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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装点维基百科： 
贡献内容到维基共享
资源的指引

维基媒体基金会

wikipedia globe vector [no layers] wikipedia globe vector [no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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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共享资源由数千位志愿者共同维护，内藏上千万的资料文件，
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储藏库之一。共享资源提供具教育性的图片、
影片、以及声音文件给维基媒体基金会所主持如维基百科等维基
媒体计划使用。

所有共享资源上的作品都是以“开放授权”的条款释出，意思就是
只要遵照授权的规范（通常指只有要注明原创者的身份，并且保留
由此作品延伸的新创作以同样的授权方式释出），这些文件能够被
世界上任何人自由的使用与分享。

为何要贡献给维基共享资源？
想像一下，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能自由分享人类知识的总和。您的努
力也可以成为这份给人类集体共享的贡献之一。当您分享照片以
及其他的文件到共享资源时，这些资料就可能被用来妆点维基百
科的条目。您的作品可能被全世界数千人、甚至数十万人所浏览。
而您的帮助，打造一个共同入口，建立了让更广泛的读者（如教育
类网站、新闻媒体、博客、艺术家、以及制片人、学生、老师、等种种）
也能够得到信息的机会。

commons.wikimedia.org

不确定共享资源到底收录哪些资料吗？请在维基共享
资源网站右上角的搜索栏中输入 Commons:互助客栈 
。维基社群将会帮助您将这些文件整理至共享资源、
移除掉不适合的文件，并回答您像是某某文件是否属
于公有领域一类的版权问题。 

埃及秃鹫  (Neophron perc-
nopterus) - 01 / Kadellar /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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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通过开放授权分享自己的作品到共享资源时，您便允许了任
何人可以自由地使用、复制、修改、以及贩售此作品（只要他们遵循
授权的规定）。

不过也是有例外：
• 如果作品的创作者以开放授权的方式，允

许任何人自由使用、复制、修改或销售其作
品，您可以上传这类文件。（务必要记得上传
的同时，提供有宣告授权的来源文件链接）

• 如果作品属于公有领域的情况下（通常是
十分久远以前的创作），您可以上传这类非自
己创作的文件。

• 如果有属于公有领域的创作的翻拍照片，
像是古迹、雕像、或其他艺术作品，您也可以
上传这类的照片文件。

贡献到共享资源

适合放在共享资源：
您可以上传完全由自己创作的作品。这
包含了下列类型的相片或影片：
• 自然地景、动植物

• 公共场合所拍摄的公众人物（因为各地法律
不同，有时需要受摄者同意）
• 有实际用途或非艺术性的物体

您也可以上传原创的图表、地图、示意图、以及
声音一类多媒体资料。

不适合放在共享资源：
共享资源无法收藏使用他人作品的重制创
作——包含对他人拍摄照片的再创作也不
行。共享资源从创立开始就不允许上传他人

作品。这包含如下的素材：
• 标志
• CD或DVD封面
• 具宣传性质的相片
• 电视、电影、DVD、或软件的截图
• 漫画、电视、或电影里头的角色画，即使是您自己
画的也并不适合
• 大部分网络上找到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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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共享资源贡献内容，您需要登
录用户账号。如果您已经有一个维
基百科账户，您可以使用它来登
录；若您还没有维基百科的用户账
户，您也可以创建一个新账号（这
个新申请的账号也可以拿来登录
维基百科）。

如何上传照片文件
1
前往 commons.wikimedia.
org ，并且点击“上传文件”。  

（请确定您已登录） 

2
点击页面底部右下角的“下
一步”

3
选择您的电脑里要上传的
文件

4
选择这份文件是您或其他人
的作品。  
如果是其他人的作品，输入作
者资料或出处来源，然后选择
适当的著作权状态。

可被共享资源
接受的文件类型
共享资源只接受不被专利权限制
的文件格式。这包含下列文件：
相片： .jpg
图片： .svg、 .png
动画： .gif
声音： .ogg（或.oga）、 .flac
影片： .ogg（或.ogv）、 .webm
文件： .pdf

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共享资源
接受的文件类型信息，请
在共享资源的搜索框中输入 
Commons:File types 搜索相
关资料。

葡萄牙埃斯皮雀尔海角，2012年8月18日，DD 08 
/ Poco a poco /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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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独一无二的标题来形容
此文件，同时也请加上详细
的叙述。   
添加一个或更多分类，以说明
此文件的主题。 

6
当您的上传完成后，您将会看
到在维基页面或网络的其他
站台使用此文件的说明。  
点击一下文件标题，您就可以
访问永久链接的维基页。 
您输入的标题会联同此文件
的文件格式（扩展名）一起成
为这个文件页的名称。

编辑分类
维基共享资源具备分类的功能，能够收集相关主题的文件。比方说， 
Category:Bonsai（分类:盆栽）是收集上传到共享资源的盆栽植物相片。您可以在
上传的过程中添加分类（上传页在您输入分类的时候会建议可能的分类信息），也
可以在上传完成之后，在文件页添加维基语法，例如可以在页面末端添加下列分
类： 
[[Category:Bonsai]]

在共享资源上的搜索栏会回传分类名或文件名中有包含您输入的关键字的搜索结
果；和您所贡献的多媒体文件类似的资料可能会有您需要的相关分类。上传您的文
件到共享资源时，很需要您对文件进行分类，这样其他人才能在浏览相关主题的时
候找到您所贡献的资料。

... 在国立盆栽与盆景博物馆
中展示

 bonzai no. 52,

 Description

 Date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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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媒体文件放入维基百科条目中
一旦您已经完成上传到维基共享资源的步骤，接下来便可以使用可视化
编辑器来添增这个文件到维基百科的条目之中（如此便不需要了解维基
语法）。只要进行下列步骤。

2  
搜索找到你要的
图片文件，并点击。 

3  
加上图片说明，选择图片
并点击媒体图示 

4  
拖拉图片文件到拖拉到画面上。

5  
保存页面。

1  
按“编辑”并
按下媒体图标（         ）

盆栽 / 维基贡献者 / CC BY-SA 3.0

Bonsai IMG 6397 / Dake / CC BY-SA 2.5

BonsaiTridentMaple / Peggy Greb, USDA / 

public domain

All others / Sage Ross /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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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维基语法放置文件
如果你尝试着不用可视化编辑器，增加图片文件或媒体文件到维基百科
页面，你需要使用维基语法。基本的放置图片文件的维基语法如下：

你可以复制文件的基本维基语法在上传精灵或从使用文件链接放在文
件页面。插入文件的维基语法，放在任何你想要放的维基页面。
 

你已经放增加维基语法，点击保存页面。你的图片文件就会在文字的旁
边。

two opening 
square 
brackets

水管号：每一个选项（又
称做参数）是由水管号所
隔开  

照片默认置右；置左和置
中的选项

标题：对于图片文件增加一
些文字描述 

two closing 
square 
brackets

thumb 缩图：加这
个字是使用标准缩
图样式

size 大小：增加在此，给
图片文件特殊的像素
宽度，或是不填写用标
准大小

档名：通常以“文件”开头和
结尾为文件类型（如：.jpg）

[[File:John Naka’s Goshin, October 10, 2008.jpg | thumb | 260px | right | The bonsai masterpiece “Goshin” ]]

“华盛顿特区东北部” / 维基导游贡献者 / CC 
BY-SA 3.0

John Naka’s Goshin, October 10, 2008 / Sage 
Ross / CC BY-SA 3.0

Near Northeast map / Peter Fitzgerald / CC 
BY-SA 3.0

来，我增加自己的图片文件
在这边。复制维基语法。于
文章贴上，增加叙述。保存
页面！

 on display at the  

 National Bonsai &

  Penjing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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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网站使用文件
在共享资源上的作品可以任意被他人使用于其他维基以外的网站。文件
页面会呈现他的著作权现况。有些作品并没有任何著作权上的使用限制（
然而有些作品是有著作权以外的限制使用授权，例如有些人物照片可能
会受到美国的个人公开权给限制使用方式）。如果作品是开放授权的，请
你一定要遵守许可协议——通常这代表着一定要提供原作者的姓名并且
要以跟原作者一样的授权方式释出。不论如何，利用共享资源的文件时最
好也标示出原始链接。

最好的方法是使用是从别的网站共用文件： 

正在捕食昆虫的一对黄喉蜂虎鸟， Pierre Dalous, CC BY-SA 3.0

若你想要直接从共享资源链接嵌入这
份图片文件，你可以利用文件页中使用
文件链接里所提供的源代码。

建立者的名称

如有，会显示链接
到相关页面或网站。

由建立者所填写的作品名称

文件页链接，其他人可以借
此使用原始版本的文件

建立者指派给这个作品的授
权方式

到特定知识共享授权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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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这款免费app，请在相关
的app商店中搜索“Wikimedia 
Commons”，或扫描此二维码。

如何从移动设备上传文件
如果你有智能手机或其他附相机镜头的移动设备，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Android和iOS版本的移动app，或是维基媒体的移动版网站，你可以直
接上传照片。

移动app
利用维基共享资源Android或iOS版本的移动app，你可以：
• 将你的照片上传、编辑文字描述、以及分类
• 观看你上传的文件

网络移动版
如果你使用维基百科或其他维基媒体计划的移动版网页，你可以登录后
进行下列动作：
• 上传并直接为还没有图说的条目增添影像资料
• 分享你创建的所有教育类图片到共享资源
• 浏览你近期的上传内容

1 
看看哪里需要添加
图片

2 
上传、描述你的图片

3 
看看成果

盆栽风 / 维基贡献者 / CC BY-SA 3.0

小叶榆树小品盆栽257号，2008年12月24日 / 

Sage Ross /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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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由授权？
创作某个作品的人，就是这个作品的著作权拥有者，除非这份作品是为了
雇主所创作，或创作物的著作权已经法理上转移到了其他人身上。著作权

（copyright）英文字面上的意思为“拥有复制的权利”。人们使用著作权
授权来允许他人使用其作品。

自由授权是一种著作权授权格式，这种格式让创作者能允许任何人、因任
何理由、不经询问下便可使用他们的作品。使用自由授权释出作品可以让
你更轻松地把作品分享给其他人使用。

维基共享资源的预设是知识共享的相同方式分享授权（CC BY-SA），这意
味着 
  当这个作品使用此授权格式释出，任何人皆可：

• 使用、复制、以及分享这份作品 
• 修改这份作品，分享新的创作  
    只要这个人符合下列使用规范： 

• 提供原始来源的作者资料以及授权的标记
• 未来有任何衍生性创作都以相同授权方式释出（相同方式分享，又被
称为“著佐权（copyleft）”）。

维基共享资源不能接受使用非
商业性（NC）许可协议的作品。原
因是共享资源与维基百科的设
立目的是尽量广泛的分享教育
性作品。作者、出版者、导演创作
人、艺术家、以及其他人都能使
用这些自由授权的作品来进行
衍生的创作，因此他们能够自由
贩售其创作的可能是十分重要
的。相同方式分享（SA）的许可协
议就能够避免人们只想拿成果
却不愿免费分享自己作品的商
业剥削问题。

CC BY 
如果你想要让人们使用你的作品，但你不介意如果其
他人修改或混用这些创作而不用相同的许可协议分
享他们的衍生性创作，那你可以使用知识共享的署
名授权。

CC BY-SA 
署名标记和相同方式分享的标记是以知识共享来
授权，这表示你想要别人使用你的创作时标示你
的姓名，另外任何衍伸性的创作都要使用相同授
权分享。 

CC ZERO 
释出你的作品时，没有附加任何像是标注创作者姓名
等任何的使用限制，你可以使用CC零公有领域的授
权方式来放弃你对作品的所有权利。

关于著作权授权的错误
认知

“我以自由授权的方式释出
我的照片。这意味着我放弃了我
的著作权。”

“我拥有照片的副本（copy）
，因此我是著作权（copyright）的
拥有者。”

“我自己拍摄了这部受著作
权保护的作品，所以我的照片并
不包含其他人的著作权。”

“我扫描并且修改了这个作
品，所以我有这个修改扫描版本
的唯一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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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由授权图片
有许多地方可以找到自由授权或公有领域的照片，而这些照片都可以上传
到维基共享资源以提供维基百科使用。Flickr就是一个很好的网站，它有
许多关于各类主题且可供人自由使用的照片。自由授权的开放获取科学期
刊，像是科学公共图书馆期刊，里头就有许多有用的科学性或医疗性的图
说。

当你上传这些照片到维基共享资源，只要选择“此文件不是我自己的创
作。”并且输入作者、原始来源的链接、以及正确的自由授权格式。你可以试
着使用看看知识共享搜索引擎来找到自由授权的文件：  
search.creativecommons.org

这是公有领域吗？
在公有领域的作品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著作权。部分的公有领域作品，其著
作权已经过期。一部作品的著作权何时过期以及过期的原因颇为复杂，且
端看其所在国家与作品的形态各有不同。公有领域中也有一些作品是在创
作开始便没有资格拥有著作权。在其他案例，作者则自愿放弃他们的著作
权。

如果某作品在美国还有作品来源国都属于公有领域，你便可以上传这件作
品到维基共享资源。

要判断一件作品是否属于公有领域，以下有几个大原则：
• 作品是1923年以前在美国发表者
• 它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版，而作者已经过世超过70年
•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作品
• 作者明确表明以公有领域的授权释出

想了解更多关于怎么判断是否为公有领域的细节，请参阅维基共享资源的
页面 Help:公有领域 。

玩得开心！

关于公有领域的错误
认知

“没有著作权说明的内容就
是没有被著作权保护的。”

“只要是网络出现以前就创
造的作品，都已经过了著作权保
护的期限。”

“作者一过世，著作权就过
期了。”

“我不用付钱就可以获取这
份作品，所以这作品应该不受著
作权限制。”

“这份作品被公开展示，所以
就是属于公有领域。”

“这是在公开场合拍摄，所以
属于公有领域。”

修改既有的共享资源
照片
你也可以上传现有共享资源数据
库中其他不一定由你所创作图片
的修改后版本（像是切边或数字
修复后的图片）除非你对照片的
修改真的非常细微，否则你都应
该使用新文件名来命名你的修改
版本并且将此修改版本的页面链
接回原始版本中。

记得下列两个选项都要勾选：“我想要能够⋯⋯可以用于商业用途者”：用于商
业使用、调整、适应以及鸟瞰。”



10% post-consumer recycled fiber,
elemental chlorine-free process,
produced using renewable power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来自维基共享
资源的图片都是以CC BY-SA授权
或是已属于公有领域。本手册的许
可协议是使用知识共享“署名－相
同方式分享”3.0或更新的版本
（http://zh.wikipedia.org/wiki/
Wikipedia:CC-BY-SA）

维基媒体基金会以及其他本手册
中出现组织的商标与标志并不是
以知识共享许可协议释出。维基媒
体基金会、维基百科、维基共享资
源、MediaWiki、维基字典、维基教
科书、维基数据、维基文库、维基
新闻、维基语录、维基学院、维基导
游、维基物种、以及元维基都是维
基媒体基金会在申请中或已申请的
注册商标。

想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我
们的商标政策页面：http://
wikimediafoundation.org/wiki/
Trademark_Policy/zh

还有更多关于我们的许可协议或
商标政策的问题，请电子邮件联系
legal@wikimedia.org

文字由维基媒体基金会与维基共享资源贡献者
制作 繁体中文翻译由上官良治制作 简体中文版
由Alexander Misel编辑生成 
Puzzly and illustrations by Michael Bartalos
Design format by David Peters, Exbrook SF 

词汇表
著作权/copyright
独家复制与使用一份创意作品的著作权，一般预设任何的创意作品在完
成时，就已经自动成为作者的著作权（就算没有明确宣告的著作权声明）。

著作权许可协议/copyright license
由著作权人给予其他在特定条件下使用其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时的正式
许可文件。

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
以传播知识共享许可协议提供大众使用其作品的一家非营利组织。知识
共享许可协议包括“署名”以及“署名—相同方式分享”，这两类是在维基
媒体共享资源中最常被使用的自由许可协议。其他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还
有“禁止演绎”以及“非商业性”两种限制条件，但维基共享资源并不收录
以禁止演绎或非商业性方式释出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可以使用的范
围太过局限。

自由授权/free license
确保任何人在任何理由下，拥有使用和研究、制作与重制其副本、修改与
改进、以及发行衍生性作品的一种公众性的著作权授权方式。最常使用
的自由许可协议包含有知识共享的“署名”与“署名—相同方式分享”（但
不包含“禁止演绎”以及“非商业性”的限制条款）、自由艺术授权、以及
GNU自由文件授权（GFDL）。想了解关于自由授权的完整定义内容，请见 
freedomdefined.org 

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
在公有领域的作品是完全不受任何著作权条款所限制的作品。除了少数
的例外，作品只有在著作权过期后才会进入公有领域（具体期限各国规定
不同，但过期至少要在出版数十年后）。

维基媒体基金会/Wikimedia Foundation
维护发展维基共享资源、维基百科、以及其他多项教育性计划的非营利
组织。维基媒体基金会位于加州的旧金山。其使命为“让世界各地的人赋
能与参与以收集和发展通过自由授权释出或已经是公有领域的教育性内
容，同时也有效率而全球的方式散播这类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