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ctype html>
 <html>
 <head>
   <script>
     function updateOnlineStatus(msg) {
       var status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tatus");
       var condition = navigator.onLine ? "ONLINE" : "OFFLINE";
       status.setAttribute("class", condition);
       var state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tate");
       state.innerHTML = condition;
       var log = document.getElementById("log");
       log.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Event: " + msg + "; status=" + condition + "\n"));
     }
     function loaded() {
       updateOnlineStatus("load");
       document.body.addEventListener("offline", func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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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zTW 首頁上一直都有一個 15 大套件清單，在推廣的經驗上常發現
這些套件的確是新手首次進入 Firefox，探索擴充套件的大門。這個清單
是由每次新版 Firefox 推出時，由討論區的同好一起選出來的。這次隨
著 Firefox 3 推出的慶祝活動，我們重新選出了新的，適合 Firefox 3 的 
Top 15 清單。

令人意外的，同樣的提名 - 票選方式在這次卻有意外的結果：許多討論
區上活耀的成員都對結果相當不滿意，認為清單沒有選出最適合推薦
給新手的套件，不錯的套件反而中箭落馬等等。以第一名IE Tab 來說，
雖說提名的成員余弘兵認為這是讓新手不會因為有些網站看不到而放棄 
Firefox 的方法，但其他成員卻認為推廣Firefox 卻在擴充套件推廣 IE 核
心實在是本末倒置，治本的方法還是該努力要求網站修正。原本一些很
受歡迎的套件也沒有上榜：社群成員 coolcd 指出 Right Encoding 在討
論區上的下載數比第一名的得票數還要高，卻沒有上榜，甚至沒有人提
名。社群成員 Dark Shenada 甚至認為乾脆改成 Top 5 就好了，因為「 
畢竟統計上來看只有前三名達到統計上的 peak」。

作為新任的 L10n Manager，承辦 Top 15 選拔，我對這樣的結果也
是很困擾的。大家都同意 Top 15 應該是選出最適合新手、有助於推廣 
Firefox 的擴充套件清單，但顯然用現在的方法成效不彰。有社群成員
私下和我說應該要完全放棄投票等過程，由少數成員主觀建立適合的清
單，但這樣就失去了社群的參與意義。

我們還是希望 Top 15 能是新手進入擴充套件的大千世界的入門處。因
此，對於現在的選拔結果，我們會將得票數比較顯著的前四名在網頁上
做比較大篇幅的介紹。第四屆擴充套件票選也提前在半年之後，也就是 
Firefox 3.1 推出的時候舉行。第四屆的選拔方式，
可要仔細再研究才好。■ timdream

擴充套件 Top 15 清單
名次 擴充套件 得票數 上次名次

1 IE Tab 223 1

2 新同文堂 202 2

3 Adblock Plus 173 4

4 Download Statusbar 141 6

5 ScrapBook 96 8

6 FireGestures 94

7 Easy DragToGo 91

8 Foxmarks Bookmark 
Synchronizer 83

9 DownloadHelper 82

10 Menu Edito 79

11 DownThemAll! 78

12 NoScript 69

13 Greasemonkey 58

14 All-in-One Sidebar 57

15 gTranslate 53

擴充套件 Top 15 選拔二三事Tim Chien (timdream)
Firefox 正體中文在地化
專案經理
http://blog.timc.idv.tw

Mozilla Taiwan 離線報
這份報紙希望讓大家瞭解 Mozilla 台灣在地團隊的狀況。

這一份收錄了幾位在 MozTW 工作人員的心得，請他們分享在 Mozilla 
台灣社群的點點滴滴。或許你還不知道在地社群團隊做了些什麼事情？
或是未來要繼續推動的活動？也或許你想一起來幫忙讓 Firefox 越燒越
旺！這份離線報可以讓你大略瞭解 MozTW 團隊的努力！

另外如果您現在在 COSCUP 會場的話可以到我們 Mozilla 的攤位，填
寫一份問卷就可以換到一份限量的精美贈品喔！真的是限
量的喔！動作要快！報紙可以先放在包包裡有空再看，但
限量贈品是送完就沒了喔！

希望各位繼續燃燒 Firefox，也請給在地社群多點鼓勵與
建議，你們的舒適體驗才是我們的完美努力。 ■ Toomore

Mozilla Taiwan 離線報 → 連線

誰說離線報不可以連線！上面這
是 QR-Code 把它解讀出來就可
以讓你啟動離線報的連線功能
喔！試試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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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很久很久以前 K-Meleon 也是有正體中文版的，雖然
我並沒有特別去確認但總之 0.7 ~ 1.1.X 版 K-Meleon 的
確都只有英文版。 做為一個 Windows port 的 Mozilla 
係瀏覽器它卻是同一類別中唯一沒有中文的。 也許是 
Windows 下的 Firefox 做得太好的關係所以導致大家都不
會有想去用 K-Meleon 的動機嗎？ XD

對我來說 K-Meleon 是個神奇的小東西，當我第一次把玩
（？）這個瀏覽器時就被他神奇的速度和運作起來輕巧的
感覺給吸引。那時我蠻驚訝的一點是 K-Meleon 是使用 
Gecko 1.8 排版引擎，但是使用起來的感覺奇快，讓我驚
訝的是原來 Gecko 1.8 也可以這麼快! （當時的 Firefox 2 
受到 Memory Leak 和速度的問題，一直讓我感覺跑起來
感覺不太好，但 K-Meleon 跑起來的感覺卻很輕快，一點
都不拖泥帶水，也是我感覺使用 Gecko 1.8 引擎的瀏覽器
裡最快的，雖然說它的外觀並不是很吸引人。 :P）

但由於 K-Meleon 是 Windows Port 的瀏覽器，所以理所
當然只有 Windows 版，想必它也不可能成為我這種 Linux 
重度使用者的主要瀏覽器。但我使用家裡以外的電腦狀況
倒是很常見，在外面我當然是比較想要一套檔案不大可以
很快下載好（當時我沒有隨身碟），然後速度快又能使用
我慣用服務的瀏覽器囉! 雖然我考慮過 Opera ，但是由於
排版引擎的關係， Presto 瀏覽 Google 的服務都會有點問
題，外加很多網站其實對非主流瀏覽器都有相當大的偏見
（就是直接把它們擋掉之類的），所以 K-Meleon 當然就
理直氣壯的成為首選。 但明明也都是慣用瀏覽器之一了，
對於我這種看慣了華文的台灣人，就算英文能倒著讀都沒
問題但還是希望能有親切的正體中文介面可以用，我相信
有嘗試過 K-Meleon 並且覺得它不錯的人應該也會覺得如
果它有中文介面那該有多好。

就這樣子盤算了一些時日，在 K-Meleon 1.5 Beta 釋出的
時機！反正想中文版也想很久了，找了兩位友人就開始著

手籌組 K-Meleon 非官方在地化團隊。剛
開始我和 Yuan - 也就是此計畫的網站管
理員協調了很久才把 K-Meleon 非官方正

體 中 文 計 畫 的  「 家 」 給 弄出來（用 Wiki 網站應該
是個不錯的決定 :D），感謝他高超的「小畫家」技術 XD  
同時也兼任了美工設計的工作，但讓現在網站看起來美美
的完全是托他的福。

經過漫長的準備期（因為大家其實都很忙）， K-Meleon 
非官方正體中文計畫總算才有個樣子出來，此時也脅迫來
了幾個志願者，整個計畫才終於開跑，一直到近兩個禮
拜，也就是 K-Meleon 1.5 官方版正式釋出（8/8）以後，
我們才進入緊鑼密鼓的運作階段。整個計畫分別分成三部
分在進行，一是網站運作（交給 Yuan 負責），然後是程
式翻譯（由我負責）、文件翻譯（交給另一位核心成員 
Jiayuan 與他的組員），雖然已經進入了全面運作狀態，
但由於是新團隊的關係仍是狀況百出，這段期間實在是托 
Tobby 的福，這個計劃的第一個成品才有可能這麼快出現
在大家眼前。 另外也非常感謝文件翻譯組的幫忙，以後一
些 Wiki 文件和 ReleaseNotes 也都要靠他們呢!

老實說這是我和 Tobby 第一次嘗試維護一套這麼大的軟體
的在地化工作，不但中間遇到很多瓶頸而且還問題百出，
好幾次還害他陪著我熬夜翻譯 XD 另外由於嘗試了比較特
別的翻譯風格，所以一直很擔心大家的接受度問題，希望
大家不會覺得不習慣這樣。

現在 K-Meleon 仍屬於還未穩定運作的一個計劃，除了
人手仍然「極度不足」以外，有很多運行模式也才初俱
雛型，如果你也試用了 K-Meleon 而且也覺得他不錯，
非常歡迎你也一同幫忙，歡迎你閒閒沒事的話來逛逛 
K-Meleon 的網站:

K - M e l e o n  非 官 方 正 體 中 文 計 劃 • 
http://kmeleon-tw.wikidot.com/

由於不希望這個計劃跑了一陣子以後又被迫中止，所以說
非常歡迎大家一同來參與並且貢獻自己的一點心力 - 不過
即使你只是打從心底的喜歡一套軟體，對於該軟體的團隊
來說也是一種莫大的幫助! ;) ■ lRabbit

正體中文復活了！
K-Meleon 非官方正體中文計畫

Firefox 每次大改版都會辦 Party，在今年七月我們也才剛結束了一次盛大的「火
狐三 之 橫掃全球創紀錄慶生派對」。

這次 Party 獲得遊戲橘子 Web 戰
牌、自由軟體鑄造場、謀智網路等
許多單位的協助，在華碩關渡總部
的咖啡廳盛大舉辦。會場有分享、
有表演、有美食及拿不玩的好禮，
當然還有大抽獎！文字能給的臨場
感畢竟不若照片，那麼快快來看幾
張精選相片吧！

還想看更多照片、下載大家分享
時 使 用 的 投 影 片 ？ 請 到  h t t p : / /
w i k i . m o z t w. o rg / i n d e x . p h p /
Firefox_3_Go_Photos 上查看囉！ 
■ BobChao

Firefox3 Party

Photo by 魷魚絲（Flickr：gene9981）CC：by-nc-nd

Photo by Irvin Chen（Flickr：irvin）CC：by-nc-nd

lRabbit 賴韋辰
Thunderbird 正體中文在地化 
專案經理
http://abev66.blogspot.com



Mozilla Taiwan Offline Paper

3

Mozilla Taiwan（下稱 MozTW）是台灣的 Mozilla 社群，
前身是由 piaip 製作 Mozilla 在地化語言套件時所衍生的
「Mozilla@Taiwan」討論區。此討論區自 2002 年 12 月
開始營運，到了 2004 年 9 月時、因 piaip 即將入伍，所
以找了筆者一起成立了 MozTW 網站，也正式進駐中研院
資訊所 OSSF 計劃。同年 11 月適逢 Mozilla 的新星 —— 
Firefox 1.0 正式釋出，我們舉辦了 Firefox Party 慶祝活
動，自此每逢 Firefox 大改版、我們都會辦一次歡樂的慶祝
派對，讓狐迷們共聚一堂。

MozTW 目前參與 Mozilla 的在地化專案，共同處理關
於 Firefox、附加元件網站、技術文件網站、支援網站、
行銷專案等在正體中文地區的運作事宜。除此之外，我
們也非常歡迎各種自發性的推廣、研究活動，例如專門報
導 Mozilla 相關新聞的 Mozilla Links 中文版、將吉祥物 
Foxmosa 「狐耳摩莎」帶向全台灣的「Foxmosa 遊台灣
活動」等等。簡而言之，我們是個鬆散、輕鬆、無負擔的
社群組織 —— 當然，每個開放源碼社群組織一定也都是
這麼歡樂的 :P

由於 Mozilla 乃至於 Firefox 都是瀏覽器，這個社群的組
成份子原先大多是網頁設計技術人員，憑藉對全球資訊網
的熱情，希望推動大眾尊重 W3C 等組織所建議的網站設
計標準。除了網頁設計師之外，Firefox 瀏覽器易學常用的
特性，也讓它成為許多使用者初探 FOSS 的選擇。Firefox 
憑藉其擴充性超強的特點，很快獲得許多人的喜愛，這讓 
MozTW 社群的組成份子中「純軟體使用者」佔了相當大

一部份：他們
只 是 比 較 熟
悉 Firefox 的
使用方式，但依然熱心編輯文件、參與發言、研究推廣方
式。在 Firefox 的在地化過程中，這些非技術人出了不少
力，而 MozTW 也正努力讓非技術人更容易加入貢獻。

由於有不少人以 Firefox 作為第一步、對自由開放的風氣逐
漸產生認同、進一步投向其他自由軟體的懷抱（筆者就是
個好例子），因此 MozTW 在成立了兩年多之後，也逐步
把關懷的焦點從軟體的自由、網路的自由推進到全體文化
上的自由。在 2008 年初，我們舉辦了「自由新生代」活
動，為高中學生介紹開放源碼運作模式、網路自由的重要
性、Wiki 協同書寫、創用 CC 與分享等觀念，希望能為自
由文化的伙伴帶進更多新血。

正如方才所說，這個社群有很多人不算/不敢稱自己為技術
人（筆者又是一個好例子），這同時有兩種意義：

1. 我們缺技術人缺得緊，你看那 Wiki 的 CSS 亂掉幾百年
也沒人修，快來幫忙吧！

2. 如果你不是技術人，放心這裡仍然有你的位子、快把專
長貢獻出來吧！

所以總之，希望各位能來幫忙出一份力：對你而言可能是
小事、但或許就幫助了很多人呢！快快
加入吧！ ■ BobChao

Mozilla Taiwan 社群

以美國的狀況來講，Mozilla Links 算是 Mozilla 的半官方
部落格，說它是社群經營的也不為過。也就是這樣的正式
與非正式關係，通常不會有人把這兩者混淆。而在台灣，
Mozilla Links 中文版 與 MozTW 兩者都是社群組織，成員
也多有重複。因此常常會有人認為，Mozilla Links 中文版 
（以下簡稱 MLinks）就是 MozTW 的部落格，這其實是
個誤會！

MozTW 在台灣經營也算小有成績，相信各位對於這個社
群並不陌生。最主要的工作除了在地化、測試軟體、傾聽
本地使用者的需求外，還負責教育大眾及推廣的相關工
作...等。反觀 MLinks，其實做得就是 Mozilla 系列及相關
軟體的報導。同在台灣地區，會做 MozTW 社群的相關報
導，也是很自然的。雖然我們都非專業新聞從業人士，沒
有受過相關訓練。但是報導要中立，這點常識還是有。即
使目前的主編我（alicekey）身兼雙重身份，MLinks 依然
會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解說。做得好就稱讚，做不好就
拿出來批評 :P

MLinks 一路走來起起伏伏，我希望他會是「細水長流」。
畢竟社群維持不易，不要讓他斷了才是最重要的。為了這
個目標，從柏強開始成立了 Mozilla Links 機動隊。標榜的
就是「有空才做，沒空就 pass！」，輕鬆無壓力的參與社
群。不過用傳訊軟體即時找人的作法，難免也給了某種程
度上的負擔。因此我接手之後，將輕鬆無壓力的想法更進
一步的發揮。把待編文章都丟到線上文書服務（google 文

件）去，讓所
有成員都能夠
自由編輯。實
際上，這樣的作法有很多好處，例如：文件就只有一份，
大家看到的都一樣，省去傳送或轉寄檔案的麻煩。可以多
人共同編輯，也不用擔心最後合併文章的問題。有疑慮的
地方，可以直接在文章內留言註解，等其他人處理。每
個人也可以在有空的時間才處理，而不會耽誤到其他工作
的進度。當然我最喜歡的是，隊長不用到處拜託人來寫文
章、翻譯，卻剛好找不到有意願的人。

你可能會想，我們的文章哪裡來？這不是個人部落格，愛
寫什麼就寫。要統合一群人去寫文章，是需要有計畫的。
目前 Mozilla Links 中文版的規劃有翻譯計畫、邀稿計畫
（實驗中）。最初的規劃就是將英文站的文章翻譯成中
文，讓中文使用者也能接觸到最新的資訊，所以機動隊的
主要工作就是翻譯文章。除此之外，我們需要的原創文章
或本地消息報導，是採用邀稿方式，僅訂出主題，其餘全
讓個人自由發揮。其實加入 MLinks 的門檻很低，如果你
平常就有寫部落格，對網路議題很有興趣，歡迎你加入我
們！■ alicekey

M o z i l l a  L i n k s  中 文 版 • 
http://mozlinks-zh.blogspot.com
M o z i l l a  L i n k s  機 動 隊 籌 備 處 • 
http://www.bobchao.net/pub:team-mozilla-links 

Mozilla Links 中文版與 MozTW 社群 alicekey 程仁勇
Mozilla Links 中文版
專案經理
http://alicekey.wordpress.com

BobChao 趙柏強
MozTW 社群連繫
簡單說就是雜工
http://blog.bobchao.net



2008.07.10
台南 南二中
Irvin

2008.07.13~14
宜蘭 & 蘇澳
evenrain

2008.07.15
桃園 大溪
Tobby、天翔羽

2008.07.16
新竹 內灣
Tobby

2008.07.19
台北 Firefox3 Party

2008.07.20
台北
黃小蛙

2008.07.20~21
南投 集集
Tobby

2008.07.23~25
台北 新店 板橋
vector

2008.07.26
台北 新莊
twasa

2008.07.26
嘉義
Yuren

2008.07.31~08.03
彰化 & 台中
魷魚絲

2008.08.05~06
屏東
lRabbit

2008.08.05~07
花蓮
Auther

2008.08.09
台東 & 花蓮
ericko830 & 霹靂火 2008.08.07~09

台南
阿豪

2008.08.16~17
台北
宇哥

2008.08.16~17
金門
陳老師

2008.08.23
台北 Coscup
Moztw

2008.08.23
台東
溫老師

全台狐迷瘋狂慶祝 Firefox 3 上市，MozTW 的吉祥物
狐耳摩莎要出遊啦！

誠徵各縣市嚮導，由狐迷們帶領狐耳摩莎繞行台灣一
圈，行經各縣市著名景點時記得攝影、錄影留念，各
地狐迷身影將在 Mozilla Links 中文版上出現。這是個
向全世界狐迷們宣傳台灣跟狐耳摩莎的大好機會，您
可別錯過了！如何參與可以造訪 http://moztw.org/
events/foxmosa-tour 的活動頁面。 ■ Ir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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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vin
Foxmosa 遊台灣
活動負責人
http://irvin.sto.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