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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一、2001年行政院永續會生物多樣性組行動計畫

工作項目 具體工作內容 主(協)辦機關

壹一、建構及
整合國家生物
多樣性資料庫
及資訊網

04111及04113案合併為：
建立生物多樣性資訊交流機制，推
動與各機構資料庫之整合，定期增
修補充各項資訊，包括專家名錄、
物種名錄、典藏標本、地理分布、
時空分布、入侵種、物種解說、文
獻及生物資源等，並透過國家生物
多樣性入口網與國際接軌。

D1201 案

國科會/農委會
( 中研院、內政部、
經濟部、原民會、衛
生署、教育部、環保
署、交通部 )
持續辦理



二、2001年NSC代表台灣加入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GBIF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成為副會員

‧目前26個VP，21個AP及經濟體、35個
國際組織。台灣為副會員。

‧資料提供單位187個，標本或博物館
854個。

‧目前已整合物種數達百萬種
(Sp2K/ITIS)；標本及分布資料1.45億
筆，預計2011年將完成180萬種電子名
錄，10億筆生物多樣性資訊。目前正
推動物種庫(物種百科)，分類文獻全
文檢索，開發資料分析工具，如地圖
工具、指標計算、模式應用等等。



Names data within GBIF

4 Work Programmes

DADI—The Data Access and 
Database Interoperability

DIGIT- The Digitisation of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 Data

ECAT– The Electronic Catalogue 
of Names of Know Organisms

OCB– Outreach and Capacity 
Building 



Extending ECAT: Catalog of all generaExtending ECAT: Catalog of all genera



為何生物之物種名錄這麼重要?
Why CoL is so important? Specimen Data

(標本資料)

Specimen Data

(標本資料)

GenBank, etc.

BoL (基因庫等)

GenBank, etc.

BoL (基因庫等)

Ecological 
Databases EML

(生態分布資料庫)

Ecological 
Databases EML

(生態分布資料庫)

Tree of Life

ToL (生命之樹)

Tree of Life

ToL (生命之樹)

‧物種學名係所有不同生物資料庫
內容中唯一之共同欄位

‧為連結全球生物資源獨一無二之
「主鍵」(unique identifier, primary key)

• 若無學名，則將無從去尋
找其他資料庫中之資料

Encyclopedia of 
Life

EoL (生命大百科)

Encyclopedia of 
Life

EoL (生命大百科)

搜尋引擎

Catalog of 
Life (CoL)

(物種名錄)

搜尋引擎

Catalog of 
Life (CoL)

(物種名錄)



Sp2K and ITIS had signed 
to cooperate, the goal is to 
complete global species 
checklist in 2011(Species 
checklist of GBIF is 
provided by Sp2K and ITIS).

Websit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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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究竟有多少生物物種？
How many species exist in Taiwan?

1992 年Peter Rave 
估計全台灣的物種應
達15～20萬種



Nation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Network in Taiwan , TaiBNET

http://TaiBNET.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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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3 NSC 開始支助三年的＂建置台灣生物多
樣性資訊網＂計劃，以物種名錄及專家名錄為始



一般使用者使用首頁搜尋方
塊，即可以完成所有的名錄
查詢工作
使用者只需輸入一個英文字
母，或一個中文字，就會帶
出字串供選擇

一般使用者使用首頁搜尋方
塊，即可以完成所有的名錄
查詢工作
使用者只需輸入一個英文字
母，或一個中文字，就會帶
出字串供選擇

TaiBNET首頁搜尋方塊功能示範TaiBNET首頁搜尋方塊功能示範



輔助輸入字串共有

47732個有效學名

35967個同種異名

24313個中文俗名

3417 個科級以上學名

2953個科級以上中文名

輔助輸入字串共有

47732個有效學名

35967個同種異名

24313個中文俗名

3417 個科級以上學名

2953個科級以上中文名

細菌 381種，古菌 6種，原生生物 1347種，藻界 797種，真菌 5555種，植
物 8301種，動物 31345種

總計：7界 52門 117綱 573目 2758科 16339屬 47732種

資料提供者或合作者共 139人 登錄台灣分類及生態專家 708人



示範查詢學名(同種異名)

Adiantum modestum

示範查詢學名(同種異名)

Adiantum modestum



查詢的學名為同種異名，系統自動導向有效學名查詢的學名為同種異名，系統自動導向有效學名



示範查詢鳥類名錄示範查詢鳥類名錄



下載查詢結果(478筆名錄)

可選擇xml 或 csv 格式

下載查詢結果(478筆名錄)

可選擇xml 或 csv 格式



下載的xml 檔案以EXCEL 開啟的情形下載的xml 檔案以EXCEL 開啟的情形



進階查詢功能示範－以查詢科名為 Cyprinidae (鯉科)為例進階查詢功能示範－以查詢科名為 Cyprinidae (鯉科)為例



科名為 Cyprinidae 查詢結果265筆（含同種異名）科名為 Cyprinidae 查詢結果265筆（含同種異名）



Cyprinidae有效學名 36筆（不含同種異名）Cyprinidae有效學名 36筆（不含同種異名）



物種名錄中的瀕危及保育種物種名錄中的瀕危及保育種









學名批次核對工具學名批次核對工具

貼上要核對的學名貼上要核對的學名



藍色為有效學名，
綠色為同種異名

藍色為有效學名，
綠色為同種異名



自動統計各分類階層自動統計各分類階層



使用學名連結至其他網站使用學名連結至其他網站

同種異名同種異名

取得分類樹狀圖取得分類樹狀圖

下載本筆資料下載本筆資料

物種摘要頁各項連結功能介紹物種摘要頁各項連結功能介紹

上傳照片上傳照片

本頁英文版本頁英文版

提供資訊提供資訊



上傳物種照片，及新增物種資訊、俗名、同種異名上傳物種照片，及新增物種資訊、俗名、同種異名



台灣生物多樣性專家台灣生物多樣性專家



生物多樣性專家可以自行上網登錄資料生物多樣性專家可以自行上網登錄資料



查詢台灣生物多樣性專家查詢台灣生物多樣性專家



2007台灣生物多樣性現況報告
生物名錄 生物多樣性指數

台灣物種名錄現況與修訂工作

2005年 2002年



界、門 : 全部有中文名
綱：缺 5 個中文名
目：缺42個中文名
科：缺354 個中文名
屬：缺6246個中文名
種：缺23171個中文名

☆ 2861 筆資料（物種）沒有 citation。
☆ 1219筆資料（物種）沒有命名者。
☆ 目前已經標示 6869 個台灣特有種，尚有許多台灣

特有種未標示出來。
☆ 尚未標示 IUCN 瀕危指標。
☆ 尚未標示農委會野生動物保育等級。



資料品質與檢核—
方法一: 經由自我比對找出錯誤

綱名相同者，門名也應相同（拉丁名）

目名相同者，綱名也應相同（拉丁名）

科名相同者，目名也應相同（拉丁名）

屬名相同者，科名也應相同（拉丁名）

學名（種名）相同者，科名也應相同（拉丁名）

拉丁名相同者，中文名也應相同



二、台灣物種名錄與全球物種名錄之比對

共一百萬筆

共46827筆

重疊
17742筆

Catalog of life 2007 Annual Checklist

台灣物種名錄



台灣物種名錄與全球物種名錄之比對

15080

2662

7854

21231

可以對應到

對應到但為無效

無法對應但有建議學

名參考

無法對應也沒有建議

有無

使用程式將同一科中相似的學名列出，供修訂時參考



種小名相同，屬名不同

種小名相同，屬名不同

種小名字尾變異

種小名字尾變異

拼字錯誤

種小名相同，屬名不同

多了亞種名

多了亞種名
多了亞種名

種小名相同，屬名不同

拼字錯誤 ?

多了亞種名

多了亞種名



Paul Kirk

family：1861 different name
species：491 different name
author：3327 different spelling

Compare Between TW and CABI’s Fungi Checklist

38



台灣物種名錄提供者台灣物種名錄提供者















生態工法重點計畫
-道路、山坡地、溪流、城鄉、海岸、濕地

(物種基本資料、工程之影響、示範區、生態
工法文件、技術支援、人才培訓等)

分類等基本資訊
(NSC-NDAP&

NBRPP推動計劃)

標本編目
(國科會-數位典藏)

文獻,研究計劃,研討會,
關鍵詞,專有名詞
(國科會科資中心)

生態分布
(NSC-LTER

-NBRPP)

交通部風景特定區管理處
經濟部水利署

環保局

野生動物遺傳物質
冷凍儲存庫

(農委會林業處)

種原庫
(農委會作物種原中心)

資源及分布
(COA-TBRD,TARI農試所
TFRI林試所, FA漁業署.)

特有種
(農委會特生中心)

入侵種
(農委會林務局)

其他部會

國科會農委會

協助建立之新資料庫:
生態系參數,昆蟲中文名稱,溼地鳥類鯨豚分布,水產養殖基因庫…

大學或研究機構:
蒐集已有網站及資料庫:

機構, 自然襲產, 研究計劃, 社團組織, 生物

Species/Taxon

GIS
distribution

TaiBIF/TaiBNET

以種名及GIS分布為連結

生物多樣性資料庫建構與整合-係以物種及GIS分布為主鍵



推薦連結網站(以學名直接與該站連結)推薦連結網站(以學名直接與該站連結)



TaiBNET 及 原住民族生物學誌





台灣遺傳資源種原庫與TaiBIF & 
TaiBNET 之整合

涵蓋農、林、牧資訊

genus species

林試所 77 108

畜試所 16 21

畜試所禾本科 32 52

畜試所豆科 26 38



輸入:  
Avena sativa



從農試所種原中心連結到 TaiBNET

連 TaiBNET

燕麥共有 24 品系資料。



燕麥
簡易基
本資料

燕麥
完整基
本資料



整合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並與國際接軌

GBIF
(全球生物多樣性
資訊機構)

Species 2000(COL), 
EOL, BOL, TOL, 
ITIS, BIOS
BioNET-International
……

Species 2000 AO, ASEANET
……PACINET, PBIF

Global organisms 
database 
e.g. FishBase, AntBase, 
AlgaeBase……

TaiBIF/ 
TELDAP
(GBIF台灣
入口網站)

全球級 區域級
(Asia, Asia Oceania or Pacific)

國家級

TaiBNET 
(species checklist & 
experts namelist)

TELDAP 
(specimen database)

Local organisms database 
(e.g. Fish Database of Taiwan)

地方級

Institutions, NGO, heritages, 
projects and publications, etc.

TBRD 
(distribution database)

以
生
物
多
樣
性
為
例



台灣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http://taibif.org.tw (since 2003)

Chinese website of TaiBIF 

English website of TaiBIF

NSC (2003)
COA (2005)

Sponsor by: 
2003.12 – 2004.12 NSC
2005.08 – 2005.12 COA 
2006.08 – 2009.07 NSC
2007.01 – 2nd phase of NDAP (2005/10/14在GB12會中作示範性報告)





TaiBIF 連結TaiBNET物種名錄資料庫（1）

物
種
名
錄
瀏
覽



TaiBIF 連結TaiBNET物種名錄資料庫（2）

物
種
名
錄
搜
尋



GBIF教育訓練手冊中文版

請至
http://taibif.org.tw
下載



全球主題資訊機
構，如GBIF…等主
題性網站

全球級

文獻與檔案

生活與文化

世界文化入口網站

Members
各組織入口網

Members

各國文化入口網

數位典藏入
口網(英文)

國際合作子
計畫二主
導，負責建
置

藝術與圖像

台灣

整合各部
會與民間
資料庫

（非NDAP）

整合各部
會與民間
資料庫

(非NDAP)

地圖與建築

聯
合
目
錄

文化台灣入口網
文建會主導，負責建置
(http://www.culture.tw)

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網
（TaiBIF）…等同性質網站
由本計畫主導建立
如: http://www.taibif.org.tw

IT
Web 2.0

Web Services
異地備援

知識庫…等

全球級

如：
FishBase

亞歷山
卓圖書館

東京大學
博物館

渥太華
博物館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lant 
Taxonomy

日本地質
史學會

…等

跨領域及整合性國
際組織或計畫

單組織、
單學門

之國際合作

生物與自然
拓
展
台
灣

語言影音與新聞



數
位
台
灣
｜
文
化
與
自
然
入
口
網
雛
形

新版入口網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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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繼續邀請專家進行下列工作：

1. 修訂分類系統架構。

2. 物種名錄資料(含門、綱、目、科、種名、命名
者、年代、中文名、是否特有種、引用文獻、提
供者) 修訂及增補，如增加中文名等。

3. 增加本土物種名錄及同物異名資料。

4. 增加保育種及非本土種或原生種之外來種、栽培
種、歸化種等之物種資料之名稱資料，包含其可
能引入之年代。



增加外來種、栽培種、歸化種資料



2005 年出版第一版光碟，使用 MS mdb 格
式，並開發PC應用程式，供缺乏網路環境下
使用。架構約略與 SP2k 2004 光碟相同

Sp2k 2007 光碟改用 mysql 格式，使用可
以在個人電腦執行的 Web 介面。

第二版光碟將依循 Sp2k 2007 光碟的架
構，並提供中文及英文兩種介面。

預計2008年10月出版第一版官方物種名錄
及其光碟



16:10 – 17:00    討論題綱:

有效名之認定（有發表、有標本、有照片等其他依
據）

外來種之定義

中文名之命名規則、海峽兩岸之整合

化石種及已滅絕種是否列入

分類系統之統一及與Sp2000之關係

未來應擴充之資料－照片、瀕危種之專家認定、文
獻、異名、物種基本資料、生物學資料

版權與智財權

TaiBNET與TaiBIF之改進等

專有名詞之統一及中譯，如 common name，
vernacular name …
其它 Other issues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