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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 
快速入門指南 
 

家譜樹能讓你和其他人分享家庭相片、文件和故事。 家譜樹把相片、文件和故事稱為「回憶」， 這些

回憶能讓我們對祖先的感覺更加真實。 如果大家都分享，你就可以看到許多你不知道存在的相片和故

事。  

註：你第一次加入項目時，會被要求閱讀提交協議，其中你同意只加入你有權分享或允

許分享的影像和文件。 閱讀段落，如果你會遵守協議，請點選方格表示你同意。  

檢視回憶 

有兩個方法可以檢視你已加入的祖先的回憶。  

前往個人的回憶頁面。 

1. 點選家譜樹中一位祖先的名字， 就會出現摘要卡。 卡片會顯示出已為此人加入多少回憶。 

 
2. 按一下回憶。 

3. 捲動至頁面下方查看已加至你祖先的全部相片、故事和文件。 

點選靠近頁面上方的回憶。  

「回憶」這項功能可讓你輕鬆看到祖先家族中，所有有相片、文件或故事的人物。 你也可以看到自己

與那人的關係為何。  

1. 點選靠近頁面上方的回憶。  

2. 按一下人物， 你祖先家族中擁有回憶項目的人物都會顯示出來。  

3. 若要查看某人的回憶，點選某人的相片或回憶項目。  

4. 若要查看你與此人的關係，點選此人名字下方的檢視我的關係連結。  

變更慣用肖像 

慣用肖像就是出現在你祖先名字旁的小相片。 如果一位祖先加入的相片不只一張，你可以選取想要觀

看的慣用肖像。  

1. 前往此人的「詳細資料」頁面。 （點選此人名字，然後按個人）。 

2. 在頁面上方按一下你祖先名字旁邊的慣用肖像， 系統會顯示該位祖先的慣用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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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你想要觀看的慣用肖像。 

4. 稍待幾分鐘，再重新整理你的畫面。 （許多瀏覽器可以按F5鍵來重新整理畫面。） 

找出相片、文件或故事的提供者 

如果用戶允許將他（她）的名字和聯絡資料顯示在FamilySearch.org，你就可以看到是誰為你的祖先提交

了一個項目。  

1. 前往祖先的「回憶」頁面。 （點選祖先的名字，然後按回憶。） 

2. 若要找出提供者，請點選項目， 提供者的名字就列在左下角。  

3. 若要查看聯絡資料，請點選提供者名字。  

加入回憶 

你可以把家庭相片、文件和故事加入家譜樹。 這麼做不僅能保存這些資料，還可以分享給親戚和你家

庭的未來所有世代。  

當你把一個回憶加入家譜樹時，會出現三個情況：  

1. 你加入相片、文件或故事。  

2. 該項目會加上一個標籤。  

3. 標籤會連結到家譜樹上的此人。  

檔案需求 

數位相片或文件必需是JPG、PNG或PDF格式。 相片最大容量為5MB。 文件最大容量為15MB。 

加入故事  

有個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加入故事： 

1. 如果你打算在故事裡加入相片，先把相片加入家譜樹。 遵照下方「加入相片或文件」部分的指

示進行。  

2. 前往個人的「回憶」頁面。 （點選名字，然後按回憶。） 

3. 捲動至「故事」部分，然後按+加入。 

4. 按一下建立新故事。 

5. 如果你想要在此故事中加入相片，按一下附加相片鈕， 你就會看到你加入家譜樹的所有相片的

縮圖。  

a. 在你想要加入的相片下方，按一下小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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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一個故事只能加入一張相片。 

b. 按一下加入鈕。  

6. 加入故事：  

a. 在標題方塊中輸入故事的標題。 

b. 將故事鍵入或貼入故事方格內。  

提示：你可以用文字處理程式寫下故事，再複製貼入故事方格內。  

c. 當你完成時，請按儲存。  

加入相片或文件 

如果你一次只加入一張相片或文件，下面的方法很好用： 系統會為項目加上標籤，連結至家譜樹中的

此人。  

1. 建立數位相片或文件，儲存至你的電腦。 （你可以使用掃描器或好的智慧型手機來建立數位資

料。）  

2. 前往個人的「回憶」頁面。 （點選此人名字，然後按回憶。） 

3. 上傳項目：  

a. 捲動至你想要加入的回憶類型（相片或文件）。  

b. 按+加入。 

c. 點選有白色加號的綠色方格， 

 

 

 

 

d. 瀏覽你電腦裡的檔案。  

e. 點選檔案，然後按一下開啟。 系統會指出檔案已上傳。 

4. 要將相片或文件與家譜樹中的此人完成連結，按一下加入鈕，  

 

 

 

系統會帶你到你看得見加入項目的那個頁面。 該項目上會有一個紅色驚嘆號， 表示你需要調整

標籤。 

進階提示：若要把好幾張相片加給一個人，在告訴你先前的相片已上傳的頁面

上，按一下上傳鈕。 上傳下一個項目，繼續進行，直到所有相片皆已上傳為止。 

當你按加入鈕時，所有相片會加至那人。 

5. 按一下紅色驚嘆號，調整標籤（見下面「調整標籤」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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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提示：家譜樹的「回憶」功能也可以讓你一次同時上傳你想要的相片數量，之後

再為相片加標籤。 務必為相片加上標籤，否則就像一本沒有任何標籤的相簿，無法告訴你這些

人是誰。 「回憶」也可以讓你在一張相片中加入所有需要的標籤，但你必須確使這些標籤都連結到

家譜樹。 若要使用「回憶」功能，請點選畫面上方的回憶。 

 

把項目加給另一個人 

你可以把一張相片、文件或故事加給所有顯示出來或提到的人。 家譜樹會保存一份，但會在所有人的

「回憶」頁面顯示出此項目。  

當你把一張相片、文件或故事加入家譜樹後，有個簡易的方法可以把同樣的項目加至另一個人。 

1. 前往新的個人的「回憶」頁面。 （點選此人名字，然後按回憶。）  

2. 捲動至你想要連結的回憶類型（相片、文件或故事）。 

3. 按+加入。 畫面上會顯示出你先前加入家譜樹的所有項目。 

4. 在你想要加入的項目左下角有個小方格，按一下小方格，系統會在方格內打勾。 （若要移除勾

選記號，只要再按一下方格即可。） 

5. 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入鈕。 

 若是相片，按鈕是加入相片。 

 若是文件，按鈕是加入文件。 

 若是故事，按鈕是加入故事。 

使用標籤將一個項目加給更多人 

另一個方法可以讓你把相片、文件或故事連結給更多人。 這個方法沒有之前的那個簡單，但你不用去

每個人的「回憶」頁面，就可以同時把某個項目加給好幾個人。  

1. 在顯示項目的「回憶」頁面，點選你想要加入更多標籤的項目。  

2. 在新頁面按一下項目。 相片或文件會出現新的標籤。 

3. 調整標籤。  

 若要讓圓圈放大或縮小，按著四個角落的其中一個白色方塊， 會出現一個雙向箭號。 按著

並移動此箭號，將圓圈放大或縮小。 

 若要移動圓圈，按著圓圈中央，然後拉到你想要的位置。 

4. 按一下此人名字的方格，輸入名字。 

重要：在你輸入的時候，你已為類似名字建立的標籤就會出現在下拉式清單上。 

如果你已經為此人建立了標籤，就點選清單上的名字， 系統會替你將相片連結至此人。 

5. 按一下儲存。 此名字會出現在畫面的右邊。  

6. 繼續這樣做，直到為所有你知道的人物加上標籤為止。 你為其加上標籤的每個人名都會出現在

畫面右邊的清單上。  

7. 如有需要，將人物連結至家譜樹。  

a. 點選畫面右邊的個人名字。 

b. 點選附加至家譜樹。 

c. 按一下搜尋鈕。 

d. 列出此人名字，然後按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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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搜尋結果中找出正確的人，按選取鈕。  

調整標籤 

當有人要加入相片、文件或故事時，系統會保存一份資料，但會讓你根據需要，使用標籤把項目連結給

家譜樹的許多人。  

相片的標籤有一個圓圈和方格。 圓圈表示相片可用來作為慣用肖像的範圍； 方格則有此人的名字。  

 

當系統加上標籤時，是給整個項目加上一個大標籤， 這可能會造成慣用肖像顯示不正確。  

 

丈夫的慣用肖像          丈夫的慣用肖像 

由系統加上標籤            標籤經過調整後 

            

 

你可以為加入的相片變更尺寸大小和標籤的放置。 

1. 前往此 人的「回憶」頁面，點選相片。 

2. 在畫面的右邊點選此人的名字。 

3. 在下拉式清單中，點選編輯標籤， 就會出現標籤，  

4. 調整標籤。  

 若要讓圓圈放大或縮小，按著四個角落的其中一個白色方塊， 會出現一個雙向箭號。 按著

並移動此箭號，將圓圈放大或縮小。 

 若要移動圓圈，按著圓圈中央，然後拉到你想要的位置。 

5. 當你完成時，請按儲存。 

移除或刪除回憶項目 

如果你不希望某個項目出現在某人的「回憶」頁面，只要移除標籤即可，而不需要刪除該項目。 如果

你刪除一個項目，它就會從家譜樹和所有「回憶」頁面中完全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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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個人的「回憶」頁面中，捲動至你想要移除或刪除的回憶類型（相片、文件或故事）。 

2. 按一下該項目。 

3. 移除或刪除該項目。 

a. 若要從個人的「回憶」頁面移除項目，在畫面的右邊按一下此人的名字， 接著在下拉式

清單中，點選移除標籤。 

b. 若要從家譜樹完全刪除相片或文件，在影像的右下角點選刪除的信息。  

c. 若要從家譜樹完全刪除故事，點選刪除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