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 
後設資料工作組 製 

2003/09/22 
附件五：Darwin Core-TaiBIF Version Mapping— 

DwC_TaiBIF Version &台灣大學動物博物館典藏數位化計劃:鳥類資料庫欄位 
(台灣大學動物博物館典藏數位化計劃:鳥類—台大動物系計劃助理: 林品涵 提供之資料庫實際

欄位) 

一、物種資料 
台大動物:鳥類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bird id  (紀錄編號)    

c name  (中文名)   

e name (英文名)   

science name (學名) Scientific Name（學名） 必填欄位 

family c name (中文科名)  

family (科名) 

Family（科） 

 

order c name (中文種名)  

order (種名) 

Species（種） 

 

order id (種名代碼)   

character (分類特徵)   

shown time (出現時間)   

population (族群狀況)   

distribution (分布狀況)   

migration (遷徙(定居性))   

feed location (覓食場所)   

feed method (覓食方法)    

feed property (食性)   

main food (主食)   

activity (活動習性)   

bill (喙長)   

head (頭長)   

feet (腳長)   

whole length (全長)   

tail (尾長)   

body weight (體重)   

habitat (棲息環境)   

microhabitat  

(棲地類型) 

  

lower limit (分布下限)   

upper limit (分布上限)   

breeding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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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動物:鳥類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繁殖季節(繁殖期)) 

co breed   

endemic (地域性)   

conserve (保育類)   

book   

found by (發現者)   

ref  (參考資料)   

family char (科特徵)   

Adult char  (成體外型描述)   

adult feather (成體羽色描述)   

flight char (飛行特徵)   

activity char (行為特徵)   

similar specied (相似種)   

 
二、標本資料 

台大動物:鳥類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bird id (代碼)  必填欄位 

c name (中文名)   

specimen no (標本編號) Specimen Serial Number）（標

本編號） 

 

type (標本類型) Type Category）（模式類型）  
location (採集地) Locality）（位置）  

collect person (採集者) Collector）（採集者）  

Year Collected）（採集年）  
Month Collected）（採集月）  

collect date (採集日期) 

Day Collected）（採集日）  
collect method (採集方式)   

length (體長)   

wright (體重)   

sex (性別)   

age (年齡)   

record person (紀錄者)   

ref (參考資料)   

fild date (檔案資料)   

specimen status (標本狀態) Specimen Status（標本狀況）  
specimen use (標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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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動物:鳥類 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specimen history (標本歷史)   

preserve (保存)   

correct history (訂正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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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us（屬） 非必填欄位。 
Subspecies（亞種） 非必填欄位。 
Scientific Name Author（種命名者） 非必填欄位。 
Identified By（鑑定者） 非必填欄位。 
Year Identified（鑑定年） 非必填欄位。 
Month Identified（鑑定月） 非必填欄位。 
Day Identified（鑑定日） 非必填欄位。 
Collector Number（採集號） 非必填欄位。 
Subspecies Author（亞種命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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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可否自動轉出 TW? 

Longitude（經度） 非必填欄位。 
Latitude（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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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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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pecies Author（亞種命名者） 非必填欄位。 
Scientific Name Publication Year（學名原始發
表年代） 

非必填欄位。 

Scientific Name Publication Literature（學名原
始發表文獻 
） 

非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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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C -TaiBIF Version 備註 
Common Name（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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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ed Site Discription（採集環境描述） 非必填欄位。 

Verificatd Scientiftic Name（訂

正後學名） 

非必填欄位。 

Identifier（訂正者） 非必填欄位。 

Verification 

History（標本

訂正資訊） 

Identification Date（訂正日期） 非必填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