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基百科:���⼩�/輔�指南
< Wikipedia:���⼩�

���⼩�
Marginalized Persons' Club

 ⾸⾴  事���⾴  成��旨  輔�指南  ���式  加�我們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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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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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t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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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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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有����的�基�，並�受情��擾的�基�提供�援和�理輔
�。⼩��有��群的���⾏��，��盡可�⽤溫和�式開�破�者。�⾴��為��
�⼩�成員提供�理輔�和�理上的協助的指�������和開�破�者的指南，��此

⾴有任何�⾒，�在���⼩�的��⾴（不�援Flow）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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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需輔�的����

⾃閉�

���

躁��

���和躁��的�別

輔�基�規則��式

供輔�者��的相�輔���

情��擾

危�處�

同情�

同理�

同情�和同理�的不同

���群��

����的⽬的

����的事前功夫

����的��和��

�下����開��

��的時�

��的��和�場

��時���什��

間�地����

開�破�者

可���破�者�⾏破�的��

�何友�地和破�者溝�

�基�⼒

�勵正在�⼒/值得��的�基�

�伸��

�⼩��⼒�幫助⾃閉�（�括��伯格��群）、���、躁��和有�期情��擾的�
基�消��有和其他�基�在溝�上的�礙，�幫助他們�夠正常地���基百科�群，帶
�他們⾛���，重�笑�和快�。

�⾴���⼩�輔���的指南。�⼩�的其他�劃不����⾴��。

⽬录

各種需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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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閉�

⾃閉�是⼀種先�性的���礙，�狀主��露�溝�、��和⾏為�⾯。⾃閉��⼠的性
格�為�向，�怕或�和⼀��的�溝�，也�此⽽�常�現���礙。⼀����或��
��，男性的�⽣��⼀���性���⼗�。有時可��其他���礙⽽��⽣��。

⾃閉�的�⽣��為�⼗��⼀，�⽣�可�受地�、基�或������。��2015年，
��⾃閉��者�有2480萬�。��2017年，在��國��有1.5%的����是有⾃閉
�，⽽�國在2000年的��是0.7%。

⾃閉��⼠的���⼀����，並且��上�⼤的精⼒��些���上。⾃閉��⼠有可
���現⼀些重覆性的⾏為異常或動作，可��起其他�的不�。⾃閉��⼠也有可���

現其他的奇怪動作（��把物件���、曲�、形狀和��等��），也有可����別�
��⾃⼰，或是�現固�⾏為。當中���括�

固�或重�性的��，動作�使⽤物品

���持常規，儀式�的使⽤��或���的⾏為，������

�常侷��固�的��，������的專�

����刺�的�����������不⾜、����中的��刺�或有異常

常常喜�獨⾃⼀�。⽽在�受��和�摸時，�����或不想理�。

懂得��、����向轉�、��別�的⼿指，���笑

⾃閉��⼠�有�下的���礙�

���⽤����或其他���的溝�技�，�������；

不����同��⼠�有的同伴��；

��溝��⼒�正常�⼠�，�朋�溝�時��主動��事情、����情�的動�和�⼒。

在溝�上��回�，��起���的�動，���持�向��、����友�；

��主動����或群�活動的動�，喜愛獨來獨�；

未���、瞭��回�別�的�受和需�，����別�的�在

�格��性動作、⾃我刺�的⾏為、不願��掉，�⽤⼿拍打，頭�動，或���動。

��⾏為，����物�呈現�疊或��狀、或����等等。

雷同是�⾏為��的�制，���持不願��動��或��⾏為�打�。

儀式⾏為則��格局不願���慣，尤其是喜�的東�，��不願��⼝、或不願�轉��等

等。��雷同��相�已����併��項。

�制⾏為是�括��、專�或活動的局�和狹�，持�專��物件某些���⾞�等，�有�

�物件/東���⼒的程��正常�異常，使�者�那些有��物件/東���沉�，把�們�
成單⼀的��，����⾃⼰在其他�⾯（��業或⼯作）上的�現，����⾃⼰���或

�相同���⼠的��。

⾃我傷��括傷�⾃⼰或可�傷�他�的動作，����，�⽪膚，�⼿或�頭。

⾃閉�不�����的��或��上的危�，但有可��為��、⾃理�⼒不⾜等����
��和��上的損�。��有�現⾃閉��為吃下��物、不���⽽��的情況�現。⽽
⾃閉��⼠�可�伴�⼀些智⼒�礙的情況�現。更有��指�，⾃閉��⼠的預期壽��

正常��18年，同時有智⼒�礙者更有可���30年。

⾃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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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在��三�時便���，但�有��。早期的����或�⽤⾏為��可�幫助
有⾃閉�的����⾃我照�、���溝�技�。若���當��（�����、�戲��
等等），更可����礙地和其他���地相處。⾃閉��有���的�復��，但�常�

和其他�相處的�是⾃閉�的��減�。⾃閉��⼠在�����，���夠獨�⽣活、成
���。

另�，有��為⾃閉��是個�上的�異，不�看待成��。

���，��憂��，是⼀種情��礙的��，���受��、��和����。在中國⼤
�，���⼤�為⼗��⼀。��⼗個�可�有⼀��染���。⽣物�、�理�和���
���類��的��都有��，⽽�����有20%。

����者�常��⾃�，�開�群，��有���，�����量的明���，時間的�

受⼒減�，��在任何有�的活動中���快�。�類�礙���成�者的��功�失�，
�����或��暴�或減�、��等。

���在⽣理、�理和��上都��成��。⽣理�⾯的���括失�、�噩�、���的
��物�（��巴�、�甲�上腺�、5-羥��）減�或�現�動等。�理�⾯則�括��
��、��⼒下�、有⾃�或⾃��向等。⽽��上則是⾏為�⽌��⽇常⽣活和其他�等
等。���的�者⼀��怕受���的��⽽����⾃⼰��的事�和����。

���料�⽰，65%的����者�有⾃��向，有15%⾃�不�。�有研��果�上的�
戚、朋友或伴侶�現���，⾃������的���提�，⽽���有�傳�向。⽽��
性事件（��偶、��、失�、��、破�等）也��加�����的��。

���可����物��，但是起���，並且��現不�副作⽤���不�、�⼒模糊、
頭�、�吐、消���異常等。但�果�⾃��或其他��，可�����再�復�。�研

��料�⽰，����者三年的的復����89%。�⽽，����者不�����⾃⼰是
否復�，並且��予⾃⼰��，��有��的成�。

躁��是⼀個精�上的��，��思義�者���覆覆地�歷�個��，�別為「情��
�」期（躁期）和「��」期（�期），�者的�別在�是否��⽣活�⼯作和是否�現精
���狀。

情���期（躁期）可�為「狂躁」或是「輕躁狂」，�者的�別在�是否��⽣活�⼯作
和是否�現精���狀。在此期，�者��或�現�異常開�、有活⼒、易�，常�做�不

��果的決�，���的需�也���減�。⽽在��期，�者�哭�、���他����
�、�⽣�萌⽣負⾯看�，也有⾃�的可�（����的�狀）。

在躁期，�者��⽣����的情�，�樣的情�可��當事�形�為��的、有活⼒的、
�⾜的、狂喜的�衝動的……等等。�此��，�者��現����情�相�的⾏為，�括
⾃我��、精⼒旺盛、��、性��加、失�（��時間��，但����有旺盛的精

⼒），並且��⽣⾃制⼒��和危����的情形。在輕躁時，�者����別有活⼒或�
�⼒，且��持正常的⽣活，�此�������處�輕躁期的��。��上，���有躁
��的���在處�輕躁時期的作品�量��加，��也��別�。有些�⼀⽣�期處�輕
躁的狀�。�樣的情況�果沒有�成任何�當事����受的不便，則不需���，�格來
�也不��為��，但����類為躁��的⼀種形式。�種精⼒�沛的�常常�成��的

���

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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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狂。�⽽，�者��為⾃制⼒��⽽揮���、��朋友，或者�⾏不���的規劃�
�危�的��。也有可��為情�����⽽失�⾃制⼒，����脾�或��不�思�，
⽽在⾏為或��間傷����的�，���在��場���由地�陌⽣���可�帶有戲

�、��，��挑�的��。躁狂則損��者的�知�⼒，可��⽣��，從⽽�想��知
�曲等。有些�者��在��的情����中�⽣暴⼒或者⾃�⾏為，有時也�作�不可理
喻的⾏動或者決�。躁�若沒有���，��來��重。��，若在�作�期�受���的
�制，��保��者的��功�，使受�的損�儘量⼩。

躁���⽣的����⽽異，⽬前���明���。�常有����需�的�優⽣都���

�或���為躁��。可���的是，其成���傳���⼒都有��。��量樣�的�⽣
�（���）研��⽰，此種��的成�的��在�傳��，也有��的��。���料�
⽰，先�基�和�������躁��的���，���期受�或�時的不��回�也��
加��⾵�。⼀�⽽�，有三��⼀����⼀��為��、��或是⼯作上的問題�苦，
��⼒��躁�。�類�����可�的���⾏為，⽽此時�者主�都是年輕的成年�，
⽽有些����為��找���煩。

躁���者相��⼀��，由�⾃���（����等）��的⾵�是常�的��，��常
是由�⽣活�慣不佳，或是�物副作⽤。也有個��躁��作�⾃�或⾃�的⾏為。躁��
者⼀⽣中的⾃�⾵��為17�19%，�個��是⼀�⼤�的15~20�。

和���⼀樣，服⽤�物可�減輕�狀，但有⼀�程�的副作⽤。當中�物���括�、�
精���、�驚�、抽�、���物。

����者的情�⼀����為主，⽽躁��則�括狂躁、��、��等，������。

����者的情�起伏�為不明�，���看�。躁���者的情����為明�，情���

為���。

����者⼀�有不想��的�狀，⽽躁���者在情���期���⽽喜����，在��

期則�����。

����者�易����，⽽躁���者在情���期�常不易��，��時間���，在�

�期則�����者⼀樣�易����。

����者⼀��⽌思想，⽽情���期的躁���者則思想�為�，���現�想。

����者�易����，⽽情���期的躁���者則�����、��。

不��助者是受�者或有�失，也不����的��和�助者溝�。相�，�盡量��勵、�

揚的���回��助者。

�果�助者是�受�情��擾⽽�助，�（儘量）�予（�期）�決情�問題的��。

�果�助者�助的���重，��保持平和的���回�。

�問題在⼩�範��，���予�助者相�的渠���決問題，⽽������助者的問題。

�果�助者��某�成員回�他的問題，�儘量使���的成員回覆。

輔�者��保持中�，�⼩��不��任何政⾒、��和個�����輔�的��和�果。

輔�者��助者�間的���為��的、⾃�的，使�助者在�戒�的��下��。輔�者的

��需��，⽽�假����主個�的問題。

���和躁��的�別

輔�基�規則��式



��助者的陳�，不�帶任何��性的��，�不作��或�成，僅���和�同、���

主。輔�者在���程中，���助者����的��。

輔�者���主⾃��，�在�助者的⻆�，��處地的���助者的���受。

��輔�者和�助者�作���⼀�的����。

盡量提供�夠�期�決問題的��（��利⽤⽇�或�看漫畫抒�情�，向⾃⼰的朋友�

�）。

不��向����⼠��不���的��，�為����⼠並不是��，⽽是�不由⼰。

「情��擾」�指�們持�性的�現�向性的攻�、��、衝動、�動等⾏為，�向性的�
�、��、�慮、憂�等⾏為，或其他精���等問題，���成個�在⽣活、�業、��
��和⼯作等�⾯的�著��，⽽需提供�����相�服�者。⽽�⼩�則負責�決有情
��擾的�基�提供�理輔�，�幫助他們正常��和���群。

情����我們的����，��的情�可����⼒，也有助��復，⽽那些�慮、�

�、��等負性情�，則�削��的��⼒，�易⽣�，������得更快，�����
�。情�需���，不���，否則不�情��積��，��受不�暴�的時�，便��破
�⼒，⽽���是�我們的情�⼀個��的⼝�，使不�情�得��⾛，��情�復平�。
�⼩��當著⼀個��基���情�的⼀個平�，��基��夠快�地貢�和�輯，��更
�的奇蹟

在⼀些�為��的情況下，我們處理⼀些��問題��採��期的�決��，��先提供⼀
些�期⽽有⽤的�決��。古代��為，「危�」��可�開理�為「危�」和「��」。

⽽危�處�的⽬標是在協助個�或團�������事件的助��程，使其�夠�⼩負⾯的

��程�。在危�處�中，危��常指⼀⽣�����的�歷，或是�處在⼀個決�性的�
��頭或轉�點

危�主��為�⼤類型，�為為情�性危�、��性危�、�在價值上危�和��性危�。

情�性危��括�⾃�災�、��事故、����作、愛���、�司併購、失業、�架、�

�、�暴、��、⾃�、��、�暴、��性�待等

��性危��括���、��⻘�期、��、⽣�、⼤�畢業、�休、⼆��業等

�在價值上危��括�踏�中年�未�在�司升�、�為⾃⼰的�在沒有�義等

��性危��括�受���、����等

在處��些危�時，我們���予�助者⼀個��保�，並且尋找��的�決��，�決�
期的危�，�來��的��。

供輔�者��的相�輔���

情��擾

危�處�

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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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是⼀種個��⼀個�的��和⼀件事的�受。��成同情�，需�⾃⼰�夠��他�
或事件。

同情�⽤⾃⼰的�����、��他�的��，是��、是⼀種情�、是「�受�動」、是

⼀種�動地��，�同�其他�的�苦、��或�慟��⽽⾃�的��。同時，同情�是⼀
種�為同理�⽽�其他��⽣的情�。�為我們��其他�的��，�同�受，��其他�
的���⽣責任�，�此�現幫助別�的動�，�種情��為同情。

��成同情�，重�的⽬的是���他�的�點，並且�同�受�不加任何��。�此�
�，我們�看�他�的情�，並且嘗��他們溝�。

��同理�是⼀種�⾃⼰��他�的��、並�夠理�或�受他�在其�架���歷的事物
的�⼒。

�義的情�狀�、照��幫助他�的��、�另⼀個�的��情�相同的情�、�別�另⼀
個�的想�或�受、使⾃我�他��間的�異�得不那�明�等。同理�也��為是�受和
��另⼀個�情�的�⼒。有些��為同理�是⼀種�夠�他�情�相�配的�⼒，⽽有些
�則�同理�是�他�溫柔。

同理���「理�他�的情�狀�」，�此同理�情�����「�理�的情���」。�
��果�情�是����受為中�，那�同理�的���是掌�他�的���受。另⼀�

⾯，�果⼀個情�中更重�的是���和��的��為中�，那�同理���掌�決���
個情�來�的��和��。�⼀種�⼒，是�⾃⼰想�成另⼀個�的��想��程。

�有同理��夠幫助�理�決策制�和�知思��程中的����。理�「��的�歷��
當前的決策有��」�個��可��我們�⼀個在⾯�問題時作�不��輯決�的個��⽣
同理。

同情�是�⼀件事件���憂，⽽同理�是把⾃⼰代�他�的⻆��想�

同情�是��他�的事件��受，⽽同理�是��他���的想�和�受。

同情�是�回想⾃⼰�果在相�事件的��，⽽同理�是��別�的事件。

同情�⼀��傷�他�的���憤�，⽽同理�則���他���負⾯情�。

同情�是��受他���的�苦，⽽同理�是使��知�⾃⼰希����他。

同情�是�為�助者��傷����，⽽同理�是�幫助他�尋��決問題的��。

同情�側重�⾃�的�受和��，⽽同理�則重�他�的�受和��。

在⽤��間的��⾴、�助�棧、當前的破�和�理員�告��些⾴⾯中，�基��間的�
⾒各有不同，⽽不同�⾒時���起��。

當���得��，�們����⾃⼰的�⾒和�場，�果���成為��⼤⾃⼰�點的⼯
�。當���得��，�有可���為��帶來傷�的��。但是�⼀場�架�有�可尋，
����基��間的���需�找�背�的前��果，⽽���基��間的友���從此劃
上句�。

同理�

同情�和同理�的不同

���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6%83%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7%90%86%E5%BF%83


��有可�並��是�個�的事情，也有可�不�是��的��。��可�有�種形式，有
��、武⼒等⼿�。�⾴������上的�。

����是⼀件�想�中��我事情。���保持不��和不�向其中⼀�的�場，���

需�相�的�理��⽤。

�����常���下的理由�

�⽌�重的傷���事件的�⽣(��現�和�靈傷�等�⾯)

�⽌���⽣更�重�果

�⽌������，利�������

�⽌�����基百科帶桽的傷�

���群的和平���

1. ��⼀件事情的�⼒�⼀件事情的�未。

���不����的起�，��使⾃⼰的�服⼒��。

2. 不�向任何⼀�的�場

����果�架的�場不中�，��使其他�不�，���上加油，加���。�此�

�，也��⾃⼰更�易����。

3. 不�任何時�，保持理性溝�和耐性

���若不保持溝�，��������的��

4. �有�服�⼒

����架是�三���，��⾃⼰在������便處�不利的處�。�果�是�理

員、�題的���，或��有更�的�服⼒。

�下是各種������的��供各成員��。����的��千�萬�，須�情況⽽��
����的��。成員在����時，可使⽤模�Wikipedia:���⼩�/����模�。

�下��是指在⽤���⾴、電�郵件�������件等��場��⾏����，⽽�開
��則指在�助�棧、當前的破�和�理員�告�等�開場��⾏����。

在�常情況下，�下����開��更���和��⼒。在�開場�中，��的���下場
�的�。�������可��為⾃⼰的�點�����⽽��不�或��，�����上
加油，使��更為�重。

����的⽬的

����的事前功夫

����的��和��

�下����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82%8A%E7%B7%A3%E4%BA%BA%E5%B0%8F%E7%B5%84/%E8%AA%BF%E8%A7%A3%E7%B4%9B%E7%88%AD%E6%A8%A1%E6%9D%BF


相�，�下����的���，���⼒��⼀個���間的�果，也��加�����⾃
⼰的�⾒的��。

在���⾏�時，��������任何�⾃⼰不同的�⾒。⼀個����有⼀個��期。
�個��期可�可�，�則⼗��，�則�個⽉。�他們都�得⾃⼰理�，��有和�的�
願。

����的的��，其�是��三�的����戰局，���都�你��。

若果�下並���的��者�⼀或�事件不�悉，����⾃⼰的�服⼒下�，使他們��
��⾃⼰的�⾒。

�下的���有可���別�是否���下�⾒的��。���下是�理員、⾏政員、��
員，或是��和��的����⼀，�⾒���的����加。�為�樣�使����⽣敬
佩��，使他們更�尊重�下的�⾒。

�果�下不符���的�件，可�需�向⼀些�樣的��助，�便�����。

�個��⽣衝�，⼀時衝動固�是⼀�⾯，但更��的是��都�為��是��⾃⼰。�
�，�「��」的��莫��找���明���間其�是��。�������的�，�⾴

��提供。但肯�的是��⼀句「別�架」「別��」並不�有助����。「想�⼀句�
�架的，��不是�架」，��是���來��有理智，�得��，否則都不�⼀�成�。

想���架�有��、有耐�、�����、���幫����，�不是簡單⼀句「不�
�」��事�的。�的�架者��負起��的責任，從��上促���減���的��，�
���的��。

有時，��並不����夠成功�架。事�上，����的�理也��⽣��。����中
的��、�味、溫�、光�，都可����的�情，��架�⽣幫助。

�⽽��，��在�架的���上的��和�愛��，也��⽽是�有�的。�果⼀味�哄
帶�地使����為⾃⼰是�的，����使⾃⼰更�復⾃⽤，�成�常��的��慣。�

此��，減輕����事件的��⼒、提供�默也不�夠����。

�果��架者�⼒��處理��，�尋�更�⽤�的�⾒（���助�棧等地），�⽽�決
��。

破��常是指�过�删或��内�，故�危�维基百科正�性���性。��故�把正常内
�替换成�亵的、诽谤的、或者其他不相�的内�。

��的時�

��的��和�場

��時���什��

間�地����

開�破�者



我们绝不��⼀�破坏。虽�我们�励维基�先�告再封禁破坏者，但�理员实�封禁�
前，未必需�先⾏�告。

尽�有些维基�的⾏為可����基�群的共�或�則，但��他们怀有�进维基百科的�

�，那�不算破坏。另�，编辑战也不算破坏。�须�细�虑，�������些�动有
�，�些是��办�坏事，⽽�些是破坏。�果把���动指认为破坏，��不�。

�為⾃⼰在�基百科���、�衊，�是�⾏破��作�復。

�為破��基百科是⼀種��，並且�此為�。

受��的朋友�恿���。

�各種���⽣���理。

�明��下��並��⽤��有破�者，需�破�者�性格�⾏���

不�破�者的⾸個�����呼��，�其正在使⽤的使⽤者���呼。

�予⼀個��、��的�間破�者予�����。

��他的懺�予�肯��假���。

�轉地描�他們����的地�。

主⻚⾯�Wikipedia:�基�⼒

�基�⼒是指⼀個�基百科�在�基百科的�⼒。�基�⼒可�受現�⽣活和處理和在�基
百科的⽣涯等����。

�基�⼒�⾴有提供⼀個略為簡單的測�，⽽���⼩�則有��⼀個�為��的測�供�
基�作���⽤，⾴⾯為Wikipedia:�基�理�⼒測�。

主⻚⾯�Wikipedia:�基星�和Wikipedia:�基��

��現卓�、�⼒貢��基百科的��⼀枚星�，是�基百科⼀個慣�。��勵某��常簡
單，��把星�模�或者星����在他的⽤���⾴，並且�明理由�可��。这�奖励
有助于维基友爱和�明。�⾒星�����⾒�基星�。

��星�，�物也是⼀項不�的��。��果仁��、�乾等�物�，�基���有提供�
百種�物��，可���⽤��⾃�的喜���。

�基百科:�基�理�⼒測�

Wikipedia:�功�⾃閉�和��伯格��群�輯

可���破�者�⾏破�的��

�何友�地和破�者溝�

�基�⼒

�勵正在�⼒/值得��的�基�

�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B0%81%E7%A6%81%E6%96%B9%E9%92%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5%81%87%E5%AE%9A%E5%96%84%E6%84%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C%96%E8%BE%91%E6%8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6%AD%E5%9F%BA%E5%A3%93%E5%8A%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6%AD%E5%9F%BA%E5%BF%83%E7%90%86%E5%A3%93%E5%8A%9B%E6%B8%AC%E8%A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6%AD%E5%9F%BA%E6%98%9F%E7%A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6%AD%E5%9F%BA%E9%A4%90%E5%B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B%B4%E5%9F%BA%E5%8F%8B%E7%88%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87%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6%AD%E5%9F%BA%E6%98%9F%E7%A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6%AD%E5%9F%BA%E9%A4%90%E5%B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7%B6%AD%E5%9F%BA%E5%BF%83%E7%90%86%E5%A3%93%E5%8A%9B%E6%B8%AC%E8%A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B%98%E5%8A%9F%E8%83%BD%E8%87%AA%E9%96%89%E7%97%87%E5%92%8C%E4%BA%9E%E6%96%AF%E4%BC%AF%E6%A0%BC%E7%97%87%E5%80%99%E7%BE%A4%E7%B7%A8%E8%BC%AF


⾃閉�、��伯格��群

���、躁��

個�中���、��主義

同理�、同情�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kipedia:���⼩�/輔�指南&oldid=68930473”

�⻚⾯���订于2021年12⽉3⽇ (星期�)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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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9%96%89%E7%97%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96%AF%E4%BC%AF%E6%A0%BC%E7%97%87%E5%80%99%E7%B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1%E9%AC%B1%E7%97%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A%81%E9%AC%B1%E7%97%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8B%E4%BA%BA%E4%B8%AD%E5%BF%83%E6%B2%BB%E7%9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9C%AC%E4%B8%BB%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7%90%86%E5%BF%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6%83%85%E5%BF%8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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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id=6893047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CC-BY-SA-3.0%E5%8D%8F%E8%AE%AE%E6%96%87%E6%9C%AC
https://foundation.wikimedia.org/wiki/Terms_of_Use
https://wikimediafoundation.org/
https://donate.wikimedia.org/wiki/Tax_deducti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