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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出版無疑讓缺乏學術性專著的維基研究跨出一步，本

書不僅專門論述維基，而且是全面地從概念、應用、施作各

層面逐一探究，稱得上是較為完整的維基專論。再者，就出

版時間來看，本書於 2006 年四月出版，可說十分即時，也正

因為即時，書中的相關資訊和論述大體都符合當下狀況。 

 

自從維基百科（Wikipedia）受到舉世矚目後，稱「維基」（wiki）

二字為當前網路上最熱門的字眼亦不為過，雖然維基風潮已然出現，但

真正探討維基的專書卻少之又少，現今大部分關於維基的討論仍以網頁

或單篇文章為主，因此少有全面且具系統性的介紹。此外，就專書而言，

大部分處理維基的書籍多僅是附帶介紹，或側重在維基的技術面向，較

具學術性質的討論仍不多見。也因此，本書的出版無疑讓缺乏學術性專

著的維基研究跨出一步，本書不僅專門論述維基，而且是全面地從概念、

應用、施作各層面逐一探究，稱得上是較為完整的維基專論。再者，就

出版時間來看，本書於 2006 年四月出版，可說十分即時，也正因為即時，

書中的相關資訊和論述大體都符合當下狀況，因此不論對研究者還是有

意探究維基現象的人來說，本書都是值得關注的著作。 

本書的編輯（亦是本書的主要作者）為 Jane Klobas 博士，現任教於

西澳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管理研究所（The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她曾於多所大學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亦曾擔

任 過 諾 第 圖 書 資 訊 學 院 （ Nordic Research School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ORSLIS）客座教授，其研究領域包含數位學習、

知識管理和科技評估等。關於本書尚有一段軼事，據稱本書的構想源自

冰島大學教授 Laurel Anne Clyde，她是部落格和維基研究的專家，更是

學校圖書館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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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L）的核心人物，亦曾與本書編輯 Klobas 女士合寫過數篇與科技有關

的文章，可惜的是，Clyde 博士在 2005 年九月不幸去世，未能目睹本書

出版，令人惋惜。 

本書計兩百餘頁，共有九章及兩個附錄。在第一章裡，本書先提問

什麼是維基及什麼不是維基，並依此找出維基的一些共通特徵，包含維

基是透過瀏覽器近用的網頁、易於編輯、易於增加連結、即時更新、可

集體編輯、會記錄更動的過程、可以觀看最近變動，具變動通知功能、

提供搜尋及導覽以及簡單的權限架構。雖然從這些面向上來看，維基看

似一個新科技，但本書認為維基設計背後實具有哲學意涵，其中一個關

鍵即是所謂的「軟性安全」（soft security），本書引用 MeatballWiki 的

說法，列出維基運作上的五項原則：一是相信人性本善（Assume Good 

Faith）：採取先相信別人的原則（principal of first trust）；二是同儕審查

（Peer Review）：與你共事的人會確保你不會破壞系統；三是得饒人處

且饒人（Forgive And Forget）：大家都有可能犯錯，不需要永遠掛念；

四是讓傷害降到最低（Limit Damage）：即使有問題，也要讓傷害減到

最少；五是公平的程序（Fair Process）：程序需透明且要讓每個人都能

出聲。1 正因為維基的這些特徵，所以本書認為維基不僅是社群性軟體或

科技，也是「社會資訊空間」（social information spaces），在此空間裡，

人們可以不受地理限制地分享想法、知識和資訊，所以維基整合了科技

（technology）、空間（space）、資訊∕知識資源（information/ knowledge 

resource）、哲學（philosophy）和社群（group/ community）。 

接著，本書開始回顧維基歷史，維基在 1995 年由 Ward Cunningham

發展出來，最早的成功案例是 Portland Pattern Repository，此網站現今仍

存在。隨著維基社群的壯大，維基也隨之風行，在 2000 年創建的

MeatballWiki 雖非僅限於維基，卻有效地帶動了維基的應用，至 20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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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出現迄今，維基風潮仍持續加溫當中。當然，維基並非十全十

美，維基亦有其限制，也受到許多批判，包含維基不受控管、文本易被

破壞、無結構及一直允許修改很容易陷入混亂情況、版面很醜、會有智

慧財產權等問題。在本章中，本書也列出一些常用的維基字彙，並給予

精要的說明，讓讀者能更快地瞭解維基的相關用語。最後本書列舉了一

些與維基相關的應用，包含應用在參考作品（reference works），如維基

百科；以興趣、嗜好為主的社群；技術文件和標準的寫作；目錄和列表

的建立；資源分享；新聞報導；會議或事件的討論；組織或計畫上的協

同合作；意見調查；個人用途等。 

在第二章前半部分，本書提出一些評估維基的標準，並將這些標準

分為三個層次，從最基本的資訊內容評估標準，到線上資源的評估，最

後才是針對維基本身所做的評估，事實上這些標準修改自 Anne Clyde 在

評估部落格（blogs）時所制定的標準，而書中附錄二即是本書依維基特

質所修定的評估標準。在第二章後半部分，本書依運用層面的不同，介

紹已經應用維基來共享資訊的實例，包含應用在參考作品、災難回應

（disaster response）、新聞報導（news reporting）上的一些網站。此外，

因為以維基為基礎的內容均不斷變動，所以本書特別強調在引用時要盡

可能地列出準確時間，如果可能的話，不僅要列出年月日，最好還要有

幾點幾分。在此，筆者參考《新聞學研究》慣用的 APA 格式及本書建議

的引用方式，舉一實例以供參考： 

Wikipedia. (2006, March 21, 05:13). Social Software. Retrieved May 30, 
2006,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software 

在第三章中，本書列出一些可以找到維基網站及其內容的工具。一

般來說，網上的搜尋引擎應是最多人熟知的搜尋工具，但本書認為以搜

尋引擎找尋維基網站會出現三個問題，包含維基網站本身很少會加上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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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資料屬性的「元資料」（metadata）、搜尋引擎的索引會有時間上的落

差，以及有時為了防堵電子郵件搜尋程式（spam bots），所以搜尋引擎

機器人（search engine bots）也可能會被阻擋在維基網站之外，正因為這

些原因，所以若想透過搜尋引擎來尋找維基網站，常常會遇到困境，也

因此，本書建議改以專為維基所建立的網站目錄作為搜尋起點，比方說

Wiki Index（http://www.wikiindex.com）。而新的使用者亦可透過專為導

覽維基網站所設計的維基旅遊公車（tour bus）來進行一場維基旅遊。上

述的搜尋是針對維基網站，若你想搜尋的是維基網站的內容，那你可以

利 用 專 為 維 基 設 計 的 搜 尋 引 擎 ， 如 Metawiki Search

（http://sunir.org/apps/meta.pl），若此類搜尋引擎仍無法符合所需，那公

開的維基（public wiki）網站內容亦可透過一般搜尋引擎找到（當然你一

樣會遇到上述所稱的那些困境），或是先找到你認為相關的維基網站，

再利用其內部的搜尋引擎尋找，只是這個方法也會受限於特定的「元資

料」而有其限制。 

在第四到六章中，本書開始針對維基在不同領域上的應用作一描

述。在第四章裡，本書描寫維基在圖書資訊科學（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領域的應用，圖書資訊科學領域約在 2004 年開始正式討論

維基的運用，並舉辦研討會探究其可行性，但從 2005 開始，關注焦點已

從運用可能性轉變成管理和發展上的訓練，現在已有很多相關網站是透

用 維 基 技 術 所 建 立 的 ， 如 極 著 名 的 Library Success

（http://www.libsuccess.org）。此外也有針對圖書資訊科學教育（包含學

生和教師）所設的網站，如 Info Tech（http://www.infotech.org/wiki）即

是專為教師所設的維基網站。其他如為圖書館、圖書館員及協同寫作等

目的而成立的維基網站，也正在該領域中逐漸成長。 

第五章討論維基在商業領域上的應用，本章先列舉現今已採用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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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個企業，包含美國出版商 Ziff Davis Media、中國大陸的米其林

（Michelin），以及總部分別設在倫敦及法蘭克福的投資銀行 Dresdner 

Kleinwort Wasserstein（DrKW），並就這些應用進一步指出，維基在商

業領域的應用上，已出現三個較明顯的模式。首先，因為知識密集程度

越來越高，所以能夠快速尋獲及再利用知識，便是企業生存的關鍵，而

維基扮演著公司內部分享知識的空間，此外，維基的自由形式讓企業的

非正式知識也能被妥善保存，而即時性不僅能更新資訊，更有助於快速

修正錯誤。再者，因商業競爭日益激烈，所以如何即時監視外在環境，

並將即時資訊傳散給企業內成員亦很重要，而維基正可擔此任務。最後，

企業內部需要計畫及團隊層級的協同合作，特別是當計畫成員散居各地

且工作時間不同時，如何讓成員協同合作便是成功與否的關鍵，而維基

對這種類型的協同合作將有極大助益。 

第六章主要探討是維基在教育上的運用，對學生和教育者而言，維

基可以是參考資訊的來源，如維基百科，也可以是教育環境中協同合作

的工具，維基甚至可以讓課堂變成以學生為中心，以增加學習意願。教

育者之間也可以透過維基所提供的功能進行協同合作或互相學習，甚至

是共同寫作教材等。雖然維基也可以讓研究者協同合作，但本章作者認

為在研究者必須爭搶研究經費的情況下，要讓研究者不藏私地協同合作

並不容易，因此在尚未公開發表的部分，可以先不將維基公開，而協同

合作的部分就以文獻探討、參考書目或可公開的作品為主。誠如前述，

維基可以是學習、創造和發展知識的工具，但維基亦可用來儲存已被創

造出來的知識，如維基可以方便地保存課堂上的常見問題、相關規定及

討論等。在討論維基在教育上的應用之後，本章作者轉而論述真正施行

維基時的相關議題，包含那些人會需要應用維基、為什麼要採用維基、

要採用那一種維基，以及採用維基時會遇到的問題，如安全性、維基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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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wikiquette）、資訊倫理、引用方法及智慧財產權等。 

因為維基是較為新穎的技術，所以本書第七章亦介紹了維基的建置

方式，一般來說，要使用維基有兩種方式，一是自行在伺服器內安裝維

基引擎（wiki engine）；二是向網路上的維基服務供應商（wikifarm）申

請空間，這兩者各有優劣，就前者而言，你有十足的掌控權，但必須要

有自己的伺服器，且對技術要求較高；就後者而言，這是一種較為便利

且便宜的方式，但必須受制於你的服務供應商，若你申請的是免費空間，

那廣告和空間限制就很難避免。在概念上，維基有四個基本的元素，即

內容（content）、樣板（template）、維基引擎和網基網頁（wiki page），

而其運作方式即是使用者在寫作內容後，選擇是否使用樣板，最後透過

維基引擎而變成維基網頁，所以維基引擎在維基運作上居關鍵位置，而

這也是本章後半部分特地介紹維基引擎的原因。 

市面上的維基引擎非常多，每種各具特色，所以必須依本身需要來

選擇維基引擎，如是否支援多國語系、多媒體、多人編輯、阻擋廣告等。

此外在使用上也要考量到是否提供所見即所得（WYSIWYG）的編輯方

式、搜尋引擎、分區編輯、變更通知，以及是否有足夠的權限控制。通

常情況下，維基是以檔案方式儲存，但有些維基會存放在資料庫管理系

統，如 MySQL，而大部分的維基都會同時儲存現在和之前的所有內容。

在版權上，大部分維基都是開放原始碼，但若要併入商業軟體中使用，

則要考量有授權的商業版本，此外商業版會有廠商支援，而免費版本則

必須要自行負責後續問題。就運作平台來看，維基幾乎支援市面上所有

的作業平台，只要依各種維基引擎所要求的硬體配置，即可運作妥當，

但若在使用上有需要更動原始碼，則最好選擇自己熟悉之程式語言所編

寫的維基引擎。若你仍無法確認自己要選用那一種維基，在本書的第 163

至 164 頁有一詳細的問題列表，只要回答其中各項問題，即確認自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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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需要的維基引擎。此外，本書並依照對資訊科技技術的支援，及在可

信賴與整合程度上的需要，將採納維基的作法分為五類，分別為網頁代

管（web hosting）、軟體服務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s）、維基應

用程式（wiki applicances）、簡易建置（simple installation）及進階建置

（advanced installation），你可依照需求選擇不同方案，而本書也提供各

種方案的相關選擇以供參考。最後，本書亦列出評比維基引擎及服務供

應商的網站，可讓讀者對各種維基引擎的優劣有進一步瞭解。 

在第八章中，本書透過管理學上的理論，來論述如何管理維基，包

含在規劃時應確實瞭解目的；在創建和維護時要考量是否有足夠的資

源，包含財務、時間、科技、技術的支援。若維基是應用在較大的範疇

上，則要考慮應用目錄（categories）及標籤（tags），以利於管理。而在

人員分配上，應給予每個角色不同的近用權限，相關的文件和政策聲明

也應建立，此外，為避免維基因過於自由而包納過多不相干的事物，所

以最好也要訂定維基的範疇（scope），並應注意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問

題。在確認上述動作後，便開始進入技術執行階段，包含創建一個維基，

測試它，並訓練人員及激勵成員參與。在維持及維護工作上，維基需要

建立社群並有效地管理內容才能維持長久，而對於有問題的使用者和不

厭其煩的廣告亦應能有技巧地處理。最後是評估階段，本書在 203 到 204

頁列出評估時要提問的問題供讀者使用，若需要進行實際評估，則本書

建議採用統計及使用者調查兩種方法。最後一個章節是關於維基的文獻

資料，包含論文、網頁及部落格，若想進一步瞭解維基的讀者或可從此

處著手。 

從編排上來看，本書有兩個缺憾，首先本書封面僅列出一個作者名

字，卻未在該名字之前加上「主編」（edited by）二字，看似本書為該作

者獨力完成，事實上，封面所列作者 Jane Klobas 應為本書編輯及主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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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書共計九章，扣除最後一章僅是參考文獻，尚餘八章，在這些章

節中，第五及第六章並非由 Klobas 所寫，而是分別由 Sebastien Paquet

及 Pru Mitchell 寫成，其他章節亦非全由 Klobas 獨力完成，第四、七、

八章為 Klobas 與他人合著。換言之，Klobas 僅是第一、二、三章的唯一

作者，而不是全書唯一作者，因此若未細究，可能會誤以為這是 Klobas

獨力寫成的專書，在引用時也可能會連帶造成問題，應特別小心。再者，

因第五及第六章非由 Klobas 主導，所以在這兩章中會有一些議題曾在前

面章節處理，或許是要力求各章節原作的完整性，但此種編排方式略顯

重複。 

就內涵來看，本書廣度尚可，但深度仍有不足。誠如前述，本書是

探究維基的專書，所以從最基本的概念、應用到實際施作都有觸及，但

也因為要在二百餘頁中包山包海，所以對維基的意涵雖時有觸及但仍不

夠深入，多數章節以描寫現狀為主，特別是詳細列舉一些維基網站，頗

佔篇幅，是否可以用附錄或減量處理，不無討論空間。此外，雖然本書

以獨立章節來處理維基在不同領域上的應用，包含圖書資訊學、商業及

教育，但這些章節仍側重在現有狀況，此舉較難引發進一步討論，更重

要的是，這些應用是否可被視是維基應用上的最關鍵（或最具代表性）

領域，其實仍有疑慮。對筆者而言，維基對民主參與或傳播方式的影響

應該也是維基未來發展的重要指標，這些議題在本書中均未被觸及，看

來只有等待後續書籍繼續努力。 

綜言之，本書可被視為是維基這個新科技的入門教科書，或是欲瞭

解維基現象的概論書籍，但若要深刻地探究維基內涵，則此書較難勝任。

事實上，維基現象仍在變化，要能在不斷變動中兼顧廣度與深度並非易

事，特別是書籍出版常有較嚴重的時間落差，所以本書即使無法充當荒

漠中的大片綠洲，但至少算得上是稍解乾涸的即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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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根據筆者查證，MeatballWiki 在陳述「軟性安全」時共列出六個原

則，第六個原則為「不訴諸暴力」（Non-Violence），即勿採暴力手

段否則別人也會暴力相向，何以本書會省略第六個原則，筆者不得

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