日，一行由北京清華大學來台進行為期 12 天參訪行程的師生，來到本會辦公室

進行參觀，由祕書長王則文接待。王祕書長先說明中文維基百科在兩岸三地的發展歷史，而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 122-1 號

網址：http://wikimedia.tw/

編輯：王則文、上官良治

信箱：info@wikimedia.tw

本刊物採用 CC-BY-SA 3.0 授權條款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0803/35998362/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Meta:Wikimedia_Taiwan/WikiMambo/Report
mailto:info@wikimedia.tw
http://wikimedia.tw/


維基會訊 103-9 Page 2

後介紹本會目前的業務及使命，最後帶領訪客參觀辦公室所在的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起義

店作結。北京清大學生在提問時間時，除了關心維基百科的管理制度以及維護條目品質的模

式外，也十分好奇維基百科與中國民眾慣用的百度百科之間的異同比較，雙方對談的過程熱

絡而愉快。(Reke編)

（四）本會收支帳目上線

本會自去年正式重新運作，各項制度逐步建立中，其中財務透明公開的管道亟待建立。

自去年起所有收支皆送交會計師審核，並協助進行稅務申報。而本月初開始，已在元維基建

立公開的財務頁面，未來將在每個月月初公布前月的收支流水帳。歡迎全體會員共同關心協

會的財務及業務狀況，以便協助本會取得營運資源。(Reke編)

2014 年帳目公開頁面：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Taiwan/Financial_Summary_2014

（五）人氣無法轉換為編輯動力，核能議題工作坊後續檢討

8月 2日，本會與台灣關鍵數據網合辦「核能議題工作坊」。由於議題敏感，挺核團體

「核能流言終結者」(核終)邀請清大核工系教授李敏，到場希望進行討論意見的平衡。在擁

核、反核雙方的動員下，擠爆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二樓的場地。然而可能由於程序設計

的問題，加上雙方參與者對活動目的的不了解，高人氣並未轉換成實質編輯。除了核終成員

事後編輯了「彭明輝」的條目之外，核能相關條目的擴充一無所獲。

雙方主辦人在活動結束後，針對這樣的情況進行意見的交換，初步認為活動目標並未達

成，一方面與參與者誤以為此活動是意見討論的場合，編輯的動力不高所致；但根據過往活

動經驗，在活動設計上並未指定參與者明確撰寫目標，也容易使參與者因為找不到方向，而

缺乏編輯的動力。雙方同意未來在活動設計上，會強化事前的資料準備，以指定條目編寫任

務的方式確保每次皆有寫作成果產出；同時，將以一個月議題工作坊、一個月為維基寫作聚

的方式進行，以延續活動成果。

本會與台灣關鍵數據網議題工作坊，是基於「台灣知識種子計畫」的架構進行合作。台

灣關鍵數據網為一個同樣採用MediaWiki 系統，盼望以維基百科式的共筆型式，蒐集與台灣

社會議題相關重要數據的網站，由清大退休教授彭明輝號召志工經營。每兩個月將針對一個

議題進行工作坊，希望能夠透過活動的型式提升兩站的編輯狀況。(Reke編)

（六）台灣知識種子計畫獲國際教育專案報導

本會監事於今年英國倫敦維基人年會上，與許多國際社群代表分享了本會「台灣知識種

子計畫」的內容，引起維基媒體基金會教育專案亞洲區負責人 Anna的注意，特別在 2014 年

8月號的電子報中以專文簡介本計畫。(Reke編)

2014 年 8月號教育專案電子報：

https://outreach.wikimedia.org/wiki/Education/Newsletter/August_2014

貳、維基媒體國際動態

（一）基金會引入「超級保護」引起爭議

過去針對容易被破壞或正在被破壞的頁面，維基百科的管理員可以施以兩種不同程度的

保護：禁止無帳號或新帳號用戶編輯的「半保護」，以及只有管理員權限才能編輯的「全保

護」。不過近期基金會開啟了一項「超級保護」(Superprotect)的權限，被超級保護的頁面將

只有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員工擁有修改權限，結果引發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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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第一個「超級保護」出現在德語版的維基百科。日前，德語版維基百科當地社群共

識認為，維基百科上顯示多媒體檔案的新介面「Media Viewer」在現有的問題解決之前，應

該先預設為關閉，讓用戶透過設定自己打開。德語維基百科的管理員依照此共識執行後，基

金會卻立即將Media Viewer重新打開，並且以超級保護的方式，禁止當地管理員編修。

許多用戶認為此權限讓基金會員工權力過大，正發起聯署。除了要求立刻撤除德國維基

百科上的超級保護措施之外，也要求基金會未來如果設計任何可以剝奪用戶權利的權限，只

能授與由地方用戶選舉出來的群體持有。

中文維基百科社群針對這次事件的反應較為冷清，用戶 Liuxinyu970226在互助客棧提出

討論，並且將「超級保護」與中國的防火長城比擬，呼籲參與聯署。只不過這引起部分中國

用戶不滿，認為比喻過當。整串討論因此顯得略有失焦，目前尚未形成共識。(Reke編)

Signpost相關報導：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Wikipedia_Signpost/2014-08-

13/News_and_notes

元維基上的討論串：

http://meta.wikimedia.org/wiki/Requests_for_comment/Superprotect_rights

（二）2016年Wikimania主辦城市報名開啟

2014 年的Wikimania剛在倫敦落幕，明年將移師墨西哥城。而在此同時 2016 年的主辦

城市報名工作也悄悄展開。目前有三個城市已經搶先提出角逐的意願，分別是美國的聖路易

斯(St. Louis)、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以及義大利的小鎮埃西諾拉廖(Esino Lario)。其中埃

西諾拉廖在 2015 年的甄選時就已經提出申辦，但是在決選之前主動退出，表態將移到 2016
年申請。(Reke編)

申辦頁面：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ania_2016

（三）「猴子自拍照」法律爭議解決

維基媒體基金會日前發表一項「透明度報告」，其中談到一個有趣的法律爭議：2011
年一位英國攝影師大衛‧Ｊ‧史拉特(David J Slater) 在拍攝猴子的時候，攝影機被猴子拿走，

並且在把玩的過程裡拍下一些「自拍照」，這些照片後來被上傳到維基共享資源。這位攝影

師主張他擁有這些照片的著作權，要求維基媒體基金會刪除這些檔案；而基金會主張這些照

片是由猴子創作，由於著作權只適用於人類，因此這些照片的著作權應屬於公有領域。

雙方的爭議後來交由司法裁決，台北時間 8月 22日，美國法院認同維基媒體基金會的

看法，宣判照片版權為公有領域財產。這項消息也難得地受到台灣媒體的報導。(Reke編)

台灣媒體相關報導：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087538

（四）基金會抨擊「被遺忘權」

歐盟法院日前裁定人們擁有「被遺忘權」，可以請求搜尋引擎業者移除與他有關的超聯

結。維基媒體基金會創辦人吉米‧威爾斯抨擊這個判決使知識受到審查，違背維基精神。同

時，Google也站在支持透明資訊的陣線，因此目前 Google 每次決定要移除連往維基的超聯

結時，就會發出通知給基金會，基金會則將這些通知匯整成報告公諸於世。

相關報導：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20890

（五）維基人年會心得報告

2013 年維基人年會在倫敦落幕，台灣在本屆年會有中華民國維基媒體協會監事上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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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以及去年維基愛古蹟攝影賽事第二名得主陳奕捷出席參與。上官良治回國後已整理參與

心得於共筆頁面，歡迎有興趣者參考。

心得頁面：https://wikimedians-tw.hackpad.com/20140805-11-Wikimania-

London-Notes-kUxDAuk2f7i

參、中文維基百科動態

（一）中國使用者群組成立

中文維基百科的使用者與編輯者，向來以中國、台灣、香港三地為大宗。不過相對於台

灣、香港兩地都早已成立地方分會，中國的維基用戶先前一直沒有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分支組

織在運作。不過在 7月 31日，中國的使用者群組得到美國維基媒體基金會的認可成立，正

式名稱為Wikimedia User Group China，或稱Wikimedia China。

根據該使用者群組的元維基頁面介紹，目前該群組在大連、北京、南京、廣州四地有固

定的聚會，同時負責《維基人》電子月刊的發行。未來計畫推行教育專案、館聯專案，也希

望能與其他的社群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有多位知名活躍維基人的城市上海並未列名於中國使用者群組之中。有

傳言認為，這是因為上海的維基人與中國使用者群組的核心成員不合。(Reke編)

Wikimedia China頁面：

https://meta.wikimedia.org/wiki/Wikimedia_User_Group_China

（二）第十二次動員令即將截止

第十二次動員令即將在 9月 5日截止，如有意參與者請把握時間提交條目。動員令是中

文維基百科一項為了提升中文維基百科的條目質素及數量而舉辦的線上編輯活動，參與者可

以透過編輯指令領域的條目獲得分數。本次動員令中主要關注的主題有六項，「金磚國家

類」、「體育類」二項屬中動員令；「改善基礎、待擴充及待撰條目」、「女性科學家類」、

「藝術類」及「侵權待拯救條目」四項屬小動員令。(Reke編)

第十二動員令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B%95%E5%93%A1%E4%BB

%A4/%E7%AC%AC%E5%8D%81%E4%BA%8C%E6%AC%A1%E5%8B

%95%E5%93%A1%E4%BB%A4

肆、臺灣維基社群動態

（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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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9月 12日、9月 19
日、9 月 26 日），摩茲工寮。

 假日寫作月聚：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 1 點 30 分至 4 點（九月份：9 月 13 日），
卡市達創業加油站武昌店。

 維基協作聚（台中社群）

 Wiki互動學習與協作聚：每月第三個週六，下午 2點至 5點（九月份：9 月 20
日），台中社群基地。

 維基夥伴工作小聚：第一週與第三週的週五下午 7點 30分起（九月份：9 月 5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B%95%E5%93%A1%E4%BB%A4/%E7%AC%AC%E5%8D%81%E4%BA%8C%E6%AC%A1%E5%8B%95%E5%93%A1%E4%BB%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B%95%E5%93%A1%E4%BB%A4/%E7%AC%AC%E5%8D%81%E4%BA%8C%E6%AC%A1%E5%8B%95%E5%93%A1%E4%BB%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B%95%E5%93%A1%E4%BB%A4/%E7%AC%AC%E5%8D%81%E4%BA%8C%E6%AC%A1%E5%8B%95%E5%93%A1%E4%BB%A4
https://wikimedians-tw.hackpad.com/20140805-11-Wikimania-London-Notes-kUxDAuk2f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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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9日），台中社群基地。

 新竹社群聚會

 月聚：每月最後一個週末，下午 2點起（九月份：9 月 27日），饗茶交大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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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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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