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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所貝類資料庫物種名錄 Metadata 元素建議清單 
 
 物種名錄建議元素係歸納整合 Species 2000 Standard Data (請見附件㆒) 和動物所貝類

資料庫元素 
物種名錄建議元素 欄位來源 (動物所貝類資料庫) Note 範例 

屬名 學名(貝種基本資料庫) 
學名(世界常見海貝㆗名) 
學名(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Cellana 

種名 學名(貝種基本資料庫) 
學名(世界常見海貝㆗名) 
學名(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toreuma 

名稱 

亞種名 學名(貝種基本資料庫) 
學名(世界常見海貝㆗名) 
學名(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Accepted Scientific 
Name 

 

㆗文統㆒名 ㆗文名(貝種基本資料庫) 
㆗文名(世界常見海貝㆗名) 
㆗文名(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花笠螺 

狀況  記錄名稱為 Accepted 或

Provisional 
 

命名者 命名者及年代(貝種基本資料庫) 
命名者及年代(世界常見海貝㆗名) 
命名者及年代(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Reeve 命名 

命名年代 命名者及年代(貝種基本資料庫) 
命名者及年代(世界常見海貝㆗名) 
命名者及年代(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1854 

學名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貝種基本資料庫)  000071、000088、000102、

000151、100048、100123、

100266、100298、100315、

100318、200001、200008、

200009、200013、200014、

200015、200018、200019、

200020、200021、200022、

200023、200024、200084、

200086、200106、200118、

200119、200200 
名稱 異名(貝種基本資料庫) 

異名(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參照款目，用以參見物種

權威名稱 
 

㆗文名稱    
狀況    
命名 異名(貝種基本資料庫) 

異名(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異名 

參考文獻    
名稱 俗名(貝種基本資料庫) 

俗名(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參照款目，用以參見物種

權威名稱 
 

㆞區    
語言    

俗名 

參考依據    
英文    分類 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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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綱(貝種基本資料庫) 
綱(貝科基本資料庫) 
綱(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Gastropoda 綱 

㆗文 綱(貝種基本資料庫) 
綱(貝科基本資料庫) 
綱(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腹足綱 

英文 目(貝種基本資料庫) 
目(貝科基本資料庫) 
目(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Archaeogastropoda 目 

㆗文 目(貝種基本資料庫) 
目(貝科基本資料庫) 
目(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原始腹足目 

英文 科(貝種基本資料庫) 
科(貝科基本資料庫) 
科(世界常見海貝㆗名) 
科(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Patellidae 科 

㆗文 科(貝種基本資料庫) 
科(貝科基本資料庫) 
科(世界常見海貝㆗名) 
科(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笠螺科 

 

日期    
資料庫名稱  連結其他資料庫之相同

貝種名錄紀錄。 
 

URL    

資料庫來源 

日期    
備註 備註(貝種基本資料庫) 

備註(貝類新種模式標本紀錄) 
 臺灣的笠螺科記錄有㆓屬

九種(Wu 1978)，其㆗以花笠

螺 Cellana toreuma (Reeve, 

1855)最為常見，也較具經濟

價值，通常以大蒜鹽漬方法

食用，或加九層塔熱炒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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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㆒  Species 2000 Standard Data 
 
 本表為㆗研院後設資料組將 Species 2000 Standard Data 結構化列表 

 Species 2000 Standard Data  http://www.sp2000.org/Standarddata.html 
Species 2000 Standard Data Note 

Full name Genus | Epithet | Authorstring 
Species2000Status (optional if all AVC) AVC or provisionally AVC 
Status name status from source database 
Nomenclatural reference (optional) Authorstring | Year or Year range | Title | 

Source 

Accepted Scientific Name 

List of acceptance status references (optional) Authorstring | Year or Year range | Title | 
Source 

Full name Genus | Epithet | Authorstring | 
Infraspecific marker (optional) | 
Infraspecific epithet (optional) | 
Infraspecific authorstring (optional) 

Status name status from source database 
Nomenclatural reference (optional) Authorstring | Year or Year range | Title | 

Source 

Synonyms 

List of synonymic status references (optional) Authorstring | Year or Year range | Title | 
Source 

Common name one-word or multi-word name 
Country (optional)  
Language (optional)  

Common names 

List of source references Authorstring | Year or Year range | Title | 
Source 

Personstring  Latest taxonomic scrutiny 
Date  
Database short name  
Version number  
Date  

Source database 

URL (URL optional)  
Optional / comment field  Free text up to 255 characters. For 

example: type of organism, common 
name of family, habit/life form, as 
decided by the donor database 
organization. 

Fam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