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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

寫者仍應遵守其為百科全書的核心要義？

服務，強調其為以自由

「條目」是維基百科中最重要的表現，也

內容、協同編輯方式發展多語言協作的世界性

是最基本的組成單元，它基於可靠來源就某一

線上百科媒體。短短數年間便已成為全球點閱

主題進行系統概述，並表述相關主題間的聯

率最高前六大，及最大的無廣告網站。截至

繫。條目的結構大致為「導語—主體—附錄」

2018年1月，正式語言列表已有298種，條目數

三段形式。「導語」使用簡要語言破題及概

超過4,734萬筆，編修數高達25億次，編輯者

述；「主體」須以章節形式進行闡述，使用段

則有7,272萬人，每月使用人口數則將近4億。

落標題分隔，並儘可能涵括條目名稱由來、發

由於只需知悉如何編輯頁面，便可以創建及編

展歷史，當代的觀點和理論等內容；「附錄」

修，且凡是具有關注度而能獲得查證的事物，

則包括相關連結、參考文獻、注釋解說及功能

都可以寫成維基百科條目。因此，維基百科由

模板等。若正文少於200字的條目概稱為「小

全世界的使用者共同協力寫作，為此數位百科

作品」，縱其字詞短絀必然導致論述恐有闕

全書做出貢獻。不過，維基的基本原則仍應由

如，但卻是所有條目的基石。若能透過眾人協

所有編輯者所了解與共同遵循。如有以下類似

力、漸次疊構，假以時日便可能成為文采豐

的項目與形式應避免納入，包括單純字辭典形

實、價值不菲的完美條目。

於2001年1月推出網站

式、意識型態、廣告宣傳、資料收集、純粹連
結、常見問題、旅遊指南、新聞報導、族譜宗

從維基百科到維基孵育場

冊、分享空間、電話黃頁、說明指引、遊戲攻

「維基孵育場（Wikimedia Incubator）」

略、個人觀點及虛構作品等等。維基媒體如此

於2006年6月上線，主要目的乃為測試及發掘

尋瑕索瘢，自是因為雖然標榜自由編寫，但書

維基百科及相關姊妹計畫—維基教科書、維基

文•圖︱督固撒耘（本刊本期執行主編）

族語維基百科
的
推動歷程
民族語ウィキペディア推進の歩み
Promotion Process of Taiwanese Aboriginal Language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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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設計illustration︰陳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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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冀望躋身維基百科正式語言列表實
無他法，尚須發軔於孵育場，蹲步踏實。
年「台灣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建置
計畫」，由教育部委託政治大學原民中心執
行，第一階段已於
年底結
案，目前正摩研瀸
濇下一階段的推動
計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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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維基語錄、維基詞典，和維基導遊等維
基媒體中，具有有潛力、且值得發展與託管的
新語言儲備版本。儘管在孵育場中，數以百計
尚在測試中的新語言暫時無法成為獨立維基，
但大凡其使用方式與正式維基媒體項目類似或
無異。簡言之，冀望躋身維基百科正式語言列
表實無他法，尚須發軔於孵育場，蹲步踏實。
2014年「台灣原住民族語維基百科建置計
畫」，由教育部委託政治大學原民中心執行，
第一階段已於2017年底結案，目前正摩研瀸濇
下一階段的推動計畫。

建置計畫的開創性與困難性
第一期維基百科建置計畫闢創了台灣原
住民族語言使用的嶄新形態，正如維基孵育場
推動工作—卡那卡那富族語召集人孔岳中老師
所說：「我們在創造歷史！」；而且這是前所
未有的族語體悟與經歷，泰雅語召集人黑帶巴
彥老師誠惶誠恐的說：「它是屬於異世界的，
是第三空間使用的詞彙…」；阿美語召集人朱

維基百科語言列表上共有298個語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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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義老師則精闢表示：「非常抽象而且專業
…」。
而筆者從事族語教材工作十餘年，雖然過程
中飽嚐艱辛，但總仍能躊躇滿志、穩定駕馭。惟
在應對族語維基百科的建置過程中，卻彷彿倏忽
失足踏空，沉落「語言煉獄」無窮盡的深淵當
中。若是將過程中的困難譬喻為「煉獄」，而維
基孵育場就有七道「煉獄」，分別是：
召集組訓：政大原民中心組織各族召集人，
賦予統籌各族書寫工作之重任。並巡迴遠赴台灣
各地，協助各族召集人號召各族語言及資訊人
才，組織寫手團隊，開設教育訓練課程，在地實
用教學，以增加線上編撰的寫作經驗。以撒奇萊
雅族為例，2016-2017年間便辦理了5次以上的計
畫說明會及寫手培訓課程。
辭條轉譯：從「台灣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
辭典」中之藝術文化、民族生物、機構社團、生
活空間、生活禮俗、物質文化、法政經濟、信仰
祭儀、社會組織、神話傳說、考古遺址、重要人
物、歷史文獻、族群類屬、語言文字及歷史事件
等相關類別，及世界類條目參考中，依據族群人
數多寡，精選100-500則辭條轉譯成為維基百科
族語經典及示範條目，也做為未來撰寫條目的內
容範本。
創寫編修：維基孵育場系統隨時監控各新語
言的試寫及經營程度，並將語言活躍狀況分為
「即將建置名單」（These have been approved

and/or created）、「活躍名單」（These are active
and might get their own site soon），最後則是「停
滯名單」（These will likely stay here）。活躍度

的指標，主要為編修次數、條目總數、新增條目
數、有效編輯帳戶數及編輯字元總數等。而上述
統計資訊隨時更新、定期（每月）盤整歸零重新
介面轉譯需完成至少8000項介面詞句。

計算，公開透明而殘酷現實。因此，只有積極轉
譯基礎介面、穩定不間斷創建編修條目，才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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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孵育場超過 萬 千多項網站平台使用介
面項目中，必須完成最低門檻超過 千多項
的介面轉譯，此作業無疑是所有孵育場推動
工作中最為棘手艱難的一項。從單一字詞到
一則譯稿超過 半
頁篇幅的艱澀專業
術語及網路新興詞
彙，幾乎考倒了所
有的各族語言菁
英。
6

A4

8

8

續盤據「活躍名單」。泰雅語、撒奇萊雅語，
以及阿美語，均有進佔活躍名單卻又無預警摔
出的慘痛經歷。
因才分工：面對新型態的語言操作方式，
各族同樣面臨「說者易得、寫手難求」的窘
境。縱然原鄉部落仍有許多善於聽說的長者，
但面對以現代化書寫及數位輸出平台為主的維
基百科，似乎又變得無用武之地。因此，對應
的策略便是「因才分工」、「分段設事」。條
目素材的採集或生產、條目的成品製造、數位
資料的建置、畫面加工修潤等作業，恐得分由
各種不同專長的人員遞興完成。而人員的整
合、訓練，材料、半成品、成品及精品的採
集、加工、製造，相關銜接面的處置等，均是
一項項浩大的工程與繁複運作的技術。
介面譯審：在孵育場超過68,000多項網站
平台使用介面項目中，必須完成最低門檻超過
8,250項的介面轉譯，此作業無疑是所有孵育
場推動工作中最為棘手艱難的一項。從單一字
詞到一則譯稿超過A4半頁篇幅的艱澀專業術語
及網路新興詞彙，幾乎考倒了所有的各族語言
菁英，甚至顛覆了大家使用族語的概念及習
慣。政大原住民中心團隊絞盡腦汁研發了「高
頻專業單詞—先翻後換—再順譯」的生產線加
工作業方式，加上維基助理團優異的電腦後台
技術、堅忍意志及勤奮工作態度，解決了大部
分阻礙與困難，也使得撒奇萊雅族推動小組能
夠順利在三個月內完成超過8,250筆介面轉譯
工作，並同步完成了譯文對照審閱。
模組建構：在突破介面轉譯加工技術獲得

介面轉譯工作的撰寫狀況。

成功的激勵下，政大團隊繼續研發「模組式條
目」，將邏輯關聯性極高的條目類別「模組
化」。再同樣運用單詞統一翻譯、機械化代換
書寫及後製加工的方式，新增大量條目。例
如：國家、地方、部落、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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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族語維基百科團隊召集各族召集人召開召集人會議討論族語維
基百科經營狀況。

撒奇萊雅語寫作團隊定期召開族語維基百科撰寫會議，一同努力完
成族語條目的撰寫。

合作生產：為彌補寫手匱乏的窘況，因此

接軌國際社會：藉由維基百科的普遍性，

必須重新再造生產組織，以「召集人—政大維

以及條目間的相互連結，可增加語言別的知名

基助理群—寫手—部落長老—教育部—他族維

度。在網路的國際社群中，族群文化與知識的

基愛好者—台灣維基媒體協會」七手聯彈建造

展現是絕對的零時差與零距離。

勝利方程式。其中，召集人及維基助理群仍為
主要核心。

語言進化現代化：當族語表述當代知識及
時事時，無形中便擴展了族語的豐富性與涵蓋
面，因此可以增加語言的實用性、適應性與未

在艱難中找尋復振族語的機會

來性，語言保存的可能性亦將大幅提升。

縱然通往維基百科的道路荊天棘地、險阻

異世代溝通學習：藉由族人間跨世代、跨

艱難，為了貢獻維基百科及其衍生的莫大效

性別、跨地域、跨背景的討論與書寫，可以建

益，各語族仍應破釜沉舟、義無反顧。在此概

構互相溝通、學習與交流的平台場域。

略列出七大效益：

跨文化溝通、跨族群合作：「多手聯彈」

語料及知識保存：透過維基百科權威先進

為現階段最佳勝利方程式之一，跨語言與跨文

的技術平台，可大幅降低與分散語料與知識保

化背景的寫手共同編寫，是多元文化尊重、互

存失敗的風險，提高保存目的的永續性與安全

惠、分享及合作的最佳表現。
至於，其他語別的成功取徑，較大族群或

性。
語言的流通性：公開交流的免費公共平

許可以參考泰雅語與阿美語，在前一階段的推

台，可以大幅增加語言的接觸面，連帶同時增

動經驗；而較小族群則可以借鑑撒奇萊雅語的

加流通性與親近性。

策略模式，一路衝進「活躍名單」內。最後，

主觀書寫敘事、去異化解殖民：維基百科

再一同晉升維基百科的正式語言列表內，成為

目前仍是唯一可充分以族語敘事書寫知識系統

為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齊心奮鬥、竭智盡

的資訊平台。介面轉譯完成後，網頁即以全族

力的昇級版生命共同體。願祖靈顯聖，護佑不

語環境顯示，成為有史以來首次完全展顯民族

辭勞苦的老師、召集人、維基助理，以及所有

主體意識的資訊平台。在維基百科上充分體現

為此奉獻的工作夥伴們吧！

各族群平等的真義，族群認同感及主體價值觀
在此亦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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