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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E9%82%8A%E7%B7%A3%E4%BA%BA%E5%B0%8F%E7%B5%84%E5%AE%98%E6%96%B9%E6%A8%99%E8%AA%8C%EF%BC%88%E9%80%8F%E6%98%8E%EF%BC%89.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82%8A%E7%B7%A3%E4%BA%BA%E5%B0%8F%E7%B5%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82%8A%E7%B7%A3%E4%BA%BA%E5%B0%8F%E7%B5%84/%E5%B0%8F%E7%B5%84%E5%AE%97%E6%97%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82%8A%E7%B7%A3%E4%BA%BA%E5%B0%8F%E7%B5%84/%E8%BC%94%E5%B0%8E%E6%8C%87%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82%8A%E7%B7%A3%E4%BA%BA%E5%B0%8F%E7%B5%84/%E6%B1%82%E5%8A%A9%E5%92%8C%E8%81%AF%E7%B5%A1%E6%96%B9%E5%BC%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82%8A%E7%B7%A3%E4%BA%BA%E5%B0%8F%E7%B5%84/%E6%88%90%E5%93%A1%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82%8A%E7%B7%A3%E4%BA%BA%E5%B0%8F%E7%B5%84/%E5%8F%8B%E5%A5%BD%E7%B5%84%E7%B9%94


�正�明��有�助��⼩�者��⾃願性�，⽽���⼩�的輔助並不代�專業�⾒，且�⾒

僅供��，有需�����⽣�專業輔��員，���作。

��Telegram群��@marginalizedpersonsclub (https://t.me/margin
alizedpersonsclub)；

��Instagram���@marginalizedpersonsclub (https://www.insta
gram.com/marginalizedpersonsclub/)；

消����@marginalizedpersonsclubchannel (https://t.me/marginal
izedpersonsclubchannel)，��各�加��

⾃2019年10⽉2⽇起，���⾴開�予需�情��精�上�援的�基百科�在�⾴����
⾃⼰的���受，��成員��⼀時間作�輔�。另�需��援的�基百科�也可����
�成員的⽤���⾴尋��援。�此⼩�的�作有�⾒或��，也可在此處提�。

��在���問��助，可加����⼩�的Telegram��群� (https://t.me/wikipediampc)
—�上未��的��由SickManWP（��｜貢�）�2019年12⽉30⽇ (⼀) 12:50 (UTC)加�。

不�使⽤�儡?

有��幫助我，提供⼀下��嗎�

���⼩�2020年�劃
SickManWP的���優�典�勵�劃

��wikipedia-zh-MPC的Discard

�持（欢�签��⽰�持）

�⼤事�

�于⼯作内�

�����⼩���事�

��⼩组的�员或许可�不必��

不�使⽤�儡?�果是���使⽤的呢?--Wiki emoji | Emojipedia 來笑⼀下 𝔑𝔬𝔳𝔦𝔠𝔢 ℭ𝔩𝔲𝔟 2019
年7⽉17⽇ (三) 00:43 (UTC)

��@Emojiwiki�和@Emojiprepare�⼀�--Wiki emoji | Emojipedia 來笑⼀下 𝔑𝔬𝔳𝔦𝔠𝔢 ℭ𝔩𝔲𝔟
2019年7⽉17⽇ (三) 00:44 (UTC)

⽬录

不�使⽤�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elegram
https://t.me/marginalizedpersonsclub
https://www.instagram.com/marginalizedpersonsclub/
https://t.me/marginalizedpersonsclubchannel
https://t.me/wikipediam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SIG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Special:%E7%94%A8%E6%88%B7%E8%B4%A1%E7%8C%AE/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NV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prepar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NVC


儘量不�吧，�樣����算成員的�量。--𝓢𝓲𝓬𝓴𝓜𝓪𝓷𝓦𝓟�憑著耐性�⻣�，�
持⾃尊���·�此⼀�·�⼿� 2019年7⽉17⽇ (三) 02:05 (UTC)

有沒有拖��、躁��、��伯格��群的�上support group��果�上��⾯的情��擾
可��樣做�—— 愚�的�類  2019年10⽉1⽇ (⼆) 15:39 (UTC)

@愚�的�類����也希���劃����個地�。⽬前�基百科並�⼀個為�基百科⽤�
提供�理輔�的群�，我希������⼩�為�，輔助在情��⾯有��的�基百科⽤�，

為他們提供精�上的�持。--𝓢𝓲𝓬𝓴𝓜𝓪𝓷𝓦𝓟��的�永，���中�個���賞�為何��不
�，��得���� 2019年10⽉1⽇ (⼆) 16:21 (UTC)

�是個�貴的想�，予��持。—— 愚�的�類  2019年10⽉1⽇ (⼆) 16:24 (UTC)

事�上我⾃⼰也是躁��和��伯格��群的�者，我��有�些��的�基百科⽤�

⼗�同情。�為我���個⼩�是為���有�些��的�基百科⽤���來，希�他

們�夠和正常的�基百科�⼀樣貢��基百科。--𝓢𝓲𝓬𝓴𝓜𝓪𝓷𝓦𝓟��的�永，��
�中�個���賞�為何��不�，��得���� 2019年10⽉1⽇ (⼆) 16:36 (UTC)

�下為���⼩��未來�劃，�未得�其他成員知悉。�劃�情�下�

1. �勵群員和�������基百科的�得，並且��⽬��提供�⾒（�加成員���）

2. �勵群員、�員和�基�積����⾒

3. 幫助在�破��程中受���攻�的�基�，予�他們協助。（�情況��，可�順便幫助⼀
些破�者，��他們破�的��）

4. 在�助�棧和知�問�中幫助�勵失�的�基�

�常���們�貴的�⾒，�萬���你們的��。�有�⾒，��各����⾒。另已在

此提醒�有成員�此⾴��此�劃。--�基�夫（���⼩�·�⼿�）��� 2020年1⽉31⽇
(�) 04:43 (UTC)

已知悉John123521 (��-貢�) 2020年1⽉31⽇ (�) 04:52 (UTC)

已知悉Lifegpc（��） 2020年1⽉31⽇ (�) 09:19 (UTC)

已知悉--�⽉《���》（���⼩�·�基⼩�使） 2020年1⽉31⽇ (�) 10:09 (UTC)

已知悉--   陈⻰英陈⻰英  （��·签下你的⼤�） 2020年1⽉31⽇ (�) 10:15 (UTC)

已知悉--⽩桓�（��） 2020年1⽉31⽇ (�) 11:17 (UTC)

知悉並提供�下�⾒，有�@SickManWP���⽬�

1. 先從⼩��做起，等��掌�輔����前��棧等地��，否則�⽬前狀況，�泥���
江，⾃��保。

2. 成員�先��處事�⼒，再�輔�別�，不���易�⽣��。

有��幫助我，提供⼀下��嗎�

���⼩�2020年�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Sign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NV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6%84%9A%E8%A0%A2%E7%9A%84%E4%BA%BA%E9%A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6%84%9A%E8%A0%A2%E7%9A%84%E4%BA%BA%E9%A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6%84%9A%E8%A0%A2%E7%9A%84%E4%BA%BA%E9%A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NV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John1235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John1235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Special:%E7%94%A8%E6%88%B7%E8%B4%A1%E7%8C%AE/John1235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Lifeg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Lifeg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tar02123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tar021231/%E7%B0%BD%E5%90%8D%E7%B0%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6%AD%E5%9F%BA%E5%B0%8F%E5%A4%A9%E4%BD%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9%99%88%E9%BE%99%E8%8B%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9%99%88%E9%BE%99%E8%8B%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9%99%88%E9%BE%99%E8%8B%B1/%E5%AD%90%E9%A1%B5%E9%9D%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7%99%BD%E6%A1%93%E4%BA%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7%99%BD%E6%A1%93%E4%BA%AE


�上，若其他成員也有��，��提��--Rice King ※�箱．�⽣� · �� 2020年2⽉2⽇
(⽇) 00:03 (UTC)

(＋)�持��國王兄的淺⾒��在��處事�⼒�⾯，��先�加�員的活��。--�基�夫�

��加����⼩���� 2020年2⽉2⽇ (⽇) 03:11 (UTC)

已知悉-- 𝐸𝒹𝒾𝓉 𝓜𝓻.𝐸𝒹𝒾𝓉 𝓜𝓻.  2020年2⽉4⽇ (⼆) 11:48 (UTC)

(＋)�持--Wiki emoji | 🅔🅜🅞🅙🅘🅦🅘🅚🅘 �百�不�〜 ♬Main User 2020年2⽉6⽇ (�) 05:28
(UTC)

�劃⽬標��傳⼩���加�員活��，提���成員的���

�⼀���當有⼩�成員有�⽬�⾏優��⽬、����和典範�⽬��，成員可前���
�⾒和�勵
�⼆���拓�����⽚、典範⽤�⾴��基榮�等範疇，並且拓���⼩�成員⽤�的
�票。

可���的優點和�點�

優點：

�⾏上�為�易

�夠提升⼩�成員的��

更有�地�加成員的活������

更有�地�傳�⼩�

�點：

或���為利⽤⼩�成員�傳⼩�

或�有�票�疑

�成⼩�成員��成員�間待�不�平的情況（�⼆��或可�決）

⽬前此�劃已在���⼩�的��Telegram群 (https://t.me/wikipediampc)��，並且�得
100%的�持�。現�在此⾴尋�更��⾒。--�基�夫���加����⼩���� 2020年2
⽉5⽇ (三) 03:03 (UTC)

@SickManWP��⼆��是啥�可�简单�绍⼀下吗�--Wiki emoji | 🅔🅜🅞🅙🅘🅦🅘🅚🅘
�百�不�〜 ♬Main User 2020年2⽉6⽇ (�) 05:24 (UTC)

@SickManWP�刚看��，对不起。--Wiki emoji | 🅔🅜🅞🅙🅘🅦🅘🅚🅘 �百�不�〜
♬Main User 2020年2⽉6⽇ (�) 05:27 (UTC)

沒��。--�基�夫���加����⼩���� 2020年2⽉6⽇ (�) 07:38 (UTC)

SickManWP的���優�典�勵�劃

��wikipedia-zh-MPC的Discar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9%A3%AF%E9%A3%AF%E5%9C%8B%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9%A3%AF%E9%A3%AF%E5%9C%8B%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6%AD%E5%9F%BA%E5%AD%B8%E7%94%9F%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9%A3%AF%E9%A3%AF%E5%9C%8B%E7%8E%8B/%E7%B0%BD%E5%90%8D%E7%B0%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dit_M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4%AA%E8%89%AF%E6%A2%9D%E7%9B%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89%B9%E8%89%B2%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5%B8%E7%AF%84%E6%A2%9D%E7%9B%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89%B9%E8%89%B2%E5%9C%96%E7%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5%B8%E7%AF%84%E7%94%A8%E6%88%B6%E9%A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6%AD%E5%9F%BA%E6%A6%AE%E8%AD%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8B%89%E7%A5%A8
https://t.me/wikipediam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PC


���wikipedia-zh-MPC的Discard吗�--Wiki emoji | 😷🅔🅜🅞🅙🅘🅦🅘🅚🅘😷 �百�不�
〜 2020年2⽉27⽇ (�) 01:30 (UTC)

https://discord.gg/QnpunG7 --Wiki emoji | 😷🅔🅜🅞🅙🅘🅦🅘🅚🅘😷 �百�不�〜 2020年2

⽉27⽇ (�) 01:39 (UTC)

������的理�，�⾒我的⽤���⾴。另�，可�慮在WP:TG加����⼩�的TG
群。--�基�夫���加����⼩���� 2020年2⽉27⽇ (�) 04:25 (UTC)

边缘��在⼀起不�不边缘�吗�--Xavier Ariad（��） 2020年2⽉29⽇ (�) 11:55 (UTC)

⼩��個�是�時的�，有更�的���更�。��⼩�⼯作��，�����作�更�。-
-�基�夫���加����⼩���� 2020年2⽉29⽇ (�) 13:18 (UTC)

�谢�的付�（�持）--  Xavier Ariad  Xavier Ariad （��） 2020年3⽉2⽇ (⼀) 04:53 (UTC)

Wikipedia:�助�栈/�针#�于维基⼯作⼩组有��针指�起草的�⻅征�--Wiki emoji | 😷
🅔🅜🅞🅙🅘🅦🅘🅚🅘😷 �百�不�〜 2020年3⽉2⽇ (⼀) 10:45 (UTC)

�@SickManWP���体成员。

我加�该⼩组已⼤�半⽉，但��未��任何⼩组事务，���有�成⼀项⼯作内�。[我�
不知�谁需�帮助，也不知�我是否有�⼒帮助他�。也对�理�、⾃闭�、�郁�等主题
�⽬��下⼿。]请问阁下是否�在��Telegram群组发布⼯作内��协调各⼯作?请�谅我
��加�Telegram群组。 ——Dbjm1（��） 2020年8⽉22⽇ (�) 14:52 (UTC)

@Dbjm1�我們的⼯作⼤�都在Telegram��⾏，⽽⼯作��和協�也在Telegram�⾏。�果
�下有需�，我們也可在���開��。當��果�下�相��⽬不��，我們也�常��為

�下�釋相���。��⽬前的�助個�����，我們�做的都是����和�勵其他⽤

�。�果�下��加�Telegram，我可��時向�下��我們的⼯作�⾏。我��明⽩�下不
�加�Telegram�個苦�，不需���，也�常���下�⼩�的���--SickManWP♥ ���

⼩�·🦠減���，��在����� 2020年8⽉22⽇ (�) 15:16 (UTC)

@SickManWP��谢阁下的��，但我�不想�烦阁下���都�知，但希��果有重⼤
�变可�在讨论⻚讨论和�布。——Dbjm1（��） 2020年8⽉23⽇ (⽇) 02:33 (UTC)

@Dbjm1�不�煩不�煩，當�可�在��⾴�佈。--SickManWP♥ ���⼩�·🦠減�

��，��在����� 2020年8⽉23⽇ (⽇) 04:42 (UTC)

@SickManWP���夫兄，在下�為��TG上��的事��佈在�（�果�便轉�的
�），��有重⼤����⼀起�⾏，我想�是�沒加�TG的�（�括我）����的�
�，不�⼀��煩��下��，�不��思啊�����--Rice King �箱．�⽣� · ��
2020年11⽉10⽇ (⼆) 12:13 (UTC)

�持（欢�签��⽰�持）

�⼤事�

�于⼯作内�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ser:Emojiwiki/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ser:Emojiwiki/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T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Xavier_Ari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Xavier_Ari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Xavier_Ari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Xavier_Ari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4%BA%92%E5%8A%A9%E5%AE%A2%E6%A0%88/%E6%96%B9%E9%92%88#%E5%85%B3%E4%BA%8E%E7%BB%B4%E5%9F%BA%E5%B7%A5%E4%BD%9C%E5%B0%8F%E7%BB%84%E6%9C%89%E5%85%B3%E6%96%B9%E9%92%88%E6%8C%87%E5%BC%95%E8%B5%B7%E8%8D%89%E7%9A%84%E6%84%8F%E8%A7%81%E5%BE%81%E9%9B%8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ser:Emojiwiki/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Emoji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Dbjm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_talk:Dbjm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Dbjm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MP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OVID-1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User:SickMan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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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前我們沒有重⼤��，⽽我則是�末翻��和不�期����個�。
��我不�得�下��是⼀件�煩的事情，重�的是�們�夠掌�⼩�的�搏。--
SickManWP����♥ ���⼩�的活動·✏����� 2020年11⽉10⽇ (⼆) 12:49 (UTC)

⾸先，�常��各���相�的��（�助�棧秩�促��（尚未����⾴⾯）、���

�秩�促�������），�助�⼩�的業�和理��夠�揚光⼤。為簡��⼩�的�⾴
⾯��、�予�些��更�的���間，���持�些��的獨�性，��希����相�
��的規�，或者��⼀點��不���，⼤�是友������（���知並不����
�，個��為����可作為���⼩�的�⾴⾯，畢��個��和其他�者性�有��
異）�

���「��劃」、「��」、「上���」等��消�，⼀律�為「友���」，⽤�消�

�⼩��⾏��的�������⽽��的���間受��礙等問題。

��個��的⾴⾯����⼩���⾴⾯的�間（�Wikipedia:���⼩�/����秩�促�
�→Wikipedia:����秩�促��），�樣便����些���有⾃⼰的��、格式��和
⾵格，��使�些���有更�闊，更⼤的���間

若����Telegram群或Discord群，可不�照���⼩�Telegram群中�有「⼩�⼤使」��
等頭�的⽤�任�群��理員（�括��，��僅為���⼩�的���，�沒有�任何成員

�⼀�的�⼒），在群中�不需標�我為���⼩�的��（�使我作為群�的�理員）。

��，再���各�����⼩�的�任，�����我們的�劃。也��有「友���」
��順利，⼤�也在��的同�找�快��另�知�個��的�起�@Cryberghost、
SecurityXP，�⼩�成員���個��有任何�⾒，��不�在此處提�，�常���--
SickManWP♥ ���⼩�·🦠減���，��在����� 2020年9⽉12⽇ (�) 15:48 (UTC)

友�的操作(⊙o⊙)…--👻Cryberghost 2020年9⽉13⽇ (⽇) 06:01 (UTC)

作为维基上�有的�理相�⼩组，��为我们应该有更⼤的��性。当⼀�⼩组成员希��
�，我��希�他已经在此⼩组或者其他地�获��帮助，��的��上来说，可���成
员�不希�别�在此⼩组的⻚⾯看�他的��。或许我们可��许希���的�员��删�
⾃⼰的���可（有��在���签�的��），�需���不删�他�签�。 --
Zhoujianghan（��） 2021年9⽉30⽇ (�) 03:54 (UTC)

(＋)�持--光��成者 2021年9⽉30⽇ (�) 06:04 (UTC)

(＋)�持 千⾥⽯�0305（��） 2021年9⽉30⽇ (�) 06:07 (UTC)

@Zhoujianghan、光��成者、千⾥⽯�0305�我�為可���成員�單格式，�為�{{User|
⽤��}}��，�樣��者�可��刪�⾃⼰的��。不知⼤�是否�持�--SickManWP��
�加�❤���⼩�·🖊�� 2021年9⽉30⽇ (�) 06:17 (UTC)

(＝)中�我�得現在�樣�可�。--光��成者 2021年9⽉30⽇ (�) 06:23 (UTC)
(＋)�持 Zhoujianghan（��） 2021年9⽉30⽇ (�) 06:24 (UTC)

�����⼩���事�

��⼩组的�员或许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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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Dotaoffice（��） 2021年9⽉30⽇ (�) 06:23 (UTC)
(＋)�持--Steve（��） 我是中国� 2021年10⽉1⽇ (�) 06:08 (UTC)

(＋)�持--MoJieCPD（��） 2021年10⽉1⽇ (�) 10:20 (UTC)

(！)�⾒��來的���有些�基�的⾃我期�和想�，個��為保����。--Rice King �
箱 · ��．��� 2021年10⽉5⽇ (⼆) 13:57 (UTC)

我的想�是保持现状，但在加�签��给���提⽰�当�希���时，可���删��的
签�，也可在���签�。 Zhoujianghan（��） 2021年10⽉10⽇ (⽇) 14:39 (UTC)

(＋)�持--SickManWP���加�❤���⼩�·🖊�� 2021年10⽉10⽇ (⽇) 14:42 (UTC)

(＋)�持。--Rice King �箱 · ��．���中華�國⽣⽇快��� 2021年10⽉11⽇ (⼀)
09:44 (UTC)

7���任何��，���果為�持成員��格式，成員����可在�����或��刪
�⾃⼰的��。三��，此�����Wikipedia talk:���⼩�並��此⾴，此��有�
�都在�⾴�⾏。知�@Zhoujianghan、��國王。--SickManWP���加�❤���⼩�·🖊

�� 2021年10⽉19⽇ (⼆) 11:04 (UTC)

��，�谢。 Zhoujianghan（��） 2021年10⽉20⽇ (三) 14:22 (UTC) 知悉�--Rice King
�箱 · ��．���� 2021年11⽉6⽇ (�) 09:37 (UT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kipedia_talk:���⼩�&oldid=68544149”

�⻚⾯���订于2021年11⽉6⽇ (星期�) 09:37。

��的����在知识共� 署�-相同�式共� 3.0协议���下提供，附加���可�应⽤。（请�阅使⽤��）
Wikipedia®和维基百科标�是维基�体基��的�册�标；维基™是维基�体基��的�标。
维基�体基��是��国国����501(c)(3)�记的�营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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