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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zTW 在地化專案義工

在地化 (Localization)

在地化，或翻譯為本地化，縮寫為 L10n。指將出版物和軟體等產物品種適當地處理，以

期能夠適用於其他的環境，尤其是指適用於其他族群和文化1。軟體在地化主要的重點除

了顯示介面的翻譯，還有編碼支援，名稱與稱謂，使用習慣設定等等。

Mozilla Localization Project 在地化流程

以 Firefox 3 開發流程為例：

• 開發初期：alpha versions (~2007/9/20)

– 追蹤開發進度

– 初步在地化

• 開發中期：beta versions (~2008/4/2)

– 程式在地化、測試

– 決定在地化版本預設內容 (搜尋引擎、網路服務、書籤)2

• 發行前：RC (~2008/5)

– 相關文件在地化

– 說明檔在地化

– 處理 Bugzilla 相關問題回報

• 正式發行 (~2008/6)

除了軟體本身，擴充套件目錄(addons.mozilla.org，簡稱 AMO)與技術支援網站

(support.mozilla.com，簡稱 SUMO)也從這次開始改版讓 L10n Project 團隊進行在地化。

1 《國際化與本地化》，Wikipedia 中文版。
2 這次 Firefox 3的相關過程請看Bugzilla bug#418273，https://bugzilla.mozilla.org/show_bug.cgi?id=41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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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軟體翻譯 /在地化方式

不同的軟體開發方式所導入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L18n)方式不同。使用

Mozilla Application Framework 開發的軟體3會將需要在地化的介面文字、設定等放在 DTD

與類似 Java 使用的 .properties 檔案。許多軟體專案會將需要翻譯的字串/設定放在協同

翻譯網站，讓在地化的工作可以同時多人進行，且避免參與者處理不同的檔案格式。最

常使用的國際化方式為 GNU gettext。

Mozilla 翻譯檔案格式：DTD、 .properties

這裡列出簡單的範例。

DTD(翻譯前)：

<!ENTITY  homeButton.label            "Home">

<!ENTITY bookmarksButton.label          "Bookmarks">

<!ENTITY bookmarksButton.tooltip        "Display your bookmarks">

<!ENTITY bookmarksSidebarCmd.accesskey  "B">

<!ENTITY bookmarksSidebarCmd.commandkey "b">

<!ENTITY bookmarksSidebarWinCmd.commandkey "i">

DTD(翻譯後)：

<!ENTITY homeButton.label "首頁">

<!ENTITY bookmarksButton.label "書籤">

<!ENTITY bookmarksButton.tooltip "顯示你的書籤">

<!ENTITY bookmarksSidebarCmd.accesskey "B">

<!ENTITY bookmarksSidebarCmd.commandkey "b">

<!ENTITY bookmarksSidebarWinCmd.commandkey "i">

請注意，因為中文並沒有特別的字母與鍵盤配置，accesskey 與 commandkey 是不變的。

.properties(翻譯前)：

feedNoFeeds=Page has no feeds

feedShowFeedNew=Subscribe to '%S'…

feedHasFeedsNew=Subscribe to this page…

3 除了Mozilla 軟體(Firefox、SeaMonkey、Thunderbird、Sunbird、Camino)以外，使用Mozilla 架構開發的

完整程式列表請看 http://www.mozilla.org/projects/mozilla-bas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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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ies(翻譯後)：

feedNoFeeds=此頁無消息來源 (Feed)

feedShowFeedNew=訂閱「%S」…

feedHasFeedsNew=訂閱此頁面…

%S 是保留的變數(不翻譯)。

更多 Firefox 3 的例子可以看 mxr上的源碼4。

協同翻譯網站

以下介紹一些使用 Mozilla 架構開發的軟體的協同翻譯網站。

BabelZilla

BabelZilla (www.babelzilla.org)提供擴充套件作者進行擴充套件本地化服務的地方。擴充

套件作者可以上傳自己擴充套件 DTD 與 .properties 檔案；翻譯參與者在網站上翻譯完之

後再由作者下載放回擴充套件。參與者可以在網站上進行翻譯，或是下載轉換後的 gettext

檔案編輯後再上傳。

Lanuchpad5

Ubuntu Linux 的支援公司－Canoical 所開發的軟體整合開發平台。Miro6(Mozilla 架構的

網路電視與影片播放程式)使用該平台。該平台的協同翻譯功能相當完整，還擁有參考其

他專案已翻譯字串的能力。

Translate Songbird!7

Songbird8，Mozilla 架構的影音資料庫與播放程式，使用自己開發的線上協同翻譯平台。

MozTW 翻譯站9

使用 Pootle10架設，2007年底試行的翻譯網站。因為一些因素沒有將本地化作業移至該處，

未來計畫尚在規劃中。不排除重新發明輪子(?)。

4 正體中文的目錄位於 http://mxr.mozilla.org/l10n/source/zh-TW/browser/，

而其對應的英文在 http://mxr.mozilla.org/mozilla/source/browser/locales/en-US/。
5 網址是 https://launchpad.net/。為封閉源碼程式。
6 網址：http://getmiro.com/。
7 網址：http://translate.songbirdnest.com/。
8 網址：http://songbirdnest.com/。
9 架設在 http://translate.moztw.org/，已暫時下線。
10 使用Python撰寫的開放源碼協同翻譯程式，網址在 http://translate.sourcefor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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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U gettext11

大部分開放源碼軟體所選擇的在地化方式，其優勢在於支援多種程式語言與效率，翻譯檔

處理方便。通常使用 poedit12編輯翻譯，使用前須編碼成 .mo 檔。

擴充套件翻譯實做

需要軟體：7-zip13、Notepad++14。

基本流程：

1. 使用 7-zip解開 xpi包裝

2. 檢查 chrome.manifest確認 en-US locale 檔案路徑

 如果沒有 locale項，代表該套件作者開發時沒有進行國際化。此時只能直接翻譯

XUL界面描述檔，將套件改為中文版(而不是含有多種語言的國際版)。

3. 將 DTD、.properties 檔案解壓縮，翻譯。

 注意：必須要用 UTF-8存檔。

4. 在相對應位置建立 zh-TW 目錄，將檔案放入。

5. 修改 chrome.manifest增加 zh-TW locale項。

6. 測試、除錯。

 建議使用新的設定檔以免搞壞日常工作資料。

 Firefox 因為擴充套件錯誤無法開啟時可以用安全模式停用該擴充套件。

 介面的錯誤紅字可以幫助您在 XUL 追蹤錯誤的導致錯誤的字串 ID，進而找到有

問題的 DTD 檔案。

7. 將翻譯完成的檔案回傳給擴充套件原作者。

本講義可至 http://moztw.org下載，其內文以「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2.5 臺

灣版」條款授權大眾使用，條文及說明請查閱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

sa/2.5/tw     。改編此講義時，請於文件中加註「簡冠庭 (timdream)、http://moztw.org」以

表彰原作者。

11 首頁，還有許多軟體國際化/在地化的意義、方式與說明在 http://www.gnu.org/software/gettext/ (英文)。
12 網址：http://www.poedit.net/。
13 解開 zip 檔使用，網址：http://www.7-zip.org/。
14 任何支援無 BOM的 UTF-8文字編輯器皆可，在Windows上面推薦此軟體。網址：http://notepad-

plus.sourcefor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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