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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Darwin Core-TaiBIF Version Mapping— 

DwC_TaiBIF Version &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類系統資料庫欄位 
 

(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類系統資料庫欄位來源—動物所助理林耿賢提供之資料庫欄位) 

(一)物種名錄欄位元素 

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類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ID(識別號)   
family_id（科號）   
family（拉丁文） 
family_c（中文） 

Family（科）  

family_mainland（大陸科名）   
genus（屬） Genus（屬）  
species（種） Species（種）  
science（拉丁文） 
science_c（中文） 
science_mainland（大陸中文
名） 

Scientific Name（學名） 必填欄位 

common_name（中文俗名）  
Common_name_e（英文俗名） 

Common Name（俗名） 
 

Scientific Name Author（學名
命名者） 

nomenclater（種命名者+年代） 

Scientific Name Publication 
Year（學名原始發表年代） 

魚類衣料庫中的著錄方式為「命
名者+命名年」 

rename_by（重新命名者）   
ASIZ_ID（標本號）   
Spe_Picture（標本照）   
eco_picture（生態照）   
Character（形態特徵）   
Distribution（分布）   
Habitat（習性）   
Utility（用途）   
reference（參考資料）   
holotype_loca（模式標本所在
地點） 

  

attrib   
video（影像）   
videonote（影像備註）   
maxlenth（最大體長）   
depth_upper（深度上限）   
depth_down（深度下限）   
environment_id（環境代碼）   
migration（遷徙）   
economic（經濟效益）   
worlddist（世界地理分布）   
 
(二) 標本資料： 

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類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SPECIMEN ID（標本號） Specimen Serial Number（標本

編號） 
必填 

is picture (是否有照片)   
family (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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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類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family_id（科號）   
genus（屬）   
species（種）   
science（拉丁文學名）   
original science (原登錄學名)   
is store (館藏)   
is loaned (借出)   
sex (性別)   
groth stage (發育階段)   
collector (採集者)  
collector e (採集者英文名) 

Collector（採集者） 
 

identifier (鑑定者)  
identifier e (鑑定者英文名) 

Identifier（鑑定者） 
 

Year Identified（鑑定年）  

Month Identified（鑑定月）  

identifier date (鑑定日期) 

Day Identified（鑑定日）  

Year Collected（採集年）  

Month Collected（採集月）  

collect date (採集日期) 

Day Collected（採集日）  

Year Collected（採集年）  

Month Collected（採集月）  

collect date end (採集結束日
期) 

Day Collected（採集日）  

amount (尾數)   
collect  location (採集地)  
collect  location e (採集地英
名) 

Locality（位置） 
 

collect method (採集方法)   
collect method e(採集方法英
名) 

  

length (體長)   
length measure way (體長單
位) 

  

weight (體重)   
collect lication height (採集位
置高度) 

  

Minimum Depth（最小深度） depth (深度) 
Maximum Depth（最大深度） 

著錄時以 ”-”標示深度區段，
如 ”200-400”。 

type (模式) Type Category（模式類型）  
document（文獻）   
labsize(標籤大小)   
is printed (已印標籤)   
keyin date（登陸日期）   
Longitud e（經度） Longitude（經度）  
Latitude（緯度） Latitude（緯度）  
storage sites （存放位置）   
preserve way（保存方式）   
preserve way e（保存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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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類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preserve temperature（保存溫
度） 

  

preserve temperature e（保存
溫度英名） 

  

parts (標本保存部分)   
memo (備註)   
aditional memo (其他備註)   
 
▪ 無法比對之 DwC -TaiBIF Version欄位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Date Last Modified（最後修正日期） 必填欄位，系統可自動產生。 

Institution Code（機構代碼） 必填欄位，系統可自動產生。 

Catalog Number（編目號） 必填欄位，系統可自動產生。 

Phylum（門） 非必填欄位。 

Class（綱） 非必填欄位。 

Order（目） 非必填欄位。 
Scientific Name Publication Literature （學名原
始發表文獻） 

非必填欄位。 

Subspecies（亞種） 非必填欄位。 
Subspecies Author（亞種命名者） 非必填欄位。 

Synonym（同種異名） 非必填欄位。 

Variety Epithet（變種名） 非必填欄位。 

Variety Author（變種命名者） 非必填欄位。 

Country（國家） 非必填欄位。 

Collector Number（採集號） 非必填欄位。 

Collected Site Discription（採集環境描述） 非必填欄位。 

Minimum Elevation（最小海拔高度） 非必填欄位。 
Maximum Elevation（最大海拔高度） 非必填欄位。 
Specimen Status（標本狀況） 非必填欄位。 
Verificatd Scientiftic Name（訂正後學名） 非必填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