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設資料工作組 製  2003／06／02   

ABCD 著錄規範 

原始資料出處： 
http://www.bgbm.org/TDWG/CODATA/Schema/ABCD_1.03/abcd-1.03.html  
以下共包含出處所有的 elements 與 types，共 378 個。 
 
 
1. Element DateSets (資料集) 
元素名稱 DateSets 
完整名稱 Datasets
定義 ABCD V.1 根元素，包含一或多個元素集。

屬性／類型 Name=xmlns；Type=xs:anyURL 
相關標準  
內容 架構的根元素，格式化一或多個資料的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允許去控制數個不同的資料於一個單一的回覆操作中。

子元素 DateSet 
編者註  
 
2. Element DateSets／DateSet (資料集) 
元素名稱 DateSet   
完整名稱 Data set  
定義 包含單一資料和它們共享的後設資料元素。

屬性／類型 Name= StandardVersion  ；Type= xs:string  ；Used=required 
Name= CharacterSet；Type=xs:string 

相關標準 NBN: Survey 
內容 包含單一資料和它們共享的後設資料元素。 這些後設資料是關於來

源、提供者、所有者和權限等等。附屬於每個資料集。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OriginalSource 

 DatasetDerivations 
 Units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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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lement DataSets/DataSet/OriginalSource (原始來源) 
元素名稱 OriginalSource 
完整名稱 Original source  
定義 原始資料來源的描述，也提供一個唯一的資料識別字。 
屬性／類型  
相關標準  
內容 原始資料庫或其他由 ABCD-文件而來的資源描述。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SourceInstitutionCode 

 SourceName 
 SourceLastUpdatedDate 
 SourceVersion 
 SourceWebAddress 
 SourceExpiryDate 
 SourceNumberOfRecords 

編者註 備註：許多這個結構中的元素是直接由節豪分類資訊系統的 DTD 而

來。 Canadian node (ITIS*ca) 的位址是: http://sis.agr.gc.ca/itis/ 
which was provided by Derek Munro. 

 
4. Element DataSets/DataSet/OriginalSource/SourceInstitutionCode (來

源機構代碼) 
元素名稱 SourceInstitutionCode 
完整名稱 Source institution code  
定義 擁有原始得資料來源的唯一識別字(資料辨識的第一部份)。 
屬性／類型 InstitutionCod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一個組織的縮寫，也許伴隨其相關所屬的標準(如. IH-P 表示 Index 

Herbariorum 及在巴黎的 MNHN 植物標本。一個典藏組織的控制

詞彙，但也可包含私人的收藏機構。  
範例  
註解 在資料來源之中的單元／單一資料並非必須要完全由該組織所擁有

或管理。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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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lement DataSets/DataSet/OriginalSource/SourceName (來源名稱) 
元素名稱 SourceName 
完整名稱 Source name 
定義 資料來源的名稱或代碼(在機構中是唯一的，資料識別字的第二部

分。) 
屬性／類型 xs:string 
相關標準 ITIS*ca draft metadata 
內容 可能是藏品名稱如果所有的紀錄是描述一個單一的藏品。和

DBInstitution 、DBName 元素一起提供一個資料原始來源的唯一識

別。 
範例  
註解 指定資料的第二部分識別字。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6. Element DataSets/DataSet/OriginalSource/SourceLastUpdatedDate 

(資料庫資料最近更新日) 
元素名稱 SourceLastUpdatedDate 
完整名稱 Date of last update of the dataset  
定義 資料庫結構的內容最近被更新的日期。 
屬性／類型 xs:date 
相關標準 ITIS*ca draft metadata 
內容 資料庫結構的內容最近被更新的日期。包括會影響 ABCD-一輸出一

致的格式或結構改變的增加、刪除或紀錄的編輯的結構變更。 
範例  
註解 指定到”hervesters”的效能提昇並指引擎運作在資料集上游資料來

源中取得。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7. Element DataSets/DataSet/OriginalSource/SourceVersion (來源版本) 
元素名稱 SourceVersion 
完整名稱 Source version  
定義 資料來源的版本。 
屬性／類型 xs:string 

 3



後設資料工作組 製  2003／06／02   

相關標準 ITIS*ca draft metadata 
內容 資料來源的版本號碼或編輯。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8. Element DataSets/DataSet/OriginalSource/SourceWebAddress (來源

網址) 
元素名稱 SourceWebAddres 
完整名稱 Source URI  
定義 資料原始來源的 URL。 
屬性／類型 xs:anyURI 
相關標準 ITIS*ca draft metadata 
內容 提共原始資源的存取介面的 URL。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9. Element DataSets/DataSet/OriginalSource/SourceExpiryDate (來源資

料庫刪除日期) 
元素名稱 SourceExpiryDate 
完整名稱 Expiry date of source dataset  
定義 紀錄由資料來源中刪除的日期。 
屬性／類型 xs:date 
相關標準 ITIS*ca draft metadata 
內容 在此日期之後的資料庫中的資料記錄應該不能再被使用。 
範例  
註解 允許資料庫去強迫索引…等等的更新。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0. Element DataSets/DataSet/OriginalSource/SourceNumberOf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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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紀錄號) 
元素名稱 SourceNumberOfRecords 
完整名稱  
定義 當資料由原始來源或由一個以取得的資料集中所取得的創作上的

附加資訊。 
屬性／類型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資料庫中單元／單筆資料層級紀錄的全部號碼。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1. Element DateSets／ DateSet／DatasetDerivations 
元素名稱 DatasetDerivations   
完整名稱  
定義 另外的資料創造的描述當資料是是由原始的來源而來或由一個已取

得的資料。 
屬性／類型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DatasetDerivation 
編者註  
 
12. Element DateSets／DateSet／DatasetDerivations／DatasetDerivation 

(資料集來源) 
元素名稱 DatasetDerivation 
完整名稱 Dataset derivation  
定義 資料集的附加資訊 
屬性／類型 Name = OriginalSource；Type = xs:boolean；Use=optiona；

Default=false ； 
相關標準  
內容 附屬於由原始來源中直接取得或迂迴取得的資料集的附加資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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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於由一個在適當的取得歷史中而來的資料集。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DateSupplied  

 Supplier 
 Rights 
 Statements  
 Description 

編者註  
 

13. Element 
DataSets/DataSet/DatasetDerivations/DatasetDerivation/DateSupplie
d  (資料提供) 

元素名稱 DateSupplied 
完整名稱 Date supplied
定義  
屬性／類型 xs:date 
相關標準 ITIS*ca draft metadata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4. ElementDataSets/DataSet/DatasetDerivations/DatasetDerivation/Sup

plier (資料集提供者) 
元素名稱 Supplier 
完整名稱 Supplier of the datas  
定義 資料集的提供者。 
屬性／類型 Contact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產生並)提供資料集的個人或組織。 
範例  
註解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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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素 參見 ContactType 元素。 
編者註  
 
15. ElementDataSets/DataSet/DatasetDerivations/DatasetDerivation/Righ

ts (資料集權限) 
元素名稱 Rights 
完整名稱 Dataset rights  
定義 法令相關和權限和所有權若不同於原始來源。 
屬性／類型 Rights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一個屬於算體資料集的聲明所有權和法令相關權限的集合元素。會

被藉由在 UnitDate 之下的說明所否認。 
範例  
註解 應永遠和 DBRights 一起被引用。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RightsType 元素。 

(TermsOfUse， SpecificRestrictions ，LegalOwner ，
CopyrightDeclaration， IPRDeclaration， RightsURL） 

編者註  
 
16. ElementDataSets/DataSet/DatasetDerivations/DatasetDerivation/State

ments(資料集說明) 
元素名稱 Statements 
完整名稱 Dataset statements  
定義 認證、不認證、信用，如果不同於原始來源。 
屬性／類型 Statements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信用或任政的說明集合元素。會被藉由在 UnitDate 之下的說明所否

認。 
範例  
註解 應永遠和 DBStatements 一起被引用。 
規則  
子元素  Acknowledgement  

 Disclaimer 
 LogoURL  
 StatementURL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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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lementDataSets/DataSet/DatasetDerivations/DatasetDerivation/Desc
ription (資料集描述) 

元素名稱 Description 
完整名稱 Dataset description 
定義 資料集的文字描述。 
屬性／類型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uage 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描述資料集的自由的文字說明。包含如說明關於有選擇性的信用或

使用於資料集創造中的簡短訂定。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8. Element DateSets／DateSet／Units (單元) 
元素名稱 Units     
完整名稱  
定義 一或多筆單一資料的集合。 
屬性／類型 UnitData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Unit 
編者註  

 
19. Element DataSets/DataSet/Units/Unit（單元） 
元素名稱 Unit   
定義 關於一筆資料(標本或觀察紀錄)的所有資訊的集合。 
類型／屬性 UnitData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一或多筆單一資料記錄的集合。

範例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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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參見 UnitDataType 元素。 
編者註  
 
20. complexType RightsType 
元素名稱 RightsType
定義 元素相關法定權限。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TermsOfUse  

 SpecificRestrictions  
 LegalOwner  
 CopyrightDeclaration  
 IPRDeclaration 
 RightsURL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RecordRights  
 DataSets/DataSet/DatasetDerivations/DatasetDerivation/Right

s 
 ImageType/ImageIPR 

 
21. Element RightsType/TermsOfUse (使用者名稱) 
元素名稱 TermsOfUse 
完整名稱 Terms of use  
定義 使用期限.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ITIS*ca draft metadata 
內容 使用期限。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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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lement RightsType/SpecificRestrictions (特殊限制) 
元素名稱 SpecificRestrictions 
完整名稱 Specific restrictions  
定義 存取或使用限制。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存取或使用限制。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3. Element RightsType/LegalOwner (法定使用者) 
元素名稱 LegalOwner 
完整名稱 Legal owner  
定義  
類型／屬性 Contact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法定所有者的聯絡細節。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Contact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24. Element RightsType/CopyrightDeclaration (版權所有者宣告) 
元素名稱 CopyrightDeclaration 
完整名稱 Declaration of copyright ownership  
定義 所有者的版權宣告 
類型／屬性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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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素  
編者註  
 
25. Element RightsType/IPRDeclaration (智慧財產權宣告) 
元素名稱 IPRDeclaration 
完整名稱 IPR declaration  
定義 智慧財產權宣告 
類型／屬性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智慧財產權宣告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6. Element RightsType/RightsURL (權限說明URL) 
元素名稱 RightsURL 
完整名稱 Rights statement URL
定義 文字說明法定權限之 URL。 
屬性／類型 xs:anyURI 
相關標準  
內容 文件聲明法定權限之 URL。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7. complexType ContactType 
元素名稱 ContactType 
定義 內容細節。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一個組織／或一個人的內容並提供地址、電話、e-mail地址漢url。

如果提供PersonName欄位，所有的內容細節應該相關於此人。如

果沒有提供PersonName欄位，這些資料應相關於Organisation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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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Organisation  

 PersonName  
 Role  
 Addresses  
 TelephoneNumbers  
 EmailAddresses  
 URLs 

使用元素  GatheringType/Project/Contact 
 RightsType/LegalOwner 
 DataSets/DataSet/DatasetDerivations/DatasetDerivation/Suppl

ier 
 

28. Element ContactType/Organisation (組織) 
元素名稱 Organisation 
完整名稱  
定義 所聯絡的組織。 
屬性／屬性 Organisation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Organisation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29. Element ContactType/PersonName (人名) 
元素名稱 PersonName 
完整名稱  
定義 所聯絡的人 
類型／屬性 PersonNam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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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參見 PersonName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30. Element ContactType/Role（角色） 
元素名稱 Role 
完整名稱  
定義 聯絡的人或組織的角色。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在接觸中的人或組織的角色的名稱。這個元素可被用來提供一個名

稱 
如”資料庫管理者”或”館長”當沒有個別的人是命名的。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1. Element ContactType/Addresses（地址） 
元素名稱 Addresses 
完整名稱  
定義 聯絡地址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個人或組織的地址。PreferredFlag 屬性是被用來指出更好的郵遞地

址。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Address 
編者註  
                   
32. Element ContactType/Addresses/Address（地址） 
元素名稱 Address 
完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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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聯絡地址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個人或組織的地址。 

PreferredFlag 屬性是被用來指出更好的郵遞地址。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3. Element ContactType/TelephoneNumbers（電話號碼） 
元素名稱 TelephoneNumbers 
完整名稱  
定義 電話和傳真號碼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個人或組織的電話或傳真號碼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TelephoneNumber 
編者註  
 
34. Element ContactType/TelephoneNumbers/TelephoneNumber（電話號

碼） 
元素名稱 TelephoneNumber 
完整名稱  
定義 電話或傳真號碼 
屬性／類型 TelephoneNumberType 

Name=PreferredFlag；Type=xs:Boolean 
Name=TelephoneType；Type=xs:NMTOKEN 

相關標準 NBN : element Contact_Number 
內容  
範例 +44 9876 543210 
註解 號碼應以 ITU 國際格式被提供("+CountryCode AreaCod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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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5. Element ContactType/EmailAddresses（電子郵件地址） 
元素名稱 EmailAddresses 
完整名稱  
定義 電子郵件位址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個人或組織的電子郵件位址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EmailAddress 
編者註  
 
36. Element ContactType/EmailAddresses/EmailAddress（電子郵件地址） 
元素名稱 EmailAddress 
完整名稱  
定義 聯絡的 E-mail 位址。 
類型／屬性 類型--extension of xs:token 

屬性--Name=PreferredFlag；Type=xs:boolean 
相關標準  
內容 可信的 e-mail 位址。 PreferredFlag 屬性是用來指出更好的 e-mail

位址。 
範例 any.person@any.org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7. Element ContactType/URLs 
元素名稱 URLs 
完整名稱  
定義 個人或組織的 URL。 
類型／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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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內容 個人或組織的電子郵件 URL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URL 
編者註  

 
38. Element ContactType/URL 
元素名稱 URL 
完整名稱  
定義 人或組織的 URL。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anyURI 

Name=PreferredFlag；Type=xs:boolea 
相關標準  
內容 個人或組織的公開可取得的 URL。 PreferredFlag 屬性是用來指出

主要的 URL。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9. complexType UnitDataType 
元素名稱 UnitDataType 
定義 所有單元資料層級的資料的元素。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UnitID  

 LastEditor 
 DateLastEdited  
 UnitIDNum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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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rdRights  
 UnitStatements  
 RecordBasis  
 NamedCollections  
 Identifications  
 UnitCollectionDomain 
 UnitStateDomain  
 UnitReferences  

使用元素 DataSets/DataSet/Units/Unit 
 
40.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ID(單元識別字) 
元素名稱 UnitID  
完整名稱 Unit Identifier 
定義 單筆記錄的唯一識別字 
類型／屬性 OpenIDType 
相關標準  HISPID 3: Accession Identifier (=UNIQUEID, = 

ACCESSIONID, = accid). 
 ITF 2: Accession Identifier (=accid). 
 BioCISE Model: Unit_ID. 
 NBN: Sample_KeyUnit key or Identifying number  
 Darwin Core 2: Catalog Number. 

內容 單筆記錄的唯一識別字，在資料集中是唯一的。應提供標本或標本

部件能被識別的關鍵。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41. Element UnitDataType/LastEditor (最近編輯者) 
元素名稱 LastEditor   
完整名稱  
定義 創造或最後編輯這筆記錄的人的名稱或標識。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BioCASE Collection Profile. 
內容 創造或最後編輯這筆記錄的人的名稱或標識。 
範例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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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42. Element UnitDataType/DateLastEdited (資料最後編輯日) 
元素名稱 DateLastEdited 
完整名稱 Date last edited 
定義 創造或最後更改這筆紀錄的日期。 
類型／屬性  HISPID 3: -. 

 ITF 2: -. 
 Darwin Core 2: Catalog Number 

相關標準  
內容 指示最後更改紀錄的簡單日期。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43.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IDNumeric (單元 ID 號碼) 
元素名稱 UnitIDNumeric  
完整名稱  
定義 數字編目號碼 
類型／屬性 xs:int 
相關標準  
內容 數字編目號碼 
範例  
註解 在資料所在之地，其允許以一個編目號碼的範圍來搜尋。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44. Element UnitDataType/RecordRights (紀錄權限) 
元素名稱 RecordRights   
完整名稱  
定義 屬於個別的紀錄的特殊權限及所有權。 
類型／屬性 Rights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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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內容 不同於個別的單筆紀錄的版權、IPR 和所有權，不同於它們在”資料

集”之下所優先採取的。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Rights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45.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Statements (單元說明) 
元素名稱 UnitStatements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個別單筆記錄的認證及不認可。

類型／屬性 Statements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關於個別單筆記錄的認證及不認可，不同於它們在”資料集”之下所優

先採取的。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Statements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46. Element UnitDataType/RecordBasis (紀錄基礎) 
元素名稱 RecordBasis  
完整名稱  
定義 表示紀錄所呈現的。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Basis of Record. 
內容 一個所寫或控制詞彙，指出紀錄所呈現的。 
範例  Observation 

 Living Organism 
 Specimen 
 Germplasm/seed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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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47. Element UnitDataType/NamedCollections (命名之採集) 
元素名稱 NamedCollections 
完整名稱  
定義 單筆記錄會屬於有特殊名稱的一個或數個採集或數個計畫。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NamedCollection 
編者註  

 
48. Element UnitDataType/NamedCollections/NamedCollection (已命名採

集) 
元素名稱 NamedCollection  
完整名稱  
定義 一個(子-)採集名稱或調查報告。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單筆記錄會屬於一或數個有特定名稱的採集或調查報告 
範例  Stanley-Lewis Bird's Egg Collection 

 National Clematis Collection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49. Element UnitDataType/Identifications (鑑定) 
元素名稱 Identification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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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History 
編者註  
 
50. Element UnitDataType/Identifications/Identification (鑑定) 
元素名稱 Identification  
完整名稱  
定義 屬性PreferredIdentificationFlag是指出現存的標識。因此在這裡，單

筆資料會有一個以上的名稱，幾個標識應被構成和標記為優先的。

類型／屬性 IdentificationType 
Name=PreferredIdentificationFlag；Type=xs=boolean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Identification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51. Element UnitDataType/Identifications/IdentificationHistory (鑑定史) 
元素名稱 IdentificationHistory  
完整名稱  
定義 當由標識或證明歷史(或其中的部分)是自由文字的檔案資料來源中

抓取出資料時有一個自由文字描述檔案供使用。在一般的情況中歷

史可被由由日期和參考優先的辨識標記所構成的簡短的識別事件所

組成藉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vhist.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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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 (單元採集範圍) 
元素名稱 UnitCollectionDomain 
完整名稱  
定義 採集類型和／或分類範圍-單一資料的標本子類型的集合。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HerbariumUnit  

 BotanicalGardenUnit  
 CultureCollectionUnit  
 MycologicalUnit  
 PalaeontologicalUnit  
 ZoologicalUnit 

編者註  
 
53.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HerbariumUnit (植物單

元資料) 
元素名稱 HerbariumUnit 
完整名稱  
定義 特定於植物標本的資料。(包括，真菌標本) 
類型／屬性 HerbariumUnit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HerbariumUnit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54.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BotanicalGardenUnit  

(植物園單元) 
元素名稱 BotanicalGardenUnit 
完整名稱 Botanical garden unit
定義 特別用於植物採集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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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屬性 BotanicalGardenUnitType 
相關標準  HISPID 3: n/a 

 ITF 2: Accession data (group).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BotanicalGardenUnit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55.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CultureCollectionUnit 

(栽培採集單元) 
元素名稱 CultureCollectionUnit  
完整名稱  
定義 特別針對微生物以及相似的組織培養方式 
類型／屬性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56.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MycologicalUnit (真菌學

單元) 
元素名稱 MycologicalUnit  
完整名稱  
定義 針對真菌學和地衣學單元的資料。 
類型／屬性 MycologicalUnit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MycologicalUnit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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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PalaeontologicalUnit 

(古生物學單元) 
元素名稱 PalaeontologicalUnit  
完整名稱  
定義 針對古生物學單元的資料。 
類型／屬性 PalaeontologicalUnit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PalaeontologicalUnit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58.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ZoologicalUnit (動物學

單元) 
元素名稱 ZoologicalUnit  
完整名稱  
定義 針對動物學單元的資料 
類型／屬性 ZoologicalUnit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ZoologicalUnit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59.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 (單元狀態範圍) 
元素名稱 UnitStateDomain  
完整名稱  
定義 單筆資料的實際狀態-種類子類型之集合。 
類型／屬

性 
 

相關標準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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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ecimenUnit  

 ObservationUnit 
編者註  
 
60.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 (標本單元) 
元素名稱 SpecimenUnit  
完整名稱  
定義 一個單一資料的子類型包含針對標本的資料元素。 
類型／屬

性 
 

相關標準  
內容 一個單一資料的子類型包含針對實體的標本的資料元素。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Acquisition  

 Accessions  
 UnitPreparation 
 SpecimenUnitPart  
 Specime 
 nUnitMarks  
 SpecimenUnitHistory 
 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s 

編者註  
 
61.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Acquisition 

(取得) 
元素名稱 Acquisition  
完整名稱  
定義 取得日期，來源和類型。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取得日期，來源和類型。 
範例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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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AcquisitionDate  

 AcquisitionSourceText  
 AcquisitionType 

編者註  
 
62.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Acquisition/Ac

quisitionDate (取得日期) 
元素名稱 AcquisitionDate  
完整名稱  
定義 標本被機構取得的日期的文字的說明。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標本被機構取得的日期的文字的說明。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63.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Acquisition/Ac

quisitionSourceText (取得來源說明) 
元素名稱 AcquisitionSourceText   
完整名稱  
定義 非正式紀錄的取得細節的自由文字描述欄位。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AltTextType 

Name=Language；Typr=xs:language   
相關標準 ITF 2: Donor (=don)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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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Acquisition/Ac
quisitionType (取得類型) 

元素名稱 Acquisition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取得的類型。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r=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取得的類型。 
範例  Bequest 

 Purchase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65.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Accessions

（登錄） 
元素名稱 Accessions  
完整名稱  
定義 增加細節。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增加細節。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AccessionDate  

 AccessionSourceText  
 AccessionType 

編者註  
 
66.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Accessions/A

ccessionDate（登錄日期） 
元素名稱 AccessionDate   
完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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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增加被登錄的日期的文字描述。.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BioCISE Model: AccDate 
內容 一個增加被紀錄到增加登記時的日期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67.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Accessions/A

ccessionCatalogue (增加目錄) 
元素名稱 AccessionCatalogue  
完整名稱  
定義 增加目錄或包含 SpecimenUnit 的編號架構的一個增加的識別字。

類型／屬性 OpenID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增加目錄或包含 SpecimenUnit 的編號架構的一個增加的識別字。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68.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Accessions/A

ccessionNumber (增加號) 
元素名稱 AccessionNumber  
完整名稱  
定義 用於增加和紀錄增加登記的一個機構號碼。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BioCISE Model: AccCode_Pk. 
內容 用於增加和紀錄增加登記的一個機構號碼。 
範例 BRSMG:1999/1209. 

有助於連結細目(數個增加會共用一個增加號)。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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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69.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UnitPreparatio

n (單元備製) 
元素名稱 UnitPreparation   
定義 標本備製細節。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標本備製細節。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PreparationType  

 PreparationProcess  
 PreparationMaterials 

編者註  
 
70.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UnitPreparatio

n/PreparationType(備製類型) 
元素名稱 Preparation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備製類型的描述。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r=xs:languag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Preparation Type 
內容  
範例  Skin 

 Slide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71.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UnitPreparatio

n/PreparationProcess (備製過程) 
元素名稱 PreparationProcess   
完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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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用來備製標本的過程。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r=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用來備製標本的過程。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72.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UnitPreparatio

n/PreparationMaterials (備製物質) 
元素名稱 PreparationMaterials   
完整名稱  
定義 用來備製標本的物質和化學物。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用來備製標本的物質和化學物。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73.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Part (標
本單元部分) 

元素名稱 SpecimenUnitPart   
完整名稱  
定義 這個標本的部分生物表現。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LNHM: specimen part 
內容 這個標本的部分生物表現。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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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74.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Marks (標本單元標記) 
元素名稱 SpecimenUnitMark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標籤附屬的文字描述或相關於單元資料的，或是直接覆蓋在上面的

撰寫或其他刻印文字。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SpecimenUnitMark 
編者註  
 
75.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Marks/SpecimenUnitMark (標本標記) 
元素名稱 SpecimenUnitMark   
完整名稱  
定義 標籤文字、撰寫或刻印。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LNHM. 
內容 標籤附屬的文字描述或相關於單元資料的，或是直接覆蓋在上面的

撰寫或其他刻印文字。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MarkType  

 MarkText  
 PositionOnObject  
 MarkAuthor  
 Mark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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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76.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Marks/SpecimenUnitMark/MarkType (標記類型) 
元素名稱 Mark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標籤或刻印文字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r=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77.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Marks/SpecimenUnitMark/MarkText (標記文字) 
元素名稱 MarkText  
完整名稱  
定義 一個刻印文字的文字描述。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78.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Marks/SpecimenUnitMark/PositionOnObject (物件位置) 
元素名稱 PositionOnObject  
完整名稱  
定義 刻印文字、轉寫或標記的位置。 
類型／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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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內容 刻印文字、轉寫或標記的位置。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79.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Marks/SpecimenUnitMark/MarkAuthor (物件作者) 
元素名稱 MarkAuthor  
完整名稱  
定義 製作此標籤、撰寫或刻印文字的個人名稱。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製作此標籤、鑽寫或刻印文字的個人名稱。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80.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Marks/SpecimenUnitMark/MarkComment 
元素名稱 MarkComment  (標記評註) 
完整名稱  
定義 標記文字的摘要、說明或意見。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r=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標記文字的摘要、說明或意見。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81.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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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標本單元歷史) 
元素名稱 SpecimenUnitHistory   
定義 先前的單元資料的外包裝。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PreviousUnit 
編者註  
 
82.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History/PreviousUnit (先前的單元資料) 
元素名稱 PreviousUnit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peviousUnitID  

 PreviousCollectionName  
 Date  
 Comment 

編者註  
 

83.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History/PreviousUnit/PreviousUnitID (先前的單元資料 ID) 

元素名稱 PreviousUnitID  
完整名稱  
定義 標本在先前收藏的識別字。 
類型／屬性 OpenIDType 
相關標準  BioCISE Model: Unit_ID. 

 ITF-2: Donor's Accession Identifier (=do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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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N: Sample_KeyUnit key or Identifying number - can be 
multiple. 
 Darwin Core 2: Previous Catalog Number. 

內容 標本在先前收藏的識別字。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84.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History/PreviousUnit/PreviousCollectionName  (先前收藏名) 
元素名稱 PreviousCollectionNAme 
完整名稱  
定義 之前收藏此標本者的名稱。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之前收藏此標本者的名稱。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85.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History/PreviousUnit/Date (日期) 
元素名稱 Date  
定義 標本保留在先前藏地的日期。 
類型／屬性 DateTimeType 
相關標準  NBN: vaguedatestart, vaguedateend 及 vaguedatetype 
內容 標本保留在先前藏地的日期。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DateTime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86.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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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PreviousUnit/Comment (評註) 
元素名稱 Comment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這個標本在其先前藏地的任何其他資料。 
類型／屬性 類型--extension of xs:string 

屬性--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關於這個標本在其先前藏地的任何其他資料。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87.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 (特定命名方式) 
元素名稱 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s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 
編者註  
 
88.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 (特定命名類型) 
元素名稱 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   
完整名稱  
定義 標本狀態類型的資訊。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標本狀態類型的資訊。 
範例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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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TypifiedName  

 NomenclaturalReference 
 TypeStatus  
 CodeAssessment 
 DoubtfulFlag  
 Verifier 
 VerificationDate  
 VerificationNotes 

編者註  
 
89.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TypifiedName (標
準化名稱) 

元素名稱 TypifiedName  
完整名稱  
定義 以標本為基礎的名稱。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basnam. 

 TLR. 
內容 以標本為基礎的名稱。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90.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NomenclaturalRef
erence(命名法參考資料) 

元素名稱 NomenclaturalReference   
完整名稱  
定義 已出版的參考資料。 
類型／屬性 Referenc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已出版的參考資料。 
範例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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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 ReferenceCitation 

• ReferenceDetail 
• URL 

編者註  
 
91.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TypeStatus (類型

狀態) 
元素名稱 TypeStatus   
完整名稱  
定義 表示狀態的完整詞彙。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Type Status 
內容 表示狀態的完整詞彙。 
範例  Holotype 

 Isolectotype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92.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CodeAssessment 
(代碼評估) 

元素名稱 CodeAssessment  
完整名稱  
定義 表示是否類形的代碼是被保護或拒絕／不顯示或是建議保存或不顯

示／拒絕。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表示是否類形的代碼是被保護或拒絕／不顯示或是建議保存或不顯

示／拒絕。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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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93.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DoubtfulFlag (懷
疑標籤) 

元素名稱 DoubtfulFlag 
完整名稱  
定義 表示未經證實的類型狀態(種類及事實)。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表示未經證實的類型狀態(種類及事實)。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94.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Verifier (驗證者) 
元素名稱 Verifier  
完整名稱  
定義 分配或證實標本的類型狀態者。 
類型／屬性 PersonNam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分配或證實標本的類型狀態者。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PersonName 

 SortPersonName 
編者註  
 
95.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VerificationDate 
(驗證日期) 

元素名稱 VerificationDate  
完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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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驗證的日期。 
類型／屬性 xs:date 
相關標準  
內容 驗證的日期。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96.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VerificationNotes 
(驗證註記) 

元素名稱 VerificationNotes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驗證過程的其他資訊。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關於驗證過程的其他資訊。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97.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ObservationUnit (觀察單元) 
元素名稱 ObservationUnit  
完整名稱  
定義 針對觀察(紀錄)單筆資料的資料元素。 
類型／屬

性 
 

相關標準  
內容 一個包含針對觀察(紀錄)單筆資料的資料元素的單筆資料子類型。 
範例  
註解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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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素  ObservationMethod  
 ObservationUnitIdentifiers 

編者註  
 
98.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ObservationUnit/Observation

Method  (觀察方式) 
元素名稱 ObservationMethod  
完整名稱  
定義 觀察的方式。 
類型／屬性 Lookup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觀察的方式。 
範例  Quadrat 

 Transect 
 mist net 
 timed count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Lookup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99.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ObservationUnit/Observation

UnitIdentifiers (觀察單元資料識別字) 
元素名稱 ObservationUnitIdentifier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ObservationUnitIdentifier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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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lement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ObservationUnit/Observation
UnitIdentifiers/ObservationUnitIdentifier  (觀察單元識別字) 

元素名稱 ObservationUnitIdentifier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一個觀察紀錄的號碼或其他登錄標記。PreferredFlag 的屬性。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PreferredFlag Type=xs:string Use=optional； 
Name=Type Type= xs:string  Use= optional／optional 

相關標準  
內容 關於一個觀察紀錄的號碼或其他登錄標記。PreferredFlag 的屬性。

範例  field observer numbers 
  quadrat numbers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01.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References (單元參考) 
元素名稱 UnitReferences  
完整名稱  
定義 連結到這筆資料之已出版的參考資訊。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UnitReference 
編者註  
 
102.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References/UnitReference (單元資料參考) 
元素名稱 UnitReference  
完整名稱  
定義 連結到這個單筆資料的已出版的參考資料。 
類型／屬性 Referenc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已出版的引證的參考或其他連結這筆單一資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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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Reference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103.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DigitalImages (單元數位影像) 
元素名稱 UnitDigitalImages   
完整名稱  
定義 單筆資料之影像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UnitDigitalImage 
編者註  
 
104.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DigitalImages/UnitDigitalImage (單元資料

數位影像) 
元素名稱 UnitDigitalmage   
完整名稱  
定義 原始資料的屬性。包括可取得的影像。 
類型／屬

性 
Imag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這筆單一資料的電子影像。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Image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105.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Associations (單元相關) 
元素名稱 UnitAssociations  
完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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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資料集中該筆資料與其他單筆資料之關係。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UnitAssociation 
編者註  
 
106.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Associations/UnitAssociation (單元相關) 
元素名稱 UnitAssociation  
定義 一個複合的關係或相關 
類型／屬

性 
UnitAssociationTyp 

相關標準  
內容 和其在在這個資料集中的單一資料的灣繫或相關。 
範例  host/parasite relationships 

 parental relationships 
 observed pollinators 
 substrate 

註解  
規則 必須是在整個資料集中的另外一個單一資料。 
子元素 參見 UnitAssociationTyp 元素。 
編者註  
 
107.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Assemblages (單元集合) 
元素名稱 UnitAssemblage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UnitAssemb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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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108.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Assemblages/UnitAssemblage (單元集合) 
元素名稱 UnitAssemblage  
完整名稱  
定義 一個單元資料集合控制在數筆單元資料間的相對關係。 
類型／屬

性 
UnitAssemblag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一個單元資料集合控制在數筆單元資料間的相對關係。 
範例  herd of animals 

 batches of specimens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UnitAssemblage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109. Element UnitDataType/Gathering  (採集) 
元素名稱 Gathering 
完整名稱  
定義 採集事件、採集者和地點細節。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Gathering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Gathering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110. Element UnitDataType/CollectorsFieldNumber (採集地的檔案編號) 
元素名稱 CollectorsFieldNumber 
完整名稱 Collector's field number  
定義 採集者所給予單一紀錄的一組號碼。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Collector Number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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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11.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Measurements  (單元測量) 
元素名稱 UnitMeasurements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單筆資料的數量和其他測量法。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UnitMeasurement 
編者註  
 
112.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Measurements/UnitMeasurement (單元資

料管理) 
元素名稱 UnitMeasurement  
定義 能被用來儲存任何種類的數據或管理相關於單一資料的一般目的管

理元素。 
類型／屬

性 
MeasurementType 

相關標準  NBN: Taxon_Data 
 Darwin Core 2: Individual Count 

內容 能被用來儲存任何種類的數據或管理相關於單一資料的一般目的管

理元素。 
範例  length of bill 

 number of eggs 
 weight 
 Ph 
 specific gravity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a batch, such as males, females, 

juveniles, total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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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參見 MeasurementType 元素。 
編者註  
 
113.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Facts (單元事實) 
元素名稱 UnitFacts   
定義 關於種類或單元的事實之自由文字描述。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UnitFact 
編者註  
 
114.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Facts/UnitFact  (單元事實) 
元素名稱 UnitFact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標本或單筆資料的自由文字事實描述。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任何關於標本或單筆資料的自由文字事實描述的數字。 
範例  comments on the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specimen 

 curatorial notes about the preservation state 
 reference to the existence of field notes not captured in the 

database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FactType 

 FactText 
 DateEntered  
 AddedBy  
 Reference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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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Facts/UnitFact/FactType (事實類型) 
元素名稱 FactType   
定義 類別名稱 
類型／屬

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類別名稱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16.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Facts/UnitFact/FactText (事實文字描述) 
元素名稱 FactText   
完整名稱  
定義 事實的文字描述 
類型／屬

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事實的文字描述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17.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Facts/UnitFact/DateEntered (輸入日期) 
元素名稱 DateEntered  
定義 事實的文字描述增入的日期。 
類型／屬性 xs:date 
相關標準  
內容 事實的文字描述增入的日期。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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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118.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Facts/UnitFact/AddedBy (增加者) 
元素名稱 AddedBy   
完整名稱  
定義 增加事件者之人名。 
類型／屬

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增加事件者之人名。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19.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Facts/UnitFact/Reference (參考資料) 
元素名稱 Reference   
完整名稱  
定義 該事實的已出版的參考資料。 
類型／屬性 Referenc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該事實的已出版的參考資料。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ReferenceType 元素。 
編者註  
 
120. Element UnitDataType/UnitDescription (單元描述) 
元素名稱 UnitDescription  
完整名稱  
定義 單一資料的自由文字描述。不適合任何欄位的註記。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LNHM: free text description of a specimen or similar 'Unit 

 Darwin Core 2: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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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21. complexType StatementsType 
元素名稱 StatementsType 
類型／屬性  
定義 表示認可或不認可。 
相關標準  
內容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Acknowledgement 

 Disclaimer 
 LogoURL  
 StatementURL 

使用元素  DataSets/DataSet/DatasetDerivations/DatasetDerivation/State
ments 

 UnitDataType/UnitStatements 
 
122. Element StatementsType/Acknowledgement (認證) 
元素名稱 Acknowledgement 
完整名稱 Acknowledgement   
定義 其他團體的貢獻之文字認證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其他團體的貢獻之文字認證。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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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lement StatementsType/Disclaimer (不認可) 
元素名稱 Disclaimer 
完整名稱 Disclaimer 
定義 資料品質的否認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資料品質的否認。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24. Element StatementsType/LogoURL (標誌 URL) 
元素名稱 LogoURL 
完整名稱 Logo URL  
定義 標幟影像的 URL 
類型／屬性 xs:anyURI 
相關標準  
內容 能給予一個在數個資料庫中的資料產生來源快速的視覺標識之條目

或所有組織之標幟影像的 URL。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25. Element StatementsType/StatementURL (說明 URL) 
元素名稱 StatementURL  
完整名稱 Statement URL 
定義 說明文字之 URL。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說明文件的 URL。 
範例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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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26. simpleTypeAltTextType 
元素名稱 AltTextType 
類型／屬性 Xs=string 
定義 在相同節點(在對照到共通等)之下的資料的二擇一的自由文字描

述。 
子元素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Acquisition/Acq

uisitionSourceTex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BiotopeData/BiotopeText  
 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Text 
 StratigraphyType/StratigraphyText 

編者註 在這個類型背後的想法是，他事實上和個別細項資料的有一個”屬
於”關係。其表現可以是任何其他的 xs:string。 

 
127. simpleTypeGenusType 
元素名稱 GenusType 
定義 一個在細菌學、植物學、病毒學和或動物學科的屬名。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更改名稱至屬名；增加複合規則；並為任何特別不同的 ICxN 編輯關

於適用的備註到所有的代碼和策略。 
規則 第一個描述必須是大寫字母[A-Z]，後面接小寫字形[a-z]+；部能包含

任何空格、-、區別標誌的字母等。 
子元素  
使用元素  NameBacterialType/Genus 

 NameBotanicalType/Genus 
 NameZoologicalType/Genus  
 NameViralType/Genus 
 NameBacterialType/Subgenus 
 NameZoologicalType/Subgenus 

編者註 以上的規則應適用於所有的屬名代碼；如果發現有例外，限制的改

變應該另外說明。 

 52



後設資料工作組 製  2003／06／02   

 
128. simpleType EpithetType 
元素名稱 EpithetType 
定義 根據細菌學、植物學、病毒學和或動物學科下的屬名的名稱元素。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使用元素  NameBotanicalType/FirstEpithet 

 NameBotanicalType/SecondEpithet 
 NameBacterialType/SpeciesEpithet  
 NameZoologicalType/SpeciesEpithet  
 NameBacterialType/SubspeciesEpithet  
 NameZoologicalType/SubspeciesEpithet 

編者註  
 
129. simpleType HybridFlagType 
元素名稱 HybridFlagType 
定義 一個附的或新增的符號表示一個植物學中的混種的或 draft 

chimaera。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使用元素  NameBotanicalType/HybridFlag 
編者註  
 
130. simpleType InstitutionCodeType 
元素名稱 InstitutionCodeType 
定義 一個組織特定的縮寫。 
類型／屬性 xs: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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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使用元素  DataSets/DataSet/OriginalSource/SourceInstitutionCode 
編者註  
 
131. simpleType RankType 
元素名稱 RankType 
定義 一個分類層級或他的縮寫。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Division, Phylum, Subphylum, Superclass, Class, Subclass, 

Order, Family, Genus, Species, Subspecies, Variety, Form。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使用元素  NameBotanicalType/Rank； 

 attribute-HigherTaxonType/@TaxonRank 
編者註  
 
132. simpleType RoleType 
元素名稱 RoleType 
定義 代理者的角色。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使用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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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simpleType OpenIDType 
元素名稱 OpenIDType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使用元素  UnitAssociationType/AssociatedUnitID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Accessions/Ac
cessionCatalogue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H
istory/PreviousUnit/PreviousUinitID 

 UnitDataType/UnitID 
編者註  
 
134. simpleType SystemIDType 
元素名稱 SystemIDType 
定義 系統使用之控制識別字。 
類型／屬性 xs:NCNam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使用元素  
編者註  
 
135. complexType OrganisationType 
元素名稱 OrganisationType 
定義 Organisation name and codes 

原始名稱和代碼。 
子元素  OrganisationName 

 Organisation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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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元素  AgentType/Organization 
 ContactType/Organization 

 
136. Element OrganisationType/OrganisationName (組織名) 
元素名稱 OrganisationName  
完整名稱  
定義 組織全名。 
類型／屬

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組織全名。 
範例 Taxonomic Database Working Group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37. Element OrganisationType/OrganisationCodes (組織代碼) 
元素名稱 OrganisationCode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

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OrganisationCode 
編者註  
 
138. Element OrganisationType/OrganisationCodes/OrganisationCode (組

織代碼) 
元素名稱 OrganisationCode  
完整名稱  
定義 組織的縮寫或短詞。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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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PreferredFlag ；Type=xs:boolean 
相關標準  參照 Darwin Core 2: Institution Code 
內容 使用上必須參考規定中之代碼。PreferredFlag 表示較優先採用(如，

官方或標準)的代碼。 
範例 TDWG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39. complexType PersonNameType 
元素名稱 PersonNameType 
定義 個人的人名。 
內容 DisplayPersonName 元素應包含一個般使用的名稱。 

SortPersonName 元素應被歸至一個最適當的種類。  
子元素  PersonName 

 SortPersonName 
使用元素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er/IdentifierPersonName  

 AgentType/Person 
 ContactType/PersonName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ian/SpecimenUni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s/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Verifier 
 
140. Element PersonNameType/PersonName (人名) 
元素名稱 PersonName  
完整名稱  
定義 優先顯示的人名。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一般使用的人名、會包含頭銜。 
範例  Professor James Hundredwidth 

 Aylstone T. McTrace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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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Element PersonNameType/SortPersonName (第二人名) 
元素名稱 SortPersonName  
完整名稱  
定義 為分類所使用的姓名的標準化格式。 
類型／屬

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以一定的格式著錄名稱以適合依字母分類。 
範例  Hundredwidth, James 

 McTrace, Aylstone T 
註解  
規則 姓在前並以逗號區隔，一個空白建之後再加上名或頭銜以空白鍵分

開。 
子元素  
編者註  
 
142. complexType TelephoneNumberType 
元素名稱 TelephoneNumberType 
定義 電話或傳真號碼。 
類型／屬性 Name=PreferredFlag Type=xs:Boolean Default=false ； 

Name=TelephoneType Type=xs:NMTOKEN  Default = Voice 
相關標準 NBN : element Contact_Number. 
註解 增加到相關的傳真或電話元素和一個可重複和較完整的架構，其元

素屬性 TelephoneType 是允許選擇"Phone", "Fax" 和 "Mobile"。
PreferredFlag 屬性是用來當有多個號碼被提供時，標識一個較優先

的選擇。TelephoneConstraint 元素可用來允許號碼使用的額外的評

註。 
子元素  Number  

 UsageNotes 
 
143. Element TelephoneNumberType/Number 
元素名稱 Number 
定義 以國際標準格式著錄的完整號碼。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NBN: Number. 
內容 號碼應該以 ITU Recommendation E.164 國際標準格式著錄。

("+CountryCode AreaCode Number") 
範例 +44 9876 54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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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44. Element TelephoneNumberType/UsageNotes 
元素名稱 UsageNotes 
定義 使用如"weekdays only" 或 "home number"的限制的任意文字。 
類型／屬

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NBN: Constraints 
內容 Free text 
範例  Weekdays only 

 Home number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45. complexType IdentificationType (鑑定類型) 
元素名稱 IdentificationType  
定義 對於具有適當的後設資料的單元資料的適合的一個分類名稱(或架

構)。 
類型／屬性 屬性--Name=PreferredIdentificationFlag；Type=xs:boolean  ；

Use=optional ；Default=false 
相關標準 HISPID, DarwinCore 
內容 一個對具有關於鍵定的合適的設資料之單一資料(標本、觀察…等) 

支援名稱(或架構)完整的類型。也可用” Determination”。 
範例  
註解 參見部件的元素。 
規則 一個”鑑定”必須包含一個”分類標識”。至少這個類型的一個例子應該

被標明出優先的標識。一個以上的標是可被定出優先順序，但僅是

因為相同的分類在兩個名法的編碼之下有一個可信的名稱。 
子元素  TaxonIdentified 

  Identifier 
  IdentificationDate 
  IdentificationReference 
  Identification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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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TaxonIdentified”應被稱為”TaxonomicIdentification”?而” 

TaxonomicIdentificationType”一類型呢?? 
 
146. Element IdentificationType/TaxonIdentified (類別鑑定) 
元素名稱 TaxonIdentified  
完整名稱  
定義 在單元資料(或不包括”non”)的鑑定中類別(概念)或分類名稱。 
類型／屬性 TaxonIdentified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TaxonIdentified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147. Element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er (鑑定者) 
元素名稱 Identifier  
完整名稱  
定義 進行鑑定的人、人的群組或組織。 
類型／屬

性 
 

相關標準 HISPID4: vnam; NBN: determiner.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IdentifierPersonName  

 Organization  
 IdentificationSource 

編者註  
 
148. Element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er/IdentifierPersonName (鑑定者姓

名) 
元素名稱 IdentifierPersonName  
完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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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鑑定者姓名部分的細部資料。 
類型／屬性 PersonNam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Workshop 1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PersonNameType 元素。 
編者註  
 
149. Element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er/Organization  (組織) 
元素名稱 Organization 
完整名稱  
定義 鑑定者所屬的組織，或擔任鑑定者的組織(機構)。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50. Element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er/IdentificationSource (鑑定資源) 
元素名稱 IdentificationSource  
完整名稱  
定義 鑑定者用來從事鑑定的參考資料 
類型／屬性 Referenc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ReferenceType 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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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Element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cationDate (鑑定日期) 
元素名稱 IdentificationDate  
完整名稱  
定義 進行鑑定的日期 
類型／屬

性 
DateTimeType 

相關標準  HISPID4 : vdat and  texvdat are included 
 NBN: determination_date (vague date ) 
 Darwin Core 2 fields: YearIdentified, MonthIdentified,  

DayIdentified 
內容  
範例  1985-07-14 

 July 14 
 July 14, 1985 
 July 14, 1985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參考一般使用的”DateType”。鑑定日期通常是未知的 (隨選元素)，

或不完全清楚的。缺漏的資訊降低資料的準確度；如只知道年份或

年份及月份。有時鑑定日期是由研究者參訪或借題時間長短來推斷

的。 
子元素 參見 DateTimeType 元素。 
編者註 我們幾乎不需要” IdentificationDate”來支援呈現在”DateTimeType:

日期時間的完整系列的元素。難以想像一個實際案例中一日中的時

間對於一個”鑑定”會是恰當的。如果年份是未知的。簡單的文字敘述

將提供唯一的功能需求—人們可讀的現有資訊。(每年循環回覆及儲

存的，當我們要以”CollectionDate”一起支援，在案例中是不恰當的。)
一個單一的 ISO 8601 日期碼，伴隨著和一

個”IdentificationDateAltText”是足以函蓋這個架構中的所有需求-- 
Blum,2002-12-10 

 
152. Element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cationReference (鑑定參考) 
元素名稱 IdentificationReference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

性 
ReferenceType 

相關標準  HISPID4: vlit. 
 NB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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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提供鑑定者分類鑑定基礎的一個參考(如，一篇文章、專題論文或一

個 pers. comm.)。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ReferenceCitation 

 ReferenceDetail  
 URL 

編者註 論點一：我（編者）想 IdentificationReference 和 IdentificationSource
應該有修正後的名稱與語意。原始資料應該參引至識別資料所紀錄

之處，當”參考資料”參引至被使用於決定結果的發表文獻，但卻不包

括識別資料時。論點二：當有些東西慣例是 IdentificationReference
時，是否我們應該建議要紀錄”field tag”和”determination slip”。在我

（編者）的經驗中，在典型的案例中（例 det.slip, field tag），
IdentificationReference 並不被紀錄。只有在當參考資料是一個發表

作品，且當標本的識別特性是該發表文獻中的明顯特徵時，該參考

資料才會被紀錄。在材料檢視區中簡單地條列並不足以顯著來保證

登錄一個特別 IdentificationSource 紀錄的努力。在材料檢視區中簡

單地條列可保證紀錄單位的一般性書目引述。 
 
153. Element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cationNotes  (鑑定備註) 
元素名稱 IdentificationNotes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鑑定的補充的論述。 
類型／屬

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 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HISPID4: idcom 
 NBN: Comme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54. complexType ReferenceType 
元素名稱 ReferenceType 
定義 已出版的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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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ReferenceCitation  

 ReferenceDetail  
 URL 

使用元素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cationReference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er/IdentificationSource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int/Nomenclatural

TypeDesignation/NomenclaturalTypeDesignation/NomenClatu
ralReference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References/Reference 
 UnitDataType/UnitFacts/UnitFact/Reference 
 UnitDataType/UnitReferences/UnitReference 

編者註  
 
155. Element ReferenceType/ReferenceCitation (參考引用) 
元素名稱 ReferenceCitation  
完整名稱 Reference citation  
定義 文章或電子出版品的一般引用。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文章或電子出版品的一般引用。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需要決定是否應採用特殊的標準-如 Council of Biology Editors(生物

出版協會)之 the NLM Internet extensions 第六版？ 
 
156. Element ReferenceType/ReferenceDetail (參考細節) 
元素名稱 ReferenceDetail 
完整名稱 Reference detail  
定義 參考資料中的特定頁面、圖表或圖片號碼。 
類型／屬性 xs: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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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內容 參考資料中的特定頁面、圖表或圖片號碼。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57. Element ReferenceType/URL 
元素名稱 URL 
完整名稱 URL 
定義 文件電子資源之 URL 路徑。 
類型／屬性 xs:anyURI 
相關標準  
內容 文件電子資源之 URL 路徑。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58. complexType DateTimeType (採集日期及時間) 
元素名稱 DateTimeType 
完整名稱 Gathering date and time  
定義 事件或活動的時間。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HISPID4: cdat 

 NBN: vaguedatestart, vaguedateend and vaguedatetype, 
NBN: Survey_Event_Date (3 part vague date). 
 BioCASE Model:  GDate 

內容  
範例  1985-07-14 

 July 14 
 July 14, 1985 
 July 14, 1985 

註解  開始和結束日時間(如 Darwin Core 2 所建議的)為一個包含在

ISO 標準(ISO8601)時間格式的時期並能被藉由重複日期元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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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詳細的讀出。 
 能成為範例一個時期或向一個模糊日期的修飾語(=HISPID4: 

cdat)作為一個附加的更精細的說明再一個觀察的事件時期間的

元素組(=cdat2 in part)。 
 Dates可被重複並以不同格式表示於每個可使用的元素中以容易

修飾。 
規則  
子元素  ISODate 

 DateText 
 DayNumber 
 TimeOfDay 
 Calendar 

使用元素  GatheringType/GatheringDateTime 
 IdentificationType/IdentificationDate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SpecimenUnit/SpecimenUnitHi

story/PreviousUnit/Date 
編者註  
 
159. Element DateTimeType/ISODate 
元素名稱 ISODate 
完整名稱 ISO Date 
定義 ISO 標準架構格式中之日期。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ISO Standard 8601:1988 

 HISPID 
 ITF  

內容 此組元素將幾乎永遠的被由範例中獨立展現。DateText 文件可用於

廣義的或含糊資料的逐字紀錄的資料資訊。 
範例  1925-02-21 

 1925-02 
 1925 
 1925-02-21/1925-02-28 
 1940/1945 

註解   
規則  此組元素是在以由年-月-日順序的數值的架構來呈現日期，以連

字號來區隔年-月-日中的部分的日期是可接受的。 
 年份是表示成四位號碼，若有必要可於左側填”0”。 
 年份是以 2 位數表示碼，若有必要可於左側填”0”，範圍是 0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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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之間。 
 月份的日期是以 2 位數表示碼，若有必要可於左側填”0”，範圍是

01 和 28、29、30 和 31 之間。依靠在月份之上。 
 日期的範圍展示在有兩個以歷史順序的條件之下，以一個斜線”

／”分開。 
 ISO 標準能在一個單一的文件中說明日期範圍。 
  通常藉由循環此組元素來表示相同的目的。 
 年份必須被以 4 個數字展現以避免在世紀間混淆。月和日的值則

在兩位數的左側填”0”以使機器可讀。 
 此組元素可重複以允許多個時期的日期資料。 
 在西元 0000 年前和相似日期的例子的期間可被紀錄於此組元素

的 DateText 文件中。 
 且這個施行會到導致在兩個不同的日期間有意義不明確的可能。

子元素  
編者註  
 
160. Element DateTimeType/DateText (日期文字) 
元素名稱 DateText 
完整名稱 Date text 
定義 文字格式的日期。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ABIS 

  ITF 
內容  在一個事件或行動發生的日期的文字版本，使用於當日期是不嚴

謹的，模糊的或不合乎標準結構的格式時。 
 字母順序混合實例及整數，自由文字描述。 

範例  25 [?] 1925 
 3/9/45 [ambiguous day month]</ 
 Spring 1912 
 Late 1800s 
 End of 19th Century 
 Mid 1978 
 Easter 1933 
 Post WW2 

註解  這個元素可能會太頻繁的使用，但當會日期被紀錄的不清楚時會

是有用的。例如可辨認月份及日期但不可辨認年代，這個欄位將

允許紀錄部分的說明資料。 
 這個欄位應該使用在當無法由所提供的資訊中創造一個標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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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資料格式時，或當在日期表現上的逐字紀錄是重要的時。 
 這個元素也會被用在當事件的日期、時間或時期模糊或不清楚時

並不以標準日期結構展呈現時。這個元素可被用來記錄廣義的資

料範圍即無法解決的意義不清的如不同的日／月訂定協議。

(如，US／Europe)   
 此組元素可重複以允許多個時期的日期資料。 
 在西元 0000 年前和相似日期的例子的期間可被紀錄於這個元素

中。 
 如果計畫或利用要求逐字呈現日期，這個元素可被使用於這個目

的，即使日期會一致於標準架構格式。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61. Element DateTimeType/DayNumber (羅馬日期號) 
元素名稱 DayNumber 
完整名稱 Julian Day Number  
定義 一年中的羅馬曆日期號碼。 
類型／屬性 xs:integer 
相關標準  ISO 8601 

 Darwin Core 2: Julian Day 
內容  
範例  
註解 羅馬曆日期號或是一年中是連續的日期。日的號碼起始於 1 月 1 日。

(即，一般年中 1 月 1 日是 DayNumber 1，12 月 31 I 是 DayNumber 
365，閏年則是 366。) 

規則 比對至 Darwin Core 2: Julian Day 
子元素  
編者註  
 
162. Element DateTimeType/TimeOfDay (日期之時間) 
元素名稱 TimeOfDate 
完整名稱 Time of day  
定義 從午夜開始的一日中的(小) 時間。 
類型／屬性 xs:tim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Time of Day 
內容 一日中的時間以 24 小時至來表示，自午夜的當地時間開始。 
範例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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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5 
註解 ISO Date Time Standard 8601 會被用在這份文件中，並也許會調整

為必須的。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ISO Date Time Standard 8601 會被用在這份文件中，並也許會調整

為必須的。 
 
163. Element DateTimeType/Calendar  (曆制) 
元素名稱 Calendar 
完整名稱 Calendar 
定義 日期的基礎(如，羅馬曆)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ISO 8601 
內容 這些日期或日期元素的基礎的曆制。 

 
範例  Gregorian 

 Julian 
 Arabic 
 Chinese 

註解 一個”羅馬曆”的內定值”是被允許的。大部分的資料庫使用羅馬曆日

期。 
規則 值應該是被廣泛識別的曆制。 
子元素  
編者註  這個欄位能能被由一個列舉的數所控制-允許值被檢查。 

 這個欄位的目的可能更適合被”曆制”屬性所提供於每一個相關

的資料元素；這可以預設成”羅馬曆”並被重複到其他適當的曆制。

 
164. omplexType LookupType 
元素名稱 Lookup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描述名詞。也許會由第三者於控制詞彙中維護。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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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Domain 

 Term 
 SourceName 
 SourceNameVersion 
 Comment 

使用元素  StratigraphyType/BiostratigraphicTerms/BiostratigraphicTerm 
 StratigraphyType/ChronstratigraphicTerms/Chronostratigraphic

Term  
 StratigraphyType/LithstratigraphicTerms/LithostratigraphicTerm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Features/SiteFeature 
 UnitDataType/UnitStateDomain/ObservationUnit/Observation

Method 
編者註  
 
165. Element LookupType/Domain  (範圍) 
元素名稱 Domain 
完整名稱  
定義 詞彙表單中的主要領域。 
類型／屬

性 
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詞彙表單中的主要領域。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66. Element LookupType/Term (名稱) 
元素名稱 Term  
完整名稱  
定義 描述性的名稱。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描述性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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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67. Element LookupType/SourceName (來源名稱) 
元素名稱 SourceName  
完整名稱  
定義 如果這個名稱已經被加入一個名稱表單或辭典，其名稱紀錄於此。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如果這個名稱已經被加入一個名稱表單或辭典，其名稱紀錄於此。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68. Element LookupType/SourceNameVersion  (來源版本) 
元素名稱 SourceNameVersion 
完整名稱  
定義 其收錄該名稱名稱表單或辭典的版本資料。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其收錄該名稱名稱表單或辭典的版本資料。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69. Element LookupType/Comment  (評註) 
元素名稱 Comment 
完整名稱  
定義 自由文字評註。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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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自由文字評註。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70. complexType ImageType 
元素名稱 Image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原始資料的屬性 
類型／屬性 Name=Original ；Type=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ImageID 

 ImageURI 
 ImageContext 
 ImageFormat 
 ImageSize 
 ImageIPR 
 Comment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UnitDigitalImages/UnitDigitalImage 
編者註  
 
171. Element ImageType/ImageID (影像 ID) 
元素名稱 ImageID  
完整名稱  
定義 影像識別號，可能是數位影像的檔名。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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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72. Element ImageType/ImageURI  (影像 URL) 
元素名稱 ImageURL 
完整名稱  
定義 內部和外部的文件之電子來源的 URL 路徑。(如，網址) 
類型／屬性 xs:anyURI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73. Element ImageType/ImageContext (影像內容) 
元素名稱 ImageContext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標本的或其他類型的單元資料的影像內容-可能有許多像，原始

的有效的出版影像，正面的 ilectotype 等。 
類型／屬

性 
類型--extension of xs:string 
屬性--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74. Element ImageType/ImageFormat  (影像格式) 
元素名稱 ImageFormat 
完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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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影像格式代碼，如數位影像的 jpg,、pcx、tiff；動畫影像的 16mm、

beta video、AVI、 mpg；相片的投影片(transparency)、曬印(print)
等。 

類型／屬性 屬性--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75. Element ImageType/ImageSize (影像規格) 
元素名稱 ImageSize  
定義 Kbytes 的數位影像規格或實體藝術作品、相片或其他實際影像的尺

寸。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元素名稱 ImageIPR 
176. Element ImageType/ImageIPR (影像智財權)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標本影像的智慧財產權。 
類型／屬

性 
Rights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RightsType 之元素 

 74



後設資料工作組 製  2003／06／02   

編者註  
 

元素名稱 Comment  
177. Element ImageType/Comment (建議) 

完整名稱  
定義 其他格式版本的自由文字描述-不控制長度，如，通常是一個備忘

(memo)檔案。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78.
元素名稱 

 complexType UnitAssociationType (單元相關類型) 
UnitAssociation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與其他單位的引導關係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AssociatedUnitSourceInstitutionCode 

 AssociatedUnitSourceName 
 AssociatedUnitID 
 AssociationType 
 Comment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UnitAssociations/UnitAssociation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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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Element UnitAssociationType/AssociatedUnitSourceInstitutionCode 
(關聯單元資料來源建立現況代碼) 

元素名稱 AssociatedUnitSourceInstitutionCode  
完整名稱  
定義 相關條目的之完整修飾語識別字的第一部份。 
類型／屬

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80. Element UnitAssociationType/AssociatedUnitSourceName  (關聯單

元資料來源名稱) 
元素名稱 AssociatedUnitSourceName 
完整名稱  
定義 相關條目的之完整修飾語識別字的第二部份。 
類型／屬

性 
屬性--xs:string 

相關標準 這個元素將和 AssociatedUnitID 一起比對到 Darwin Core 2: 
Related Catalog Item 

內容 在一個資料庫之中相關條目的之完整修飾語識別字的第一部份。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81. Element UnitAssociationType/AssociatedUnitID  (關聯單元資料 ID) 
元素名稱 AssociatedUnitID 
完整名稱  
定義 在一個資料庫之中相關條目的之完整修飾語識別字的第二部份。 
類型／屬

性 
OpenID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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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Related Catalog Item 
內容 在一個資料庫之中相關條目的之完整修飾語識別字的第二部份。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82. Element UnitAssociationType/AssociationType  (關聯類型) 
元素名稱 Association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關聯的描述。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Relationship Type. 
內容 關聯的描述。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83. Element UnitAssociationType/Comment (備註) 
元素名稱 Comment  
定義 關於關聯的其他資訊。 
類型／屬性 類型--Extension of xs:string 

屬性--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關於關聯的其他資訊。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84.

UnitAssemblageType 
 complexType UnitAssemblageType 

元素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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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名稱  
定義 一個目錄分配給數個單元資料組合在一起的一組資料。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herd of animals 

 batches of specimens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AssemblageID  

 AssemblageName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UnitAssemblages/UnitAssemblage 
編者註  
 
185. Element UnitAssemblageType/AssemblageID (集合 ID) 
元素名稱 AssemblageID  
定義 集合的識別字。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集合的識別字。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86. Element UnitAssemblageType/AssemblageName (集合名稱) 
元素名稱 AssemblageName  
定義 集合的名稱。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集合的名稱。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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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187. ComplexType GatheringType 
元素名稱 Gathering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描述單元資料採集或觀察事件的元素。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GatheringCode 

 GatheringDateTime 
 GatheringAgents 
 Project 
 PlatformName 
 GatheringSite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Gathering 
編者註  
 

元素名稱 GatheringCode  (採集) 
188.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Code 

完整名稱 Gathering code 
定義 識別所有由採集事件所產生的所有物質的一個字串。 
類型／屬

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NBN: Sample_Reference 
 Darwin Core 2: Field Number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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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DateTime (採集日期及時間) 
元素名稱 GatheringDateTime 
完整名稱 Gathering date and time  
定義 採集或觀察事件的日期及時間。 
類型／屬性 DateTimeType 
相關標準  HISPID4: cdat 

 HISPID4: cdat2 
 NBN: Survey_Event_Date (3 part vague date). 
 BioCISE Model: GDate. 
 Darwin Core 2: Year/Month/Day collected.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DateTime 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元素名稱 GatheringAgents 
190.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Agents (採集者) 

完整名稱 Gathering agents  
定義 負責採集或紀錄的採集者之元素集合。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BioCISE Model: GatheringAgent incl. LegTm1_Fk, 

LegTmAl_Fk, LegTmPr_Fk. 
 NBN: Event_Recorder & Sample_Recorder 

內容 個人或數人組成的小組或組織或(有時)一個計畫名稱皆可。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GatheringAgent 

 GatheringAgentsText 
編者註  
 
191.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Agents/GatheringAgent (採集者) 
元素名稱 GatheringAgent  
完整名稱 Gathering agents 
定義 負責採集或紀錄的個人或小組成員之一或組織。PrimaryC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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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torFlag 屬性用來代表第一採集者。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AgentType 

Name=PrimaryCollectorFlag ；Type=xs:boolean 
相關標準  BioCISE Model: GatheringAgent incl. LegTm1_Fk, 

LegTmAl_Fk, LegTmPr_Fk. 
 Sample_Recorder 

內容 採集者(人或組織)。 
範例  
註解 第一採集者會備用一個屬性標識出，這個屬性一般是一個負責增加

田間手冊的紀錄的個人或小組的領導者。他也可能是某個採集號的

引證者但這可能是一個採集者未知的組織名。此外採集者能被引證

是小組的成員之一或其他會曾提供標本會資料給小組的個人。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Agent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192.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Agents/GatheringAgentsText (採集

者描述) 
GatheringAgentsText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採集者描述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93. Element GatheringType/Project  (計畫) 
元素名稱 Project 
完整名稱 Project 
定義 關於採集事件的主計畫資訊。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BioCASE Model:  Project Proj_Pk.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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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ProjectTitle  

 Contact 
編者註  
 
194. Element GatheringType/Project/ProjectTitle  (計畫標題) 

ProjectTitle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Project title 
定義 採集計畫之標題。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BioCASE Model:  ProjTitle. 
內容 特別重要的計畫名稱或引用一個採集的標籤。 
範例  Inventory of the Montecristo National Park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元素名稱 Contact 
195. Element GatheringType/Project/Contact  (計畫內容) 

完整名稱 Project contact 
定義 計畫參予者或其他具計畫知識的人之內容細節。 
類型／屬性 Contact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Organisation 

 PersonName 
 Role 
 Addresses 
 TelephoneNumbers 
 EmailAdd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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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s 
編者註  
 
196. Element GatheringType/PlatformName  (平台名) 
元素名稱 PlatformName 
完整名稱 Platform name 
定義 從事觀察或採集的”平台”，如一艘調查船(research vessel)的名稱或

一個有纜水下機器人(remote operated vehicle)。 
類型／屬性 

屬性--Name=Language ；Type=xs:language   
類型--extension of xs:string 

相關標準  BioCISE Model: PlatformNm 
 ASC: PLATFORM-NAM. 

內容  
範例  
註解 關於進行觀測的的”平台”如一艘調查船(research vessel)的名稱或

一個有纜水下機器人(remote operated vehicle)。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197.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 (採集地點) 
元素名稱 GatheringSite 
完整名稱 Gathering site  
定義 採集事件發生之位置。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HISPID4: Locality (loc). 

 ITF. 
 BioCISE Model: StatedLoc. 

 ASC: Locality-Nam. 
內容  
範例  
註解 元素同時包含地理空間及描述性元素。 
規則  
子元素  LocalityText  

 ContinentOrOcean  
 Country  
 NamedAreas  
 NearNamed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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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Detail 
  GML  
 Altitude  
 Depth  

 BiotopeData  

 SiteFeatures  

 Hight  
 Stratigraphy  

 Synecology  
 Aspect  

 Slope  
 Notes 

編者註  
 
198.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LocalityText (地點描述) 
元素名稱 LocalityText 
完整名稱 Locality Text  
定義 出現在標籤上之原始地點資訊。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HISPID 
內容 由標籤上而來之原始地點資訊的一串文字。 
範例  New Caledonia, below summit region of Mt Mou 

 New South Wales, Central Tablelands 12 km SW or Armidale。
註解  此欄位儘可能字標本標籤上逐字抄寫。 

 可能的話，標籤位置之語言應以語言屬性標識。 
規則 為求簡短的編輯上的疏漏，等等，應被以一個省略(...)來指出，且說

明或隱喻文字應被包含在方框[ ]中。 
子元素 應該澄清此欄位所包含的是由大洲以下的完整地區，或只是在叫高

層級的已命名的地區或區域之外的局部的地區(名)字串。 
編者註 對於是否本區域包括完整地域資訊，其來自從歐洲層次以下，或只

是除了較高層次具名地區或區域（JRC）的區域地域，應該要說明

 

ContinentOrOcean 

199.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ContinentOrOcean (大陸或海

洋)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Continent or Ocean   
定義 洲或海洋的名稱。為了一致性之原由自 NamedArea 中分隔出。 

 84



後設資料工作組 製  2003／06／02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Continent Ocean 
內容 大陸或海洋的標準名稱，主要以地理學的地區做區隔。 
範例  South America 

 Indian Ocean 
 Asia 

註解 比對到 Darwin Core 2: Continent Ocean.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會使用到的大陸或海洋的表單很可能小到可被控制於一個控制表單

(controlled enumeration)。然而當包含了不同語言的同樣名稱時則

很可能將無法涵蓋(blow out)。 
 
200.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Country (國家) 

Country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Country  
定義 國家的細節。為了一致性之原由自 NamedArea 中分隔出。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CountryType 

Name= Derived ；Type= xs:boolean   
相關標準  Hollis & Brummitt 1992 

 HISPID4 
 BioCASE Model:  GDate 

內容 涵蓋國家的描述及其名稱的元素。Historical country names and 
water bodies outside the coastal zone can be entered under 
named area. 

範例  
註解  比對到 Darwin Core 2: Country 或也透過 ISO2Letter (未來)或

CountryName (目前)。 
 CountryNameDerived 是提供一個已取得的國家名稱，如由一個

系統提供的辭典而來的，由圖書館或其他獨立的研究機構所審核。

規則  目前至少以 CountryName 或 ISO2 或 ISO3 來呈現但更多也

是被允許的。在 collection site 中，此處應該是具司法權的政治上

的國家。 
子元素  參見 Country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國家名稱及 ISO 代碼理論上應可列舉所有國家但若要包含在此架構

中則很可能會使此架構膨脹到一個無法負荷的程度；可能在結構之

外以參考實際上支援(提供)這些表單的(機構)來參考這些表單? 

 85



後設資料工作組 製  2003／06／02   

 
201.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NamedAreas (已命名地區) 
元素名稱 NamedArea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NamedArea 
編者註  
 

元素名稱 NameArea 

202.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NamedAreas/NamedArea (命名

區) 

完整名稱  
定義 可能的等級架構的地區名稱細項。 
類型／屬性 NamedArea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NamedArea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203.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NearNamedPlaces (最近已命名

地區) 
元素名稱 NearNamedPlace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86



後設資料工作組 製  2003／06／02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NamedPlaceRelation 
編者註  
 

元素名稱 NamePlaceRelation  

204.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NearNamedPlaces/NamedPlac
eRelation (命名地點相關)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Name= DerivedFlag  ；Type= xs:boolean  ；Defaule= fals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NearNamedPlace  

 NearNamedPlaceRelationTo 
編者註  
 
205.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NearNamedPlaces/NamedPlac

eRelation/NearNamedPlace (最近已命名地點) 
元素名稱 NearNamedPlace  

完整名稱 Near named place 
定義 採集地或觀察地的最近的已命名地點。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ABIS 

 AUSLIG. 
 HISPID4: nnp. 
 TDWG: Stanloc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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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NearNamedPlaces/NamedPlac

eRelation/NearNamedPlaceRelationTo  (最近已命名地點相關) 
元素名稱 NearNamedPlaceRelationTo 
完整名稱 Relation to nearest named place 
定義 距離和方向。 
類型／屬性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extension of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07.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AreaDetail  (地區詳述) 
元素名稱 AreaDetail 
完整名稱 Area detail 
定義 關於觀察、採樣或採集地區的其他相關詳細描述。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不包含 named area 或 nearest named place 的地區細節元素。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08.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GML (地理標記語言類型) 
元素名稱 GML 
完整名稱 GML Type   
定義 由地理標記語言標準中所挑選出的元素所表現的地區座標或足跡資

料  
類型／屬性 xs:anyType 
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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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GML-Stand 及元素的集合。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WFS 
209.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WFS（網路特徵服務）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取得關於採集位置的週邊多角形或中心空間參考資料。針對網路特

徵服務（Web Feature Service）（OpenGIS Consortium 
Specification 01-023）參考資料之 URL (GET)或 POST text。另一

種 GET 或 POST 呈現的選擇是由 GetPost 所指定。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GetPost Type=xs:string Default=GET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10.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WFSURL (網路特徵服務 URL) 
元素名稱 WFSURL 
完整名稱  
定義 根據 Open GIS Consortium 所制定的網路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s (WMS)），關於採集位置的週邊多角形或中心空間參考資

料之資源定址器（URI (例如網站位址)）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WMS 已經普及使用。你可以連結至微軟的 Terraserver 和其他資源

規則  
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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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211.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ets（位置座標

組） 
元素名稱 SiteCoordinateSet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SiteCoordinates 
編者註  
 
212.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位置座標） 
元素名稱 SiteCoordinates 
完整名稱  
定義 原始資料的屬性。允許紀錄在不同系統中之多種座標或相同座標的

組合元素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CoordinateMethod 

 CoordinatesUTM 
 CoordinatesGrid 
 CoordinatesLatLong 

編者註  
 
213.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Me

thod（座標方法） 
元素名稱 CoordinateMethod 
完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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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座標計算系統，例 GPS、field map reference、inferred map 
reference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geogou(part) 

BioCASE Model: CrdMsmthMtd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14.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U

TM (座標 UTM) 
元素名稱 CoordinatesUTM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UTMZone 

 UTMEastWest 
 UTMNothSourth 
 UTMMethod 

編者註  
 
215.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U

TM/UTMZone (UTM 地區) 
元素名稱 UTMZone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sqz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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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16.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U

TM/UTMEastWest (東西 UTM) 
元素名稱 UTMEastWest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sqe(part)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17.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U

TM/UTMNorthSouth (南北 UTM) 
元素名稱 UTMNorthSouth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sqn (part)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18.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U

TM/UTMMethod (UTM 方法) 
元素名稱 UTM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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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19.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G

rid (座標格) 
元素名稱 CoordinatesGrid  
完整名稱  
定義 使用格網系統所紀錄的地理空間座標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BioCASE Model:  Geospatial Coordinates GridSysNam, 

GridCode, GridPreQual,CrdMsmtMth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GridCellSystem 

 GridCellCode 
 GridQualifier 

編者註  
 
220.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G

rid/GridCellSystem (座標格單元系統) 
元素名稱 GridCellSystem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BioCASE Model:  GrdSystTxt 
內容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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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21.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G

rid/GridCellCode (座標格單元碼) 
元素名稱 GridCellCode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22.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G

rid/GridQualifier (座標格限定) 
元素名稱 GridQualifier 
完整名稱  
定義 格網參考精準修飾詞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BioCASE Model:  GridPrecQual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23.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L

atLong (十進法經緯度) 
元素名稱 CoordinatesLatLong 
完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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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允許紀載紀錄或蒐集位置之緯度或經度之元素。可以藉由轉換很多

次元素成為屬性而簡化。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ABIS 

ITF 
AUSLIG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LongitudeDecimal 

 LatitudeDecimal 
 SpatialDatum 
 ISOAccuracy 
 AccuracyStatement 
 CoordinateErrorDistanceInMeters 
 CoordinateErrorMethod 

編者註  
 
224.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L

atLong/LongitudeDecimal (十進位經度) 
元素名稱 LongitudeDecimal  
完整名稱  
定義 對應至 Darwin Core 2: Longitude，以小數範圍呈現。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Longitude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25.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L

atLong/LatitudeDecimal (十進位緯度) 
元素名稱 LatitudeDecimal 
完整名稱  
定義 對應至 Darwin Core 2: Latitude，以小數範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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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Latitude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26.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L

atLong/SpatialDatum (空間資料) 
元素名稱 SpatialDatum  
完整名稱  
定義 地圖和座標系統的精準表面，其用於紀錄資料所根據的位址代碼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AS/NZS4270 spatial transfer standard, SDTS spatial transfer 

standard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27.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L

atLong/ISOAccuracy (精確 ISO) 
元素名稱 ISOAccuracy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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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L

atLong/AccuracyStatement (準確說明) 
元素名稱 AccuracyStatement 
完整名稱  
定義 準確性程度說明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includes geoacy  TDWG: LatAccurr, LongAccur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29.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L

atLong/CoordinateErrorDistanceInMeters (座標錯誤距離公尺) 
元素名稱 CoordinateErrorDistanceInMeters 
完整名稱  
定義 對應至 Darwin Core 2: Coordinate Precision.。對於蒐集地區被指

定的準確性程度之估計值，以經緯度周圍半徑的距離，以公尺表示。

當準確性不知、無法預估或不適用時，以 NULL 表示。 
類型／屬性 xs:decimal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Coordinate Precision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30.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Coordinates/CoordinatesL

atLong/CoordinateErrorMethod (座標錯誤距離方式) 
元素名稱 CoordinateErrorMethod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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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元素名稱 

 
231.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Altitude (海拔高度) 

Altitude 
完整名稱 Altitude  
定義 採集地的海平面以上(確實的)或以下的距離。 
類型／屬性 Measurement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Minimum Elevation (lower value). 

 Darwin Core 2: Maximum Elevation (upper value).   
內容 Darwin Core 2: Maximum Elevation (upper value). 
範例  
註解  雖然這個元素可被地點管理一類的元素所涵蓋，這裡所分開的海拔

高度元素是為了清晰的目的而保留。 
 注意其和高度、深度元素的差異，他們是相對於經過測量的地表位

置。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MeasurementType 元素。 
編者註  
 
232.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Depth  (深度) 
元素名稱 Depth 
完整名稱 Depth 
定義 關於測量地表基準點如，水平面，的垂直距離，地表基準點一般由

可能區域的上限所構成。 
類型／屬性 Measurement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Minimum Depth (lower value). 

 Darwin Core 2: Maximum Depth (higher value). 
內容  
範例  
註解 雖然這個元素可被地點管理一類的元素所涵蓋，這裡所分開的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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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度元素是為了清晰的目的而保留。 
規則 地表之下，不包含之上(如，在潮汐區的海平面之上的採集)。 
子元素 參見 MeasurementType 元素。 
編者註  
 
233.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Hight (高度) 
元素名稱 Hight 
完整名稱 Hight  
定義 關於測量地表基準點如，地面，的垂直距離，地表基準點一般由可

能區域的低限所構成。 
類型／屬性 Measurement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Maximum Depth (higher value). 
 Darwin Core 2: Minimum Depth (lower value).  

內容  
範例  
註解 雖然這個元素可被地點管理一類的元素所涵蓋，這裡所分開的高度

元素是為了清晰的目的而保留。 
規則 確實於地表之上的。 
子元素 參見 MeasurementType 元素。 
編者註  
 
234.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tratigraphy (地層) 
元素名稱 Stratigraphy 
完整名稱 Stratigraphy  
定義 關於地點或採樣位置的地質定年及岩石單元名稱。 
類型／屬性 StratigraphyType 
相關標準  LNHM model 
內容  
範例  
註解 允許地點或採樣位置的地質定年及岩石單元名稱的連結。結構允許

完整的地層分析，如，允許採集到的化石藉由時間和地點被儲存。

也允許自由的文字描述名詞當他們的狀況未知或為了更完整的描述

該地點的地層。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Stratigraphy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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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BiotopeData (群落資料) 
元素名稱 BiotopeData 
完整名稱 BiotopeData   
定義 關於單元資料的採集地的群落類型名詞(如分類名詞)及測量(如，植

被海拔)的一個列舉的集合元素。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BiotopeClassification  

 BiotopeName  
 BiotopeText  
 BiotopeMeasurments 

編者註  
 
236.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BiotopeData/BiotopeClassifica

tion (聚落類別) 
元素名稱 BiotopeClassification 
完整名稱 Biotope classification  
定義 分類系統所使用的屬性。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ClassificationUsed  Type:xs:string； 
Name=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NBN: Short_Name.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37.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BiotopeData/BiotopeName (群

落名稱) 
元素名稱 BiotopeName 
完整名稱 Biotop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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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ShortName, Long name, Code, or AltText 
的類型標識屬性。 

類型／屬性 屬性--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Type Type=xs:string； 
Name=Language 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NBN: Long_Name.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38.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BiotopeData/BiotopeText  (群

落描述) 
元素名稱 BiotopeText 
完整名稱 BiotopeText 
定義 非正式紀錄的群落的自由文字描述。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AltTextType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AltText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239.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BiotopeData/BiotopeMeasurme

nts (群落測量) 
元素名稱 BiotopeMeasurments 
完整名稱 BiotopeMeasurments  
定義 允許連結到任何對於地點描述的群落相關的測量之元素集合。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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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雖然這個元素可被地點管理一類的元素所涵蓋，這裡所分開的”斜度”
元素是為了清晰的目的而保留。 

規則  
子元素  BiotopeMeasurment 
編者註  
 
240. Element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BiotopeData/BiotopeMeasurme

nts/BiotopeMeasurment (群落測量) 
元素名稱 BiotopeMeasurment 
定義 Biotope Measurment  
類型／屬性 MeasurementType 
相關標準 NBN: biotope_occurrence_data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Measurement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Synecology 
241.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ynecology  (群體生態學)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Synecology 
定義 在聚集地點中單元資料和其他類別聚集的相關關係。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HISPID4: asspp. 
內容 注意這個元素可被當作一個位置的特點來記錄(如，像是一個群落類

別，或在此地點之內已知生長在一起的物種)或能被用來記錄一個觀

察到的關係(如，毛蟲和所觀察到的植物，寄生植物及寄主等等。)
但這個元素最好被以一個單元資料的集合來呈現。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AssociatedTaxa 

 Syntaxon  
 Comment  

編者註  
 
242.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ynecology/Syntaxon (群落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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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元素名稱 Syntaxon  
完整名稱 Syntaxon   
定義 聚集地的一個群落類別名稱和類目。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43.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ynecology/Comment (評註) 
元素名稱 Comment 
完整名稱 Comment  
定義 聚集地點的生態學特色的自由文字評註。 
類型／屬性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44.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ynecology/AssociatedTaxa 

(相關描述) 
元素名稱 AssociatedTaxa 
完整名稱 Associated Taxa  
定義 在聚集地觀察到的其他類別。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注意在這個例子中關聯類別的決定依照採集者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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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TaxonIdentified 
編者註  
 
245.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ynecology/AssociatedTaxa/TaxonIde
ntified  (類別識別字) 

元素名稱 TaxonIdentified 
完整名稱 Taxon identified 
定義 在聚集地發現的其他類別。 
類型／屬性 TaxonIdentified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注意在這個例子中關聯類別的決定依照採集者的資訊。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TaxonIdentified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246.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Aspect (方位) 
元素名稱 Aspect 
完整名稱 Aspect 
定義 整個地點或採樣點的面向方向(方位)。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AspectType 
相關標準  HISPID4: Aspect (asp). 
內容  
範例  
註解 以其中一個字母(如，NE、SW)或程度(例如 270)測量。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Aspect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247.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Features (位置特徵) 
元素名稱 SiteFeatures 
完整名稱 Site Features  
定義 不涵蓋在 named areas 或其他元素之一的採集地的其他特徵 
類型／屬性  

 104



後設資料工作組 製  2003／06／02   

相關標準  HISPID4: Aspect (asp). 
內容 範圍包括： 

(a) 基質類型，即是，被記錄或採集的一或多個樣本的外部或內部，

如，在軟泥中，在葉面，在岩石下，在花崗岩中等等。因為這是

一個 LookupType，通常用在土壤學的這一類代碼也能被使用。

(b) (b)曝曬，即是一個採集或記錄地點的曝曬程度的指標-(通常和海

岸紀錄，如一起使用，如遮蔽)。 
(c) 這個地點或採集點的水文特色。 
(d) 關於此地點之特點或採樣的部分紀錄的的地誌學方面的描述

(即，紀錄者的資訊及日期)。 
(e) 其他地形學上的特性。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SiteFeature 
編者註  
 

Sitefeature 

248.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iteFeatures/SiteFeature (地點

特色)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採集地的特色如基質類型、地形學、曝曬、水文學和地誌學(等方面)。
類型／屬性 LookupType  
相關標準  HISPID4: Aspect (asp). 
內容  
範例  
註解 範圍包括： 

(a)基質類型，即被紀錄或採集到的一或多個標本的外部或內部的，

如，在軟泥中，在葉面，在岩石下、在花崗岩上等等。因為這個欄

位是一個 LookupType，這些通常用在土壤學的代碼也能適用於此。

(d)關於此地點之特點或採樣的部分紀錄的的地誌學方面的描述

(即，紀錄者的資訊及日期)。 
(e) 其他地型學上的特色。 

(b)曝曬，即是一個採集或記錄地點的曝曬程度的指標-(通常和海岸

紀錄，如一起使用，如遮蔽)。 
(c)這個地點或採集點的水聞特色。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LookupType 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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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249.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lope  (斜度) 
元素名稱 Slope 
完整名稱 Slope 
定義 自由文字敘述及以表示程度的數字表示傾斜的角度的測量 
類型／屬性 Measurement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雖然這個元素可被地點管理一類的元素所涵蓋，這裡所分開的”斜度”

元素是為了清晰的目的而保留。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Measurement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250. Ele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Notes (備註) 
元素名稱 Notes 
完整名稱 Notes  
定義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51. complexTypeBotanicalGardenUnitType 
元素名稱 BotanicalGardenUnit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針對植物園而來之單元資料的元素。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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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AccessionSpecimenNumbers  

 AccessionStatus 
 AccessionMaterialType 
 Hardiness 
 ProvenanceCategory 
 PropagationHistoryCode 
 AccessionLineage 
 DonorCategory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BotanicalGardenUnit 
編者註  
 

AccessionSpecimenNumbers  

252. Element BotanicalGardenUnitType/AccessionSpecimenNumbers (關
聯標本號)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Accession specimen numbers  
定義 在單元 ID 之下的植物園所有的個體的最小數量。 
類型／屬

性 
xs:int 

相關標準  HISPID 3: n/a. 
 ITF 2: AccessionSpecimenNumbers (=accspe). 

內容  
範例 1 
註解 欄位定義由 ITF 2 而來。 
規則 關聯狀態必不能是 D(dead) 
子元素  
編者註  
 
253. Element BotanicalGardenUnitType/AccessionStatus (相關狀態) 
元素名稱 AccessionStatus 
完整名稱 Accession  Status  
定義 在植物園中的相關的目前狀態(存在或不存在)。 
類型／屬性 xs:byte 
相關標準  HISPID 3: n/a. 

 ITF 2: AccessionSpecimenNumbers (=accs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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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狀態可能是 C(活體的集合中的目前關聯)；D(因為死亡而非現存

的)；T(因為ˋ轉換到另一個紀錄系統而非現存的；通常是另一個植

物園)；S(以休眠狀態被儲存)；O(其他狀態，不同於以上各種)。 
範例 C 
註解 欄位定義來自 ITF 2 
規則 以下特性的一個或以上：C,D,T,S,O 
子元素  
編者註  
 
254. Element BotanicalGardenUnitType/AccessionMaterialType (增加物質

類型) 
元素名稱 MaterialType 
完整名稱 MaterialType  
定義 所組成現存的活體相關的物質類型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 3: n/a. 

 ITF 2: AccessionSpecimenNumbers (=accspe). 
內容 狀態可能是 C(活體的集合中的目前關聯)；D(因為死亡而非現存

的)；T(因為ˋ轉換到另一個紀錄系統而非現存的；通常是另一個植

物園)；S(以休眠狀態被儲存)；O(其他狀態，不同於以上各種)。 
範例 C 
註解 欄位定義來自 ITF 2 
規則 以下特性的一個或以上：C,D,T,S,O 
子元素  
編者註  
 
255. Element BotanicalGardenUnitType/Hardiness (耐寒力) 
元素名稱 Hardiness 
完整名稱 Hardiness  
定義 表示在植物園中在戶外成長而增加的標籤。 
類型／屬性 xs:boolean 
相關標準  HISPID 3: n/a. 

 ITF 2:-. 
內容 W(野生來源的增加)，Z(由一個栽培的野外來原地而來的繁殖體)，

G(不屬於野生來源的增加)，U(決定適合的類別的不充足資料)。 
範例 Z 
註解 參見 I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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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定義來自 ITF 2，參見 ITF 的其他描述。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ProvenanceCategory 
256. Element BotanicalGardenUnitType/ProvenanceCategory (來源類別)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ProvenanceCategory  
定義  
類型／屬性 xs:byte 
相關標準  HISPID 3:-- 

 IITF 2: Provenance Type Flag (=prot). 
內容 W(野生來源的增加)，Z(由一個栽培的野外來原地而來的繁殖體)，

G(不屬於野生來源的增加)，U(決定適合的類別的不充足資料)。
範例 Z 
註解 參見 ITF 

欄位定義來自 ITF 2，參見 ITF 的其他描述。 
規則 參見 ITF。 
子元素  
編者註  
 
257. Element BotanicalGardenUnitType/PropagationHistoryCode (繁殖史

代碼) 
PropagationHistoryCode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PropagationHistoryCode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 3: n/a. 

 ITF 2: Propagation History Flag (=prohis). 
內容 參見 ITF 2 
範例  
註解  參見 ITF 

 欄位定義來自 ITF 2 
規則 以下值的其中之一： 

I, S, SA, SB, SC, V, VA, VB, U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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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lement BotanicalGardenUnitType/AccessionLineage (增加族系) 
元素名稱 AccessionLineage 
完整名稱 AccessionLineage  
定義 這個元素的目的是去追蹤一個增加的族系到一或兩個最接近的親屬

單元資料 ID 的。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ITF 2: Accession Lineage (=acclin).. 
 HISPID 3: n/a. 

內容 UnitIDspreceeded 由植物園代碼()。 
範例 K19650056 
註解  參見 ITF 

 欄位定義來自 ITF 2，的其他…參見 ITF2。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59. Element BotanicalGardenUnitType/DonorCategory  (供體類別) 
元素名稱 DonorCategory 
完整名稱  
定義 一個指出增加所獲得的最接近的供體的類型的代碼。也許不是原始

野生物質採集而來的所必須的。 
類型／屬性 xs:byte 
相關標準  HISPID 3: n/a. 

 ITF 2:Donor Type Flag  (=dont). 
內容 參見 ITF 

 
範例  
註解 欄位定義來自 ITF 2。注意 ITF-Donor 欄位是 AccessionSource 之

下且 Donor's Accession Number 是在 PreviousUnitID 在

UnitHistory 的第一筆記錄中。 
規則 以下值之中的一或多個: E, G, B, R, S, U, H, M, N, I, O, U 
子元素  
 
260. complexType HerbariumUnitType 
元素名稱 HerbariumUnit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僅用於混種單元資料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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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Exsiccatum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HerbariumUnit 
編者註  
 
261. Element HerbariumUnitType/Exsiccatum (乾燥) 
元素名稱 Exsiccatum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這個標本和一個乾燥的資料。 
類型／屬

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62. complexTypeZoologicalUnitType (動物學單元) 
元素名稱 ZoologicalUnit  
完整名稱  
定義 針對動物學單元的資料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ZoologyAge 

 ZoologySex 
 Zoology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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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ZoologicalUnit 
編者註  
 

元素名稱 

 
263. Element ZoologicalUnitType/ZoologyAge (動物學年齡) 

ZoologyAge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64. Element ZoologicalUnitType/ZoologySex  (動物學性別) 
元素名稱 ZoologySex 
完整名稱  
定義 比對到 Darwin Core 2: Sex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Sex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65. Element ZoologicalUnitType/ZoologyPhase (動物學時期) 
元素名稱 ZoologyPhase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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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66.
元素名稱 

 complexType MycologicalUnitType 
MycologicalUnit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針對真菌學單元使用的元素。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LichenMorphotype 

  MycologicalSexualStage 
  MycologicalLiveStages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MycologicalUnit 
編者註  

 
267. Element MycologicalUnitType/LichenMorphotype (地衣型態) 
元素名稱 LichenMorpho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地衣的海藻或藍綠藻構成名稱。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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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Element MycologicalUnitType/MycologicalSexualStage (真菌學性別平

台) 
元素名稱 MycologicalSexualStage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69. Element MycologicalUnitType/MycologicalLiveStages (真菌學生活平

台) 
元素名稱 MycologicalLiveStages 
完整名稱  
定義 呈現在樣本中的孢子狀態。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MycologicalLiveStage 
編者註  
 
270. ElementMycologicalUnitType/MycologicalLiveStages/MycologicalLiv

eStage (真菌學生活平台) 
元素名稱 MycologicalLiveStage 
完整名稱  
定義 呈現在樣本中的孢子狀態。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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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71. complexType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 
元素名稱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 
定義 僅用於栽培集合的元素。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CultureNames 

 GrowthConditions 
 CultureMedium 
 Aerobicity  
 Temperature  
 Applications 
 Hazard 
 References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ain/CultureCollectionUnit 
編者註  
 
272. Element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CultureNames (栽培名稱) 
元素名稱 CultureNames  
完整名稱  
定義 已知的栽培名稱。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CultureName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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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Element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CultureNames/CultureName (栽培

名稱) 
元素名稱 CultureName  
定義 微生物栽培的的參考或交易名稱。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74. Element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GrowthConditions (生長狀況) 
元素名稱 GrowthCondition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CultureMedium  
275. Element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CultureMedium (栽培介質)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微生物或相似栽培的成長介質，如，石花菜。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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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76. Element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Aerobicity (好氧度) 
元素名稱 Aerobicity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77. Element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Temperature (溫度) 
元素名稱 Temperature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TemperatureType；Type= xs:NMTOKEN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78. Element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Applications (應用) 
元素名稱 Applications  
完整名稱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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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79. Element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Hazard (危害) 
元素名稱 Hazard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80. Element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References (參考) 
元素名稱 References 
完整名稱  
定義 栽培狀況和方法的參考資料。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ABCD Workshop 1 
規則  
子元素  Reference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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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Element CultureCollectionUnitType/References/Reference (參考資料) 
元素名稱 Reference  
完整名稱  
定義 RefType 之屬性 
類型／屬性 Referenc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Reference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282. complexType PalaeontologicalUnitType 
元素名稱 PalaeontologicalUnit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僅用於古生物學單元資料的元素。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PalUnitPreservation 

 PalUnitTimeRange 
使用元素  UnitDataType/UnitCollectionDomina/PalaeontologicalUnit 
編者註  
 
283. Element PalaeontologicalUnitType/PalUnitPreservation (古生物單元描

述) 
元素名稱 PalUnitPreservation   
完整名稱  
定義 標本中所保存的化石之描述。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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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規則  
子元素  PalUnitPreservationCompleteness  

 PalUnitPreservationForm  
 PalUnitPreservationMatrix 
 PalUnitPreservationMineralisation  
 PalUnitPreservationTaphonomy 

編者註  
 
284. ElementPalaeontologicalUnitType/PalUnitPreservation/PalUnitPreser

vationCompleteness (古生物單元保存完整性) 
元素名稱 PalUnitPreservationCompletenes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articulated, disarticulated, complete, incomplete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85. ElementPalaeontologicalUnitType/PalUnitPreservation/PalUnitPreser

vationForm (古生物單元保存形式) 
元素名稱 PalUnitPreservationForm  
完整名稱  
定義 原本的化石造型，鑄形化石等。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internal mould, internal cast, external mould, external cast, original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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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286. ElementPalaeontologicalUnitType/PalUnitPreservation/PalUnitPreser

vationMatrix (古生物單元保存母體) 
元素名稱 PalUnitPreservationMatrix 
完整名稱  
定義 包覆住化石的沉積或礦物母體。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87. ElementPalaeontologicalUnitType/PalUnitPreservation/PalUnitPreser

vationMineralisation (古生物單元保存礦化作用) 
元素名稱 PalUnitPreservationMineralisation  
完整名稱  
定義 礦化作用的形式。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silicified, phosphatised, pyritised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PalUnitPreservationTaphonomy  

288. Element 
PalaeontologicalUnitType/PalUnitPreservation/PalUnitPreservationT
aphonomy (古生物單元保存形成過程)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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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生存位置，外來的死亡聚合點，死王之後的歷史細節等等。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89. Element PalaeontologicalUnitType/PalUnitTimeRange (古生物單元時

期) 
元素名稱 PalUnitTimeRange  
完整名稱  
定義 化學的已知或假設的時間範圍。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Hildoceras bifrons collected from the "condensed" Junction Bed 

would be given a time range of Toarcian, Bifrons Zone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90. complexType HigherTaxonType 
元素名稱 HigherTaxonType 
完整名稱 用來分類屬和較低的類別的類名。 
定義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TaxonRank；Type= Rank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Kingdom, Phylum, Class, Order and Family 
內容 TaxonRank 屬性應該指出 HigherTaxon 的層級，但並非強制性 
範例  
註解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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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素  
使用元素 TaxonIdentifiedType/HigherTaxa/HigherTaxon 
編者註 Higher Taxon 名稱並非用以識別單位之名稱（具較低階層和最大特

徵的完整名稱）的局部，除非該單位僅被識別為一個較高階層物種

的成員（例如，僅被識別為科）。HigherTaxon 名稱表示被識別物種

的分類。這些名稱支援藉由 HigherTaxonName 的支援查詢，和在

獲取資料組中排列單元紀錄。我們承認這些分類（和

HigherTaxonNames）會與資料提供者有所不同 
 
291.

TaxonIdentifiedType 
 complexType TaxonIdentifiedType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作為一個標識結果的學名或非正規名稱。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HigherTaxa 

 NameAuthorYearString 
 ScientificNameString 
 AuthorString 
 IdentificationQualifier 
 NameAddendum 
 NameComments 
 ScientificNameAtomized 
 InformalNameString 

使用元素  IdentificationType/TaxonIdentified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ynecology/AssociatedTaxa/Tax

onIdentified 
編者註  
 
292.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HigherTaxa (較高類) 
元素名稱 HigherTaxa  
完整名稱  
定義 專用來描述較高類別的多個元素的集合。 
類型／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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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內容 專用來(至少一個)描述單元資料之鑑定，但在其他的文脈中是隨選的

(如 synecology(群體生態學) )  (在此架構的其他大欄位中是隨選

的) 
範例  
註解 對於單元識別是強制性的（至少一個），但在其他內容（例群聚生態

學）並具不強制性。 
規則  
子元素  HigherTaxon 
編者註  
 
293.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HigherTaxa/HigherTaxon  (較高類) 
元素名稱 HigherTaxon 
完整名稱  
定義 “TaxonRank”.的屬性。較”屬” 名具較高等級的，一般用來將單元資

料歸至某一族群的某類別的學名。特別的是，一個屬名不同於會被

用來作為一個較高類別的兩項式或三項式的標識。(如，***) 
類型／屬性 HigherTaxonType 

(Attribute:Name=TaxonRank，Typr=RankType  ) 
相關標準 HISPID3: covers "Suprafamilial Group Name" (supfam), Family 

Name (fam), 及 Suprageneric Group Name (supgen).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94.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NameAuthorYearString (命名者年份字

串) 
元素名稱 NameAuthorYearString   
完整名稱  
定義 完整的學名包括種或亞種名(bi-or trinomen)、命名者或命名小組及-

相關地-年。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Scientific Name.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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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Acipenser gueldenstadti Linnaeus 1758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95.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ScientificNameString (學名字串) 
元素名稱 ScientificNameString 
完整名稱  
定義 一串學名包含完整的屬名 (bi-or trinomen)除了命名者名稱及命名

年。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Acipenser gueldenstadti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96.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AuthorString (命名者字串) 
元素名稱 AuthorString 
完整名稱  
定義 學名命名者。命名者的一個完整的(non-atomised)或引證命名者(們)

或命名團體(們)的”模糊的”字串，包含括號”ex”標示…等，及-相關地

點-出版年份(命名年份)。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 3: "Species Author" (spau) if the complete name refers 

to a species; HISPID 3: "Infraspecific Author" (ispau), if the 
complete name refers to an infraspecies. 
 Darwin Core 2: Scientific Name Author. 

內容  
範例 Linnaeus 1758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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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IdentificationQualifier (鑑定修飾語) 
元素名稱 IdentificationQualifier 
完整名稱  
定義 當其鑑定產生懷疑時的一個描述單元資料的標準名稱。如果它適用於

一個模糊的名稱，屬性”Rank”會對適用的修飾語定義最低限度的名稱

元素。(如命名稱字串中的插入點。)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 Rank ，Typr=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NameAddendum 
298.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NameAddendum (名稱附註)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一個對類別鑑定的自由文字描述的字尾(如，"sensu lato")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sensu lato, sensu stricto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299.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NameComments (名稱註記) 
元素名稱 NameComments  
完整名稱  
定義 關於名稱的自由文字註解。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Attribute:Name=Language，Typr= xs:language ) 
相關標準 HISPID4: namcom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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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00.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ScientificNameAtomized (學名細項) 
元素名稱 ScientificNameAtomized  
完整名稱  
定義 各類別的資料細目，以適用於學名的命名法為根據的不同的編碼。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HISPID4: namcom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Bacterial  

 Botanical  
 Zoological  
 Viral 

編者註  
 
301.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ScientificNameAtomized/Bacterial (細菌

學) 
元素名稱 Bacterial 
完整名稱  
定義 NameBacterialType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Genus  

 SubgenusAuthorAndYear  
 Subgenus  

 SpeciesEpit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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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peciesEpithet 
 ParentheticalAuthorTeamAndYear 
 AuthorTeamAndYear 
 Strain 

編者註  
 
302.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ScientificNameAtomized/Botanical (植

物學) 
元素名稱 Botanical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NameBotanical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Genus  

 FirstEpithet  
 SecondEpithet 
 Rank  
 HybridFlag  
 AuthorTeamParenthesis 
 AuthorTeam 
 CultivatedPlantNameElements 

編者註  
 
303.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ScientificNameAtomized/Zoological (動

物學) 
元素名稱 Zoological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NameZoological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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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素  Genus  
 Subgenus  
 SpeciesEpithet  
 SubspeciesEpithet 
 AuthorTeamOriginalAndYear  

  
 

 AuthorTeamParenthesisAndYear  
CombinationAuthorTeamAndYear 
Breed NamedIndividual 

編者註  
 
304.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ScientificNameAtomized/Viral (病毒學) 
元素名稱 Viral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NameViral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Genus  

 ViralSpeciesDesignation 
編者註  
 
305. Element TaxonIdentifiedType/InformalNameString (非正式名稱字串) 
元素名稱 InformalNameString   
完整名稱  
定義 不根據命名法的編碼規則的一個鑑定事件的結果。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Attribute:Name=Language，Typr= xs:language )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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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complexType AgentType 
元素名稱 AgentType 
完整名稱 Agent Type 
定義 人、小組、計畫或組織。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AgentText 

 Organization 
 Person 

使用元素 GatheringType/GatheringAgents/GatheringAgent 
編者註  
 
307. Element AgentType／AgentText (採集者描述) 
元素名稱 AgentText 
完整名稱 Agent text  
定義 採集者細節的自由文字描述。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採集者細節的自由文字描述。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08. Element AgentType/Organization (組織) 
元素名稱 Organization 
完整名稱 Organization  
定義 採集者組織名及代碼。 
類型／屬性 Organisation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採集者組織名及代碼。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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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OrganisationType 元素。 
編者註  
 
309. Element AgentType/Person (個人名) 
元素名稱 Person 
完整名稱 Person  
定義 個人採集者名。 
類型／屬性 PersonName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個人採集者名。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PersonNameType 之子元素。 
編者註  
 
310.
元素名稱 

 complexType CountryType 
Country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現代國家。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CountryName  

 CountryNameDerived  
 ISO2Letter  
 ISO3Letter 

使用元素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Country 
編者註  
 
311. Element CountryType/CountryName (國名) 
元素名稱 Countr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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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名稱 Country   
定義 標本或觀察的國家或主要地區名稱。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ABIS 

 ITF 
 TLR 
 WGSUB 
 ISO 
 Brummitt (1992) 

內容 標本採集或進行觀察的國家或主要地區名稱，著錄全名。 
範例  Australi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Iceland 
 Republic of Iceland 
 Samoa 
 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 
 建議國家的拼寫應參考 ISO。 註解 
 建議國家的新名稱應以方框[]隔開，在舊的國家名稱之後，其國

家名稱或邊界已改變。ISO 來源地國別代碼中的兩字母代碼的有

助更新及貼近邊界更新的國家的相關名稱。 
 這個元素的使用是有點含糊的因為本地端的執行會要求由標本

標籤中逐字引用，或在控制詞彙中或查詢清單中的標準詞彙。 
 其他個別的洲／省和國家的位置必須被和國際間的採集一起適

當的控制。 
規則  如果植物採集的國家是未知的，那麼這個欄位應該填” 

UNKNOWN”，這麼一來，ISO 的來源地國家代碼必須填”XX”
或”XY”。所有其他的”位置群”應被保留空白。 

子元素  
編者註 這個元素也由各種地理標準所涵蓋且也續筆這裡所參考的所涵蓋的

更完善。 
 
312. Element CountryType/CountryNameDerived (國家名稱衍生) 
元素名稱 CountryNameDerived 
完整名稱 Country Name Derived  
定義 取得標本或觀察的國家或主要地區的衍生名稱。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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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ABIS 
 ITF 
 TLR 
 WGSUB 

 Brummitt (1992) 
 ISO 

內容 標本採集或進行觀察的國家或主要地區的衍生名稱，著錄全名，翻

譯時考慮到同時期的地理知識。 
範例  Sri Lanka 

 Taiwan 

 Kiribati 

 Vanuatu 
 Papua New Guinea 

 East Timor 
註解  建議國家的拼寫應參考 ISO。 

 衍生國家名稱提供機會去以文件引證現在已知的國家的名稱，藉

由在標本標籤上的一個舊的或 superceded 名稱，如，如 New 
Hebrides 的 Vanuatu ，  Ceylon 的 Sri Lanka 等。 

 其他個別的洲／省和國家的位置必須被和國際間的採集一起適

當的控制。 
 這個元素的使用是有點含糊的因為本地端的執行會要求由標本

標籤中逐字引用，或在控制詞彙中或查詢清單中的標準詞彙。 
規則  如果植物採集的國家是未知的，那麼這個欄位應該填” 

UNKNOWN”，這麼一來，ISO 的來源地國家代碼必須填”XX”
或”XY”。所有其他的”位置群”應被保留空白。 

子元素  
編者註  這個元素也由各種地理標準所涵蓋且也續筆這裡所參考的所涵

蓋的更完善。 
 

ISO 2Letter 
313. Element CountryType/ISO2Letter (兩段式 ISO 國家代碼)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2-letter ISO country code  
定義 使用 ISO 所指定的表示採集或觀察來源的國家名稱的兩字母國家代

碼。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TLR 

 ABIS 
 I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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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SUB 
 ISO 
 Brummitt (1992) 

內容 表示採集的或觀察使用的國家或來源的 ISO 兩字母國家代碼，由

ISO 所分配。 
範例  AUS 

ESP  

FRA  

 USA 
註解  ISO 來源地國別代碼中的兩字母代碼的有助更新及貼近邊界更

新的國家的相關名稱。 
 'XX'代碼應被使用於當國或來源資訊未知時。'XY'應被使用於非

特定的採集地，如，非洲、東南亞。 
 參考 Country 之下的評註。 

規則  這個元素應該包含一個由 ISO(ISO標準3166)所定義的可信的登

錄值。 
 兩個其他的登錄值是允許那些由 ISO 所定義的之外的。如果植物

採集地的國別是未知的，如果植物採集的國家是未知的，那麼這

個欄位應該填” 'XX'，如果國家名稱是不適用的，則這個欄位應

該填” 'XY'。這麼一來國家欄位應該有'UNKNOWN'的登錄值。所

有剩餘的'locat ion group'應該被空著。 
子元素  
編者註 這個元素也由各種地理標準所涵蓋且也續筆這裡所參考的所涵蓋的

更完善。 
 
314. Element CountryType/ISO3Letter（原出處資料似乎有誤） 
元素名稱 ISO3Letter 
完整名稱 3-letter ISO country code  (三段式 ISO 國家代碼) 
定義 由 ISO 所分配的表示採集的或觀察來源的國家名稱的三段式國家代

碼，。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ABIS 

 ITF 
 TLR 
 WGSUB 
 ISO 
 Brummitt (1992)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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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FR 

 AU 
 ES 

 PG 
 US 

註解  這個元素應該包含一個由 ISO(ISO標準3166)所定義的可信的登

錄值。 
 'XXX'代碼應被使用於當國或來源資訊未知時。'XXY'應被使用於

非特定的採集地，如，非洲、東南亞。 
 參考 Country 之下的評註。 

規則  ISO 來源地國別代碼中的三字母代碼的有助更新及貼近邊界更

新的國家的相關名稱。 
 兩個其他的登錄值是允許那些由 ISO 所定義的之外的。如果植物

採集地的國別是未知的，如果植物採集的國家是未知的，那麼這

個欄位應該填” 'XXX'，如果國家名稱是不適用的，則這個欄位應

該填” 'XXY'。這麼一來國家欄位應該有'UNKNOWN'的登錄值。

所有剩餘的'locat ion group'應該被空著。 
子元素  
編者註 這個元素也由各種地理標準所涵蓋且也續筆這裡所參考的所涵蓋的

更完善。 
 
 
315.
元素名稱 

 complexType NamedAreaType 
NamedArea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可能的等級架構的地區名稱細項。 
類型／屬性 行政或地理區的名稱和層級。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NamedAreaClass  

 NamedAreaName  

 DataSource 

 AreaCodeStandard  
 AreaCode  

使用元素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NamedAreas/Named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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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316. Element NamedAreaType/NamedAreaClass (命名區等級) 
元素名稱 NamedAreaClass 
完整名稱 Named area class  
定義 允許地區或國際的區分層級、地理學單元、法定區域等等的分類的

紀錄。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層級分類，通成在其他標準中視為單獨的元素。 
範例  County 

 District 
 State 
 Municipio 
 Island 

 Drainage 

 Island group 
 Water body 

 National park 
 Mountain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17. Element NamedAreaType/NamedAreaName  (已命名地區名) 
元素名稱 NamedAreaName 
完整名稱 Area name 
定義 地理學、地貌、地理經濟或行政區的名稱。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Language ；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Locality 

 Darwin Core 2: State Province 
 Darwin Core 2: County 

內容  
範例  Atlantic coast 

 Santa Cr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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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nheim 
 Andes 
 El Imposible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18. Element NamedAreaType/AreaCodeStandard (AreaCode 標準) 
元素名稱 AreaCodeStandard 
完整名稱 Area code standard  
定義 AreaCode 所支援的標準代碼架構。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地區代碼的標準架構名稱。 
範例  Euro+Med standard territories 

 TDWG World Geographical Scheme for Recording Plant 
Distributions version 1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19. Element NamedAreaType/AreaCode (地區代碼) 
元素名稱 AreaCode 
完整名稱 Area code    
定義 地區名稱的縮寫或代碼。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TDWG World Geographical Scheme for Recording Plant 

Distributions version 1 
 Euro+Med standard territories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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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DataSource 
320. Element NamedAreaType/DataSource (資料來源)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Data source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其表現並不明確，這個欄位的參考資料是參考[WB]。 
 
321. complexType StratigraphyType (地層) 
元素名稱 StratigraphyType 
完整名稱 Stratigraphy  
定義 描述採集地地點之地層之元素。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ChronstratigraphicTerms  

 BiostratigraphicTerms 
 LithstratigraphicTerms  
 StratigraphyText 

使用元素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tratigraphy 
編者註  
 
322. Element StratigraphyType/ChronstratigraphicTerms (年代地層名) 
元素名稱 ChronstratigraphicTerm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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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ChronostratigraphicTerm 
編者註  
 
323. ElementStratigraphyType/ChronstratigraphicTerms/Chronostratigrap

hicTerm (年代地層名) 
ChronstratigraphicTerm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年代地層時期名稱，如，侏儸紀時期。 
類型／屬性 Lookup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Lookup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324. Element StratigraphyType/BiostratigraphicTerms (生物地層名) 
元素名稱 BiostratigraphicTerm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

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BiostratigraphicTerm 
編者註  
 
325. ElementStratigraphyType/BiostratigraphicTerms/Biostratigraphi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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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生物地層名稱) 
元素名稱 BiostratigraphicTerm  
完整名稱  
定義 生物地層帶名稱，如菊石層。 
類型／屬性 Lookup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參見 Lookup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326. Element StratigraphyType/LithstratigraphicTerms (化石地層名) 
元素名稱 LithstratigraphicTerms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LithostratigraphicTerm 
編者註  
 
327. ElementStratigraphyType/LithstratigraphicTerms/LithostratigraphicT

erm (化石層名稱) 
元素名稱 LithostratigraphicTerm  
完整名稱  
定義 地質學上的化石層描述，如 Mercia Mudstone Group(麥西亞泥岩

群)。 
類型／屬性 Lookup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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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參見 LookupType 之元素 
編者註  
 
328. Element StratigraphyType/StratigraphyText (地層描述) 
元素名稱 StratigraphyText  
完整名稱  
定義 非正式的紀錄的地點內容的自由文字描述 
類型／屬性 AltTextTyp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29.

Measurement 
 complexType MeasurementType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一般用來測量紀錄。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一般用來測量紀錄。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MeasurementAtomized  

 MeasurementText 
使用元素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Altitude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BiotopeData/BiotopeMeasurmen
ts/BiotopeMeasurment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Slope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Depth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Hight 

 UnitDataType/UnitMeasurements/UnitMeasurement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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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Element 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Atomized (測量細項) 
元素名稱 MeasurementAtomized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MeasurementMethod  
 MeasurementDuration  

 MeasurementAppliesTo  

 MeasurementAccuracy  
 ParameterMeasured  
 MeasurementScale  
 MeasurementLowerValue  
 MeasurementUpperValue 

編者註  
 
331. Element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Atomized/MeasurementAppl

iesTo  (測量使用於) 
元素名稱 MeasurementAppliesTo 
完整名稱  
定義 被測量的物件、所有物。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AltTextType 

Name = Language；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被測量的物件、所有物。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32. Element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Atomized/MeasurementMet

hod (測量方式) 
元素名稱 Measurement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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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名稱  
定義 用來從事測量的方法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 Language；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用來從事測量的方法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33. Element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Atomized/MeasurementDura

tion 
元素名稱 MeasurementDuration(測量期間) 
完整名稱  
定義 時間上的測量時期。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時間上的測量時期。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34. Element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Atomized/MeasurementAcc

uracy  (測量準確性) 
元素名稱 MeasurementAccuracy 
完整名稱  
定義 測量的準確性說明。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 Language；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測量的準確性說明。 
範例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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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35. Element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Atomized/ParameterMeasur

ed (測量參數) 
ParameterMeasured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測量的描述類型，如寬、密度、週長等等。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 Language；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測量的描述類型。 
範例  width 

 abundance 
 circumference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元素名稱 

336. Element 
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Atomized/MeasurementScale (測量

刻度) 
MeasurementScale  

完整名稱  
定義 已命名的刻度。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 = Language；Type= 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已命名的刻度。 
範例 centigrade 

Beaufor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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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Element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Atomized/MeasurementLow
erValue (測量較低值) 

元素名稱 MeasurementLowerValue 
完整名稱  
定義 較低的或唯一的值。.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decimal 

Name = ValueDataType；Type= xs:language  ； 
Use= optional；Default= decimal  

相關標準  
內容 較低的或唯一的值。ValueDataType 元素組的屬性，整數、小數、

%等等。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38. Element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Atomized/MeasurementUpp

erValue (測量較大值) 
元素名稱 MeasurementUpperValue  
完整名稱  
定義 某個範圍中的較大值。 
類型／屬性 xs:decimal 
相關標準  
內容 某個範圍中的較大值。 Measurement 的 Unit 的屬性。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MeasurementText  
339. Element MeasurementType/MeasurementText (測量描述)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對於模糊的說明的自由文字描述。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AltTextType 

Name = Language；Type= xs: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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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標準  
內容 對於模糊的說明的自由文字描述。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40. complexTypeAspectType 
元素名稱 Aspect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位置或採樣地點的方現(如面向方向)測量。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Ordination  

 CompassBearing  
 Accuracy  
 AspectText 

使用元素 GatheringType/GatheringSite/Aspect 
編者註  
 

Ordination  
341. Element AspectType/Ordination (定位)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指南針指針所表示的斜坡的方向、定位或面向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146



後設資料工作組 製  2003／06／02   

編者註  
 
342. Element AspectType/CompassBearing (指南針度數) 
元素名稱 CompassBearing 
完整名稱 Compas Degrees  
定義 由北方看來的的方向或方位。 
類型／屬性 xs:decimal 
相關標準  
內容 由北方看來的的方向或方位，以指南針的度數表示。 
範例  
註解 會被用來記錄再地理的紀錄中的一個地點的方向或如坡度／走向的

部分的測量。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43. Element AspectType/Accuracy (走向準確度) 
元素名稱 Accuracy 
完整名稱 Bearing Accuracy  
定義 讀取或判斷的走向準確度。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Name=Language；Type=xs:language； 
相關標準  
內容 讀取或判斷的走向準確度。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我(編者)不知道這個欄位將被如何使用或誰將使用? (JRC) 
 
344. Element AspectType/AspectText (方向描述) 
元素名稱 AspectText 
完整名稱 Aspect Text  
定義 坡度或面向的文字描述。 
類型／屬性 Extension of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坡度或面向的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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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South West facing slope 
 Westward cliff 

註解 這個欄位將儘可能的逐字的自標本標籤上引用。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45. complexTypeNameBacterialType 
元素名稱 NameBacterial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真菌命名法的國際代碼下的一個精細的名稱。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Genus 

 Subgenus 
 SubgenusAuthorAndYear 
 SpeciesEpithet 
 SubspeciesEpithet 
 ParentheticalAuthorTeamAndYear 
 AuthorTeamAndYear 
 Strain 

使用元素 TaxonIdentifiedType/ScientificNameAtomized/Bacterial 
編者註  
 
346. Element NameBacterialType/Genus (屬) 
元素名稱 Genus 
完整名稱 Genus   
定義 屬名 
類型／屬性 Genus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Genus 
內容 一個真菌學科或真菌學科一部份的屬名。 
範例  Acetobacter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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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屬名在不同的編碼下實際上是一樣的；然而為了避免在分類階級中

不同層級裡的放置不必要的名稱部分，所有的在特書的編碼中所辨

識的名稱元素是列在各自所屬的部分中。 
 
347. Element NameBacterialType/Subgenus (亞屬) 
元素名稱 Subgenus 
完整名稱 Subgenus  
定義 亞屬名 
類型／屬性 Genus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Genus 
內容 一個細菌學科或細菌學科一部份的亞屬名。 
範例 Gluconoacetobacter 
註解  
規則  第一個字母大寫。 

 不包含空格。 
子元素  
編者註  
 
348. Element NameBacterialType/SubgenusAuthorAndYear (亞屬命名者及

年) 
元素名稱 SubgenusAuthorAndYear 
完整名稱 Author team and year of subgenus  
定義 亞屬名的命名者(們)名稱及命名年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亞屬名的命名者(們)及命名年 
範例 Yamada and Kondo 1985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49. Element NameBacterialType/SpeciesEpithet  (種名) 
元素名稱 SpeciesEpithet 
完整名稱 Species Epit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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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種名 
類型／屬性 Epithet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Species 
內容 第一個出現在細菌學名稱(在屬之後且，任意的，亞屬名)的別名。

範例 liquefaciens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50. Element NameBacterialType/SubspeciesEpithet (亞種名) 
元素名稱 SubspeciesEpithet 
完整名稱 Subspecies Epithet  
定義 亞種名 
類型／屬性 EpithetType 
相關標準 Maps to Darwin Core 2: Subspecies 
內容 第二個出現在亞種等級的細菌學名稱(在屬之後且，任意的亞種，及

種名)的別名。 
範例 aceti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51. Element NameBacterialType/ParentheticalAuthorTeamAndYear (混種

命名者及年) 
元素名稱 ParentheticalAuthorTeamAndYear 
完整名稱 Author team and year  
定義 種或亞種結合的有效名之命名者名稱及年代。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has Basionym (basnam) as an element but not the 

author team. 
內容 經過修定但仍保留相同的根源或名稱之類別之原始名稱之命名者。

範例 Asai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150



後設資料工作組 製  2003／06／02   

編者註  
 
352. Element NameBacterialType/AuthorTeamAndYear (命名者名稱及年) 
元素名稱 AuthorTeamAndYear 
完整名稱 Author team and year 
定義 在其命名時的全名名稱的命名者及年份。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混種分類名稱的命名者。(換言之，即是具一個別名的新混種之命名

者名稱及該處未出現過的名稱之命名者名稱) 
範例  Yamada and Kondo 

 Ames and Correll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53. Element NameBacterialType/Strain (亞變種) 
元素名稱 Strain 
完整名稱 Strain  
定義 真菌亞變種之名稱。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ATTC 14835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54.
元素名稱 

 complexTypeNameBotanicalType 
NameBotanical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植物學命名法或栽培植物命名法下的一個精細的名稱。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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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Genus 

 FirstEpithet 
 SecondEpithet 
 Rank  
 HybridFlag 
 AuthorTeamParenthesis  
 AuthorTeam 
  CultivatedPlantNameElements 

使用元素 TaxonIdentifiedType/ScientificNameAtomized/Botanical 
編者註  
 
355. Element NameBotanicalType/Genus（屬） 
元素名稱 Genus  
完整名稱 Genus 
定義 屬名 
類型／屬性 GenusType 
相關標準  HISPID: Genus Name (gen) as to content, not all rules. 

 Darwin Core 2: Genus. 
內容 一個植物學名或植物學名一部份的屬名。 
範例  Abies 

 Halimiocistus 
 Crataegomespilus 

註解 一個在 CBN、ICZN、 ICBN 之下的屬名，或一個草稿名或一個 ICBN
下之雜交混種名，不具開端的多重符號，或一個兩代嫁接的混種名

稱，發表在 Cultivated Code 中。 
規則  第一個字母大寫。 

 不留空白。 
子元素  
編者註 屬名在不同的編碼下實際上是一樣的；然而為了避免在分類階級中

不同層級裡的放置不必要的名稱部分，所有的在特書的編碼中所辨

識的名稱元素是列在各自所屬的部分中。 
 
356. Element NameBotanicalType/FirstEpithet  (第一別名) 
元素名稱 FirstEpithet 
完整名稱 FirstEpit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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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植物學名稱集中的第一個別名。 
類型／屬性 EpithetType 
相關標準  HISPID 3: "Subgeneric Group Name" (subgen) but without the 

preceeding rank abbreviation (entered under Rank). 
 HISPID 3: "Species Epithet" (sp). 
 Darwin Core 2: Species (included). 

內容 植物學名稱集中的第一個別名，即是屬的在細分或一個種名。 
範例  alba 
註解  
規則  不以大寫字體 

 (字間)不留空白 
子元素  
編者註  
 
357. Element NameBotanicalType/SecondEpithet (第二別名) 
元素名稱 SecondEpithet 
完整名稱 Second epithet  
定義 植物學名稱中同一物種中的第二個別名。 
類型／屬性 EpithetType 
相關標準  HISPID: "Infraspecific Epithet" (isp) 無混種之部分。 

 Darwin Core 2: Subspecies (included). 
內容 同一物種別名，即是在名稱字串中同一物種中其次的指示的別名。

範例  
註解  
規則  不以大寫字體 

 (字間)不留空白 
子元素  
編者註  
 
358. Element NameBotanicalType/Rank (階級) 
元素名稱 Rank  
完整名稱  
定義 需要形成的名稱階級。 
類型／屬性 RankType 
相關標準 HISPID: 涵蓋"Infraspecific Rank Flag" (isprk)和已知於文件中的

"subgeneric group name"的階級("group")。  
內容 需要形成的名稱階級(即是在亞種和在屬及種之間的階級的名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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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例  Subgen 
 subsp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59. Element NameBotanicalType/HybridFlag  (混種標籤) 
元素名稱 HybridFlag 
完整名稱  
定義 標籤包含這是一個已命名的混種或一個嫁接雜種(graft chimaera)。
類型／屬性 HybridFlagType 
相關標準 HISPID: Hybrid Flag (hyb) 
內容 標籤包含這是一個已命名的混種或一個嫁接雜種(graft chimaera)。

屬性”Rank”定義是否其適用於屬、種或亞種的層級。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60. Element NameBotanicalType/AuthorTeamParenthesis (混種命名者) 
元素名稱 AuthorTeamParenthesis  
完整名稱  
定義 混種有效名之命名者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有 Basionym (basnam) 元素旦並非命名者名稱。 
內容 經過修定但仍保留相同的根源或名稱之類別之原始名稱之命名者。

也許會藉由命名者認證而優先。如果可能，優先於”EX”命名者之前

應被避免。 
範例  L. 

 Ames and Correll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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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Element NameBotanicalType/AuthorTeam (命名者名稱) 
元素名稱 AuthorTeam  
完整名稱  
定義 在其命名之時發表全名之之命名者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混種名類別命名者。(即是具一個別名的新的混種名的命名者，及未

出現過的名稱的命名者。) 。會藉由命名者認證而優先。如果可能，

優先於”EX”命名者之前應被避免。 
範例  DC. 

 Ames and Correll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62. Element NameBotanicalType/CultivatedPlantNameElements (栽培植

物名稱元素) 
元素名稱 CultivatedPlantNameElements 
完整名稱 Cultivated plant name elements  
定義 植物之園藝及貿易名稱元素。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植物之園藝及貿易名稱元素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CultivarGroupName  

 CultivarName 
 TradeDesignationName 

編者註  
 
363. ElementNameBotanicalType/CultivatedPlantNameElements/CultivarG

roupName (栽培組織名稱) 
元素名稱 CultivarGroupName  
完整名稱 Cultivar group name  
定義 栽培組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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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culgnam 

 ITF 
 Trehane(1995) 

內容 ICNCP 中針對栽培組織之名稱。 
範例 Granny Smith Group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64. ElementNameBotanicalType/CultivatedPlantNameElements/CultivarN

ame (栽培品種名) 
元素名稱 CultivarName  
完整名稱  
定義 栽培品種名稱，如花椰菜之種類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culgnam 

 ITF 
 Trehane(1995) 

內容 ICNCP 中針對栽培品種之名稱。 
範例  Granny Smith 

 Sturmer Pippin 
 Firmgold 

註解 輸出之用的，栽培出之品種之名稱必須被區隔至另一單一的部分。

規則 For output, cultivar names must be enclosed in single quotes 
子元素  
編者註  
 
365. ElementNameBotanicalType/CultivatedPlantNameElements/TradeDes

ignationName (貿易名稱) 
元素名稱 TradeDesignationName 
完整名稱 Trade name 
定義 特殊栽種之植物所用之貿易名稱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HISPID4: culgnam 

 ITF 
 Trehan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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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ICNCP 中特殊栽種之植物所用之貿易名稱。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66. complexType NameZoologicalType 
元素名稱 NameZoological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國際代碼中動物學命名法下的一個精細的名稱。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Genus  

 Subgenus  
 SpeciesEpithet  
 SubspeciesEpithet  
 AuthorTeamOriginalAndYear  
 AuthorTeamParenthesisAndYear  
 CombinationAuthorTeamAndYear  
 Breed  
 NamedIndividual 

使用元素 TaxonIdentifiedType/ScientificNameAtomized/Zoological 
編者註  
 
367. Element NameZoologicalType/Genus (屬) 
元素名稱 Genus  
完整名稱 Genus  
定義 屬名 
類型／屬性 Genus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Genus. 
內容 一個動物學科或動物學科一部份的屬名。 
範例 Camb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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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規則  第一個字母大寫 

 字間留空白。 
子元素  
編者註 屬名在不同的編碼下實際上是一樣的；然而為了避免在分類階級中

不同層級裡的放置不必要的名稱部分，所有的在特書的編碼中所辨

識的名稱元素是列在各自所屬的部分中。 
 
368. Element NameZoologicalType/Subgenus (亞屬) 
元素名稱 Subgenus 
完整名稱 Subgenus  
定義 亞屬名 
類型／屬性 Genus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Genus 
內容 一個動物學科或動物學科一部份的亞屬名。 
範例 Jugicambarus 
註解  
規則  第一個字母大寫 

 不含空格。 
子元素  
編者註  
 
369. Element NameZoologicalType/SpeciesEpithet (種名) 
元素名稱 SpeciesEpithet 
完整名稱 Species epithet  
定義 種名 
類型／屬性 Epithet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Species 
內容 根據動物學名的第一個別名(在屬名之後，且，隨意的，亞屬名) 
範例 monongalensis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70. Element NameZoologicalType/SubspeciesEpithet (亞種名) 
元素名稱 SubspeciesEpit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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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名稱 Subspecies epithet  
定義 比對至 Darwin Core 2: Subspecies 
類型／屬性 Epithet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Subspecies 
內容 根據動物學名的第二個別名(在屬名之後，且，隨意的，亞屬名) 
範例 monongalensis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71. Element NameZoologicalType/AuthorTeamOriginalAndYear (發表的原

始作者及年) 
元素名稱 AuthorTeamOriginalAndYear 
完整名稱 Original authors and year of publication  
定義 正確發表種-族群之第一人(們)及發表年。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正確發表種-族群之第一人(們)及發表年。 
範例 L.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72. Element NameZoologicalType/AuthorTeamParenthesisAndYear (混種

命名者名稱及年) 
元素名稱 AuthorTeamParenthesisAndYear   
完整名稱  
定義 當原始之種-族群轉變成另一屬時原始命名者引證及原始發表年。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經過修定但仍保留相同的根源或名稱之類別之原始名稱之命名者及

原始發表年。 
範例 L. 
註解  
規則 根據輸出設定於混種名。(下拉選單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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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素  
編者註  
 
373. Element NameZoologicalType/CombinationAuthorTeamAndYear (混

種命名者名稱及年) 
元素名稱 CombinationAuthorTeamAndYear  
完整名稱  
定義 負責新的混種的命名者的引用由及轉換的發表年。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當一個種-族群轉換成另一個種類時負責新的混種的命名者的引用

由及轉換的發表年。 
範例 L. 
註解 純粹隨意於動物學編碼之下。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74. Element NameZoologicalType/Breed（品種） 
元素名稱 Breed   
完整名稱  
定義 某動物之卵的名稱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NamedIndividual  
375. Element NameZoologicalType/NamedIndividual (個別名稱) 
元素名稱 
完整名稱  
定義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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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376. ComplexType NameViralType 
元素名稱 NameViralType 
完整名稱  
定義 病毒學類別和命名法中在國際標準代碼下的一個精細的學名。 
類型／屬性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Genus  

 ViralSpeciesDesignation 
使用元素 TaxonIdentifiedType/ScientificNameAtomized/Viral 
編者註  
 
377. Element NameViralType/Genus  (屬) 
元素名稱 Genus 
完整名稱 Genus  
定義 屬名 
類型／屬性 GenusType 
相關標準 Darwin Core 2: Genus. 
內容 一個病毒學科或病毒學科一部份的屬名。 
範例 Cambarus 
註解  
規則  第一個字母大寫。 

 字間不留空白。 
子元素  
編者註 屬名在不同的編碼下實際上是一樣的；然而為了避免在分類階級中

不同層級裡的放置不必要的名稱部分，所有的在特書的編碼中所辨

識的名稱元素是列在各自所屬的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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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Element NameViralType/ViralSpeciesDesignation (特定病毒種類) 
元素名稱 ViralSpeciesDesignation  
完整名稱  
定義 非拉丁語的正式病毒名稱。例如 vaccinia virus(牛痘)； human 

herpes virus 2 (herpes simplex virus 2); poliovirus 1;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virus L-A; enterobacteria phage PRD1 
[Source: ICTV]. 

類型／屬性 xs:string 
相關標準  
內容  
範例  
註解  
規則  
子元素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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