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编辑
维基百科
编辑线上百科全书的写作技巧指引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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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是一部任何人可编辑、自由开放的百科全书。它是人类史上
最大的共同协作计划。累积了数百种语言、上百万页的文章条目，世界上
现在有亿万名固定阅读维基百科的用户。

在维基百科上，虽然目前已经存在丰富的资料了，但是很多重要主题的内
容仍十分简陋、甚至有些主题完全没有相关条目。维基百科必须靠像你一
样的志愿者参与贡献，让最新信息得以实时更新、扩充仍简短的“小作
品”条目、或是在你熟悉的语言的维基百科之中创建跟某个主题相关的新
条目页。你在维基百科上所作的贡献将会启发成百、上千、甚至是全世界
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们。

当你在维基百科上进行编辑时，你便加入了一个
有着几千位的“维基百科人(Wikipedians)”所组
成的社群。这些人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开放、贡
献到维基百科里头。维基百科人的所作所为，是
可以改造世界的。然而要真正的完成“全人类知
识的总数据库”的收集任务，日子还要很久。这
也是为什么我们也很需要你的协助参与！

维基百科是什么？

你所编写在维基百科上的
内容，将会是开放内容、
同时也将成为共享资源。
它可能会被人在开放许可
的情况下，进行编修或混
用。

想想看看，世界上每一个人，
都能自由分享全人类知识的总资料库
——那就是我们的使命

以上所描述的，便是维基百科以及其他维基媒体计划的愿景。自2001年起，全
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便为了这个愿景开始合作。集结全人类知识的总数据库，需
要自各方人士的知识——当然也需要你的！

这本手册将会带你走过一次编写维基
百科的完整过程，让你能够开放自由
地分享你具有的知识。你会发现下面
这些问题的答案——

·    维基百科是什么？
·    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    如何浏览维基百科？
·    我应该如何贡献一己之力到维基
百科上？我又为什么应该贡献呢？
·    有哪些规则，让维基百科成为可
靠的参考数据呢？
·    如何使用可视化编辑器(VisualEditor)
以及维基语法进行编辑？
·   一步步编辑维基百科具体过程是
什么？
·    跟其他编辑志愿者互动时，要注
意哪些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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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会了解： 快捷方式

我们想要世界更加的开
放、更多人得到教育、同
时更加自由。我们想让世
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查询自
己想了解的知识。

今天，我延续爷爷花费毕
生心血的作品。这是一部
记录关于地方史和文化遗
产的作品。我和爷爷不同
之处在于，我现在拥有爷
爷所没有的好工具——维
基百科。

如果你写的内容正确且文
笔流畅，那么每天都会有
为数众多的民众将拜读到
这份作品。（反之，这
份作品很快就会消失无
踪。）

我为何编辑维基百科

想知道关于维基百科条目的最新统
计内容？只要在搜索框（如下图）
中输入WP:STATS，就可以找到。

在维基百科上，WP:STATS这串文
字称做快捷方式。你可以在搜索框
输入类似上述文字的快捷方式，以
进入特定主题的页面。 

本手册中，特定页面的快捷方式会以
| 快捷方式  WP:STATS  的方式标记



建立账户 / Create account
如果你还没申请账户，可以快
来建立一个。有了账户之后，
你便可以追踪自己的编修记
录、创建自己的用户页、同时
也能在其他维基百科志愿者写
给你信息或是根据你曾经编写
的内容继续撰写时获得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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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维基百科页面

搜索 / Search
输入条目主题或是关键词以寻找
跟你想找的题目相关的条目页或
其他页面。你也可以在这里输入
以下快捷方式，以链接到本手册
中多次提到的各种特殊页面。
|  快捷方式    WP:HELP

一开始，先来熟悉一下维基百科的界面与导览功能，帮
助我们更快上手。在此以中文版本的维基百科为例。

特色內容 / Featured content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维基百科之中最
精采充实的作品：不论是文章、照
片、或其他内容，这些作品都是被
维基社群所公认内容通过最高标准
之流。

使用说明 / Help 

跟其他的条目一样，使用说明也是
由维基百科的志愿者所编写。

社群入口 / Community portal
从讨论编写一篇新主题条目到讨论
编辑方针指引的修订，社群入口让
你能够一探维基百科正在发生的大
小事。

工具箱 / Tools
这边有许多显示页面编辑历史以及
其他统计信息的工具页。

讨论 / Talk
每一个页面都有相对应的讨论页，
编辑志愿者可以在那边提供评论、
建议、讨论页面的更改、或者向其
他志愿者寻求协助。

编辑 /EDIT
很多读者从来没注意到这个
编辑键，然而这可是维基百
科页面之中最重要的功能。
点击页面右上的编辑键来编
辑整页，或者也可以点击任
何一个页面内部的编辑链接
以编辑页面中的特定段落。

查看历史 / View history
一个维基百科条目的编辑历
史，包含这个页面从被创建
起的每一笔编辑记录。你可
以查看是谁在何时更改了哪
些内容，也可以比较任意两
个历史版本的差异。

其他语言 / Languages
你可从这连结至此页面的其他语
言，现计有超过280种不同语言的
维基。华文目前有中文（简繁共
享）、粤语、闽南语、赣语、吴
语、文言文、客家话、闽东语8种。

语言设置 / Language settings
你可以在这边更改菜单的显示语言，
同时也可设置输入法的键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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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人都在做什么
志愿者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贡献自己的所知。
下列例子具体展现了维基百科的成形过程。

复制、编辑条目
上传照片
为条目增添图表增添文句与参考文献

指派学生编辑维基
百科，同时协助学
生们从维基百科教
育项目里头，习得
操作的基本方法

浏览各条目、
提供改善的建议方向

讨论编辑方针、
协助解决编辑争议

欢迎志愿者新手、
回答他们的提问

监视新条目、
近期更改的页面

当我搜索维基百科时，啥
都找不到。所以我决定自
己来写一篇条目。至今一
共有超过一万八千人阅读
过我的文章。有人甚至还
提供了他们自己的数据和
参考来源。

我通过在维基百科上对抗
网民的破坏而学会如何用
英语沟通。

当我有小孩之后，我会想
让他们了解尼泊尔的文化
以及丰富的历史，并且
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学
习——维基百科让这想象
变成可能。

开发维基百科运作
所需的开源软件

我为何编辑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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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编辑

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维基百科，但要遵守一些基本规则。
以下几个，是编辑维基百科时，请务必遵循的重要原则：

适当的体例

自1990年代初，大英百科全书便开始面临数字信
息文献的挑战。前任编辑华特·亚斯特 (Walter 
Yust) 首度系统性分析大英百科的问题，并指出改
进之道：“在自然科学、科技、政治、文化和现代
历史等知识快速更新的领域，大英百科得努力与时
俱进。” [1]虽然大英百科现在能够以多媒体形式或
是网络等多元的途径取得，但是其地位也不停的被
像是维基百科一类的其他在线百科所挑战 [2] 。

应使用：

·使用清楚易懂的语言
·简明扼要
·引经据典来支持事实主张
·具体点名各相关人物之间所

持有的不同观点
·除了归纳某一明确的参考来

源之外，不要直接归纳结论

采取中立观点

所有写在维基百科的内容必须要采取中
立观点来撰写。条目所呈现的立场不能
选边站，反而应该要精确并不偏不倚地
描述所有重要观点，这些观点属于相同
主题，而且具备已出版的可靠文献为参
考来源。申论类的叙述、或是宣传特定
观点的文章并不适合放入维基百科中。

发表非原创研究

一言以蔽之，维基百科不是用来发表原
创想法的地方。相对地，你应该为其他
已经在相关主题通过可靠文献发表的内
容做总整理。条目不会包含任何的新创
分析，也不应该拼凑已出版的文献，使
结论比各文献单独描述的内容还要广
泛。

使用可靠文献

回避利益冲突

如果针对特定主题有利益冲突的状
况——像是你属于公司雇员或是你有
参与相关组织活动——你应该避免编
辑相关的主题条目。

为了确保维基百科对读者而言
是可靠、有用的，维基百科人
在这些年来发展出上述编辑维
基百科的方针与原则。

增添维基百科新内容时，使用百科全书体例以及采取正式的语气是十分重要的
一件事。不同于论文、议论、或是表达意见的写作方式，写作维基百科条目时
应该采用平白、只见事实的写作方式。

下列便是在用百科全书体例撰写时应该避免及采取的地方。

百科全书的体例？

大英百科全书和百科全书的未来
大英百科全书虽然在历史上享誉盛名、举足轻重，
但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力已经渐趋薄弱。相对而言，
多数的专家都同意，百科全书的未来形态，将是维
基百科以及其他相似形态的百科为主流，集结你我
一般的网络乡民所编写的知识而成。讽刺的是，虽
然大英百科深远的影响着创立且持续发展维基百科
的人，像是吉米·韦尔斯 (Jimmy Wales) 等新一
代无畏困难的非专职百科全书编纂者，不过它近年
来全以守旧的错误方式创建和传递知识：由上而下
的管控、不负责任的守门人决定内容有无刊载的价
值、版权限制、以及只有富人付得起的高昂价格，
再加上现在大英百科网站置入的广告也妨碍内容的
可靠性和可读性。

不适当的体例 应避免：

不要建立论文式的条目或段
落标题。

不要用辩论的正反式论点来
整理内容。

不要使用模棱两可的语气（
像是“大多数专家同意”或
是“有人认为”）。

不要使用方言、口语或是俚
语。
不要使用过度修饰的语气（
像是“非常”“出乎意料
地”或“无惧无畏”）。

不要写入个人的意见。

不要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或
句型结构。

尊重著作权与避免抄袭

因为维基百科上所有的内容都采取开放
许可，网站条目内容的著作所有权不是
任何单一编辑所拥有；全部你贡献于维
基百科上的内容，未来都有被其他人编
修以及散播的可能。除了简短的引用以
外，维基百科并不允许复制“版权所
有”的来源资料进来。不论是直接复制
或是有些许改写，抄袭或其他违反著作
权的行为都会伤害维基百科的信誉与质
量，对清理的志愿者来说也十分的消耗
时间与精力。编写维基百科时，务必请
用自己的话来撰写。（公有领域、或是
开放许可的内容，在适当的情况下则可
以添加进来。）

维基百科上的信息，必须以可靠文献
中所出版的内容作为来源，才能被他
人核查。你应该在增添信息到百科全
书时，纳入参考来源的相关信息，这
样才能让其他人自行核查。对维基百
科而言，最可靠的来源是有一定事实
核查信用的第三方来源，像是从学术
媒体出版的书籍、同行审查的学术期
刊、以及国际性的报纸。你应该要使
用呈现重大观点的参考来源，而不是
零星或是边缘性的论述。请尝试针对
你想撰写的主题，寻找身边拥有的最
完整、最可靠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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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视化编辑器进行编辑

附录及脚注 / Appendices and footnotes
在条目主文之后，会跟着几段附加的信息，像是其
他相关的维基百科条目（“参见 / 相关条目 / See 
also”），包含脚注所使用文献的详细数据（“参
考来源 / Reference”），以及读者可参考的其他
网站资源列表（“外部链接 / External links”）。

条目主文 / Body of the article
标题（有时也会用子标题）将条目切割成几个章
节，分标题也能帮助目录自动生成。通常各章节代
表着关于此主题的不同切入点，通过章节，读者可
跳往他们有兴趣的信息上。

模板 / Templates
模板就是可重复使用的对象，可用模板来标准化呈
现格式数据、插入像是横幅一类警告读者条目有问
题等功用。

通过可视化编辑器(VisualEditor)，你在编辑时马上就能够看到页面在编修后的
显示效果，所以能让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在格式而更专注于内容的修订。只要反
白你想要修改的地方，就可以进行编辑了。

编辑工具栏 / Editing toolbar
在编辑模式下，这个工具栏能让你添增排版、参考
来源、图片、或被称作模板的特殊页面（又称信息
框，常出现在许多条目页的最开始）当你编辑完成
后，按下“保存编辑”按键即可。

导言 / Lead section
定义条目主题的第一段文句，导言段落是给全文一
个定义，重点提示全篇文章主要论点。这也是文章
中唯一没有标题项目的段落。

引用 / Citations
条目主文中常有上标表示的内文脚注，这是用来说
明文句中的信息是从何处而来、参考文献的来源为
何。脚注的细节出现在文末的参考来源段落。

图片 / Images
开放许可的图片或其他类型的多媒体文件，可以从
维基共享资源添增多媒体信息到维基百科。

以维基语法进行编辑
维基语法是编辑维基百科最原始的方法（在某些浏
览器软件，也是唯一支持的编辑方式）。如果你知
道维基语法的运作方式，使用它能够让你精确掌握
你所编辑页面的内容与外观。下列图例是一些基础
的维基语法之示范与解释。欢迎比较看看维基语法
与可视化编辑器之间有哪些类似的元素。

A  图片 / Image  
将来自维基共享资源的照片的文件名前
后加上两个中括号，便可以将它插入到
百科页面中。请用竖线来区隔控制图片
呈现方式的各参数。最常见的图片呈现
会用上两个参数：“thumb”会把图片
用标准的缩略图方式显示，图说参数则
可以在图片下方显示解说文字。
使用范例：
[[File:范例文件.jpg|thumb|解说文字]]
B 粗体 / Bold  
将三个半型的引用号放在文字的前后，
可以让这段文字变成粗体。条目主题常
常会在文章第一句用粗体标记起来。
'''粗体文字'''
C 引用 / Citation
引用的起始标签与闭合标签是用来标记
参考文献的详细资料。这个语法会让条
目中有引用标签的位置显示上标的自动
编号，而对应编号的脚注则会在参考来
源章节之中显示引用标签中的信息。
<ref> 參考文獻文字 </ref>
D 站内链接 / Internal link 
在一词汇前后加上两个中括号，将会创
建到以此词汇命名的条目页之超链接。
在条目页名之后加上一条竖线，再写一
段文字，可以让显示于阅读条目的画面
上改用后面那串文字显示站内链接。
[[条目名称|显示链接文字]]
E 斜体 / Italic  
将两个半型的引号放在一段文字的前
后，可以让这段文字成为斜体。
''斜体文字''
F 标题 / Heading 
在文字前后各加上两个等号，可以让文
字显示成标题。前后各加上三个等号则
可以让文字显示为子标题。
==标题==
G 模板 / Template
两个大括号则是给模板使用，模板是可
以在不同用途中重复使用的维基页面模
块。在起始大括号旁请写上此模板的名
称。竖线之后可以写上相关参数，这些
参数是可更改模板的运作或显示的内
容，让模板更符合需求。
{{模板名称|参数}}
H 参考来源 / References   
参考来源标签（也可用另一个相同用途
的模板替换）用来标记脚注的详细数据
应该在文章何处出现，通常参考来源的
章节会是以“注释 / Notes”或是“参考
来源 / References”来命名。
{{reflist}} 
I 外部链接 / External link  
使用一个起始中括号，中间先输入网
址、半型空白和显示文字，最后再用闭
合中括号结束，这样就可以用维基语法
表示一般的超链接了。一般而言，这
仅用在脚注或是“外部链接”的章节
之中。
[http://www.example.com 显示文字]
J 分类 / Category 
在条目的最后面，用前后各两个中括号
夹住一段用“分类:”开头的字符串，
这样就可以把此条目标记成特定的分类
了。标记分类能够让维基百科的条目组
织为相关的知识群组。
[[分类:某类别]]

B

C

F

E

G

H

I

J

查询更多维基语法的说明数据，请参阅19页速查
表，或是前往参考页面| 快捷方式  帮助:编辑页面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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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内容步骤示范

条目页编辑前

条目页编辑后已保存

下列图片展示了编辑志愿者如何增添新的信息到“国文天地”的条目页之中。 

别担心你编写的信息有误，如果发觉输入的内容有问题，你可以做出新修正，或是回复到文章前
一次的修订版本。

第1步：挑选一个你想要编写的
主题。
第2步：为这个主题找到跟现在
维基百科条目页上已经整理的引
用比起来，还要可靠的一份参考
文献。
第3步：接下来好玩的来了。点击
页面右上角的编辑 (Edit) 键！ A

第4步：把现在还没写进来的加上
去。用上你找到的参考文献，以自己
的话整理你认为应该补充的信息。B
第5步：在你新添增的段落或文字之
后，补上参考来源的脚注。不论你使
用维基语法或可视化编辑器，在编辑
工具栏都可以找到“引用 / Cite”的
按键，点击此键就可以引用你找到的
参考来源到条目中。C

第6步：在“编辑摘要 / edit 
summary”的栏位中，请简短的说明
你这次编辑了什么。D （若是可视
化编辑器，在你点击了保存页面后，
才会要求你输入编辑摘要。）编辑摘
要要做到让其他编辑志愿者了解你完
成的工作事项。
第7步：现在是时候保存变更了。记
得务必要点击保存页面。 E  

下图展示了编辑志愿者如何为条目增添信息、以及过程中所使用的维基语法。
照着这些步骤，你也能为维基百科增添内容！

A

B

D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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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条目页之外，维基百科还有其他不同用途的页面。在编辑的同时，你也可以
试试看来创建自己的用户页 (User page)，让其他人也能够认识你。

在你登陆之后，页面右上角可以看到你的用户名，点击这
个用户名，就能够进入你的用户页。如果你点选的页面是
个还没被创建的空页面，像是你还没有创建的用户页，这
个链接会显示为红色字体，而非一般常见的蓝色字体。 

用户页与讨论页

如果你在这些红色字词的其中一条，点击了创建键，你就可以开始编辑空页
面。用户页可以让人来编写关于你自己的一个页面，让其他的维基志愿者可
以理解你是谁、你对什么有兴趣。要分享多少的个人信息，完全看你自己想
分享多少。

当你点击了保存页面后，那块红色的链接就会变成蓝色的了！

除了用户页外，你还有自己的用户讨论页，维基百科上的其他编辑
志愿者可以通过此页面写信给你。如果你想要联络维基百科上其他
的编辑志愿者，你可以选取他们的用户讨论页后，在讨论页末端留
下新信息。

在用户讨论页上，记得要签名；选取编辑工具栏里头的签名键，这
样一来将会在光标处插入四个波浪号 (~~~~)，这个特殊的维基语
法，可以让你自动插入留言时的日期、时间、以及你的用户名。

看，有个新通知！  1  
这些通知会出现的时机，是在有
人提到你的用户名、感谢你的编
辑、或有人在你的用户讨论页上
发布信息的时候。

每个条目页都有其专属的讨论页。这些讨论页能够供条目编辑者
修改建议、提供更多参考文献、点出条目的盲点、或是拿来讨论
编辑志愿者间对内容的争议。

跟维基社群互动

与维基的社群成员讨论时，注意在
维基百科上讨论请心怀敬意、文明
待人。就算你不同意他人的看法，
仍应该秉持着善意推定来应对其他
的编辑志愿者。绝大部分的志愿者
目标都跟你一样：让维基百科变得
更棒。讨论请着重于整体内容的修
订，而非计较个人的贡献。

这个在编辑工具
栏上的图示，便
是签名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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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编辑
除了传统的电脑版界面之外，维基百科也开发了新型的移动版界面，让你
使用手机或平板也能够编辑与阅读维基百科。只要用智能手机或平板链接
到维基百科，并且登录账号，即可开始使用。

各语言的维基百科都略有各自不同的风貌（尽管也有许多的共通点）。
下列读物尤其能够帮助你更深入了解中文维基百科的迷人样貌。

创建你的第一篇条目
在中文维基百科开始撰写第一篇条目——而且确保它不会被人删
除——这需要一点技巧。想完整了解怎么创建自己的第一篇条目，
详见 | 快捷方式   WP:1ST  。

维基会讯
中华民国维基媒体协会于2014年1月起，以每月出刊
的频率，摘录其他媒体或自行撰写关于维基的相关最
新信息。目前每期会包含四个面向有（一）协会动态
（二）世界各地维基组织或社群动态（三）中文维基
媒体社群动态（四）台湾社群动态或聚会，详见 | 快
捷方式 WP:WMTW-News 。

上传非自由许可图片
通常只有自由许可或公有领域的图片才能够在维基百科的条目页
中使用，而且这些图片都应该上传到维基共享资源 (commons.
wikimedia.org)。不过，少部分非自由许可图片是允许出现在中文
维基百科上的，只要这些图片有遵守合理使用的规范，目前在中文
维基百科上的相关讨论可见 | 快捷方式   WP:NONFREE  。像是音
乐专辑的封面等版权所有图片，务必要依照维基百科上的明确规范
来使用，否则这些数据会被编辑志愿者删除。

维基百科专题
维基百科专题委员会聚集了对于各类不同主题有兴
趣的编辑志愿者，他们自行成立针对特定专题的委
员会，通过撰写维基百科相关条目，分享彼此对于特定领域的知识
与热情。请参见| 快捷方式  WP:PROJDIR  来查阅目前已经成立的
专题页面，并且欢迎加入既有专题，与志趣相同的维基人们共同协
作。

条目质量评级
为了评估条目的重要程度与内容质
量，中文维基百科的专题计划引进
了英文维基百科的评级标准来评定
各条目页的情况，详见 | 快捷方式 
WP:QUALITY 。就内容质量而言，评级的标准从“小作品（刚开
始撰写的条目）”“初级”“丙级”“乙级”，然后接受正式审核
后可得“优良条目”“甲级”和“特色条目”。

你可以在条目的讨论页最前端，查阅此条目的评级状况。大多数的
维基专题会列出哪些跟其专题相关的条目页有获评级。浏览维基百
科各专题的页面，从专题列表里头的小作品或初级条目开始进行编
辑，是一个让自己在维基百科上找到新东西编写的很棒的切入点。

更多关于中文维基百科的信息

维基百科专题名录

小作品 初级 丙级 乙级 优良
条目

甲级 特色
条目

显示或隐藏菜单选项

编辑页面

上传于新增图片

将此页面加到你自己的监视列表

检查自己的通知

没有人不阅读维基百科。
如果有人想要学点东西，
他们总是会先从维基百科
开始。我知道我帮了点
忙，或者帮了很多的忙。
这种助人的感觉是我最大
的动力。

知道能为大我贡献，让我
精力充沛。

这一边，是许多有钱有权
的大财团。他们想要让网
络变成刺激消费的媒介：
购物商城配上交互式电
视。另外一边，是许多的
平民百姓。他们相信网络
是改变世界的起点。

我为何编辑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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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valuating Wikipedia: Tracing the evolution and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articles
（评估维基百科：追踪条目内容发展以及评估条目质量）

本手册会说明一篇条目如何发展成形、好条目的元素、还有不佳的
条目有哪些问题。    
http://education.wikimedia.org/evaluating

Illustrating Wikipedia: A guide to contributing 
content to Wikimedia Commons
（图解维基百科：贡献数据到维基共享资源）

这本手册将会介绍维基共享资源，这个媒体共享数据库是维基百科使用图片
的保存处。除了说明维基共享资源为何以外，也会说明上传文件、使用文件
的方法，以及关于自由许可的基础知识。 
http://education.wikimedia.org/illustrating

Instructor Basics: How to use Wikipedia as a teaching tool
（教师初阶：如何拿维基百科来做教育工具）

本手册提供了经典操作案例，让教育者可以参考，让学生可以加入维基百
科，在学期中也能贡献维基百科并融合课程的进度。
http://education.wikimedia.org/instructorbasics

Tracing the evolution and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articles
wikipedia.org

wikipedia globe vector [no layers] 

Evaluating
Wikipedia

Illustrating
Wikipedia
A guide to contributing content to
Wikimedia Commons
commons.wikimedia.org

I took this great photo I can  
use to illustrate Wikipedia!  
That means I’ll need to upload  
it to Wikimedia Commons.

评估维基百科条目的质量

维基百科的各个条目页之间的质量可能是天差地别；有许多数据质量很
高，但也有部分内容缺乏深度、不知所云、充满偏见、或可能已过时了。
一般而言，高质量的条目包含以下几个元素：
· 简单易懂的导言，让人能轻易了解条目的梗概
·  结构明确
·  章节篇幅平衡
·  观点中立 
·  包含可靠文献

更多关于条目质量的信息可以参见以下“评估维基百科”(Evaluating 
Wikipedia)的系列解说手册。

维基语法速查表

下列是一些公认在编辑的时候最常用到维基语法的文字格式实例。
有其他需要帮助者，参见 | 快捷方式   H:MARKUP 。

站外链接 [http://lib.cqu.edu.cn/ 重庆大学图书馆
网站]

重庆大学图书馆网站

插入引用资料

显示引用脚注

页面文字<ref>[http://example.org 范例
网站]，更多文字</ref>。

<references />

斜体 ''斜体文字'' 斜体文字

页面文字[1]。

使用不同文字
显示站内链接

[[德尼·狄德罗|狄德罗]] 狄德罗

无序列表 * 维基百科
* 百科全书

• 维基百科
• 百科全书

有序列表 # 空气
# 阳光

1. 空气
2. 阳光

1. ^范例网站   更多文字

签名与时间标记
（用于讨论页） ~~~~ 用户名称 (留言) 2014年

3月15日 (六) 19:50 (UTC)

粗体 '''粗体文字''' 粗体文字

到其他维基媒体
计划页的链接
（站内链接）

[[德尼·狄德罗]] 德尼·狄德罗

 格式   输入源代码       显示效果

章节段落 ==标题文字 ==

===子标题文字===

====子子标题文字====

标题文字
子标题文字

子子标题文字

写有图说的
图标

[[File:范例.jpg|thumb|图说文字]]

图说文字

R
G

B

引用参考文献   输入源代码     显示效果

Wikimedia Foundation

Instructor Basics: 
How to use 
Wikipedia as a 
teaching tool

Wikimedia Foundation

Instructor Basics: 
How to use 
Wikipedia as a 
teaching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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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编辑摘要 / Edit summary
对于维基百科页面编修的简短解释，这样的文字信息能够帮助其
他编辑志愿者了解条目内容目前的发展状况、以及编修的原因。

开放许可 / Free license
意指公开版权的授权许可，让作者以外的人在不限使用原因的规
范之下，拥有自由的阅读或引用其作品、重新制作或散布作品的
复本、对原作进行更动改作、或是发布衍生性作品这类权利。维
基百科——以及贡献的所有志愿者——都使用开放许可的“知识
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的模式来标记自己的许可方法。欲
获取更多信息，请参见 | 快捷方式  WP:CC-BY-SA 。

编辑历史 / History
维基页面的编辑纪录，可以从页面右上方的「查看历史」标签，
便可进入查阅每一笔的编辑记录。我们可以比较任两笔的不同时
间点的历史版本他们之间的版本差异（这个功能又被称作diff）
。前一个时间点的版本是可以被回复的。

维基标记语法 / Markup
一种特别用来撰写维基百科页面格式的程序语言。第19页的
速查表有基本的语法概念，完整的语法介绍可参见| 快捷方式  
H:EDIT 。

通知 / Notification
出现在维基百科页面顶部，告诉你有新消息给你。如果你想要
让某个人知道你正写给他看的消息，你可以在讨论页中留下有
他的签名的消息，这样一来他就会被自动提醒通知 (Mention 
Notification) 了。

参数 / Parameter
一小串文字，跟其他文字之间以竖线 （“|”，一般的输入方法
是shift键按住不放加在enter键正上方的按键） 而区隔。参数可
用来控制图片、模板、或其他维基标记语法在页面上输出效果。

小作品 / Stub
一篇仍显短小，还没完整演绎、有许多扩充机会的文章。为小作
品添增信息是新手进行维基百科编辑的一种好方法。

讨论页 / Talk page
提供条目页或是其他维基页面讨论的页面，你可以在此跟其他志
愿者编辑探讨如何为此页面内容进行编修。

模板 / templates
让某页面能够自动包含其他页面的方法。想要知道怎么使用模
板，请参考 | 快捷方式  H:T 了解基本的模板使用方法。

用户页 / User page
个人编辑志愿者的私人用户页面，这个页面的是以“User:”开
头，后面跟着个人编辑志愿者的用户名称。维基百科人能够使用
他们的用户页来分享他们个人的兴趣、曾参与或计划进行编修的
条目、或其他与用户个人相关的信息。

维基共享资源 / Wikimedia Commons
提供维基百科和其他诸多维基站的媒体资源库，你可以到此站，
以开放许可的方式贡献相片、图表、影片、或是其他媒体文件，
以协助维基百科用文字以外的方式阐述知识。

维基百科人 / Wikipedian
协助建立维基百科之人。常见的同义词有贡献者、用户、编辑、
或是社群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