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國家型科技計劃 
後設資料工作組  製 

2003／09／23 

(一)

附件四:Darwin Core-TaiBIF Version Mapping— 
DwC TaiBIF Version & 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欄位來源--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資料庫管理介面欄位—科

名、屬名、學名、採集、標本) 

 植物物種科名；資料表：genus_m 
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英文 中文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class    

subjNo 科名索引碼   

subjNameE 拉丁科名  

otherSubjNa

me 

其他拉丁科名  

subjNameC 中文科名 

Family（科） 

 

menoz 備 註   

 
 植物物種屬名；資料表：subject (二)

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英文 中文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genusNo 屬名索引碼   

subjNameE 屬  

subjNo 拉丁科名  

genusE 拉丁屬名  

genusC 中文屬名 

Genus（屬） 

 

menoz 備 註   

 
 植物物種學名；資料表：species_m (三)

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英文 中文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speciesID 種名代碼   

genusID 屬名代碼   

speciesNo 種名編號   

varietyNo 變種名編號   

hastUse 標本使用者   

speciesE 拉丁學名 Scientific Name（學名）  

speciesC 中文學名   

reference 資料來源   

epithet 種小名 Species（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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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英文 中文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spAuthor 種命名者 Scientific Name 
 Author（種命名者） 

 

subEpithet 亞種名 Subspecies（亞種）  

subAuthor 亞種命名者 Subspecies Author（亞種命名者）  

varietyEp 變種名 Variety Epithet（變種名）  

varAuthor 變種命名者 Variety Author（變種命名者）  

formEp 品種名   

formAuthor 品種命名者   

cultivariety 栽培變種名   

culAuthor 栽培變種命名
者 

  

SNPyear 原始發表年代 Scientific Name Publication Year

（學名原始發表年代） 

 

SNPliterature 原始發表文獻 Scientific Name Publication 

Literature（學名原始發表文獻） 

 

remarks 備註   

 
(四) 標本採集紀錄管理；資料表：hast_m 

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中文 英文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specimenOrderNum 標本館號   

serialNum 標本編號 （Collection Code）（館藏代碼）  

planStatus 標本狀況 （Specimen Status）（標本狀況）  

institute 典藏單位 （Institution Code）（機構代碼）  

projectName 計畫名稱   

createOperator 建檔人員   

buildDate 建檔日期   

exchangeTo 交換狀況   

exchangeDept 交換單位   

remarks 其他   

personID 採集者 Collector（採集者）  

collectorNo 採集號  
Collector Number（採集號） 

 

Year Collected（採集年）  

Month Collected（採集月）  

collectorDate 採集日期 

Day Collected（採集日）  

duplicate 複份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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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中文 英文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companion 隨同人員   

specimenCate 標本類型   

voucher 證據標示   

greenHouse 溫室標本   

greenHouseDate 溫室栽培   

subjectNo 科名   

genusID 屬名   

speciesID 學名   

identifierId 鑑定者 Identified By（鑑定者）  

Year Identified（鑑定年）  

Month Identified（鑑定月）  

identifierDate 鑑定日期 

Day Identified（鑑定日）  

nameComment 分類評注   

longitude 經度 下拉選單： 

E(東經) 

W(西經) 

edeg 經度度數 

Longitude（經度） 

 

latitude 緯度 下拉選單： 

N(北緯) 

S(南緯) 

ldeg 緯度度數 

Latitude（緯度） 

 

tgridE 二度分帶   

tgridN 二度分帶   

alt 海拔高度 Minimum Elevation（最小海拔高度）  

altx 海拔高度 Maximum Elevation（最大海拔高

度） 

 

nationNo 國別 Country（國家）  

provinceNo 行政區   

hsienNo 二級   

townNo 三級   

parkNo 國家公園/保

護區 

  

locality 地名 Locality（位置）  

additionalDesc 其他地名描述   

vegetationZID 植群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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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中文 英文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naturalnessDID 自然度   

topography 地形位置   

veget 植群型   

habitat 微生育地   

lightID 環境光度   

humidityID 環境濕度   

abundanceID 豐富度   

habitatMarks 其他棲地資訊   

lifeForm 生長型   

plantH 植物高度   

tropicMID 寄/伴生方式   

hostSubjectNo 科名   

hostGenusNo 屬名   

hostSpeciesNo 學名   

phenologyFID 花期   

flowerColor 花色   

fruitsID 果期   

fruitColor 果色   

sexChar 性狀描述   

addChar 其他特徵/ 備

註 

  

 
(五) 標本訂正紀錄；資料表：verification_m 
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中文 中文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specimenOrderNum 標本館號   

buildDate 建檔日期   

subjectNo 訂正後科名   

genusID 訂正後屬名   

speciesID 訂正後學名   

amendNo 訂正號   

identifierId 訂正者 Identifier（訂正
者） 

 

recordDate 訂正日期 

Verification 
History（標本訂
正資訊） Identification 

Date（訂正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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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劃 

中文 中文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taxonomic 分類訂正意見   

key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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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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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um Depth（最小深度） 非必填欄位。 

Maximum Depth（最大深度） 非必填欄位。 

Synonym（同種異名） 非必填欄位。 

Type Category（模式類型） 非必填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