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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 英文 欄位定義 資料值 範例 

拉丁動物學名 Latin Animal Scientific Name 拉丁學名   Macaca cyclopis 
門 拉丁文/中文    Phylum Phylum/Phylum Chinese 拉丁文/中文門名  Vertebrate/脊椎動物門 
綱 拉丁文/中文   Class Class/Class Chinese 拉丁文/中文綱名  Mammalia/哺乳綱 
亞綱 拉丁文/中文     Subclass Subclass/Subclass Chinese 拉丁文/中文亞綱名  

目 拉丁文/中文   Order Order/Order Chinese 拉丁文/中文目名  Primates/靈長目 
亞目 拉丁文/中文     Suborder Suborder/Suborder Chinese 拉丁文/中文亞目名  

總科 拉丁文/中文   Superfamily Superfamily/Superfamily Chinese 拉丁文/中文總科名  

科 拉丁文/中文  Family Family/Family Chinese 拉丁文/中文科名  Cercopithecidae/獼猴科 
亞科 拉丁文/中文     Subfamily Subfamily/Subfamily Chinese 拉丁文/中文亞科名  
族 拉丁文/中文   Tribe Tribe/Tribe Chinese 拉丁文/中文族名  

屬 拉丁文/中文     Genus Genus/Genus Chinese 拉丁文/中文屬名  

亞屬 拉丁文/中文   Subgenus Subgenus/Subgenus Chinese 拉丁文/中文亞屬名   Macaca/獼猴 
種 拉丁文/中文   Species Species/Species Chinese 拉丁文/中文種名   cyclopis/台灣獼猴 
亞種 拉丁文/中文    Subspecies Subspecies/Subspecies Chinese 拉丁文/中文亞種名  

學名原始發表年代 Scientific Name Publication Year 學名發表西元年    1900
學名原始發表文獻 Scientific Name Publication Literature 學名發表文獻名稱    
種命名者   Species Author  種命名者姓名  
種命名年代     Publication Year 種名發表西元年  1911
亞種命名者     Subspecies Author 亞種命名者姓名  

亞種命名年代    Publication Year 亞種名發表西元年  1912
名稱 Full Name  拉丁異名   Formosan macaque 

命名者   Author 異名命名者英文名  命名 
命名年代 

Synonym 
Name 

Authored Year 異名發表西元年    1977

物 
種 
名 
錄 

異名 

參考文獻     Reference 異名發表文獻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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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 英文 欄位定義 資料值 範例 

中文名稱 Common Name    中文名稱  

地區    Country 產生俗名之地區名  

俗名 

參考文獻 

Common Name 

Reference 俗名參考文獻名稱    
變種名 Variety Epithet  變種名    
變種命名者     Variety Author 變種名命名者姓名  
備註    Remarks 註解  

拉丁動物學名 Latin Animal Scientific Name 拉丁學名   Macaca cyclopis 
世界地理分布    Worldwide distribution 物種世界地理分布中文描

述 
 

地點 Location   分布地點中文描述  台灣分布 
時間 

Distribution in Taiwan 
Time 分布時間中文描述   全年台灣玉山上 

形態特徵 Morphology & characteristic 特徵中文描述   頭圓 臉平 ,面頰裸出 ,腹部的毛
為白色 

食性   Feeding Habits 食性中文描述   以嫩葉、新芽、果實、 蕈類為食 
變種命名者   Feeding Habits 食性中文描述   以嫩葉、新芽、果實、 蕈類為食 
棲所環境  Habitat 棲地中文描述   天然林地 

高度 
 

Altitude 分布高度中文描述,如果分
布為範圍,填入最大高度 

   200

深度    Depth 分布深度中文描述,如果分
布為範圍,填入最大深度 

 100

分布高
度,深度 

單位 

Altitude and Depth 

Unit 距離單位 公尺 ｜公里 ｜英
尺 ｜英里 

Meter 

是否為保育類動物  Conservation 是否為保育類動物 是｜否 是 
生物資訊主要參考文獻   Main Ref. 文獻描述  

物 
種 
生 
物 
資 
訊 

備註    Remarks 註解  

拉丁動物學名 Latin Animal Scientific Name 拉丁學名   Macaca cyclopis 標 
本 
資 

標 
本 
採 
國別 國別代碼   Country  Country Code 國別代碼 TW(預設值)參閱"國

別代碼表"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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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 英文 欄位定義 資料值 範例 

英文國名   English Name 英文國名 Taiwan(預設值)參閱
"國別代碼表"  

Taiwan 

中文國名 Chinese Name 中文國名 台灣 (預設值)參閱"
國別代碼表" 

台灣 

英文  English 採集縣市英文名   屏東縣 採集來源
國家的第
一級次區
(行政分區
縣市） 

中文 
Primary Subdivision 
of Country of Origin Chinese 採集縣市中文名     Pingtung Hsien

英文  English 採集鄉鎮英文名   牡丹鄉 

行政區 

採集來源
國家的第
二級次區
（行政分
區鄉鎮） 

中文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Secondary 
Subdivision of 
Country of Origin 

Chinese 採集鄉鎮中文名     Mutan Hsiang

英文地名 English 採集地名英文名   石門 地名 
中文地名 

Locality 
Chinese 採集地名中文名    Shihmen

高度 Altitude   分布高度中文描述,如果分
布為範圍,填入最大高度 

 200

深度 Depth 分布深度中文描述,如果分
布為範圍,填入最大深度 

 100

海 拔 高
度,深度 

單位 

Altitude and Depth 

Unit 距離單位 公 尺 ｜ 公 里 ｜ 英
尺｜英里 

Meter 

緯度（度／分／秒）  Latitude (Deg/Min/Sec) 緯度（度／分／秒）   22 06 07 
南／北緯 ( S / N ) Latitude /Direction 南／北緯( S / N )    N
經度（度／分／秒）  Longitude (Deg/Min/Sec) 經度（度／分／秒）   120 45 03 
東／西經 ( E / W ) Longitude Direction 東／西經( E / W )    E
最近的具名地點 Nearest Named Place 最近的具名地點名稱   石門水庫 

集 
地 
理 
資 
訊 

其他描述  Additional Description 其他地點相關資訊描述   玉山國家公園門口的第 5棵大樹 
英文 English   主要採集者英文名  

料 

標 
本 
主要採集
者姓名 中文 

Primary Collector’s 
Name Chinese 主要採集者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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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 英文 欄位定義 資料值 範例 

起 Start   西元日期起始日  2002/5/6採集期間 
迄 

Collection Date 
End 西元日期結束日    2002/5/8

類型之標示 Donor Type Flag  提供者標示類別名稱 組 織 ｜ 骨 骼 ｜ 翅
膀｜毛皮｜浸液｜
幼體｜蛋或卵｜針
插｜微針｜透明染
骨 標 本 ｜ 吹 脹 ｜
殼｜成體｜全體 

學校專家 

英文姓名    English 提供者英文名  

提供者 

中文姓名 

Donor 

Chinese 提供者中文名    
數量 Quantity   採集數量  10採集數量 
單位 

Quantity 
Unit 採集單位 隻｜條｜尾｜頭｜

群｜個 
隻 

採 
集 
｜ 
取 
得 
資 
訊 

採集方法     Collect method 採集方法中文描述  

標本體長 Specimen Body length 體長+單位    10cm標
本
特
徵
資
訊 

雌雄 Sex 中文性別 雄性｜雌性｜中性 | 
未知 

雄性(Male) 

紀錄建檔人員 Record Creation Operator 建檔者名稱    
建檔日期 Record Creation Date 建檔西元日期    2002/1/9
標本編號    Specimen Number 標本編號  

標
本
紀
錄 標本類型  Specimen Category 標本類型中文名稱 組 織 ｜ 骨 骼 ｜ 翅

膀｜毛皮｜浸液｜
幼體｜蛋或卵｜針
插｜微針｜透明染
骨 標 本 ｜ 吹 脹 ｜
殼｜成體｜全體 

組織(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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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 英文 欄位定義 資料值 範例 

模式類型  Type Category 模式標本種類中文名 標 本 ｜ 全 模 式 標
本｜複模式｜副模
式標本｜配模式標
本 ｜ 選 定 模 式 標
本 ｜ 複 選 模 式 標
本 ｜ 等 價 選 定 模
式｜同模式標本｜
屬模式標本｜系列
模式標本｜新模式
標 本 ｜ 群 模 式 標
本｜產地模式標本 

配模式標本(Allotype) 

標本狀況   Specimen Status 標本現況描述 良 好 ｜ 蟲 蛀 ｜ 毀
損｜遺失｜借出| 鼠
咬 | 註銷（預設值良
好） 

良好(good) 

保存方法   Preserve method 保存方法中文描述 乾燥<恆溫恆濕環境
條件>｜玻片｜福馬
林 浸 液 ｜ 酒 精 浸
液｜針插｜微針｜
黏貼｜透明染骨標
本｜吹脹  | 塑膠封
埋 

乾燥(Dried) 

備註    Remarks 註解  
鑑定文獻    Verification Literature 鑑定文獻名稱  

原始鑑定者   Identifier 鑑定者姓名  
原始鑑定日期     Identification Date 標本鑑定日期  

鑑定者 Identifier   鑑定者姓名  

鑑定日期 Identification Date    鑑定西元日期  

標
本
鑑
定 

訂正歷史 

拉丁舊學名 

Verification History 

Original Latin Animal Scientific 
Name 

拉丁舊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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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 英文 欄位定義 資料值 範例 

 拉丁新學名 New Latin Animal Scientific 
Name 

拉丁新學名  

備註    Remarks 註解  

拉丁動物學名 Latin Animal Scientific Name 拉丁學名   Macaca cyclopis 
文獻紀錄編號 Code of Literature 文獻紀錄編號    4706931

篇名 Title 文獻篇名   Ectoparasitic Insects of Bats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文獻標題 

語文 

Title 

Language 文獻語文    eng
篇名 Title   其他文獻篇名  其他標題 
語文 

Other Title 
Language 其他文獻語文    

姓名 Name    作者姓名  G Clinton
著作方式 Type 著或譯(只有譯者時)   著 

作者 

不同語文名稱 

Author 

Other Name 作者其他語言姓名    
姓名 Name 譯者或編者姓名   亨利詹姆斯 
著作方式 Type 譯或編   譯 

其他作者 

不同語文名稱 

Other Author 

Other Name 譯者或編者其他語言姓名     James Henry
書刊名縮寫 Reference Abbreviation    文獻出處書刊名縮寫  J.Parasitol
書刊名 Reference Title  文獻出處書刊名   Journal of Parasitology 2000 

卷     Volume 卷  Vol. 86
期     Number 期  No. 1

文獻出處 

頁碼 

Reference 

Pages 頁碼    pp191-192
出版類型    PublicationType 文獻類別  Journal Article
出版地     Publish Location 出版地點  US
出版者     Publisher 出版單位  Life Science

文
獻
資
料 

出版年     Publish Year 出版西元年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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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 英文 欄位定義 資料值 範例 

關鍵字    Keywords 關鍵字  Conservation,
Vocalization-behavior 

國際標準書號 ISBN ISBN Number    國際標準書號  資料識別
代碼 國 際 標 準 叢 刊 號

ISSN 

Reference Identify 
Number ISSN Number 國際標準叢刊號  

備註    Remarks 註解  

拉丁動物學名 Latin Animal Scientific Name 拉丁學名   Macaca cyclopis 
媒體編號 Code of media 媒體編號    
媒體種類 Type of media 媒體種類描述 標本照｜生態照｜

手繪圖｜錄影帶｜
錄音帶｜數位影像
檔 

幻燈片 

影像品質 Qquality of Image 影像品質描述    600dpi
影像主題 Subject of Image 主題名稱   台灣獼猴 
圖說  Illustration 影像內容描述   成年雄性台灣獼猴 

英文 English 攝影或繪圖者英文名    作者 
中文 

Author 
Chinese 攝影或繪圖者中文名    

英文    English 影像提供者英文名  影像提供
者 中文 

Image Provider  
Chinese 影像提供者中文名    

拍攝日期  Photograph Date 拍攝西元日期   2000 01 04 
英文 English   標本採集者英文名  影像之標

本採集者 中文 
Collector  

Chinese 標本採集者中文名    
影像之標本編號   Collection Number 標本編號  

自然產地 Natural Locality  拍攝物種之自然產地   玉山國家公園 紀錄地點 
拍攝地點 

Collection Location 
Photo Locality 拍攝影像之地點名稱    

建檔日期 Record Creation Date 影像建檔西元日期   2000 01 06 
影像檔案名稱 Image File Name 影像之檔案名稱   坐在石頭上的台灣獼猴 

媒
體
資
料 

備註    Remarks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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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中文 英文 欄位定義 資料值 範例 

 媒體連結路徑 Medium link 連結路徑描述   http://www.ysnp.gov.tw/research
/images/animal/animal1-2.JPG 

登錄識別碼    Accession Number 登錄識別碼  

帳號密碼    Accession Password 帳號密碼  

姓名 Accssion Name 姓名    
部門職稱    Professional 部門職稱  

電話號碼    Telephone 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    E-Mail 電子郵件  

傳真號碼     Fax Number 傳真號碼  

系 
統 
帳 
號 
管 
理 

使用權限  Athority 權限描述   只能使用名錄查詢功能,其他功能
無法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