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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BioMD[ 

<!ELEMENT BioMD (DarwinCore, DwCExtension)> 

<!ELEMENT DarwinCore (最後修正日期, 機構代碼, 標本編號, 編目號, 學名, 門*, 綱*, 目*, 

科*, 屬*, 種*, 亞種?, 種命名者?, 鑑定者?, 鑑定時間*, 採集號?, 採集者*, 採集時間*, 國家?, 

位置*, 經度?, 緯度?, 最小海拔高度?, 最大海拔高度?, 最小深度?, 最大深度?)> 

<!ELEMENT 最後修正日期 (#PCDATA)> 

<!ELEMENT 機構代碼 (#PCDATA)> 

<!ELEMENT 標本編號 (#PCDATA)> 

<!ELEMENT 編目號 (#PCDATA)> 

<!ELEMENT 學名 (#PCDATA)> 

<!ELEMENT 門 (#PCDATA)> 

  <!ATTLIST 門 語文 CDATA #IMPLIED> 

<!ELEMENT 綱 (#PCDATA)> 

  <!ATTLIST 綱 語文 CDATA #IMPLIED> 

<!ELEMENT 目 (#PCDATA)> 

  <!ATTLIST 目 語文 CDATA #IMPLIED> 

<!ELEMENT 科 (#PCDATA)> 

  <!ATTLIST 科 語文 CDATA #IMPLIED> 

<!ELEMENT 屬 (#PCDATA)> 

  <!ATTLIST 屬 語文 CDATA #IMPLIED> 

<!ELEMENT 種 (#PCDATA)> 

  <!ATTLIST 種 語文 CDATA #IMPLIED> 

<!ELEMENT 亞種 (#PCDATA)> 

<!ELEMENT 種命名者 (#PCDATA)> 

<!ELEMENT 鑑定者 (#PCDATA)> 

<!ELEMENT 鑑定時間 (#PCDATA)> 

  <!ATTLIST 鑑定時間 類型 CDATA #IMPLIED> 

<!ELEMENT 採集號 (#PCDATA)> 

<!ELEMENT 採集者 (#PCDATA)> 

  <!ATTLIST 採集者 語文 CDATA #IMPLIED> 

<!ELEMENT 採集時間 (#PCDATA)> 

  <!ATTLIST 採集時間 類型 CDATA #IMPLIED> 

<!ELEMENT 國家 (#PCDATA)> 

<!ELEMENT 位置 (#PCDATA)> 

  <!ATTLIST 位置 語文 CDATA #IM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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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經度 (#PCDATA)> 

<!ELEMENT 緯度 (#PCDATA)> 

<!ELEMENT 最小海拔高度 (#PCDATA)> 

<!ELEMENT 最大海拔高度 (#PCDATA)> 

<!ELEMENT 最小深度 (#PCDATA)> 

<!ELEMENT 最大深度 (#PCDATA)> 

 

 

<!ELEMENT DwCExtension (同種異名*, 亞種命名者?, 學名原始發表年代?, 學名原始發表文

獻?, 俗名*, 變種*, 採集環境描述?, 模式類型?, 標本狀況?, 原始鑑定日期?, 標本訂正資訊?, 

文獻*, 影像資料媒體種類?, 影像資料作者*, 拍攝日期?)> 

<!ELEMENT 同種異名 (#PCDATA)> 

<!ELEMENT 亞種命名者 (#PCDATA)> 

<!ELEMENT 學名原始發表年代 (#PCDATA)> 

<!ELEMENT 學名原始發表文獻 (#PCDATA)> 

<!ELEMENT 俗名 (#PCDATA)> 

  <!ATTLIST 俗名 語文 CDATA #IMPLIED> 

<!ELEMENT 變種 (變種名,命名者)> 

  <!ELEMENT 變種名 (#PCDATA)> 

    <!ATTLIST 變種名 語文 CDATA "英文"> 

  <!ELEMENT 命名者 (#PCDATA)> 

<!ELEMENT 採集環境描述 (#PCDATA)> 

<!ELEMENT 模式類型 (#PCDATA)> 

<!ELEMENT 標本狀況 (#PCDATA)> 

<!ELEMENT 原始鑑定日期 (#PCDATA)> 

<!ELEMENT 標本訂正資訊 (訂正學名,訂正日期,訂正者)> 

  <!ELEMENT 訂正學名 (#PCDATA)> 

  <!ELEMENT 訂正日期 (#PCDATA)> 

  <!ELEMENT 訂正者 (#PCDATA)> 

        <!ATTLIST 訂正者 語文 CDATA "中文"> 

<!ELEMENT 文獻 (資料,出處)> 

  <!ELEMENT 資料 (標題,作者)> 

    <!ELEMENT 標題 (#PCDATA)>  

    <!ELEMENT 作者 (#PCDATA)> 

  <!ELEMENT 出處 (書刊名,卷期,頁碼,出版年)> 

    <!ELEMENT 書刊名 (#PCDATA)> 

    <!ELEMENT 卷期 (#PCDATA)> 

    <!ELEMENT 頁碼 (#PC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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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 出版年 (#PCDATA)> 

<!ELEMENT 影像資料媒體種類 (#PCDATA)> 

<!ELEMENT 影像資料作者 (#PCDATA)> 

  <!ATTLIST 影像資料作者 語文 CDATA #IMPLIED> 

<!ELEMENT 拍攝日期 (#PCDAT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