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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國家公園擁有廣大的自然區域、豐富的人文史蹟及大量的自然生態資源，吸引

許多學者以國家公園的各項豐富資源作為研究題材，然而國家公園管理單位受於經營方向

及資源分配的限制，使得標本的實體皆存放在執行採集的單位。對於國家公園而言，雖然

可以減少保存空間與管理人力的好處，但因標本分散多處，卻有運用不便的缺點。 

本期計畫利用網絡資訊系統完成採集許可申請相關之管理功能，來協助採集標本紀

錄，為未來追蹤國家標本使用留下依據。虛擬標本館暨採集申請系統介面特色以專家採集

者使用為出發，引入社群功能便利採集團隊建立標本且呈現個人採集貢獻者，以形成採集

者與國家公園永久溝通交流的平台。數位化資料記錄系統使用者資料，使經常性申請年度

採集者不需一再檢送身分證明，簡化國家公園標本採集證申請流程。並建立生物學名資料

及國家公園地名資料提供查詢並便利日後其他標本資料庫整合。 

線上標本紀錄使得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之採集標本的資訊可上傳進行累積，規格化

資訊便於即時發布使得國家公園採集案可以多人同時查閱，以達到資源開放與平等共享的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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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parks are located at the most precious area in Taiwan and possess rich natural 

resource and historical remains.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iled study sites in ecology, geology 

and anthropology.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tudy materials and research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national park area is difficult to accumulate due to separate deposition of specimen 

in different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A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was applied to construct on-line web pages “National Park 

Virtual Museum” for specime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data retrieval. The process of material 

collection application was also merged into this system. The function of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of National Park Virtual Museum included several modules: 1. multiple user roles with 

limits of authority, for customizing the user interface web pages. 2. material-collection appl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facilitating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to concluding the project, 3. specime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ystem, for unifying the element types of database and uploading and 

accumulating the specimen information. The community group management function is also 

included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behavior of research team work.  

The digitalized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of applicants could be maintained and 

shared out among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The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profile does not be provided 

repeatedly in the routine collection applications. The query module of scientific name and 

coordinates are provided for convenience to data input and data integration. The accumulation of 

digitalized specimen information and on-line web system provide data retrieval and information 

query for multiple browser. The on-line National Park Vritual Museum system would be one of 

knowledge database on the basis of free-share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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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國家公園擁有廣大的自然區域、豐富的人文史蹟及大量的自然生態資源，富含

珍貴及多元原生動物及植物之物種、自然景觀、地形地質、考古等人文古蹟，吸引

許多學者以國家公園的各項豐富資源作為研究題材，同時在國家公園許可下學者在其中

進行標本採集研究題材。然而國家公園管理單位受於經營方向及資源能力的限制，使得

標本的實體皆存放在執行採集的單位。對於國家公園而言，雖然可以減少保存空間與管

理人力的好處，但因標本分散多處，卻有運用不便的缺點。 

為使國家公園兼具標本照顧管理之成本考量及各界使用標本之便利性等因素，本計

畫結合台灣大學植物標本館及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之專業能力擬建構國家

公園虛擬標本館。本計畫為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藏建置計畫第一期，預計達成目標，如

下: 

1. 國家公園天然資源資料庫之建立: 

充份利用國家公園標本資源並累積歷年採集調查工作之成果以逐步完成建立國家公園

天然資源資料庫。 

2. 國家公園標本採集作業管理平台之建構: 

透過建立國家公園之標本聯合目錄、標本標籤製作系統及統一標本資訊格式，將連結並

統一各國家公園採集及標本管理系統。 

3. 國家公園標本採集之行政作業效率之提升: 

建立單一入口平台，整合及簡化國家公園採集申請之行政作業程序，避免區域過度採

集，並確實檢驗採集申請計畫執行成果，達到節省系統維護之物資與人力。 

4. 國家公園自然資源利用率之增進: 

串連線上標本資訊，促進標本之查詢、檢視及上傳採集資料的方便查詢，進而增進國家

公園標本採集資料的利用意願及資訊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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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主題背景及有關研究之探討 

虛擬標本館先期規劃之基本構想 

在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先期規劃中，將本系統定位為一個標本聯合目錄，以串連儲存在

研究單位之實體標本，使分散之資源可以整合呈現。也將其定位為一個網路平臺，包含採集

申請管理系統、標本標籤製作系統、標本資訊上傳系統與標本資訊查詢系統等，用以結合標

本採集執行單位（或個人）及國家公園採集管理單位，形成採集管理與研究採集查詢介面。

就其主要三項構想為： 

一、充分了解實體標本存放情況 

1. 虛擬標本館的內容應涵蓋國家公園所有採集形式，包含植物、動物（含於魚類、昆蟲、

珊瑚等）、礦物岩石、人文器物等標本實體完整或部分標本如：部份植物器官、動物

之血液、毛髮等。各種保存形式之標本，如冷凍標本、乾燥標本、浸液標本等，其

他類型如聲音、影像等標本。 

2. 原則上標本保存於執行採集計畫之單位，標本存放既有之研究單位，可以節省國家公

園在標本管理所需的人力與存放之空間。 

二、標本資訊建檔 

進行數位化資料的累積，故應提供資料的登錄上傳介面。採集及標本資訊建檔包括： 

1. 標本資訊上傳介面 

為採集標本本身的資訊包含採集時間、地點位置、採集者、標本描述等（表 1），

並可產生標本標籤進行實體標本館存放管理。為了便於國家公園管理單位查詢使

用，標本紀錄也必須包含國家公園及其所屬地理分區單元、採集者標本存放位置及

館號、相關採集計畫名稱等等必要欄位。上傳系統應規劃固定格式。使用者可經由

網站進進行資料登錄。 

2. 採集管理系統 

包含管理採集申請所需資訊，如：採集者名單，採集時間、區域，申請計畫緣

由（表 2），並可監控採集計畫執行者使用採集記錄標籤系統及上傳標本資料情況等，

該系統可以在申請採集審核通過後，給予採集研究者有期限之採集記錄及上傳系統

帳號，並自動產生採集資料登錄提醒電子信件，以方便管理人員管理採集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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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呈現 

目的在於展示國家公園各式自然資源類型，包括植物、動物、礦物岩石、化石、人

文器物等。根據採集工作所得到的資訊有標本資料（包含：採集時間、地點、棲地環境、

存放單位等）、標本於各國家公園內分布情況；若能結合數位典藏之標本所能呈現的資

料更包括：標本影像、物種活體影像（以連結至該標本館方式呈現）等訊息。此外，並

可產生具有證據採集文獻、採集標本資訊之名錄。使用者可經由各國家公園網站進入國

家公園標本館首頁，查詢任一國家公園標本資料，未來將朝向成為最詳實的臺灣自然資

源博物館系統。 

 

委託之系統架構說明 

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系統開發目的在於整合簡化國家公園採集申請結案流程，降低人力

成本，改善作業流程，提昇工作效率；使採集作業流程的控管更有效率，採集計畫資訊可以

數位化並累積，增加國家公園標本的典藏，以提供線上資訊分享，資料存取利用。本期預定

建置內容包含採集管理系統、採集記錄標籤產生系統及標籤資訊上傳系統，本期系統主要提

供有下列幾項功能： 

1. 提供國家公園管理採集業務，包含申請管理、計畫管理、結案管理。 

2. 提供學術人員進行線上之採集申請。 

3. 提供學術人員進行線上之採集成果繳交。 

4. 提供學術人員進行採集標本資訊建立。 

本期系統針對國家公園採集作業流程控管的需求，開發之資訊管理系統（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MIS）。主要包含了三個系統，每個系統下又各有幾個子系統（如下表一）。

標本採申請系統同等於計畫管理子系統；標本採集管理系統同等與計畫管理子系統加標本資

訊紀錄（採集資料維護）；採集查詢系統為原採集紀錄子系統之查詢功能及瀏覽標本紀錄功能。 

 
表 1、國家虛擬標本館系統之採集申請系統及標本資訊系統說明。 
系統 子系統 模組 其他功能模組 說明 

計畫管理子系統 
（前台） 計畫申請模組 計畫申請 提供學者線上採集申請 虛擬標

本館資
訊系統
（採集

=標本採申請系
統  計畫申請查詢 提供學者線上查詢計畫核准/退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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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子系統 模組 其他功能模組 說明 

 
標本資訊紀錄 

=採集資料維護 
（採集紀錄子系統）

由採集紀錄上傳
由檔案上傳 

提供計畫核可人連結採集紀錄系統進行資
料轉移，或由固定格式之 txt 及 csv 匯入資

料。 
 採集成員設定 採集紀錄權限制定 設定採集紀錄之權限設定 

  修改計畫採集內容 提供計畫核可人線上修改採集申請內容

計畫管
理系
統） 

 各項計劃管理 申請採集活動 提供計畫核可人線上申請採集活動 

   申請計畫結案 提供計畫核可人進行採集編輯結案報告、
成果繳交。 

計畫管理子系統 權限管理模組 帳號管理 帳號申請 Email 驗證，取得使用者權限

（後台）  設定國家公園管理
者 提供國家公園主管單位設定管理人帳號

 

=標本採集管理
系統  計畫權限制定 

設定通過之計畫之權限設定協助管理人員
給予申請核可人標籤產生系統之帳號、並

提醒核可人使用系統 
 計畫各項管理 辦理採集申請 協助管理人員進行採集計畫結案管理。

  辦理採集變更 協助管理人員進行採集計畫辦更管理。

 

  辦理結案管理 協助管理人員進行採集申請管理。 

 
本子系統的設計是為了使採集作業流程的控管更有效率。學術研究人員可透過網路申請

採集並得到累積之採集資訊，管理人員也可管理採集業務，並累積以利將來運用最新的採集

資訊做為管理參考，同時系統功能也能因應日後不同的需求做修改。 
另一個系統為資料庫查詢系統，以提供標本資訊紀錄時所需要填寫的學名、地名查需

求。以下圖六至圖八為各子系統或模組操作流程之設計。為因應各領域標本標籤或標本紀錄

資訊的差異，設計有不同之輸入介面，使用者可根據需求使用不同介面進行維護所屬標本紀

錄。 
 
 
表 2、虛擬標本館資訊系統之查詢系統。 
系統 子系統 模組 其他功能模組 說明 

學 
名查詢 查詢模組 

學名中文名 
自動完成 
科名 
屬名 
階層氏查詢 

提供計畫參與人員查詢生物學名。 

虛擬標本館
資訊系統（採
集紀錄管理
系統=線上
採集紀錄簿） 

地圖查詢 範圍區域查詢 
地名查詢 

 
提供計畫參與人員查詢採集地點經緯度。

  編輯採集內容  提供計畫參與人員編修個人採集資訊。 
 （採集紀錄子系

統） 瀏覽採集內容  
列印標本標籤、匯出紀錄。 

 

本系統的設計是為了使採集作業流程的控管更有效率。學術研究人員可透過網路申請採

集並得到累積之採集資訊，管理人員也可管理採集業務，並累積以利將來運用最新的採集資

訊做為管理參考，同時系統功能也能因應日後不同的需求做修改。 

使用者權限設定：本系統有使用者的權限控管，在進入本系統時，輸入帳號/密碼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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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會自動導入個人基本資料與使用權限的設定，在主畫面上只會出現個人能使用之系統工

具，且有權限者才能進行資料的增刪編輯動作。也因為系統有使用權限的設定，所以無使用

權者，則無法使用該系統的功能。如：申請採集通過的學術人員可使用標本資訊上傳系統參

與採集計畫及建構採集資料，國家公園採集申請承辦人員則可掌控採集申請管理功能。每個

系統雖然分別設有管理權限，但在應用面上則是相互分工合作的。如：採集計畫及資料建構

的學術人員負責將標籤資料建立，資料庫建立完成後，國家公園則管理資料庫及建立與維護，

查詢係統則提供標本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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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及過程 

一、資料蒐集與分析之規劃： 

1.蒐集內容包括： 

（1） 建置標準化標本資訊。 

（2） 資料庫查詢系統格式。 

（3） 國家公園細部地名及分區（如：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 

2.分析及預定結果： 

（1） 採集標本標籤格式。 

（2） 國家公園地名分區對照表。 

（3） 生物學名資料庫。 

（4） 保育物種關聯表。 

 

二、座談及合作協商之規劃： 

1.採集申請及管理座談會： 

預定邀請人員為生物、地質、人類學專家學者及國家公園管理人員。 

（1） 討論國家公園標本採集申請流程與管理方式。 

（2） 採集標本資訊核心欄位及其他欄位建議。 

（3） 線上申請及管理管理使用介面的建議。 

（4） 學名及地名資料的完整性及格式。 

 

2.採集申請及管理系統說明： 

預定邀請人員為生物、地質、人類學專家學者及國家公園管理人員。 

（1） 採集申請管理系統特色介紹及操作說明。 

（2） 線上申請及管理管理使用介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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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際架構系統並測試： 

1. 系統需求收集。 

2. 系統分析及系統架構設定。 

3. 系統功能撰寫。 

4. 系統測試。 

5. 系統操作手冊撰寫。 

 

四、系統開發計畫的工作規劃 
表 3、系統開發計畫的工作規劃 

研究計畫生命週期 

階段（時間） 開始階段 進行研究過程 計畫結束 

活動地點 計畫辦公室 計畫辦公室與國家公園 計畫辦公室 

1.研究計畫申請成立 採集計畫執行（開始採集活動）計畫結案準備工作 

2.擬定計畫工作角色（含擬定
各角色之工作內容與權限）

1.採集申請（含註冊、申請、
變更等） 1.結案報告資料準備 

3.確認參與計畫成員 2.採集記錄（含製作標本、標
籤、繪圖等） 

2.決定提交國家公園之標本
資料有哪些 

4.針對成員專長分配擔任之
工作腳色 3.採集資料整理與統計 

3.標本資訊共享範圍確定（即
將願意交流之資料設定社群
共享） 

5.列出相關之其他研究計畫
或研究單位 4.相關資料查詢 4.結案報告撰寫與提交國家

公園相關採集標本之資料 

可能進行之活動 

6.擬定研究進行之工作內容
（即採集計畫擬定） 

5.配合採集路線整理蒐集所需
地理資訊 5.結案 

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共同計畫主持人 共同計畫主持人 共同計畫主持人 

研究助理 採集者 研究助理 
可能參與之角色 

行政助理  行政助理 

研究計畫書 標本 網站知識共享內容 
資料收集平台建置（ex:資料
庫等） 標籤 結案報告 

資料交換平台建置（ex:FTP
或網頁伺服器等） 分類資料  

社群資料（合作夥伴或單位
之名單或聯絡資訊） 相片  

 圖檔（繪製後的圖檔）  

 相關（標本）統計資料  

預定的產出項目 

 採集報告（匯整採集記錄後的
資料，替結案報告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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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 

一、本系統資料庫範疇分析 

目前台灣國家公園均建置有線上查詢的生態資料庫，由生態資料庫的內容來了解國

家公園中資源的類別，以生物為主，其餘還包含有地質及人文資料。其中以金門及陽明

山國家公園資料庫涵蓋範疇最廣泛（表 4），譬如金門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具有植物、動

物、古蹟及建築等四類群資料庫。 

以生物資料來看，墾丁國家公園因其管轄範圍尚包含有海域，所包含之生物類群最

為廣泛，由國家公園之過去調查所呈現的物種名錄，可知未來於國家公園的採集內容也

將包括各種生物類群。在地質方面陽明山國家公園及太魯閣國家公園，用有火山及峽谷

地形也是地質研究的重要材料；在人文方面，許多國家公園境內也具有原住民部落和先

民遺跡，如玉山國家公園出入口之原住名部落民俗風貌，也常為學者研究的題材。因此

國家公園可能調查研究的材料，如：陸域及海域生物、地質之岩石礦石、部落文物、考

古文物等可能採集研究的材料，均為本系統收集的範圍。 

 

表 4、國家公園線上生態資料庫涵蓋類別及資料筆數。 

類別 小類群 陽明山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雪霸 金門

植物物種 單子葉植物* 22 
（開花植物

818） 
424 349   

 雙子葉植物* 141  1395 1104   
 裸子植物* 4  28 17   
 蕨類植物* 20 134 295 351   
 苔蘚植物  31 177    
 浮游植物  246     
 稀有植物     61**  
 列舉植物***     22 10 
 10 月植物***     4  
 11 月植物***     5  
 增加調查資料       
 調查資料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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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小類群 陽明山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雪霸 金門

菌類物種   120     
地衣物種   24     
藻類物種   146     
動物物種 鳥類* 618 332 151 145   

 魚類* 247 1202 12 18   
 兩棲類* 36 19 12 13   
 哺乳類* 79 56 51 37   
 爬蟲類* 123 48 18 33   
 甲殼類  394  20   
 昆蟲*及蜘蛛 1702 804 780 500   
 珊瑚類  299     
 軟體動物  801     
 棘皮動物  91     
 浮游動物  138     
 其他海洋動物  131     
 列舉動物   24   23 
 文獻資料    186   

地質資料 地質 17      
 火山地形 39      
 後火山活動 31      
 河川水系 17      

人文資料 遺址遺跡 27      
 古蹟      10 
 建築 137     24 
 聚落 12      
 產業 26      
 古道 12      
 古卷契 91      
 耆老口述歷史 4      

總計資料數  3808 5834 2943 2424 31 67 
*為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的共同資料類群。 

**僅有植物方面的資訊，並於園區植物介紹一文中指出雪霸國家公園具有 61 種稀有植物。 

***雪霸國家公園”自然保育專題報導”內之專欄文章。 

 
二、國家公園標本資訊需求分析 

國家公園標本資訊的建立需同時考量各種執行之實際需求，例如：為了能追蹤實際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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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及標本的去向，則必須紀錄每次申請案所採集之物種、數量及標本的存放地點；同時

又符合國家公園希望提供展示的資訊等多方需求。查看現有國家公園線上自然生態資料庫的

呈現（表 5），而由表 2 所呈現之自然資源資訊則是包羅萬象。 

本期規劃以多數國家公園所呈現的資訊做為核心標本資訊，加上國家公園採集標本去向

追蹤的目的，歸結國家公園所欲提供的標本資訊為：物種名稱，保育等級、物種形態特徵說

明、物種的保育等級、物種分布、物種影像及採集位置等。其中因物種的保育等級及形態特

徵資訊，乃以種類為單位即可，並不需要由每一份標本描述來取得；物種的保育等級，則未

來可以另外製作關連資料表來呈現，先期開始即收集影像，以影像暫時取代文字描述。 

由於物種多樣性呈現列為國家公園標本所要優先呈現的重點，因此標本物種的鑑定必須

能紀錄，而物種的數量要能累積也必須將物種名稱統一，使用統一的生物學名資料庫及方便

物種的名稱統一及統計；為了要呈現物種的分布，標本的採集位置也必須忠實紀錄。 

 

表 5、國家公園線上生態資料庫資料欄位比較。 

類別 項目 陽明山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雪霸 金門 

科名 Y Y Y Y Y  

學名* Y Y Y Y Y Y 

中文名* Y Y Y Y Y Y 

英文名 Y      

說明或形態特徵 Y Y Y Y Y Y 

分布地域   Y Y   

分布地圖 Y      

抽芽期   Y    

開花期   Y    

果熟期   Y    

物種特性（特有） Y Y Y    

生態照片* Y Y  Y Y Y 

保育別* Y Y    Y 

發現者 Y      

命名者 Y      

異名 Y      

原生歸化栽培 Y      

調查資料 Y      

植物物種 

增加調查資料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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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陽明山 墾丁 玉山 太魯閣 雪霸 金門 

科名 Y Y Y Y   

學名* Y Y Y Y  Y 

中文名* Y  Y Y  Y 

英文名 Y Y  Y   

說明或形態特徵* Y Y Y   Y 

分布地域 Y  Y    

分布地圖 Y   Y   

覓食習慣 Y  Y    

生態照片* Y  Y Y   

影片 Y     Y 

動物叫聲 Y      

屬性或物種特性 Y Y  Y   

保育別* Y Y Y Y  Y 

發現者 Y      

命名者 Y      

異名 Y      

調查資料 Y      

動物物種 

增加調查資料 Y      

調查資料  Y      

增加調查資料  Y      

生物名錄  Y   Y   

*為多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的所具有的資料欄位。 

 

在考量標本資料庫能與國內外現有資料庫結合並考慮跨領域與平台整合；比較國家數位

典藏計畫動物、植物各領域標本資訊欄位的差異（表 6），資料庫欄位應與國內外標本資料庫

相當，因此所設計之國家公園標本資料庫欄位，原則上依據國際上所使用之 Darwin code。 

其他因應國家公園標本管理所需要欄位則另外增加，以符合國家公園管理及未來資料呈

現之實際需要。為使國家公園標本館系統之所蒐集之採集資料，在未來具有查詢、存取等功

能，所欲儲存之資料必須兼顧不同研究領域，因此應擬定共同欄位。 

 



 16

表 6、各領域標本標籤輸入欄位比較 

類群名 共同欄位 植物 昆蟲 動物 人文器物 礦物岩石化石 

分類鑑定資訊 鑑定名  綱 門名 遺址名稱 標本類型（化石,自然元素,岩石） 
   亞綱 亞門名  化石分類（一般化石,生痕化石） 
   目 綱名  礦物分類（自然元素） 
   亞目 目名  英文標本名稱 
  （生物學名） 總科 亞目名 年代 開始/滅絕地質年代 
  拉丁科名/中文科名 科 科名 文化期\文化時代\朝代  
  屬名 屬名 屬名 文化類型\民族  
  種小名 種名 種名   
  種命名者 種命名者 命名者 標本說明 參考文獻 
  種以下階層名稱 （生物學名） （生物學名）   
  種以下階層名稱命名者 學名 英文名 原始文獻描述 原始文獻描述 
採集地點資訊 地名 其他描述  深度（m） 舊地名/社名 水系 
 行政分區/縣市英名/中名   座標誤差（M） 質地 地層 
 行政分區/鄉鎮英名/中名   鹽度 層位  
 國家公園/保護區    發掘遺址名稱 其他描述 
 國家公園/保護區分區單元      
 經度      
 緯度      
 海拔高度      
標本來源資訊 採集者英文/中文姓名 採集編號  採集起始日期 捐贈出售者 交換單位或經手人 
 隨同人員   採集結束日期 取得方式 捐贈者 
 採集日期     取得方式 
 採集計畫名稱      
標本現狀說明 標本保存狀況   採集方法   
   保存方法 保存方式   
    保存溫度   
    標本部位   
    標本用途   
標本描述 尺寸 豐富度 性別 性別 尺寸長（mm） 尺寸長（mm） 
  生長型 型態特徵 發育階段 尺寸寬（mm） 尺寸寬（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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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群名 共同欄位 植物 昆蟲 動物 人文器物 礦物岩石化石 

  植株高度（m） 體型 標本尾數 尺寸高（mm） 尺寸高（mm） 
  營養方式（自營/異營） 體長（mm） 標本體長  產狀 
標本描述  物候資料（花期/果期） 觸角節數 標本體重 重量（g） 重量（g） 
  花朵顏色  頭長（mm） 功能用途分類 特徵描述 
  果實顏色  頭寬（mm） 技術分類 性別 
  其他特徵  腰圍（mm） 材質分類 年齡 
    嘴色 穿孔數 標本部位 
    腳色 形狀  
    背甲長（mm） 顏色  
    腹甲長（mm） 穿徑  
    標本耳長（mm） 銘文  
    標本尾長（mm） 紋飾  
    吻肛長（mm） 摻和料  
    標本後足長（mm） 遺址-生態遺留  
     遺址-文化遺物  
     遺址-結構現象  
生育環境資訊  植群型     
  自然度     
  微生育地     
  環境光度     
  環境濕度     
  土壤類型     
  基質     
  伴生植物     
其他資訊 備註   建檔日期   
 影像編號   紀錄建檔者   
 影像/照片說明   最後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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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家公園現有採集申請作業管理流程所需資訊探討 

目前臺灣國家公園開放採集的對象為學術研究單位。學者專家因生態研究或教學需要得

以書面或是上網登錄的方式向國家公園保育課提出專案申請，經審查程序，則以公文方式通

知審核結果，核可者即可進行採集。現行墾丁及太魯閣國家公園則可以在網路上查詢結果，

核准之後始可進行採集。 

目前性現行規定申請時需檢具文件：1.申請書；2.採集計畫，說明目的、採集人員、期間、

地點、種類、數量及採集方法；3.相關之證明文件。以書面申請時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所需要準

備的附件份數，有所許差異（表 7）。 

 

 
圖 1、國家公園原有之採集計畫申請流程。 

 

表 7、各國家公園採集許可申請流程比較 

類別 繳交物件及事項 必要資訊 陽明山 雪霸 玉山 太魯閣 金門 墾丁

採集類別 自然資源 動物 y* y y y y y 

  植物 y y y y y y 

  礦物及岩石 y y y y y y 

  水體 y y y  y y 

申請方式 線上登錄 採集地區    y  y 

  種類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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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繳交物件及事項 必要資訊 陽明山 雪霸 玉山 太魯閣 金門 墾丁

  數量      y 

  時間      y 

 書面申請  y y y  y  

繳交文件 申請書 採集地區 y  y y y  

  種類 y  y y y  

  數量 y  y y y  

  時間 y  y y y  

 研究計畫書 份數 3 y y 1  y 

 或教學實習說明書 計畫目的 y y  y   

  採集地區  y  y   

  種類  y  y   

  數量  y  y   

  時間  y  y   

  採集方法及人數 y y  y y  

  預期成果 y y   y  

 一吋照片（份）  1 2 2 1 2  

 身份證或護照影印本（份）  y  y 1 y  

 名冊  y   1 y  

 個人申請附推薦信或許可證   2 y 2   

 國外申請提出國內合作證明  y   y  y 

 學術機構申請公函  y  y  y  

 非公立機構附相關研究報告書      y  

 教學實習限指導老師    y     

流程 填寫表格     y   

 建議使用浮水印     y   

 保護區採集函轉內政部核可  y y y y y y 

 上傳檔案     y   

 一次補齊通知     y   

 變更應事先提出  y y  y y  

 辦理期限（天）  3-5 3-5 3-5 3-5 3-5 3-5 

審核結果查詢      y  y 

執行要求 首次採集前報告       y 

 每次進入前登錄       y 

 報到領採集證       y 

 報告附身分證影本       1 

 教學採集限老師       y 

 交回採集證      y y 

 確認所採集物品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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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繳交物件及事項 必要資訊 陽明山 雪霸 玉山 太魯閣 金門 墾丁

 每次採集期間（天）       30 

成果繳交 標本名錄（份）  3 1 1 1 y 1 

 標本編號       1 

 標本定位       1 

 標本存放位置      y 1 

 研究成果報告  3 1 1 1 y 1 

 國外團體需留標本       y 
*y 表示必須包含的項目 

 

目前僅墾丁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空提供網上申請服務，網上申請介

面如同書面申請書填寫，墾丁國家公園提供每次入園採集物種及採集人員的編修頁，而陽明

山及太魯閣國家公園則僅能以附件方式上傳相關文件（詳細說明於下節）。 

未來申請介面將提供物種學名查詢及國家公園申請分區的功能（表 7）；申請資訊也以資

料庫的形式建檔儲存，以利採集計畫管理人員辦理計畫審核（如：可以查詢申請者過去計畫

的執行結案情形），及列印採集申請相關報表（如：採集計畫書、相關公文附件等）。 

 

圖 2、太魯閣國家公園申請介（http://www.taroko.gov.tw/PublicService/3_3_2_0/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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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墾丁國家公園申請介面（http://rop.ktnp.gov.tw/） 

 

目前採集成果的檢驗方式僅為書面報告，主要是規定採集者在研究結束後一個月內，必

須將所採集標本及調查名錄（含調查座標定位資料）及研究結果（或報告）繳交給管理處。 

未來線上管理系統不僅提供申請管理，也提供結案管理，採集計畫執行者可以在採集執

行期間，利用採集記錄系統（為採集者之線上個人採集紀錄簿）建立採集資料，再利用「發

佈」功能將標本資訊公開，同時也利用線上結案系統填寫結案報告。採集計畫管理人員則可

以在結案管理端，查看申請人繳交標本的數目及結案報告內容，並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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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國家公園標本館系統之採集計畫申請結案流程。 
 

四、現有採集管理系統之銜接 

現有採集管理系統採管理計畫業務之角度，計畫結束後，採集執行者也同時與國家公園

之關係暫告中止，標本資料即不再更新。而虛擬標本館以欲管理之標本為基本單位，將相關

之計畫及人員資訊分開管理，並建立分類群及融入關聯標籤訊息管理概念，將各類資訊（計

畫資料、人員資料）彼此關聯重組來提供各角色所需要之不同介面及功能，希望以更人性的

社群經營方式，一方面協助國家公園進行計畫管理，一方面也協助採集者執行計畫、研究並

管理標本研究材料。 

由於太魯閣、墾丁國家公園及陽明山國家公園已建立採集證線上申請服務，如沿用其舊

有之申請管理系統。各國家可保有原有系統包含既有之公文簽核流程（陽明山）以及住宿、

採集活動登記（墾丁國家公園）。由於本虛擬標本館系統並不連結各國家公園之公文系統，在

行政管理上並不符合各國家公園的需求。但為了管理採集記錄，採集人員資料的收集有其必

要性，虛擬標本館系統仍希望能匯整充分之人員資料及計畫資料，在新舊系統的銜接上各國

家公園承辦人員，能以手動整批輸入的方式協助計畫申請人建立虛擬標本館帳號、並開啟帳

號權限。 

陽明山國家公園之採集管理系統，可利用採集標本資料登錄繳交成果報告，該系統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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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檔案，對系統來說不一定為正規化之資料庫格式，且並無對採集內容進行相關分類，也

無統一地名將形成獨立資料，唯希望未來各國家公園資料能合併查詢。建議擁有既有採集申

請系統的國家公園能改使用虛擬標本館繳交採集成果。 

各國家公園現有線上採集管理系統功能整理及銜接虛擬標本館系統處理方案式，如下表

8。 

 

表 8、各線上既有之採集管理系統功能整理及建立處理方式 

系統 系統現況 方案 

權限管理 太魯閣：匿名申請。 
墾丁：匿名申請、計畫人帳號權限。 
陽明山：設定承辦人員：保育課主管。 

（可區分動物、植物、礦物、岩石、氣體及水體不同

承辦人） 

虛擬標本館系統修正為以

email 取得帳號，區分不同國

家公園承辦人，但各標本類型

的管理者承辦人員不區別。 

採集申請 太魯閣：首頁>為民服務>線上服務>採集證申請 

1.填寫申請資料、上傳附件（身分證、相片）、上傳

研究計畫。 

墾丁：線上申請查詢>學術研究/標本採集/住宿申請

系統。 
1. 填寫申請書、編輯採集名冊、編輯採集內容、設

定計畫性質（委外研究案、處外單位研究案、處自行

研究案）、申請住宿 Yes or No、申請採集 Yes or No。

陽明山： 
一般遊客 > 為民服務 > 線上申請系統。 

學術研究/採集線上申請系統。 

1. 帳號申請：填寫姓名及 Email，自動 email 通知以

驗證碼確認。 

2. 填寫申請書。 

3. 申請進度查詢。4. 採集標本資料登錄（上傳計畫

書、研究樣區等文件檔案） 。 

採集證申請已完成有線上申

請系統之管理處，建議可延用

舊系統。 

採集管理（前

台） 
太魯閣： 
審核結果查詢（以申請編號或身分證字號查詢） 。

墾丁： 
計畫修改、研究採集登錄（採集申請）、採集修刪。

陽明山：一般遊客 > 為民服務 > 線上申請系統 

採集標本資料登錄（上傳計畫書、研究樣區等文件檔

案） 。 

採集證申請已完成線上申請

系統之管理處，可延用舊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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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管理（後

台） 
太魯閣： 
1. 列印採集證。 
2. 給與申請編號（提供查詢） 。 

墾丁： 
1. 給予核可文號。 

2. 設定申請住宿採集、修改住宿人員、採集登錄（申

請採集）計劃管理權限。 

陽明山： 
員工入口網站>便民服務>學術研究/採集線上申請系

統。 

1. 編輯申請須知。 

2. 定型稿修改：編輯回文 PDF 樣板。 

3. 資源調查表格：規定上傳單位上傳哪些檔案、設

定催繳、核准幾日後開始催繳。 

4. 幫申請人填寫。 

5. 申請月報表、申請年報表：申請數量統計：日期

（月份）：使用自然人憑證申請對次、非使用自然人

憑證申請對次、總隊次。 

6. 問卷調查。 

7. 違規人員資料：登錄違規人員、解除違規人員、

提供解除日期設定。 

行政管理>線上流程>線上簽核。 

7. 自動發 email 連結，瀏覽幫申請人修改資料，選取

相關會室，發 email 給主管（選取：如擬或退回承辦

人），承辦人選取勾選結案處理、自動給予申請核准

標號、給申請單位的公文 PDF、email 通知申請單位。

採集證申請已有完成線上申

請系統之管理處，可延用舊系

統。各國家公園原有申請系統

包含簽核流程，但虛擬標本館

系統目標並不在於連結各單

位公文系統，e 化國家公園內

部管理。故不建立簽核系統。

為達到系統銜接，本系統提

供： 
1.承辦人員可使用輸入頁

面，以整批輸入的方式為計畫

負責人及成員建立系統之使

用帳號。未來標本館系統完善

後，且舊有系統資料格式許可

下，可規畫介面自動匯入。 
2.因應管理之需求，虛擬標本

館系統可產生統計報表提供

相關管理查詢。 

採集紀錄管理 陽明山： 
1. 採集標本資料登錄（上傳成果報告等文件檔案） 。

陽明山國家公園使用採集標

本資料登錄上傳檔案繳交成

果報告，採集記錄檔案可能與

系統資料庫格式不同。未來須

格式轉換才能與系統整合，建

議改使用虛擬標本館繳交成

果。 
統一地名將形成整合資料，方

便合併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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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潛在使用者及系統權限管理分析 

在採集業務及標本資訊的作業及管理流程中，因應實務執行需求而有不同類型的使用

者，而其在本系統中之使用權限亦將有所不同，例如： 

1. 國家公園主管，其對系統的需求可能為公告政策變動或活動宣傳。 

2. 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則需直接對採集計畫資訊進行管理。 

3. 欲申請採集的學者則需利用該系統進行人員的資料建立及採集計畫申請。 

4. 通過採集計畫的主持人及執行計畫的其他成員則希望利用系統進行計畫查詢、建立採

集資訊及繳交結案報告。 

為便利不同使用者的不同目的與需求，系統有不同子系統及功能切分，避免需求單純的

使用者暴露在繁雜的使用介面。此外，由於採集資料、人員資料與計畫資料的隱密性，各資

料的查閱存取也必須做一些限制。在採集計畫申請程序及計畫執行期限等管理上工作時效的

約定，因此權限也必須具有不同的使用期限。因此本系統必須對不同使用者作角色的設定，

以區隔權限及設定使用功能的生命週期，以確保資料的存取便利和安全性。 

使用權限的管理方式可分為兩種： 

1. 帳號基礎（Account-base）權限管理方式： 

係為所有相同需求者使用一固定帳號作為運作特定一組功能的權限設定方式。設定流

程上較為簡易，即使功能及期限直接與該共同帳號關聯，建構系統時有多少功能組，

即有多少帳號。帳號管理較為單純，不需有帳號審核機制。 

此方式適用於大多數使用者不為固定永久使用者，且對於資料建置不重視實際為何使

用者所進行的情況下。 

2. 角色基礎（role-base）權限管理方式： 

管理者將帳號使用者以其實際使用狀況授與事先規劃的系統角色，不同的角色在系統

中會有不同的使用權限功能。當使用者以原有的帳號登入系統時，因為系統中已經有

固定的角色設定，系統即以其角色設定使用系統設定在其角色上的功能。容易追蹤資

料建立的來源者，當系統需要了解不同使用者的貢獻程度時則更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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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使用者與採集計畫管理之關係經營 

國家公園標本館系統長遠的規劃乃期望能永續累積國家公園自然資源動態資訊，而動態

資訊的貢獻者即為系統使用者，以關注國家公園自然資源的專家學者為主要對象，因此本系

統必須能與這群專家學者緊密聯繫，使這群專家學者樂於在系統上建置採集資訊。 

過去採集計畫以避免濫採為主要管理目標，以計畫契約觀點約束採集者，計畫結束後則

國家公園採集者也與國家公園合作關聯宣告終止，但往往標本採集研究或鑑定發生於計畫結

束之後，使得國家公園無法得知採集後續重要研究貢獻，標本的去向也無法繼續追蹤。 

因此，本系統設計將使用者的權利延伸，以經營使用者的角度，取代由計畫內容管理採

集者的角度，不斷獎勵使用良好使用者建立資訊提供累積，因此系統介面設計以符合各領域

專家學者使用者需求為導向，將計畫管理變為長期使用者的一項管理功能，在有計畫時可以

一方面計畫管理，沒有計畫時可以利用系統功能整理建構屬於自己的研究，使用者（採集者）

一旦經過一次採集證申請核准後，則成為本系統潛在終身使用者，系統也應逐步新增功能以

協助良好的合法採集者進行研究採集，以形成較為人性的採集者溝通平台，以達到長久經營

累積標本採集資訊的目的。 

基於上述的理念，本系統建議將採集者人員身分的審核與採集計畫審核切開。鼓勵關注

國家公園自然資源的學者專家，進行帳號認證，一旦申請身分某經一次任一國家公園採集證

申請核准，則再下年度重新申請採集證時不再需要重複檢送身分資料。本系統凌駕於各國家

公園之上可以提供所有國家公園管理人員一個共用通過認證採集專家名冊，以簡化採集證申

請流程。 

 

七、Web 2.0 觀念與標本資訊 

民國 61 年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特制定

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成立目的在於「保護特有之風景、野生生物、文化遺跡」，以提供「全

民的育樂及研究」使用。由國家公園資源、生物及文化器物做為材料所提供的知識探索及遊

憩教育價值，匯集成坊間許許多多的書籍海報，學者專家也持續研究調查，讓世人可以更了

解這些具台灣代表性的生態系。因網路資訊的發達，各國家公園也紛紛成立網頁，進行過園

區類的介紹，並提供部分 E 化行政服務，近幾年更建立許多資料庫，如：地圖資料、生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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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文獻資料等。以提供對國家公園資源進行研究或愛好者查閱。但網頁均為單向性，且具

有版權的限制難以廣為利用。在 web2.0 的互動互惠觀念下，國家公園目前的網頁與資料庫少

了參予及使用。多數網頁所建立之查詢為站內檢索，亦無法為網頁的搜尋引擎所發現，例如：

我們將雪霸國家公園所極力復育保護的櫻花鉤吻鮭，放入搜尋引擎中查詢，共有 79,900 比資

料，國家公園相關網頁僅 26 筆，甚至遠少於台灣大學網域中的 271 筆，可見國家公園所建立

之資料庫互動性及利用性相對減低，十分可惜。有鑑於 web2.0 中所發揮的使用知識力量，國

家公園虛擬標本館系統，能為搜尋引擎所檢索提升網頁的能見度，更希望在前期專家學者協

助參予後使標本資訊建立架構完善，也能提供民眾查詢並參與，甚至於利用公眾服務，如：

地圖、分類、影音、相簿及部落格來增加民眾參與提高資料與文件的正確性，提供服務。因

此，本系統的平台在選擇時，也採用開放技術（Open Suorce）平台的建構本身也可於社群中

進行交流，並互惠使用開放技術加速平台的開發。 

 

八、座談會共識及建議 

本期研究共招開兩次座談會共邀請各自然及人文領域學者、國家公園管理單位及各國家

公園管理者共 44 人次與會座談，詳細會議紀錄於附錄一、附錄二，以下摘錄主要建議及會議

共識。 

1. 採集申請流程簡化，記錄及確實認證人員資料後，再次提出採集申請時可以不需要再

次附上個人資料，相同研究主題之研究需要也不需重覆繳計畫書；人員認證為確定該使用者

真實身分的正確性，與其具有的採集權利與義務是分開的。對於採集證申請的核准，各國家

公園仍必須分別進行。必要時可以隨時查看申請人的身分。 

2. 虛擬標本館系統目標並不在於連結各單位公文系統，e 化國家公園內部管理，但因應

管理之需求，虛擬標本館系可設計統計報表的產生，提供管理者查看，或供各處稽核。 

3. 虛擬標本館系統應朝向統一申請流程及方式，可避免造成學者申請上的程序混淆。採

集證於研究上與管理上以一年為最長採集證期限，而採集活動進出國家公園前登陸。各國家

公園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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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採集申請相關欄位的事當性請學者專家及管理者提出建議。個人資訊中加入：聯絡電

話；於上傳身分證件上加註所謂證件的範疇（如：非本國籍使用護照）、檔案大小及樣式。

申請書欄位，加上預定保存地，以提供標本儲藏的追蹤。 

5.關於採集記錄欄位，以各領域需求為考量，魚類標本欄位，體色及尾叉長不易片段不需

要。岩石、化石及人文器物欄位還需要思考討論。而學名欄位帶入時可因不同領域不同，昆

蟲學名可以填到目，其他生物類群可以填寫到科。經緯度的填寫上也設計與 Google map 連結

進行地圖查詢。即使在野外工作時未紀錄經緯度也可以地圖查詢。 

 

6. 系統雖以採集案支持下的標本保存為出發，但因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於文物資訊的需

求，如玉管處有須多音樂及影片的資料，也期望能保存人文器物的資訊，故仍將此類材料納

入。資料建構中，因實際考量人文器物的需求新增之欄位。在文物的鑑定者上確實會因不同

學者判斷而不同，本系統有本版修訂並備註的功能，希望能提供進行學者修改且回復。 

6. 許多標本館有既有的標籤建立系統，為不讓採集者需要重覆輸入，系統應可進行匯入

匯出。力求跨平台的標本資訊的交換，可以規劃 RSS。制定一個交換項目，各標本館可選擇

自己所需建立網站聯播。 

7. 申請文件之欄位，包含姓名、單位、職稱、通訊住址、身分證字號（原戶籍地址改為

通訊地址），保留身分證影像檔案，身份証字號不會完整呈現，消去 4 碼呈現。 

8. 採集證線上申請，不需附上學術機關的申請公文，但提醒申請者生態保護區及採集保

育種必須行公文。 

9. 採集證號碼之編碼方式，批次列印時，系統自動產生國家公園採集證編號的統一編碼

格式，例如”97001、97002..年度流水號”。可製作採集證及採集許可公文的電子檔，email 提供

採集者自行列印。 

10. 建議使用本系統取代舊方式申請採集證，以利資訊整合，系統可以使用”Userplus”並

有管理端直接設定角色權限，此使用者建立方式不需經過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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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結報繳交方式應以線上採集標本紀錄為主，避免造成採集者工作負擔。對於過去的

調查資料彙整，由於多數國家公園以書面報告居多，如：玉山、墾丁、金門、太魯閣，必須

建立書面見當的流程。 

12. 為加強網路安全，網頁連結僅開放申請單位及國家公園管理單位。 

13. 因參考過去採集成果繳交格式，為配合採集的實際需求，於人文器物標本及昆蟲標

本增加「遺址」資訊建立及「昆蟲收集登錄」。 

14. 本系統不強制繳交採集標本的數量，也不強制標本的影像，擬未來向採集者所登記

之標本保存地點尋求影像連結，但本系統提供使用者上傳採集影像，包含生物生態照、採集

環境照等；檔案大小以 1M 上限，不限定張數，以做為鑑定或生態環境紀錄所需。 

15.  個人採集紀錄目前提供查詢方式為標本「採集地點」、 「國家公園」、 「日期」

等。 

16. 關於程式系統開發用語，將盡可能說明，不需要的部份以予關閉。可以在欄位下方

加入說明及輸入格式，讓使用上更清楚；在使用者介面上會給予修正，並將相關之功能放在

一起，不相關之功能以予縮小或隱藏，做好使用指引，並避免過長的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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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系統架構說明 

一、硬體架設 

國家公園標本館系統之介面設計，為便利使用者可以方便地連接本系統，將以瀏覽器作

為使用者介面。標的瀏覽器為 Internet Explorer 7 與 Firefox 2，其他瀏覽器與其他版本之

Internet Explorer 與 Firefox 不提供保證瀏覽操作無礙，使用者需配合安裝 Plugin 並適當開啟

JavaScript 權限。通訊網路設計，採用 HTTP 為一建構在 TCP/IP 架構上的網路協定，只要使用

可以連上網際網路，便可使用本系統提供的服務。 

網路架構之設計分為網路伺服器（Web Server）及資料庫系統之 SQL Server。Web Server

一定要連上網際網路才能提供網路服務，但 SQL Server 則可選擇是否要連上網際網路。系統

若是將 SQL Server 與 Web Server 都連上 Internet（如下圖），則資料庫系統可能暴露於網路上

增加系統遭破壞的可能。 

 
因此 SQL Server 只和 Web Server 相連，Web Server 再用第二個介面連上網際網路。如此

以確保資料伺服器內資料的安全。 

  

由於申請資訊包含個人身分訊息及研究及保育價值資訊，資料傳輸處理上，可選擇使用

SSL 確保網路傳輸時之安全性。且在網路系統安全控制使用者必須登入後才能使用系統所提

供的各項服務。管理端的使用僅為國家公園採集管理者，為求管理上單純及安全可利用網路

 
Web 

Server 
SQL 

Server 

Internet 

Private Network 

 
Web 

Server 
SQL 

Server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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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限制員工在特定的 IP 才能使用，或用 IIS 本身提供之功能限制網頁之存取。 

 

二、系統架構設計 

1.系統權限設計 

虛擬標本館系統權限設計方式，採取「帳號角色基礎（role-base）」的設定，根據使用者

在採集計畫中所扮演的不同身分角色而給予在系統中有不同權限。依據採集業務及標本資訊

的作業及管理流程，從各種使用者類型之實際執行狀況及系統需求中，歸類出六種使用者的

角色類別及其分別在系統中所擁有不同之使用權限，說明如下： 

（1）【系統管理者】： 

代表直接被授予權限的主管單位人員，如國家公園主管。 

被賦予有更新首頁歡迎訊息，發布新公告，審核帳號申請及設定使用者角色等權限。 

主要功能是為了設定各國家公園管理者帳號。 

（2）【各國家公園管理者】：  

代表被主管單位授予審核管理各項採集案之申請人員，如各國家公園採集計畫承辦

人。 

有開啟或關閉採集案資訊及採集系統使用者之帳號，並可進行管理網站公告之權限。 

（3）【計畫主持人】： 

進行採集申請、進行採集紀錄建檔、學名查詢、設定其他計畫人員帳號、申請修改計

畫、上傳繳交標本資料、填寫結案報告。 

（4）【計畫成員】： 

代表被計畫主持人加入共同進行參與採集的人員。 

其權限部分受到計畫主持人的管理，通常可以建立編輯標本紀錄、申請採集變更及結

案等功能。帳號可以透過關聯，為所參與之採集進行採集記錄系統資料之公開發表。

一旦將個人採集記錄設定為採集計畫之繳交發表公開標本，則任何人都可以查看該份

採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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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註冊使用者】：  

代表系統的正式使用者，如欲新申請計畫者。 

可閱讀公告及發表公開之採集紀錄，及申請採集證之權限。通過採集證申請取得採集

證的註冊使用者，即被視為國家公園永遠採集者，及擁有標本紀錄編輯的權限。 

（6）【訪客】： 

代表尚未登入系統的使用者（匿名使用者）或遺忘帳號者。 

可閱讀公告及發表公開之採集紀錄、申請新帳號。 

例如：訪客利用線上申請填寫帳號名稱及 email 後，系統則紀錄為註冊使用者，但其帳號

權限並未被啟動，必須進行電子信箱認證後才能啟用。啟用後註冊使用者可以新增研究案編

輯自己的研究計畫以供採集證申請之需，並可填寫採集證申請書，通過審核後則成為計畫主

持人或計畫成員。 

系統使用者所擁有的角色產生的狀態圖，如下圖 5： 

 

圖 5、系統使用者角色產生的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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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登入流程 

任何人可以連結系統，不具有系統帳號者僅能查看公告，如訪客；註冊使用者必須具有

帳號才能進入系統。申請者必須有一個電子郵件位址與網頁操作能力。 

「註冊」：為「申請新帳號」基本流程；即為填寫使用者名稱及電子郵件信箱 （一個電

子郵件信箱僅可申請一帳號）提出申請，系統可發送一封具認證碼的電子郵件，使用者透過

電子郵件可以直接連結進入帳號設定密碼並啟用帳號。 

若遺忘個人系統密碼，可於系統登入選單中點選索取新密碼，以原有的申請之帳號名稱

及電子郵件位址進行密碼查詢，系統即會重新發送認證碼電子信件，讓使用者重新設定密碼

（圖 6）。 

 

圖 6、使用者登入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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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使用者個人資訊登錄說明。 

 

3.採集證申請 

欲申請採集證的使用者必須在填寫採集許可申請書前，先確認是否完成兩項前置動作： 

（1） 填寫個人資訊並上傳身分證影本： 

個人資訊包含：姓名、職稱、工作單位、住址、聯絡電話及身分證字號等（圖 7）。其

中住址、聯絡電話、身分證字號及證件影本為保密欄位不公開，僅提供採集許可審查

使用。備註：為避免盜用在使用者通過身分審查後，建議管理者將重要資訊予以刪除。 

（2） 新增研究計畫： 

在進入系統後，於「研究者選單」中點選「新增研究計畫」，填寫計畫資訊：計畫名稱、

計畫摘要、計畫目的，並設定計畫成果是否邀請他人共同建立，及相關採集紀錄是否開

放讓所有人可以查看等。 

由於目前系統設計之「採集者」資料選取，來自於系統使用者。故新增完成後，可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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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的成員加入系統的研究計畫群組共同完成編輯採集紀錄的工作；也可以主動收集

成員資料，協助「欲申請採集之成員」以「申請新帳號」的方式，建立帳號。 

完成上述動作後，使用者必須在研究者選單中，填寫許可書資訊包含：選取國家公園、

選取採集地點、填寫採集緣由、填寫採集內容、選取採集成員以及選取相關緣由之計畫等。

如此即可儲存送出，送出後系統會寄送 email 通知設定之國家公園管理人員，使用者則等待審

核結果（圖 8）。 

 

圖 8、採集證申請流程圖。 

 

4.計劃管理前台 

通過審核後註冊使用者則可獲得計畫主持人或計畫成員的角色權限，以執行採集計畫，

一旦通過採集證申請可進行年度採集的合法採集者，即成為系統所謂的永久採集者，可以不

斷進行標本採集紀錄的建置，管理自己的標本，當計畫進行期間，還可以申請進行採集、設

定其他計畫成員帳號、申請修改計畫、上傳繳交標本資料、填寫結案報告等工作（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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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採集案主持人或聯絡人；於計畫進行期間還可以管理研究群組、申請變更採集、申請填

結案等工作。 

 

5.計劃管理後台 

各國家公園承辦人員，會不斷的收到系統自動發出的採集計畫相關業務的申請通知

email，可由 eamil 自動連結管理畫面進行相關業務的管理。其相關業務的管理有辦理採集證

申請、辦理計畫期間採集申請及計畫結案，計畫主持人、計畫成員權限的啟用或關閉（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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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各國家公園承辦人相關業務的管理有辦理採集證申請、辦理計畫期間採集申請及計畫

結案，新增採集計畫主持人成員、新增公告等等。 

 

6.領域標本紀錄欄位設計說明 

國家公園採集案所收集的標本類型包含植物、動物、礦石岩石及人文器物；因此採集紀

錄設計上除了須符合不同領域的使用外，也要便於紀錄的管理及使用。於是將採集記錄分為

兩個群組，分別為「基本採集資訊」及「標本描述」群組。 

（1）「基本採集資訊」群組： 

為各領域標本類型均相同的共同欄位，包含：標本來源資訊、標本保存說明、相關影

像資訊及其他資訊（如下表 9）。 

 
表 9、國家公園標本「基本採集資訊」欄位 

類群名 欄位 Darwin Core System_Core 
標本來源資訊 採集者 Collector collector 

 採集時間（起訖） 
EarliestDateCollected 
LatestDateCollected 

date_collected 

 採集方法 CollectingMethod collecting_method 
 國家公園 NationalPark national_park 
 採集地點 LocalityInChinese locality_in_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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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群名 欄位 Darwin Core System_Core 
 英文採集地名 Locality locality 
 經度 DecimalLongitude longitude 
 緯度 DecimalLatitude latitude 
標本保存說明 保存地 Disposition disposition 
 保存地編號  disposition_no 
 保存方法 Preparations preparations 
相關影像資訊 標本影像 Remarks image_url 
其他資訊 備註 Remarks remarks 
 採集案編號 ImageURL collect_no 

 

（2）「標本描述」群組： 

頁面則依照不同標本類型而有不同的標本紀錄頁面。使用者可以登入系統後，點選研

究者選單之標本內容登錄選擇所要建立的標本類型，內定設計之標本類型包含：植物

標本內容、珊瑚標本內容、水產生物、昆蟲標本內容、其他動物標本內容、岩石標本

內容、人文器物標本內容等（表 9）。 

 

表 10、標本欄位匯總表 

標本類型 標本名稱 標本描述 

植物標本 採集編號（collector_number）、中文科名

（camily_in_chinese）、英文科名（family）、

學名（scientific_name）、鑑定者

（identifiedby_in_chinese）、鑑定者英文名

（identified_by）、鑑定日期（date_identified）。

海拔高度（elevation_in_meters）、生育地

（habitat）、豐富度（abundance）、標本數

量（individual_count）、生長型

（growth_form）、植株高度

（individual_high）、營養方式

（trophic_type）、物候資料（phenology）、

花朵顏色（flower_color）、果實顏色

（fruit_color）。 

珊瑚標本 中文科名（family_in_chinese）、英文科名

（family）、學名（scientific_name）、鑑定

者（identifiedby_in_chinese）、鑑定者英文

名（identifiedby）、鑑定日期

（date_identified）。 

採集水深（depth_inmeters）、生育地

（habitat）、豐富度（abundance）、重量

（weight_in_kilograms）。 

水產生物

（包含魚

類、甲殼

中文科名（family_in_chinese）、英文科名

（family）、學名（scientific_name）、鑑定

者（identifiedby_in_chinese）、鑑定者英文

採集水深（depth_in_meters）、生育地

（habitat）、豐富度（abundance）、標本數

量（individual_count）、標本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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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本類型 標本名稱 標本描述 

類、貝類、

頭足類） 
名（identified_by）、鑑定日期

（date_identified）。 

（part_of_specimen）、性別（sex）、發育

階段（maturity）、體長

（bodylength_in_meters）、體長測量部位

（part_for_length_mesurment）、重量

（weight_in_kilograms）。 

昆蟲標本 中文科名（family_in_chinese）、英文科名

（family）、學名（scientific_name）、鑑定

者（identifiedby_in_chinese）、鑑定者英文

名（identified_by）、鑑定日期

（date_identified）。 

生育地（habitat）、豐富度（abundance）、

標本數量（individual_count）、標本部位

（part_of_specimen）、性別（sex）、發育

階段（maturity）、體長

（body_length_in_meters）、體長測量部位

（part_for_length_mesurment）、體色

（body_color）。 

其他動物

標本 
中文科名（familyinchinese）、英文科名

（family）、學名（scientificname）、鑑定者

（identifiedbyinchinese）、鑑定者英文名

（identifiedby）、鑑定日期（dateidentified）。

生育地（habitat）、豐富度（abundance）、

標本數量（individualcount）、標本部位

（partofspecimen）、性別（sex）、發育階

段（maturity）、標本尺寸（sizeinmeters）。

岩石標本 岩石分類（category_rock）、標本名稱

（identification）、岩石類型（type_rock） 

 

薄片組織（slide_structure）、地層（geology）、

地質年代（geological_age）、地質分區

（geological_region）和標本尺寸

（size_in_meters）。 

人文器物

標本 
標本名稱（identification）、原始描述

（original_description）、參考文獻

（reference）、 

文化時代（fculture_era）、文化類型, 

culture_type）、功能用途（purpose）、製作

者（made_by）、民族/部落（tribe）、技術

分類（technique）、材質分類（texture）、

取得方式（acquire）、捐贈/提供者

（provided_by）、遺址（relics）、標本數量

（individual_count）、標本尺寸

（size_in_meters）、重量

（weight_in_kilograms）。 

 

各標本類型之欄位特性是否為必填，匯整於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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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各領域標本紀錄欄位。 

欄位名稱 系統內類型名稱 輸入格式 匯入輸入格式範例 查詢 欄位類型 所在資料類型 必填 

標本流水號 Node module form. 自動產生(標本＋nid) Eq. 植物標本 120 Sweet120  Text 七全 * 

採集案編號 field_collect_name 選單(nid) Eq. 422 Nid 查詢 Node reference 七全  

鑑定資訊 group__0    group 植物  

學名  選單 學名拉丁文□中文名  Taxonomy 植物  

鑑定者 field_identified_by 自動完成(nid) 1422 Nid 查詢 User reference 七全  

鑑定日期 field_date_identified 月曆選單 2008/08/11  日期 七全  

來源與保存 group__1    Tab 植物  

國家公園 field_national_park 選單 
1-7，1=陽明山, 2=雪霸, 3=太魯

閣, 4 玉山, 5=墾丁, 6=金門, 7=海
洋 

 Text 七全 * 

地點名稱 Location name 自行輸入 欖仁村欖仁溪入口  Text   

街道 Street 自行輸入 南山路  Text   

其他 Additional 自行輸入 南山路 0.5K 處  Text   

國家 Country 選單 Taiwan  Text   

緯度 Location_latitude 查詢或自行輸入 22.0500450000  
(最多 10 位小數點) 

分*60+秒/3600=
小數點 Decimal 七全 * 

經度 Location_longitude 查詢或自行輸入 120.0500450000 
(最多 10 位小數點) 

分*60+秒/3600=
小數點 Decimal 七全 * 

採集者 field_collector 選單(uid) 35 Uid 查詢 User reference 七全 * 

採集時間 field_collect_date 月曆選單 2008/08/11  日期 七全  

採集方法 field_collect_method 自由輸入 馬氏網, 部分枝條  Text 七全  

保存地點 field_disposition 選單(nid) 1233 Nid 查詢 Node reference 七全  

標本館號 field_disposition_no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P-1234  Text 七全  

保存方式 field_preparations 自行輸入 浸液標本  Text 七全  

標本數量 field_individual_count 自行輸入 2  Integer 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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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系統內類型名稱 輸入格式 匯入輸入格式範例 查詢 欄位類型 所在資料類型 必填 

備註/標本說明 Node module form.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eq. 欖仁溪小徑, 80 m, 
locative check from map 
 

 Text 七全  

岩石分類 field_type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岩石  

岩石類型 field_classicication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岩石  

原始描述 field_original_description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人文器物  

參考文獻 field_reference 自行輸入 陳奇祿，1992，臺灣土著文化研

究，台北：聯經  Text 人文器物  

標本描述 group_3    Tab 植物  

採集編號 field_collector_number 自行輸入 12  Integer 植物  

生育地 field_habitat 自行輸入 森林旁  Text 
植物、珊瑚、水產生

物、昆蟲  

海拔高度 field_elevation_in_meters 自行輸入 35  Decimal 植物  

營養方式 field_trophic_type 選單(文字) 自營性、異營性、腐生性、寄生

性  Text 植物  

生長型 field_growth_form 選單(文字) 藤本、草本、灌木、小喬木、大

喬木  Text 植物  

個體高度 field_individual_high 自行輸入 2  Decimal 植物  

豐富度 field_abundance 自行輸入 豐富、稀少  Text 
植物、珊瑚、水產生

物、昆蟲  

物候資料 field_phenology 選單(nid) 
575=展葉、576=花芽、577=開
花、578=結果、579=果熟、580=
落葉。 

Nid 查詢 Node reference 植物  

花朵顏色 field_flower_color 選單(文字) 
粉紅、紅色、深紅、紫紅、澄色、

黃色、土黃、綠色、淺藍、藍色、

深藍、靛色、淡紫、紫色 
 Text 植物  

果實顏色 field_fruit_color 選單(文字) 
粉紅、紅色、深紅、紫紅、澄色、

黃色、土黃、綠色、淺藍、藍色、

深藍、靛色、淡紫、紫色 
 Text 植物  

採集水深 field _depth_in_meters 自行輸入 12  Text 珊瑚、水產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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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系統內類型名稱 輸入格式 匯入輸入格式範例 查詢 欄位類型 所在資料類型 必填 

重量 field_weight_in_kilograms 自行輸入 3.5  Decimal 
珊瑚、水產生物、人

文器物  

性別 field_sex 選單(文字) N/A、雄、雌  Text 
水產生物、昆蟲、其

他動物  

發育階段 field_maturity 自行輸入 成體 adult  Text 
水產生物、昆蟲、其

他動物  

體長 field_body_length_in_meters 自行輸入 0.5  Decimal 水產生物  

體常測量部位
field_part_for_length_mesur
ment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水產生物  

標本部位 field_part_of_specimen 自行輸入 腹部  Text 昆蟲、其他動物  

標本尺寸 field_size_in_meters 自行輸(3 數字) 30, 42, 2  Decimal 
昆蟲、其他動物、岩

石、人文器物  

薄片組織 field_slide_structure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岩石  

地層 field_geology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岩石  

地質年代 field_geological_era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岩石  

地質分區 field_geological_region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岩石  

文化時代 field_culture_era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新石器時代  Text 人文器物  

文化類型 field_culture_type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圓山文化  Text 人文器物  

功能用途 field_purpose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服飾  Text 人文器物  

製作者 field_made_by 自行輸入 王 XX, Wang, Hxx-Mxx (部落耆

老)  Node reference 人文器物  

民族/部落 field_tribe 選單(nid) 1520-1594 Nid 查詢 Node reference 人文器物  

技術分類 field_technique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人文器物  

材質分類 field_texture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人文器物  

取得方式 field_acquire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  Text 人文器物  

捐贈/提供者 field_provided_by 自行輸入 任意文字，伊能嘉矩(日籍民族學

家)  Node reference 人文器物  

遺址 field_relics 選單(nid) 1482-1519 Nid 查詢 Node reference 人文器物  

讀者群 audiences 選單(nid) 16 Nid 查詢 Node reference 七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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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系統內類型名稱 輸入格式 匯入輸入格式範例 查詢 欄位類型 所在資料類型 必填 

附加檔案 Upload module form.     七全  

修正版本資訊 Revision 自行輸入   Text 七全  

選單設定 Menu module form. 選單    七全  

註：七全：七種標本類型（植物,珊瑚及藻類,水產動物,昆蟲,其他動物,岩石礦石,人文器物）均包含此欄位。 
Uid 查詢：查詢系統代碼>>查詢採集者代碼中查詢 
Nid 查詢：查詢系統代碼>>查詢鑑定者,服務機構,物候代碼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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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採集案執行者之線上採集紀錄簿，可提供計畫執行者（計畫負責人及授權之計畫成員）

進行採集標本資訊之編輯（如圖 11）。 

為了便捷繁瑣之標本採集紀錄，標本之基本資訊及標本描述資訊輸入系統設計將組織各

欄位資料，如：隱藏標本描述中選填欄位或群組部份相關欄位已力求輸入畫面的清晰，各欄

位並進可能提供自動記憶、自動完成、列表清單等功能或選單以便捷人工輸入。 

 

 
 

圖 11、標本內容登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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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網站介紹 

一、系統首頁介紹 

目前所建構之系統網頁網址為 http://ccsun39.cc.ntu.edu.tw/npvm；系統首頁配置包含網站

橫幅為網站名稱「台灣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及瀏覽網站使用說明、測試建議；左欄設置有

各種選單：如線上使用者、登入表單、網站導覽、檢視清單等，根據登入者角色的不同網頁

左欄選單將有屬不同，且選單內容也不同；右側為網站主要的內容資訊顯示，首頁顯示有歡

迎訊息及國家公園公告(圖 12)。 

訪客使用者為未申請帳號或有帳號但沒有登入者，即可以「瀏覽首頁」或「訂閱公告」

等功能，未申請帳號者可以在登入表單中「申請新帳號」，有帳號但忘了密碼可使用「索取新

密碼」。 
 

 

站橫幅 

左欄(選單) 

線上使用者 

登入表單 

 

內容頁 

歡迎訊息 

最新公告 

訂閱公告 

頁尾(聯絡資訊) 

 

圖 12、訪客使用者所見系統首頁配置，並提供  RSS 瀏覽與公告訂閱功能。 

網站授權說明 

申請採集共享聲明 

國家公園公告訊息 
網站使用說明、測試建議

連結國家公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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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站提供 RSS 瀏覽與公告訂閱功能，提供訂閱、搜尋（全文）及排序（日期、標題或作

者）公告的功能(圖 13)。內容較長的公告於首頁顯示時僅顯示部份以增進顯示效率，使用者點

選閱讀全文後在顯示全部。使用者可以使用 IE7 或用 Google Reader 讀取(圖 14)。RSS 亦可以與

其他同樣具有 RSS 功能的網站交換資訊，並直接將本網頁的資訊(如標本紀錄、公告等)顯示於其他網站。 

     

圖 13、  RSS 為瀏覽與訂閱公告連結，可以設定收取系統公告。 

 

  

圖 14、可以以  RSS 進行任何關鍵字之相關文章收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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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首頁不需登入也可以直接點選【最新文章】，瀏覽管理單位所發布的[最新公告]或是由學

者專家公開發佈的[標本]、[研究計畫]等各類型文章資訊；但是如果想要對於文章發表回應，請

您必須先進行【註冊】並【登入】系統(圖 15)。 

 

 
圖 15、首頁導覽中點選【最新文章】。 

 

進入最新文章的清單目錄，點選文章標題，即可閱讀文章內容。點選【類型】、【標題】、【作

者】、【回應】或【Last Post】，會依您的需求重新排列最新文章的優先順序(圖 16)。 

 

 
圖 16、點開後【最新文章】列表畫面。 

 

按下【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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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登入系統時，於首頁中也可以點選【查看標本紀錄】，瀏覽公開於系統中公開的標本紀錄

(圖 17)；如果想要對於文章發表回應，請您必須先進行【註冊】並【登入】系統。請於首頁中

點選檢視清單的【查看標本紀錄】。 

 

圖 17、首頁檢視清單中的【查看標本紀錄】 

 

進入【標本紀錄清單】的清單目錄，點選標題，即可閱讀標本清單的內容(圖 18)。 

 

圖 18、【標本紀錄清單】畫面 

按下【查看標本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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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查詢網站使用功能說明？ 

如果不熟悉網站功能的使用，您可以於導覽清單中點選【最新文章】，或於網站橫幅

中點選【網站使用說明】，參考使用(圖 19)。 

 
圖 19、網站橫幅中的【網站使用說明】及網站使用說明畫面。 

點選【網站使用說明】 

 點選欲瀏覽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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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得到系統使用者帳號？ 

任何人可以由 http://ccsun39.cc.ntu.edu.tw/npvm 連結系統，於登入選單中點選「註冊新帳號」

(圖 20)。填寫完「必填項目」即可點選【註冊新帳號】進行註冊，點選後系統會發送一封認證

信件至您設定的電子郵件位址。 

    

圖 20、選取【註冊新帳號】，「使用者帳號」之註冊新帳號頁面開始進行帳號申請工作。 

點選登入表單下的註冊帳號及可以進入使用者帳號的畫面，填寫完畢填項目即可點選註冊

新帳號，進行註冊，點選後系統會發送一封認證信件至您設定的電子郵件位址(圖 21)。 

填寫完「註冊新帳號」表單之中以「＊」表示必填的欄位，按下【註冊新帳號】後，系統上

方會顯示您已經註冊新帳號的訊息，請您等待系統將註冊信件寄送到您所填寫的電子信箱位

址。帳號申請者收取核准信件後可直接點選登入系統，進行更改密碼(圖 22)，存檔後即成為正

式註冊使用者。重新進入系統後即可看到研究者選單，進行採集證申請。 

 

填寫帳號資料: 
【使用者名稱】:設定個人在系統中名稱。

【電子郵件位址】:設定有效聯絡 Mail。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填寫個人資訊: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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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帳號申請者或密碼索取者可收取核准信件。可直接點選登入系統設定密碼。 

 

電子郵件上的登入連結僅能一次登錄，登入後務必修改密碼，以便利往後繼續登入系統。

登入則進到系統帳號維護頁，可以維護您的帳號，包含密碼設定、上傳個人照片、系統 email

語系設定、群組通告設定、聯絡設定、時區設定等。於個人資訊分頁中，使用者可以編輯單位、

聯絡電話、地址等個人資訊。填寫完畢儲存後則修改完成。使用者進入系統後，也可以在導覽

選單中點選我的帳號檢視並編輯個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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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直接點選登入後更改密碼並【儲存】，即可使用設定之帳號進入網頁。

點選【帳號】 

設定密碼 

勾選【區塊設定】 
關閉及開啟功能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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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麼是完整編輯您的個人資訊? 

在使用者進行採集證申請前，請記得將您的個人資訊完整填寫，其中尚包含：身分證字號、

通訊住址、聯絡電話，您可以於導覽選單中點選【我的帳號】進入【編輯】的【個人資訊】頁

面(圖 23)，並於帳號【檢視】頁裡上傳您的身分證件檔案；為申請採集證審核必要的資訊。 

        

圖 23、點選【我的帳號】，將個人資訊完整填寫，其中尚包含：「身分證字號」、「通訊住址」、「聯

絡電話」。 

填寫【個人資訊】: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身分證字號 

通訊住址 

連絡電話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點選【個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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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於【我的帳號】中【檢視】頁裡建立您的身分證件。 

點選【Create your 身分證明文件】
上傳身分證檔案。 

點選【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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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忘記密碼該怎麼辦? 

使用者如果忘記密碼時，可以點選首頁中登入選單下方的【索取新密碼】，填寫使用者名稱

或電子郵件位址後(圖 25)，可以在您註冊的電子信箱中收到如圖 21 ㄧ次確認信件。 

 

         
圖 25、點選【索取新密碼】，可以填寫「使用者名稱」或「電子郵件位址」來設定新密碼。 

 

 

 

填寫【使用者名稱】或 

 【電子郵件位址】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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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利用網站管理您的研究計畫，建立研究計畫及研究群組 

依據國家公園法規定：學術機構申請國家公園區域內申請研究採集，需提出[研究計畫]。

請您提出採集證申請前於本系統先提出【研究計畫】，提出計畫(研究群組)後系統會發 MAIL

通知系統管理者及提出計畫者；您也可在系統中的【我的社群】中檢視或重新編輯研究計畫內

容。 

使用者可以點選導覽清單的的【新增研究計畫】，進入建立研究計畫畫面(圖 26)。 

 

              
圖 26、點選研究者選單，進入建立研究計畫資料填寫。 

 

於【建立研究計畫】頁面上，請您填寫研究計畫名稱、摘要、說明、主持人等研究計畫資

料，並設定[研究成員加入群組方式]及[語系]，可用[附加檔案]的方式上傳詳細研究計畫書(圖27)。 

 

按下【建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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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建立研究計畫內容及設定研究群組成員加入的方式。 

 

填寫研究計畫資料: 
研究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 

說明 

主持人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點選成員加入社群的方式 

【語言】設定 

【附加檔案】 
※方法請看基本操作方法。

 點選【儲存】 

【系統註冊單】 

 表此群組的訊息同時放在系統註冊 

 提供使用者註冊時點選加入。 

【公開社群清單】 

  表示此群組的訊息在公開社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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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利用【我的社群】來管理相關研究計畫的参與人員。 

您可以在系統中以研究計畫為單位建立研究群組，主動邀約或協助計畫成員(參與計畫

的採集成員)到系統註冊加入【我的社群】，在本系統中建立您的計畫研究團隊；同時可以為

您的計畫成員申請國家公園採集證及共同建置採集標本紀錄。 

在您建立研究計畫時，可以設定社群成員加入的方式，系統提供三種方式： 

方式 1：選擇【公開社群清單】、【公開社群】：開放你的群組於【公開社群】清單中讓註

冊使用者自行點選加入您的社群(圖 28)。 

方式 2：選擇【中度公開】、【公開社群】：選擇開放給系統上註冊使用者[申請加入]，爾

後由您(社群管理者)審核是否接受其加入您的社群。 

方式 3： 選擇【僅能邀請加入】：選擇不開放給系統上註冊使用者主動加入；而由您(社

群管理者)直接由您於系統登錄計畫成員的帳號，協助其加入【我的社群】。 

社群管理者(該研究計畫的作者)可以選點【我的社群】，進入社群選單來進行社群成員

的管理。根據社群加入成員的設定社群管理者可以增加計畫成員，其三種操作方式如下： 

方式 1：研究計畫開放給系統上的註冊使用者自由【加入】社群。註冊使用者選擇想要加

入的研究計畫，並點選【加入】即可加入該社群。 

 

 

  
 

 

圖 28、我的社群-【公開社群】畫面。 

 搜尋【社群】的方法 
  輸入【研究計畫名稱】並點選【Apply】

點選【申請加入】 
方法 2:點選後需經由計

畫主持人同意。 

點選【加入】 
方法1:即可加入社群。

 點選【人數】 
 顯示社群人員名冊及 

 主動加入計畫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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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計畫主持人審核是否接受註冊使用者加入該社群。註冊使用者選擇想要加入的研究

計畫，並點選【申請加入】。此時系統會會發 mail 通知計畫主持人（社群管理者）

上網進行審核，計畫主持人（社群管理者）進行審核時，點選【人數】進入【新增

成員】(圖 29)。如果同意其加入點選【approve】，系統會自動發 mail 告知請求加入

者。如不同意加入點選【deny】，系統會自動發 mail 告知請求加入者。如要刪除已

加入成員則點選【Remove memebership】。 

 

圖 29、我的社群-【列表】畫面。 

 

方式 3： 計畫主持人通知計畫成員註冊，並幫助計畫成員加入該社群。本方式同時適用於

選擇方式 1 及方式 2 之研究計畫。首先所欲加入社群的成員必須具有系統帳號，計

畫主持人可通知計畫成員先建立系統帳號及完整填寫個人資料。社群管理者可點選

【我的社群】--【公開社群】--【人數】。進入社群管理頁面點選【新增成員】，輸

入計畫成員系統帳號並按下【新增使用者】，即完成登錄。 

 

圖 30、【我的社群-公開社群】畫面。 

 管理計畫成員 
【approve】:同意該員加入 

【deny】:不同意該員加入 

【Remove memebership】:刪除該員

 點選【人數】 
 顯示社群人員名冊及 

 主動加入計畫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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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我的社群-新增成員】畫面。 

 

無論何種方式加入的社群成員，社群管理者可以利用點選【社群清單】-【人數】-【列表】

來查詢社群計畫成員名單，並刪除(圖32)。 

 

 
 

 

 

圖 32、使用社群管理頁面【我的社群-列表】畫面，進行刪除成員。 

 

 輸入成員之系統帳號 

 點選【新增成員】 

 刪除採集成員的方法 
 點選【Remove 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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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如何申請採集證 

欲申請採集證的使用者，請記得完整填寫完個人資訊外，也必須先利用研究者選單中的「新

增研究計畫」或「建立內容」的「研究計畫」來填寫採集依據的研究計畫。研究計畫在系統中

也代表一個研究群組，除了研究名稱、研究內容等描述外，於「社群」中可以設定計畫成員加

入群組的方式。加入計畫群組成員可以將自己所填寫的採集紀錄於群組中公開。 

使用者將採集所依據的計畫編輯完成後，點「導覽選單」的「標本採集許可申請書」即可

以正式填寫採集許可申請書。進入編輯頁前系統會顯示採集共享聲明(圖 33)，用意在提醒採集

者於國家公園進行採集後應將採集紀錄於上網公開。點選同意後即可進入申請書編輯頁面(圖

34)。當填寫完成儲存後，系統會發送一封 email 給採集案相關的國家公園管理者。 

採集證申請的流程： 

1. 編輯採集證申請所根據的研究計畫。 

2. .建立社群:通知及協助參予採集工作的成員建立系統帳號，並完整填寫個人資料，並上傳

身分證件，以提供申請書採集成員資料選填。 

3. 當上述資料建立妥善後，採集案主持人或聯絡人填寫採集許可申請書提送採集申請。 

叮嚀您! 

1. 如果您的採集地點位於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護區內或採集品項為保育類生物、文化資產

等，在系統上提出採集申請前，請您依據申請時之相關法令規定，必須先向相關管理

單位提出申請許可。 

2. 您可以使用本系統的【保育種查詢】功能，查詢您採集物種是否為保育生物。 

      
圖 33、點選導覽選單中的標本採集許可申請書，進入申請採集共同聲明。 

 

按下【標本採集許可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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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國家公園採集共享聲明頁面。 

 

 

圖 35、採集共享聲明同意後，進入採集許可申請證填寫基本資料畫面。 

 點選【儲存】 
 

紀錄採集申請書之基本資料 

【申請事由】 

【研究計畫名稱】點選展開選

擇研究計畫。 

【保存地點】點選展開選擇標

本保存地點。 

【採集時間】:點選展開選擇

採集起迄時間。 

【國家公園】:可複選，同時

向多個國家公園申請。 

【採集地點】:點選展開欲採

集的位於國家公園區域。 

【採集內容】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請點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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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點選採集證名單，選申請採集證的成員名單。 

 

進行申請後的使用者可以於導覽清單中點選【採集申請】-【查詢申請進度】，查看申請案的審

查狀態。 

 

 
圖 37、查詢申請進度可以檢視採集案內容及採集進度。 

範例

 申請進度及

 管理單位 

勾選欲申請之【採集者】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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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何申請採集變更 

使用者進入系統後可以點選導覽選單的【申請採集變更】(圖 38)，正式填寫採集變更申請

書(圖 39)。於建立申請採集變更頁面中，請您填寫變更採集申請事由、國家公園、採集案編號、

採集者、修改內容，也可以用[附加檔案]補充說明。儲存送出申請後，可以點選【查詢申請進度】，

查詢申請進度，方法同採集申請。 

 

 

圖 38、點選導覽選單中的申請採集變更，進入建立申請採集變更畫面。 

 

按下【申請採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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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建立申請採集變更】主頁 

填寫【申請事由】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勾選【採集案標號】 

 【採集者】 

勾選欲申請之【國家公園】 
可複選，同時向多個國家公園申請。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填寫【變更內容】 
說明採集的品項、種類、 

數量及採集方法的變更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附加檔案】 
※補充說明不足之處 

 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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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何進行國家公園採集結案申請 

依據國家公園法規定研究計畫完成後，必需向申請單位提供完整結案報告（含標本名錄等

相關資訊），及在本系統登錄採集標本。計畫主持人登入後於導覽清單中點選【採集結案】的【結

案申請單】(圖40)。 

進入建立結案申請書頁面後，請填寫計畫名稱、採集案編號、國家公園、摘要及內文(含採

集標本之名錄、標本狀況、採集數量、全球地理定位座標及研究成果)，也可以附加檔案的方式

補充說明(圖41)。點選【查詢申請進度】，可以查詢申請進度，方法同採集申請。 

 

 
圖 40、點選導覽選單中的結案申請書，進入建立結案申請書畫面。 

 

點選【結案申請書】 



 67

 

    
圖 41、進入【建立申請採集結案】主頁。 
 

 

勾選欲申請之【國家公園】 
可複選，同時向多個國家公園申請。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填寫【計畫名稱】 

勾選【採集案編號】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填寫結案【摘要及內容】 
  請填寫標本名錄(含標本狀況、 

  採集數量、全球地理定位座標) 

  及研究成果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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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如何建立採集標本紀錄 

通過採集證申請取得採集證的註冊使用者，即被本系統視為國家公園採集者，擁有在本系

統中登錄編輯標本資料、建立個人的採集紀錄的權限，公開發表採集紀錄。依標本領域不同，

將採集標本登錄內容分為：植物、珊瑚、水產生物、昆蟲、其他動物、人文器物、岩石等七種

領域標本。 

計畫主持人或計畫成員依照登錄標本的領域，點選【導覽選單】中的【新增標本紀錄】在

選擇標本內容登錄的標本類型(圖42)。 

  
圖 42、進入建立標本紀錄頁面的方式。 

 

於標本內容登錄頁面，填寫標本相關資訊，包含【基本資訊】、【鑑定】、【來源與保存】與

【標本描述】等四項，以植物標本做為範例說明。 

點選【標本內容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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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建立植物標本-基本資訊畫面。 

勾選標本資料呈現方式 
對所有人公開此內容或僅對特定的

社群成員公開；但若沒有指定社群

則預設為公開。

紀錄標本基本資訊 
採集案標號 

國家公園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植物學名 
※依植物的科名、屬名、

學名，逐一展開勾選。 

 點選【儲存】
 點選【下一步】 
 移至【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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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填寫標本紀錄的採集位置時，請點開建立標本內容頁面【基本資訊】頁面中【位置】欄位，

可以直接填寫經緯度於地圖下方的欄位中，填寫格式為整數含小數點十位。此頁面也提供經緯

度查詢，可以直接放大地圖點選採集位置，下欄之經緯度欄位則直接出現所點選位置的經緯度。

使用者可以地點名稱、街道及其他填寫採集地點說明(圖44)。 

 

 

圖44、標本位置的查詢與輸入方式。 

 查詢【經度】、【緯度】

 填寫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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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鑑定】頁面中，可以紀錄標本鑑定者及鑑定日期的資訊。 

 
圖45、建立植物標本-鑑定畫面。 

 

在【來源與保存】頁面中，可以紀錄標本來源與保存的相關資訊。 

 
圖46、建立植物標本-來源與保存畫面 

 點選【儲存】

 點選【儲存】 

  勾選鑑定資訊 
鑑定者 

鑑定日期 

 填寫來源與保存 
採集者 

採集方法 

採集時間 

保存地點 

標本館號 

保存方式 

標本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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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本描述頁面中，可以紀錄標本各項特徵的相關資訊。 

 
圖47、【建立植物標本-標本描述】主頁 

 點選【儲存】 

 填寫標本描述 
採集編號 

生育地 

海拔高度 

營養方式 

生長型 

個體高度 

豐富度 

物候資料 

花朵顏色 

果實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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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標本紀錄後，使用者可以點選【我的採集紀錄】，即可在瀏覽個人的採集標本紀錄(圖 48)；

倘若於登錄標本紀錄時勾選「Public」，該份標本紀錄公開提供給大眾瀏覽；亦可做為個人採集

記錄本，隨時上網登錄、編輯標本資訊。 

 

     

 

 

圖48、【我的標本紀錄】畫面 

【已發表】 

【是】:表示登錄標本採集紀錄時， 

    勾選【Public】，公開提供大眾瀏覽 

 查詢【我的採集紀錄】
 可以用【國家公園】、 

       【採集日期】 

做為關鍵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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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如何修改建立各式標本紀錄內容欄位中的選單資訊? 

為了便捷資料填寫及漸少輸入的錯誤，系統建置了許多資料選單，來自於系統本身的資料

庫，當使用者發現所欲填寫的項目，不存在於選單之中時，可以向管理者要求新增。如：標本

紀錄中的【採集地點】、【保存地點】及【國家公園】。而系統中的【鑑定者】及【物候資料】可

提供具有計畫主持人或成員身分的使用者自行新增。 

 新增【鑑定者】的選單內容 

系統在【標本資訊管理】中建立紀錄標本【鑑定者】的欄位，並下拉式選單的格式方便

您勾選，倘若選單中沒有您所需要的標本鑑定者，可以系統中新增建立鑑定者的基本資

料。請點選【鑑定者】進入編輯頁面(圖49)。 

  
圖49、建立【鑑定者】內容，請填寫建立標本鑑定者內容，也可以用附加檔案的方式補充

說明。 

 

 新增【物候資料】選項 

系統中需建立項目需要勾選物候資料，例如：申請採集證，當物候資料增加時，管理者可

用本方式增加物候資料的選項。具有計畫主持人及成員身分的使用者於登入後，點開【標

本資訊管理】中的【物候資料】可填選建立物候資料之欄位(圖 50)。 

 

附加檔案 
※補充說明不足之處 

 點選【儲存】 

建立鑑定者 
姓名 

簡介及專長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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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選點【物候資料】可填寫建立物候資料之欄位。 

 

填寫建立物候資料 
填寫標題 

狀態說明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點選【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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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如何新增編輯公告 

國家公園管理者可以於「導覽選單」點選【採集管理】中的【最新公告】，來新增公告內容

(圖 51)。編輯公告時所輸入文字若需直接顯示，則為 filtered HTML，也可以使用 HTML、PHP

進行編輯(圖 52)。在編輯頁中可以設定文章摘要長度，若未設定則系統會自動擷取 600 字元以

精要顯示於首頁及 RSS 公告(圖 53)。若設定為「置頂」則會取代現有之歡迎訊息不建議使用。 

 

圖 51、點選導覽>建立內容>最新公告以編輯新公告，編寫入完成後可預覽及儲存。設定發

佈選項為發表時則會顯示於首頁，若設定為置頂則會取代現有之歡迎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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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編輯歡迎訊息，可於導覽選單中點選「編輯歡迎訊息」，即可以修改歡迎訊息。 

編輯完成後點選「預覽」可以檢查公告顯示情況，以確認公告編輯無誤(圖 53)。 

圖 52、系統上編輯任何公告文章

時，可以在「輸入格式」中選擇

HTML 或 PHP 程式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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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編輯歡迎訊息時可

以預覽編輯效果，摘

要版本為顯示於首

頁時的模式。右圖為

使用 HTML 進行編

輯的效果，通常用來

鑲嵌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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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國家公園採集計畫管理 

國家公園管理者在使用者送出申請書後，會接到系統管理者的電子信件通知，可以使用信

件上的連結到系統的「案件管理清單」中查看採集案的申請(圖 54)。 

 

 

 

 

圖 54、於導覽清單點選採集管理中的案件管理清單，可以查詢採集案件內容並進行採集案管理。 

 

國家公園管理者可選擇所欲管理的申請書，點選採集申請書「作者」欄的使用者名稱，可

以查看作者的「個人資訊」，以確認申請人身分證件(圖 55)。點選申請採集案「標題」，可以連

結查看採集案內容，於採集案「檢視」頁中並直接點選任何採集成員「名稱」查看申請書相關

人員的「個人資訊」，以確認人員身份。在使用者帳號資訊頁中，點選【追蹤】，即可查詢申請

者以往採集申請紀錄。 

 

 

點選欲審核的案件 點選並審查 

作者的個人資料 



 80

 

 圖 55、點選作者或任何使用者名稱可以連結到帳號個人資訊進行查看。 

 

 

 
圖 56、【我的帳號-追蹤】畫面，查看申請者的申請紀錄。 

 

 

 

範例 

範例 

點選並審查 

個人身分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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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所有申請人員的個人資訊的審核後，切換到採集案的編輯頁，進行採集計畫編號的填

寫，並設定計畫狀態及通過採集的國家公園。 

 

 

圖 57、國家公園管理者編輯的計畫管理選單。 

 

儲存編輯之計畫管理後，可回到檢視採集案內容，點選主持人於聯絡處編輯電子信件發送

email 通知申請人。於列印頁面可以檢視申請書，並列印申請書以供管理者進行內部行政作業(圖

58)。 

 

 

 

 

 

 勾選【計畫狀態】 
  提供管理者編輯計畫審核狀況 

 勾選【通過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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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提供列印的採集許可申請書頁面。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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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如何管理使用者系統權限 

國家公園管理者可以管理系統註冊人員之使用權限，以其在研究計畫中的腳色不同，分

別賦予【計畫負責人】或【計畫成員】的系統權限。假使用者在系統上有惡意之行為，國家

管理者可點選【停用】，中止其系統使用權限。 

 

 
圖 59、管理者介面下的【我的帳號-編輯】畫面。 

 

【狀態】 
【停用】:停止其系統使用權限。 

【啟用】:開啟其系統使用權限。 

【角色】 
管理其系統角色及使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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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如何製作【採集證】? 

國家公園管理者可以透過本系統製作採集證。於具有國家公園管理者身分的【使用者】

於導覽清單點選【案件管理清單】，進入案件管理清單的頁面後點選【製作採集證】，請您填

寫建立採集證的標題、申請事由、採集者、內文、採集證編號、核發之國家公園。此功能主

要提供管理者製作採集證。 

 

 

     

圖 60、點選採集證，填寫【建立採集證】。 

 填寫【標題】 

     【採集證編號】 

【內文】 

勾選【採集者】 

【國家公園】 

【申請事由】 

 
 點選【製作採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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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完採集證資料儲存後，可以於【檢視】中查看採集證資料並列印採集證。國家公

園管理者點選【檢視】，可以審核採集證建立資料無誤。點選【友善列印版本】可以列印輸

出採集證(圖61)。 

 

 

圖61、於友善列印功能中，可預覽採集證列印樣式。 

 

如何查詢過去製作過的採集證，國家公園管理者於案件管理清單中點選【採集證一覽】，

即可查詢各國家公園辦理採集證進度。 

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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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採集證一覽】頁面。 

點選【採集者姓名】
可以檢視其個人資料 

點選【檢視】 
轉換到檢視採集證 

  及列印採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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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如何修改建立各式內容欄位中的選單資訊? 

為了便捷資料填寫及漸少輸入的錯誤，系統建置了許多資料選單，來自於系統本身的資料

庫，當使用者發現所欲填寫的項目，不存在於選單之中時，可以向管理者要求新增。提供新增

的選單包含：標本紀錄中的【採集地點】、【保存地點】、【服務單位】、【保育類生物】、【國家公

園】。 

 新增【採集地點】選項 

系統中有多處建立項目需要勾選採集地點，例如：申請採集證，當國家公園增加地名時，

管理者可用本方式增加採集地點選項。 

國家公園管理者於登入後，點開導覽清單的【採集管理】，選點【新增選單項目】中的【採

集地點】。填寫「建立採集地點」欄位後，點選【儲存】即可完成新增(圖 63)。 

  
圖 63、選點【採集地點】，填寫「建立採集地點」之中欄位。 

 

 

填寫【建立採集地點】 
【地名】:填寫地點名稱。 

【國家公園】:所屬國家公園

【分區】:地點區域性質。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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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保存地點】的選單內容? 

系統在【申請採集證】及【標本登錄內容】中建立紀錄標本【保存地點】的欄位，並已

經事先建立相關標本館(博物館)以方便您勾選(如：圖64)，倘若選單中沒有您所需要的標

本保存地點，可以系統中新增建立國家公園標本保存之標本館(博物館)清冊及基本資料。 

 

  圖64、【保存地點】欄位選單畫面。 

 

計畫主持人於登入後，點開導覽清單的【標本資訊管理】，選點【標本館(博物館)】，填寫

「建立標本館(博物館)」欄位，並點選【儲存】即可完成新增。(圖 65) 

 
圖 65、選點【新增標本館(博物館】，填寫「建立標本館(博物館)」之中欄位。 

 

 

填寫【建立新增標本館】
填寫名稱、簡介等。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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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保育類生物】選項 

當增加【保育類生物】時，管理者可用本方式增加選項。 

國家公園管理者於登入後，點開導覽清單的【新增選單項目】，選點【保育類生物】，填寫

「建立保育類生物」中欄位後，點下【儲存】即可完成新增(圖66)。 

 

  
圖 66、選點【保育類生物】，填寫「建立保育類生物」之中欄位。 

 

填寫【建立保育類動物】
填寫物種中文名、學名、 

特徵、物種備註等。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90

新增【國家公園】選項 

系統中有許多建立項目需要勾選國家公園，例如：申請採集證，當國家公園增加時，管

理者可以用本方式增加國家公園選項。 

國家公園管理者於登入後，點開導覽清單的【採集管理】，選點【新增選單項目】中的【國

家公園】。填寫「建立國家公園」欄位後，點下【儲存】即可完成新增(圖 67)。 

 

  
圖 67、選點【國家公園】，填寫「建立國家公園」之中欄位。 

 

填寫【建立國家公園】
標題 

網址 

地址 

電話 

傳真 

內文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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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服務單位】選項 

系統中建立[鑑定者]需要勾選其【服務單位】，管理者可用本方式增加【服務單位】選項(圖

68)。計畫主持人於登入後，點開【標本資訊管理】選點【服務單位】。填寫【建立服務單

位】欄位後，點下【儲存】即可完成新增。 

 

  
圖 68、選點【服務單位】，填寫「建立服務單位」之中欄位。 

 

 

填寫【建立服務單位】 
填寫標題 

內文 
※標示「＊」者為必填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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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如何匯入資料？ 

匯入資料為系統中較為複雜及危險的功能，因為讓資料不透過除錯及選單的輸入介面直

接進入資料庫之中，方便輸入但卻容易產生不完整資訊，所以對於個匯入格式的要求非常高，

只要一個格式錯誤及無法正確匯入。請詳細閱讀匯入方式後再進行操作。 
 
1.資料前處理 

直接匯入標本紀錄是將紀錄以 csv 或 txt 檔匯入資料庫, 因此資料格式必須符合資料庫中的

制訂，且中文資料必需為 UTF-8 格式否則系統會呈現亂碼。 
 
(1)格式轉換 

標本標題 任意文字，建議以採集者及採集編號做為標本標題方便您日後辨識。格式：如黃

小偉 12、sweet32。 
採集計畫編號 代碼(可於查詢系統代碼>>查詢鑑定者,服務機構,物候代碼中查詢) 。 
採集者 代碼(可於查詢系統代碼>>查詢採集者代碼中查詢) 。 
採集編號 任意數字格式: 124。 
保存地點/服務機構 代碼(可於查詢系統代碼>>查詢鑑定者,服務機構,物候代碼中查詢) 。 
latitude: 緯度格式:22.0500450000 (度＋分*60+秒/3600 為小數點) 。 
longititude 經度格式:120.8567760000 (度＋分*60+秒/3600 為小數點) 。 
生物學名 可以輸入科名屬名種名昆蟲可以輸入目名, 格式： 
目名: /科名: Fagacece 殼斗科/屬名:Cyclobalanopsis/種名 Cyclobalanopsis pachyloma 捲斗櫟。 
鑑定者  代碼(可於查詢系統代碼>>查詢鑑定者,服務機構,物候代碼中查詢) 。 
鑑定日期 格式:2008/06/30。 
採集日期 格式:2008/06/30。 
物候  代碼(可於查詢系統代碼>>查詢鑑定者,服務機構,物候代碼中查詢)。 
海拔高度: 數字,單位:公尺,格式: 350.3。 
備註 Remarks: 300 字以內的任意文字, 您可以將任何無適當欄位的資訊合併匯入此欄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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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存為 UTF-8 之 csv 格式 

將您所要匯入的資料格式調整好了之後，您可以使用 excel 另存資料為「以逗號分隔」的

csv 或 txt，再以筆記本(notepad)開啟，另存檔案下選擇編碼「UTF-8」，以 UTF-8 文字編碼的方

式儲存。 

採集者及採集

編號做為標本

標題 

可於查詢系統代碼>>

查詢「採集者」代碼

中查詢採集者 uid。 
系統接受的學名為

學名(空格)中文名。

系統接受的日期格

式為 2008/06/30。 

系統接受的國家

公園代碼為

2008/06/30。 

系統接受的經緯度

格式為

22.0500450000, 
120.8567760000。

將其他無適當欄位

的資料合併於一欄

可以匯入備註欄中。 

可於查詢系統代碼>>查

詢「服務機構」或「保

存地點」代碼中查詢代

碼 nid。

可於查詢系統代碼>>

查詢「鑑定者」代碼

中查詢鑑定者 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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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使用 excel 另存資料為「以逗號分隔」的 csv。 
 
2. 匯入資料 

匯入資料前請進行匯入資料的前處理，準備好您的以逗號分隔的採集資料。由標本資訊

管理>>匯入採集內容，可以進入資料匯入頁面，點選瀏覽選擇您要匯入的資料檔案。選擇後

點選 Next(mapping)，指定您所要匯入的資料對應欄位。 
 

   
圖 70、由標本資訊管理>>匯入採集內容，可以進入資料匯入頁面，點選瀏覽選擇您要匯入的資



 95

料檔案。 
 

 
圖 71、選擇後點選 Next(mapping)。以進行欄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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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進行資料的欄位對應設定( mapping)。設定之後選擇 Next，進行匯入設定。 
 

匯入設定包含 
1. 是否標本標題為不重複。 
2. 生物學名若無法對應時的處理方式。 
3. 是否改變紀錄的輸入者(預設為現在的使用者)。 
4. 設定欄位值的取代文字，如：blank。 

 
設定之後，點選 Next (preview)，預覽匯入資料的呈現狀況。顯示的資料樣貌即為匯入後的

情況，若顯示正確則可點選 Apply(import node)，進行匯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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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分類選項可以設定當學名無法於系統中學名對應時的處理方式。學名對應必須一字不差，

容易對應不上。 
 

 
圖 74、點選作者資訊可以將紀錄作者改為任何一個系統使用者，發佈選項可以將您的標本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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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發表，公開讓所有人可以點閱。 
 

 

 
圖 75、設定欄位值的取代文字。 



 99

 

圖76、進行預覽，呈現的即為資料匯入後於系統上呈現的樣貌。若顯示正確則可點選Apply(import 
node)，進行匯入工作。 

 
圖 77、匯入後系統將顯示匯入結果，並請您刪除於系統中暫時儲存的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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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資料後您可以於您的標本紀錄中查詢到匯入的資料。 

 
圖 79、於您的標本紀錄中查詢到匯入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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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學名資料建置 

目前國家公園標本館系統以向中央研究院邵廣昭博士所建置之 TAIBIF 學名資料庫，取得

台灣地區生物學名 25,403 筆。包含苔蘚類以上植物學名 5,772 種、陸域動物 1641 種、昆蟲綱動

物 9,252 種、珊瑚及藻類 966 種及其他非脊索動物非昆蟲動物 7,772 種等。本系統將學名配合標

本類型切分為八個生物學名查詢欄位，1.植物（含苔蘚）查詢、2.動物（其他）查詢、3.水生生

物 4 珊瑚及藻類 5.昆蟲學名（鱗翅目）/昆蟲學名（膜翅目）/昆蟲學名（鞘翅目）/昆蟲學名（其

他）查詢。以便利不同領域生物學者進行學名代入，減少輸入上的錯誤及中文名的重複。查詢

方式將切分為中英文科名、中英文屬名、中英文學名等不同分類階層提供選單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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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目前系統學名資料的數目。 

 

二十、國家公園地名資料建置 

關於國家公園地名資料，目前收集七個國家公園地名及 286 個小地名，以方便採集申請時

採集地區代入，每個地名均標注有所在的國家公園分區（如：一般管制區、生態保護區、特別

景觀區、遊憩區等），並於查詢代出時於國家公園保護區標註（保），以提供申請地點是否為保

護區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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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其他資料建置 

系統目前建立 14 個標本典藏單位名單（附錄六）、32 個標本採集機構，以提供申請書編輯

標籤列印之代入。另收集有保育種動植物資料庫收集共 174 種動物及 5 種植物（附錄四），以提

供查詢，資料來源為台灣特有生物中心網站。 



 103

柒、討論 

一、系統開發與使用者定位 

本系統在先期規劃的進程中，本期主要使用對象為 1.國家公園採集案管理者及 2.參與採

集學者專家。目前系統已提供採集申請流程及操作專區給予專家學者進行申請，並同時開放

採集內容的編修權限給管理者查看進行查閱審核。在歷時八個月開發的過程中，由於計畫名

稱給予不同參與座談或審查者不同的想像，在工作報告時即被賦予建置資料，開放民眾查詢

的工作內容。使得本期的系統重點使用對象在多次會議中受到模糊；系統在開發過程中以資

料展示功能被評鑑及想像。就系統在開發過程中，意見收集，制定系統規格，系統分析完成

後，一但進入撰寫程式的階段中，上就走入了不可逆的進程中。但在系統開發與使用者座談

協商過程中，確實十分容易發生，系統任務修正及新概念提出的狀況，新的系統功能都應列

為下一版釋出的工作，避免開發中扭曲系統主要功能的發展。 

 

二、聯合國家公園平台的優點 

過去向國家公園申請採集證，必須分別向各國家公園提出，相同的研究計畫跨年份時也

必須反覆填寫資料並寄送資料，各國家公園申請內容不一工作量大且繁瑣。整合系統後專家

學者可以一次勾選多個國家公園跨區申請採集證，以分別取得各國家公園的採集許可文件。

系統讓各國家公園查看同意份申請文件，但仍然保留分別審核機制，分別發放各自的許可文

件。整合各國家公園資訊後，對於各國家公園的採集情況，可以統合列表查閱，以提供決策

支援。 

 

三、資訊數位化的優點 

採用線上採集證申請後，所有申請資料將數位化，申請者所有申請動作均有所紀錄，一

覽無遺。目前管理者可利追蹤功能查看使用者在系統上的繳交結案及標本情況，方便查詢該

採集者採集後到底採集了多少標本，申請過哪些國家公園採集是否依約結案，未來也有依據

查訪採集的標本如何使用，否依約定存於標本館。而採集者可以利用日期、採集地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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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查詢採集紀錄，並列印標籤，所紀錄的標本採集紀錄及研究方向分析後以地圖呈現也

可提供民眾查詢服務。 

惟國家公園管理者及系統管理者，掌握有採集人員於系統上所有活動紀錄，系統上國家

公園管理者及系統管理者其於系統上另一身分為整個國家公園採集工作人員社群的管理

人，必須格外的尊重使用者，協助未給薪的自願使用者完成其的作品（個人資訊、研究案文

件、標本紀錄、回應），更不可私自任意公開或移作他用，任何有關於系統的調整資料的匯

出、匯入均應給予通知公告。 

 

四、引進研究團隊服務觀念 

在本系統為配合採集申請者實際研究分工的情況，將社群觀念引進，社群的功能中提供計

畫主持人或計畫主持人所設定的管理者來加入任意使用者來修改維護標本紀錄，凡指定被為社

群的標本紀錄，無論發表與否社群內成員均可以編輯查看，因此無論計畫主持人申請採集證的

時間為多少，採集者均可以根據研究計畫的需要累積標本，系統也並不排除非國家公園境內的

標本紀錄，也就是研究團隊可以自行建立群組，利用社群功能持續累積自己的採集紀錄。 

系統設計的出發點為便捷採集者的資料輸入，以累積採集者每一份的採集紀錄，系統初步

階段並未設計過多阻擋資料進入系統的篩選與過濾，也秉持相信每一位採集者所建立的每一份

資訊，採集案成立後也希望計畫主持人能善用平台，負起社群管理責任，使國家公園的每一個

時空下的採集充分的展現他的真實意義，留給後人環境變遷的重要依據。 

 

五、系統特色 

為確保本系統發展方向且不與國家公園現有系統及其他標本館博物館單位數位化工作重

複，與其他系統進行比較本系統開發的重點及使用著語言技術優點。本系統特色大量採用開放

技術且具有友善的系統開發及調整的介面，使非資訊相關程式色技師也能容易進行功能擴充與

管理。詳細功能特色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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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 
其他系統 
（如：國家數位典藏網頁、國家公園生態保育資料庫） 

線上開放系統包含輸入介面（輸入標本紀

錄） 、資料展示介面（查詢標本紀錄）及

行政管理，即時更新發佈，資訊容易公開共

享。 

線上開放系統僅查詢瀏覽（生態資料庫）或

行政管理（採集申請系統），兩者多半無關

聯且無法即時更新線上資料。 

同時提供及管理多種使用者角色之使用需

求和功能權限，並依使用角色過濾及展示不

同的資訊。 

系統預設的使用者角色較為單純，通常為民

眾或國家公園管理內部。 

重視並提供不同使用者角色於輸入資料介

面的需求（標本紀錄登入及採集計畫管

理） ，並建立資訊即時呈現。 

通常較不重視系統使用者的回應及收集其

上傳的資料；故不會將收集資料即時呈現。 

建立慣用資料形成欄位選單，便利輸入降低

錯誤，加強資料收集。 
較少規劃輸入介面欄位之自動完成技術。 

進行採集資訊及標本管理，形成標本紀錄輸

入介面，便於採集內容細目的收集及查詢。 
不具有標本管理功能，採集紀錄僅以附加檔

方式收集，查詢較為不便 
運用 hierarchical term 標籤技術，結合

Taibif 學名及國家公園地名資料，便於統計

及檢索。 

多使用表格式的字串及自訂學名分類系

統，不易增加分類別 

結合 Google map 等開放技術，方便直接瀏

覽不需安裝其他程式 
結合 GIS，必須安裝其他程式，才能確保地

圖呈現的流暢。 
涉及線上管理較多，對於系統定時備份要求

高。 
涉及線上採集管理較少，對於資料備份要求

較低。 
設置有版本控管功能，確保資料永久保存回

復。 
不強調版本控管功能，無法確保資料保存回

覆。 
運用開放技術資源（PHP, mySQL），系統

角色擴充性高及系統功能演進可與開放技

術同步發展。 

使用 Asp, MSSQL 或特定資訊公司所開發

之技術，系統角色增加可能受限，系統功能

演進較為緩慢受限。 

 

六、系統未來發展 

本期系統開發進程，為建立主要相關採集案件的管理者及採集者平台，目前已經建立國

家公園採集資料的標準化格式，目的在於依此格式加速資料的收集累積並即時展示。本系統平

台雛型已經建立，未來的工作即為採集資料的擴充，使之系統中所謂的標本資料具有國家公園

各區域代表性，已達到資源的展示及決策資訊的支援。根據先期規劃的進程發展下期的工作為

連結線上公開之相關標本影像。 

目前於網路上公開之相關網頁有數位典藏聯合目錄、台灣大學博物館群及數位典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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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包含有人類學、地學、動物學、植物、昆蟲等等標本紀錄資料，自然科學博物館包含人類

學、地學、動物學、植物學蒐藏等，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具有魚類、貝類、植物等豐富的

標本影像紀錄；這些都是本系統未來可以洽談合作進行資料交換的機構。 

為了要連結得到國家公園歷史標本影像，必須建立國家公園標本篩選機制，本系統目前

已建立有國家公園相關的地名資料，可以再整合舊地名及經緯度形成採集地點的資訊，利用採

集地點的名稱進行篩選國家公園標本；此外也可利用經緯度資料計算與標本紀錄之間的距離來

得到國家公園地名附近之採集紀錄。採取此方法充實系統資料，應特別於網頁上載註資料來

源，以彰顯各方對資料處理的貢獻。才能符合 web2.0 互惠互動共享的原則。 

在了解主要收集標本的博物館實際資料情況，本系統更重要的工作為建立與標本館聯繫

的管道，協助採集者所採集的標本確實移到標本館保存，標本館也可以直接匯出資料進入自己

的系統之中。 

除整合線上既有歷史資料進行分析呈現外，國家公園歷年採集報告也可以進行整合，其

中包含各國家公園現存的外部機構採集結果報告或內部進行採集研究報告，主要工作為分離成

果報告說明及採集種類、時間、位置的重建以配合本系統資料格式，在將報告摘要及關鍵字整

理並編輯目錄匯入系統。由於這些紀錄多半為書面且格式不一，必須以進行數位化及進行大量

人工處理。但只有如此才不會浪費國家公園歷年採集者的貢獻，也才能完整呈現國家公園採集

研究的變化及採集種類的全面。 

採集資料的充實，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強系統資料選單，如物候、生育地、地名等，新增

與修正更可回饋於系統上使資料的建立更為順暢。本系統若能持續運用才能充實資料，也才有

加強改進的必要性，持續使用且接受建議才能符合使用的需求並建立良好的使用者介面，也才

能落實國家公園資源整展示與追蹤採集標本應用及流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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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一、本期計畫已完成關於採集許可申請與管理功能。包含系統註冊及登入、新增公告、研究

計畫登陸、顯示共享聲明、採集證申請、採集變更、採集結案申請，匯入資料、列印申

請表格、國家公園地名分區顯示、標本紀錄、標本紀錄查詢、經緯度查詢、生物學代入

等功能。 

二、系統介面設計以專家採集者使用為出發，不以計畫管理為主要呈現方式，並引入社群功

能便利採集團隊建立標本且呈現個人採集貢獻者，以形成採集者與國家公園永久溝通交

流的平台。 

三、形成線上採集管理系統，切割系統使用者（所有潛在採集申請人）的身分認證及採集證

申請功能，使經常性申請年度採集者不需一再檢送身分證明，簡化國家公園標本採集證

申請流程。 

四、藉由系統的功能吸引專家學者參與國家公園資源調查工作，並進行身分認證累積潛在國

家公園採集者名冊，更可充分管理自然資源的數量與所在。 

五、建立生物學名資料及國家公園地名資料提供查詢並便利日後其他標本資料庫整合。 

六、建立系統意見發表專區，以累積系統測試建議作為修改依據。 

七、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之採集標本的資訊可上傳進行累積，以達到資源開放與平等共享的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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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相關參考資料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博物館 http://museum.biodiv.tw/home.asp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TaiBNET 網站 http://taibif.org.tw/xoops2/ 

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知識庫 http://km.taroko.gov.tw/index_conserv_knowledgebase.asp 

玉山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 http://www.ysnp.gov.tw/07cradling/01-ecology-animal.asp, 

http://www.ysnp.gov.tw/07cradling/01-ecology-plant.asp 

金門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 http://www.kmnp.gov.tw/chinese/resource_3.aspx 

國立臺灣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 http://irs.ntm.gov.tw/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 http://www.spnp.gov.tw/biology/report/plant/plant03.html 

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 http://gis.ymsnp.gov.tw/nature/sys_guest/main.cfm？

CFID=8925&CFTOKEN=7440398 

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 數位典藏網頁. http://tai2.ntu.edu.tw/ 

臺灣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 http://taif.tfri.gov.tw/ 

數位典藏聯合目錄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tem/Main.jsp 

墾丁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 http://bio.ktnp.gov.tw/  

Darwin code 介紹, http://www.sinica.edu.tw/~metadata/standard/specimen/Darwin-Core.htm 

                http://wiki.tdwg.org/twiki/bin/view/DarwinCore 

吳權威 2004 PHP 與 MySQL 網頁設計實務  網易資訊科技股份公司 

自由軟體鑄造場台灣區網頁 http://www.openfoundry.org/en/ （Open source 軟體開發討論諮詢） 

CMS matrix 網頁 http://www.cmsmatrix.org/ （資訊管理系統比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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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藏建置計畫第一期 第一次座談會紀錄 

 

 

會議時間 2008-7-23 （三） 上午 9:00-11:30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館六樓會議室 

主 持 人: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郭館長城孟    紀錄:陳雯美 

 

出    席:（如簽到表）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邵廣昭 博士 

林試所植物標本館 邱文良 博士 

台灣博物館地質組 方建能 博士 

中研院 史語所 劉益昌 博士 

中研院 台史所 詹素娟 博士 

台大人類學系 胡家瑜 博士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林玲科長、許鈺琇小姐 

太魯閣國家公園 鄒月娥 小姐 

玉山國家公園 施博文 先生 

陽明山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國 梁秀芸 小姐 

墾丁國家公園 陳玄武 先生 

台大植物標本館 郭城孟 高美芳 范素瑋 黃思博 

台大計算機中心 陳信希、許凱評、劉建宏、植懋 

 

會議紀錄： 

計畫執行單位報告（略）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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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集申請流程簡化 

郭：關於線上國家公園採集計畫申請管理系統形成，採集申請流程可適度簡化。 

瑋：請參考 p6 圖。採集者學者一旦在標本館資訊系統上取得帳號，並在申請第一次採集證前填

寫完整之個人資料且經任一國家公園通過採集證許可，即為國家公園標本館系統永久【採集

者】且此角色的系統使用期限預設為永久，在沒有特殊事件發生時，採集者可以不斷編修維

護自己的採集紀錄。採集者也可以利用標本館資訊系統再次申請採集證，再次提出申請時可

以不需要在附上一次個人資料，相同研究主題之研究需要也不需再付一次計畫書，可以簡化

相同研究主題延長採集證及相同研究主題跨區採集反覆送件的不便；該採集者若再被賦予年

度採集許可，且正於執行採集計畫期間，則同時具有用有【計畫主持人】或【計畫成員】的

角色，計畫成員及計畫主持人，則具有計劃管理權限，可以進行採集內容修改、繳交結報等

工作。 

邵：人員資料還是應該定期更新，採集計畫的成員可能因為人事的變動而變更，不適合有永久

採集的狀況，人員資料必須可以編修。計畫結案的填寫不能僅依賴計畫 PI 進行，這樣可能

會有問題。 

墾丁/玉山：每個國家公園的採集證申請規範可能不同，因某一個國家核准另一個國家公園究也

能核准，可能會有問題。 

許：資訊系統的設計，人員認證指的是系統使用者的真實身分確認，為確定該使用者真實身分

的正確性，與其具有的權限與義務是分開的。人員的認證審核可以是為任何一個管理者查看

個人資料加以確認。人員的認證，也是同時是申請採集證的必要工作，可以在使用者提出採

集證申請時，由國家公園管理者進行，並選取認證審核單位，對於採集證申請的核准，各國

家公園仍必須分別進行。必要時可以隨時查看申請人的身分。 

連結公文系統及稽核 

各國家公園：目前系統設計看起來對於國家公園各管理單位是可行的。但對於各國公園似乎沒

有大多的簡化。主要理由為無法直接連結公文系統，公文系統有其認證要求，非任意主機系

統可以相連，因此如無法直接連結公文系統，對於國家公園承辦人員的協助有限。 

許：各國家公園原有申請系統包含簽核流程，虛擬標本館系統目標並不在於連結各單位公文系

統，e 化國家公園內部管理，但因應管理之需求，虛擬標本館系可設計統計報表的產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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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寄送至首長信箱系統，以提醒並供各處稽核。 

瑋：因應管理單位查核的需要，系統除在有申請案進入時產生 email 通知承辦人，也可以設計產

生報表寄送首長信箱來取代稽核並提醒承辦單位。 

朝向統一申請介面的共識 

陽明山：由於各國家公園之標本採集申請表格，附件、文件略有差異，陽管處的立場是國家公

園應朝向統一申請流程版本努力 

林：目前也有學者表示，各國家公園申請方式不同，統一申請流程及方式可避免造成學者申請

上的程序混淆。 

採集期限的限定 

墾丁：採集期限是不是要有限制。 

邵：採集成員可能因研究單位人員變動而改變，採集證的核發期限應合理限制。 

陽明山：且農委會保育種採集的許可證也已一年為最長期限。 

邵/邱：原則上在研究上與管理上以一年為最長採集證期限應該算合理。 

墾丁：是否限制採集者每次來採集的連續天數。 

瑋：關於取得採集證後，進行採集是否比照墾丁國家公園，每次執行採集活動進出國家公園前

應登陸。 

墾丁：關於本處立場表示可以接受不需出發前線上登錄。 

郭：但是這是一個合理的管理。 

標本採集管理系統申請欄位 

瑋：有關於 P9 標本採集管理系統欄位是否有不當。 

墾丁：P9 標本採集管理系統欄位，於個人資訊中加入：聯絡電話；於上傳身分證件上加註所謂

證件的範疇（如：非本國籍使用護照）、檔案大小及樣式。 

邱：採集證申請欄位，加上預定保存地，以提供標本儲藏的追蹤。另外，填寫採集”時間”改為”

期間”。 

墾丁國家公園：有關於結案繳交的內容，加上繳交附檔之報告題目、作者；而內容可以不需要。 

邱：附議內容可以在檔案中，由於以純文字檔的編輯可能會造成需多特殊自原編碼上的不易，

報告詳細內容還是以附加檔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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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許多研究在採集初期並不容易形成著作或發表，填寫作者等資訊可能不可行，繳交成果報

告應該是以採集計畫內容及對國家公園管理的建議為主。 

瑋：有關於標本採集管理系統欄位名稱會斟酌，如不當，會再修正，請大家隨時提出修正。 

標本採集管理系統結案欄位 

瑋：系統上預訂設計之結案必須建立之內容有：1. 線上登錄採集標本記錄：物種、數量、經緯

度等。2. 成果報告：建立報告名稱、建立摘要、建立關鍵字；並上傳附加檔案。 

郭：採集計畫多不為一人所進行，須有採集成員的建立，因此採集成員的個人資料也必須檢查，

因此需要採集申請負責人（計畫 PI）協助參予計畫的成員，計畫申請及結案工作，應該要

請 PI 負責為原則。 

瑋：建立帳號或收集相關身分驗證資料，如此成員才能有帳號可以使用。而身分驗證需要之身

分證附檔仍需要管理者以人工檢驗（可能要設計一些防止遺漏查看的設計），上傳圖片格式，

如檔案大小限制及檔案格式之副檔名均可限制，有列印上的需求時該上傳多大的圖檔再做測

試制定，但上傳檔是不是正確的內容，無法以自動檢驗須以人工判視。 

系統表單列印的格式與防偽 

郭：本系統需產生之電子表單、採集證等有哪些？目前系統預定之列印文件有採集證、採集計

畫核准表單、採集內容清單、採集人員名冊。 

雪霸：可將輸出介面，畫分為兩大項，一為計畫審核期間所需要的計畫書、人員清單、採集清

單等。二為審核通過後交給計畫負責人的採集證、計畫核准表單、採集內容清單、採集人員

名冊。 

玉山：列印表單格式的差異可能因單位或個人而不同可能造成查核上的不便。自行列印的文件

如何辨識真偽。 

瑋：列印方式如必要可加上列印方式的說明，以盡可能統一列印樣式。系統盡可能提供清單、

報表等，以符合國家公園管理的需要。 

許：列印文件的真偽，可以在文件上加上一序號，查核人員可以利用該序號上網查看申請證的

資訊是否與紙本文件相同，或利用一特定運算的編碼，在套用特定公式後產生人證件所有的

身分證字號的方式，來驗證文件的真偽。 

如何銜接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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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我們不可能完全要求申請人線上申請，如以紙本申請或可能在初期新舊系統交替之時，

如何銜接新系統。 

瑋：採集證申請已有完成線上申請系統之管理處，如沿用延用舊系統。承辦人員可使用帳號建

立的輸入頁面，以整批輸入方式為計畫負責人及成員建立系統之帳號及開放權限。未來標本

館系統完善且舊有系統資料格式許可下，可規畫介面自動匯入。鼓勵盡可能利用新的虛擬標

本館資訊系統繳交成果。以統一學名、地名形成整合資料，方便合併查詢。 

各領域採集紀錄介面規劃 

瑋：有關於各領域採集紀錄介面規劃於 P22。採集紀錄除了符合不同領域的使用外，也要便於

紀錄的管理及使用，於是將採集記錄分為兩個頁面，先以各領域有的共同欄位當作第一頁面

（基本採集資訊），第二頁面（標本描述）則依照採集者的領域顯示該領域的採集記錄欄位。 

邵：有些登陸欄位名稱可能要修改，並不容易瞭解需要填寫甚麼，應加以說明。以魚類的欄位

來說，生育地是不需要的；豐富度可以填寫幾尾，魚類的體長測量是必須的，測量長度部位

也必須填寫體色及尾叉長不易片段，就不需要了。 

邱：標本保存的單位是必須要有的，但表單中缺少了最重要的館號，館號是連結各標本館標本

的重要資訊。建議系統的標本紀錄應產生一組序號，可能是計畫編號加上流水號，以便利將

來標本資訊欲各標本館的交換。 

方：其實地質研究，除岩石礦物還有化石，目前顯然排除化石，是否如此？礦石岩石皆有其分

類選單亦可以建立，標本欄位的填寫一時之間也很難查看列出，可以參考數位典藏的欄位制

訂方式。 

詹：在文物的管理上，實體的管理與文物的資訊室分開來的，系統應該要釐清他的目的。紀錄

表格上有需多欄位，應該要說明清楚，要不然不知道要填寫什麼。在人文器物的研究上可能

漫長，許多欄位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填好，譬如：遺址的認定並非填寫了就算，需要許多考證，

必填欄位過多會造成困擾。 

胡：人文器物有些欄位可能不恰當，譬如人文器物可以於遺址中出土或不於遺址出土的文物，

所於遺址欄位必能是必填，此外經緯度大致上也並不測量，若文物為他人收藏取得，如何記

錄採集位置。人文器物的欄位在數位典藏中也召開數次會議加以制定，可以參考數位典藏。

相同的人文器物也有一些選單可以制定：譬如：文化單位、族群、考古遺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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瑋：就學者專家所提出之建議，些改並刪除不當欄位，也再參考數位典藏芝蘭位制定。人文器

物所需要的選單，可以在收集資料加以制定。地質的岩石化石礦物是否分開製作選單，會再

評估，沒有排除化石的意圖，只是化石有生物的特性，有學名命名的問題，不知如何處理。

館號欄位會加入。學名帶入可以代入不同分類階層，昆蟲學名可以填到目，其他生物類群可

以填寫到科。 

許：系統在填寫上有一些設計，除學名可以查詢代入，經緯度的填寫上也設計與 Google map 連

結進行地圖查詢。即使在野外工作時未紀錄經緯度也可以地圖查詢。 

生物學名新增的方式 

邱：學名的代入上可能會發現不存在的學名或無法鑑定的標本，該怎麼辦？ 

瑋：目前學名資料採用 Taibif 學名資料，為了確保資料庫的完整性及便於資料庫的維護，利用

伺服器定期向 TaiBIF 資料庫取得新增的學名，以適時補足資料庫闕漏之處，當學者發現資

料庫中缺少某學名，而想要申請新增學名時，則必須先將要新增的學名提供給 TaiBIF，請

TaiBIF 系統管理者新增該學名，在 TaiBIF 資料庫中成功建立學名後，本資料庫向 TaiBIF 資

料庫取得更新時，則會將該學名新增至本資料庫中，透過這樣的新增管道，不僅可以更快對

資料庫進行維護，更可以幫助 TaiBIF 資料庫變得更為充實，期望透過這樣的合作關係達到

雙贏的境界。 

邵：Taibif 歡迎大家使用，也歡迎大家使用，Taibif 以學名資料查詢為主，TaiNET 以生物資訊網

絡為主。 

林：由 Taibif 來新增學名可能缺乏實效，建議可以系統先行建立，再告知 Taibif 新增。 

與其他資料庫的分工合作 

邱：許多標本館有既有的標籤建立系統，應不能讓採集者需要重覆輸入，系統應可以進行匯入

匯出。 

胡&方：這樣的工作會不會與數位典藏重複，應該要注意。 

許：標本建立交換序號，可以做到彼此互相交換，只要有人建立過則可以共用，線上平台的共

享是許多人共同完成一項紀錄。系統會有匯入功能。 

劉：跨平台的標本資訊的交換，可以利用 RSS。制定一個交換項目，各標本館可選擇自己所需。 

郭：會注意這樣的問題，也盡量不要有重複工作出現，應特別注意。 



 115

實體保存與資料共享 

邱：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建立後，應該要盡量促使研究者可以將標本送往保存環境較佳的標本

館儲存，不要再將標本放置於個人實驗室，保存環境較佳的標本館儲存。 

林：關於實體標本保存希望能於各標本館及博物館合作，國家公園不再需要保存任何實體，資

訊的取得可以連結各標本館系統的虛擬方式，來追蹤標本的去向。未來國家公園這邊可以與

標本館保持聯繫，以事後追蹤標本是否有存放妥善。 

瑋：雖然現階段國家公園必須有自己的資料庫進行運作，未來資料可以互通，也可能形成備份，

不會造成資料的流失。 

許：本期計畫以新採集紀錄的建立為主要工作，第二期則以與標本館連結和既有資料的蒐集為

主要工作。 

結論 

郭：因時間的關係，謝謝大家的回應。關於採集計畫的管理以形成統一流程為目標，初步共識

為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系統，以收集標本採集相關資訊為主要功能，目前不花費心力於連結

各國家公園公文系統。各標本資料庫的格式，位適應不同領域會有所不同；區分為共同之基

本資料及各領域不同的標本描述兩大區塊；部分基本資料欄位必填符合國家公園的需要，以

方便親合的介面唯有誘因，協助研究者建立標本紀錄，使標本紀錄可以互通於各標本館間。

無論標本採集後的初期是否已送進標本館之中，但最後還是在標本館裡保存，只要能與標本

館建立良好的溝通，最後遺漏之標本還是可以被發覺，以達到虛擬標本館的整合目的。最後

非常感謝大家的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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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藏建置計畫第一期 第二次座談會紀錄 

 

會議時間:2008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4:40-17:00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大學計算機中心 

主 持 人: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郭館長城孟    紀錄:陳雯美 

出    席:（如簽到表） 

林試所植物標本館 邱文良 博士 

台灣博物館地質組 方建能 博士 

台大人類學系 胡家瑜 博士 

台灣大學昆蟲系蕭旭峰博士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 林永昌 博士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許鈺琇小姐 

太魯閣國家公園 鄒月娥 小姐 

玉山國家公園  彭意文小姐 

雪霸國家公國 梁秀芸 小姐 

金門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海洋國家公園 

台大植物標本館 郭城孟 高美芳 范素瑋 陳雯美 

台大計算機中心 陳信希、許凱平 

列席: （如簽到表） 

群旋地理資訊公司 鄭丹惠 

 

會議記錄: 

主席報告（略） 

系統簡介及操作:（略）。 

討論事宜: 

中山大學生命科學系嚴聖紘博士 

系統功能很多很完整，只是使用上不順。 

1. 關於系統操作介面指示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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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選單長度太長及顯示平面，不清楚是否完成，應功能架構清楚。 

(2) 介面的使用路徑應符合使用者的使用邏輯。 

2. 應避免使用系統開發技術上所使用的字眼或應以中文說明清楚。 

3. 關於鑑定者: 

(1) 欄位不足:因為很多時候鑑定者會有 2 位以上。 

(2) 須能雙語輸入。 

(3) 姓名格式的確認:先性後名或是先名後姓？5 中文及英文顯示的方式？ 

4. 系統不能接受 word2007 以上格式 

5. 首頁放置[功能示範]，示範給初次使用者觀看。 

6. 計畫主持人不一定為採集者，所以不需要申請採集證。採集證申請書中採集者會顯現計

畫主持人的姓名，請修正。 

7. 採集位置會分不清楚是屬於林務局、國家公園的管轄範圍。 

8. 系統設計應針對資料的需求者及其需求性。 

9. 地圖顯示使用者位置的必要性。 

回應 

希望建置全方位功能的網站，故將所有相關所需功能一次作出來。使用者介面功能選單將

在調整，讓使用上更為清楚。請大家多多提供建議。關於程式系統開發用語，將盡可能說

明，不需要的部份以予關閉。許多欄位以選單來統一輸入格式，以選單為例，下拉式選單

方便，但是選項多時將使得效率變差，故改成引導式選單，理論上引導式選單無論 keyin

任何字串，只要系統有建立的相關字串均可以顯示。可以在欄位下方加入說明，讓使用上

更清楚，選單的填寫如需要複選，可以將複選功能開啟。系統不能接受的格式為設定的問

題，可以開放。有規劃錄製操作使用影片，提供教學觀賞。將以予修改，目前填寫採集申

請書之中的計畫主持人乃來自於研究計畫中的主持人，而上網填寫申請書者為聯絡人，所

選填的採集者才是真正的採集者，如果計畫主持人需要採集必須加入採集者選單之中。有

關於採集者的地點是不是屬於國家公園的管轄範圍，目前系統還無法作到筆對查證。系統

的功能很多針對不同使用者，已與功能的區別。顯示使用者地理位置地圖可以提供管理單

位了解使用者的位置，將移到採集案管理的頁面上提供國家公園管理者查看。 

 

林試所植物標本館 邱文良 博士 

1. 內容很多很好，全然陌生非在一天之內可以討論定版，使用者在使用中孰悉並給予意見。 

2. 功能應在網頁上方顯示，才不會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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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意見回饋]欄位應放置下方小地方，才不會與主功能混在一起。 

4. [使用者位置]:不需要。 

5. 選單功能重複。 

6. 可以沿用台灣採集地名資料庫。 

回應 

有關於使用上的意見，希望大家多方提供建議，在使用者介面上會給予修正，並將相關之功

能放在一起，不相關之功能以予縮小或隱藏，並盡力做好使用指引，並移除過長的選單。 

顯示「使用者位置」之功能將移到管理者介面下，提供管理者查看。有關於採集地點的資料

庫以整理建立國家公園之地名資料，包含有經緯度、中英文名、所在國家公園及國家公園使

用分區，可以提供查詢。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標本館楊宗愈博士 

1. 採集者、鑑定者、地點應採雙語系。 

2. 如何避免重複（雙語系的重要!） 

3. 地名拼音不正確，希望有一套標準或有資料庫（eg.各個 N.P,可以有自己的地名的拼音）。 

4. 經度緯度可否轉換以度、分、秒呈現？ 

回應 

採集者來自於系統使用者清單，如需要英文名可以在註冊單中，加入英文名要求所有使用者

填寫。而鑑定者、國家公園採集地點已經建立有雙語系統的資料庫。其開放填寫之欄位將於

欄位下方備註填寫格式，盡可能指引使用者填寫。在本系統中經緯度的輸入是以 10 位小數

點儲存，但查詢標本經緯度資料時顯示仍以度分秒的方式呈現。若需要提供度分秒格式輸入

還需製作要轉換介面。現階段可利用「（度×60+秒）/3600=小數點」方式進行轉換，計算再

複製填入欄位。 

 

台灣博物館地質組 方建能 博士 

1. 系統流程不清，大綱呈現就好。 

2. 前端、後端功能分開，學者與國家公園的功能分開。 

回應 

在使用者介面上會在給予修正，並將相關之功能放在一起，不相關之功能以予縮小或隱藏，

並盡力做好使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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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人類學系 胡家瑜 博士 

1. 系統功能多，以自然科學思維建構。 

2. 文物器物不知道是否需要提出採集申請？例如:原住民文物可能是向當地居民買的，或是

捐贈，可能是影像、聲音。 

3. 系統名稱: 台灣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暨採集申請系統，應該是標本館為重，功能欄位在

前面，但是卻以採集系統為重。 

4. 標本登錄欄位: 

(1) 鑑定者:重要性？ 

(2) 名稱:每個人定名稱不會相同。 

(3) 開放性的輸入。 

(4) 建議欄位:部落、遺址、文化意義、時期、物質性特徵（例如:文化面）、製作者、製作

時間。 

回應 

系統確實是以採集案之下的標本保存為出發，但因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於文物資訊的需求，如

玉管處有須多音樂及影片的資料，也希望能保存人文器物的資訊，故仍將此類材料納入。老

師所建議的欄位目前已經加入到系統之中，無遺跡及部落希望以選單放代入，目前資料建構

中，以新增之欄位有文化時代、文化類型、功能用途、製作者、技術、材質、取得方式、捐

贈/提供者、原始描述、參考文獻。在文物的鑑定者上確實會因不同學者判斷而不同，本系

統有本版修訂並備註的功能，希望能提供進行學者修改且回復。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標本館楊宗愈博士：建議參考科博館的欄位設計。 

謝謝提供方向，將多方參考!! 

 

台灣大學昆蟲系蕭旭峰博士 

1. 結案登錄標本一件也是可以，也可以說沒有採集到，所以可與國科會或農委會合作，知

道該研究計畫的採集內容。 

2. 放寬結案期限的時間，增加結案的內容。 

回應 

跨部會的資料聯結可以在後期工作中考慮，可以避免重複填寫及確認研究案的真實情況，但

無法在現階段完成。 

在國家公園採集申請中對於採集資料的繳交確實沒有限制，目前原則上希望採集案繳交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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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預定為採集活動結束後 3 個月內。 

 

 

 

雪霸國家公國 梁秀芸 小姐 

建議將系統版面畫分為四塊:管理者、標本館、申請採集、結案（上傳標本資料）。 

回應 

這是一個很好建議，目前預訂將功能選單區別如下： 

欄位

名稱 
採集管理 標本管理 查詢 採集申請 採集結案 

內容 使用者來源地

圖 
批次新增使用

者 
受理採集申請

（採集案清

單） 
製作採集證 
採集證一覽表 
新增公告 
編輯歡迎訊息 
匯入資料 
個人資訊及權

限管理 
申請案統計 

我的標本紀錄 
新增標本內容 

-植物 
-珊瑚 
-水產生物 
-昆蟲 
-其他動物 
-人文器物 
-岩石 

標本標籤製作 
新增鑑定者 
新增標本館 

 

標本紀錄查詢

採集紀錄分布

（node map）
經緯度查詢 
保育類查詢 

新增研究計畫

採集申請 
變更申請 
查詢申請進度

（我的申請

書） 

結案申請 
匯入採集內容 
查詢系統代碼 

網站使用說明

網站導覽 
測試建議 

 

群旋地理資訊公司 

生物採集資料收集並無與本公司所建置的生態資訊系統重疊，比較關心的是貴系統後端如

何處理標本地理資訊。 

回應 

目前本系統並未安裝 GIS 模組，標本定位資料於資料庫的儲存格式為 decimal，小數點後

10 碼。 

 

墾丁國家公園 

目前我們的網站一頁的畫面，即可完成申請工作及申請住宿，畫面建議。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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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該系統確實較單純容易使用，但無法保留歷史資料，每次均必須重新申請。 

計畫主持人結語： 

因時間的關係，謝謝大家的回應。各位所提供的使用介面建議會在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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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歷次會議問題整理 

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第 1 期 
評選會 

委員 A 
系統建置

規畫 

建立標本資訊由採集標本

為主，本期工作是否包含歷

史標本？ 

第一期資訊收集已新採集標本資訊建立

為主，歷史標本的建立為下一期的工

作。但第一期學名資料庫的整合及地名

資料的建立可以作為下期的前趨工作，

並作為後續由數位典藏之標本資料進行

國家公園標本的篩選依據。本期為了測

試將嘗試匯入部份國家公園現有採集成

果報告。 

第 1 期 
評選會 

委員 B 
系統建置

規畫 

館藏建置計畫此為第一

期，各期規劃是否有較為明

確的區分？ 

根據先期規劃，各期的確有工作內容的

劃分:第一期:以新採標本的資訊收集為

系統開發重點，希望可以藉此自然地累

積國家公園的生物資訊。第二期:以彙整

歷史標本，現有數位典藏建立之標本篩

選為重點，並以調查名錄來彌補國家公

園生物文物資源種類。第三期:在國家公

園物種名錄齊全後，以生態圖像建立及

彙整為重點。第四期:以資訊展示查詢功

能為主要發展。為發展後期系統網頁展

示及多使用者查詢由物種分類、地點、

時間等不同角度的檢索功能，本其針對

此未來展示的便捷性、發展整合 open 
source 的 google map 及自動階層分類系

統與本系統結合，以便於資料的呈現。

期初審查 

林業試

驗所趙

榮台博

士 

系統建置

規畫 

虛擬標本館的目的是取得

標本資訊，方向是不是有些

偏，不要過度，應回歸確實

掌握採集資訊。 

採集申請為國家公園管理自然資源的方

法之一，也是國家公園關切標本去向的

主要原因，不可避免的系統必須同時處

理採集申請管理及標本記錄管理。這本

系統設計用來結合專家平台的一個管

道，由於生物鑑定的變動性及標本質體

永久性維護均須有有人力的維護與更

新，因此本系統嘗試以社群需求結合的

角度來建構系統，因此膽大承攬了許多

看似與標本典藏無關的管理工作，其最

終目的仍希望標本建立來自於採集者的

第一手，以引進學者及館藏單位，透過

系統平台共同完成標本的保存與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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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並且在任何更新發生時資訊系統可以予

紀錄，並及時公告。 
本期前階段以建構採集申請管理為主要

工作，後階段將以採集記錄工作為主。

第一次座

談會 

胡家瑜 
博士及

方建能 
博士 

系統建置

規畫 
是否與數位典藏重複？ 

會注意這樣的問題，也不要有重複工作

出現，應特別注意。 

第一次座

談會 

林試所

植物標

本館邱

文良 博
士 

系統建置

規畫 

國家公園虛擬標本館建立

後，是否應該要盡量促使研

究者可以將標本送往保存

環境較佳的標本館儲存，不

要再將標本放置於個人實

驗室？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林玲科長表示: 
關於實體標本保存希望能於各標本館及

博物館合作，國家公園不需要保存任何

實體，資訊的取得可以連結各標本館系

統的虛擬方式，來追蹤標本的去向。未

來國家公園這邊可以與標本館保持聯

繫，事後追蹤標本是否有存放妥善。新

系統進行採集申請時，必須填寫標本預

定保存地點，可以提供管理者與保存標

本館聯繫，目前標本館的連接使用並未

妥善，第二期建置工作目標即為完成與

保存地的串聯，並可檢驗標本是否依約

並保存於預定保存地點。現階段國家公

園必須有自己的資料庫進行運作，未來

資料可以互通，也可能形成備份，不會

造成資料的流失。第一期計畫以新採集

紀錄的建立為主要工作，第二期則以與

標本館連結和既有資料的蒐集為主要工

作項目。 

期中報告 

科博館

植物組

長楊宗

愈博士 

系統建置

規畫 

虛擬標本館在第一期中卻

沒有標本資料，應該叫虛擬

博物館，這樣還可以以影像

資料來呈現 

本期的工作規畫重點在於建立一個可以

統一規格標本紀錄格式的平台，使國家

公園正在進行採集的研究資料可以進來

並匯整既有國家公園既有採集資料之標

本資料。下一期主要工作才為與其他館

藏單位及資料庫系統合作。或許目前系

統標本查詢的功能確實不強，因此將會

將該系統改稱為「虛擬標本館暨採集申

請系統」。而生態影像資料的處理在於

第三期的規劃，本期與影像處理相關的

工作僅為非強制性的收集採集生態影

像，以及進行系統平台圖像、畫廊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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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能的擴充評估。 

期中報告 

科博館

植物組

長楊宗

愈博士 

系統建置

規畫 
如何與數位典藏區分? 

數位典藏以既有標本數位化工作為主，

虛擬標本館暨採集申請系統以國家公園

新增採集品為主，該採集品為標本館潛

在收藏品多數可能在三年之後才會進到

標本館之中，並未與數位典藏工作之標

的物重複，且本系統並不進行影像製作

的功能，以標籤製作功能主要訴求，標

籤製作及標本管理並非數位典藏之工作

範疇。 

期中報告 

科博館

植物組

長楊宗

愈博士 

系統建置

規畫 
何謂虛擬標本館網站? 

所為虛擬標本館的概念，在於將分散於

各地方(或各網站)的相關標本資料進行

編目匯整，使其可以聯合進行資料管

理，進一步達到檢索查詢的功能。雖然

我們並未實際進行標本影像製作，目前

僅規畫以公開於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的標

本為影像連結的來源。但在編目的過程

中，可以掌握所有國家公園相關標本的

數量，也可從中了解必需要進行影像製

作的標本數目，未來是否因影像資訊缺

少，需要國家公園來協助進行數位化工

作，也可以有切確的背景資料在進行考

量。 

期中報告 
墾丁國

家公園 
系統建置

規畫 

期中計畫報告書中第 17
頁，建議已建立採集證線上

申請的國家公園可延用舊

有申請管理系統，如果建立

新系統的意義何在? 

有些國家公園既有系統的功能，涵蓋其

他申請功能，如墾丁國家公園採集證申

請還包含進出保護區的研究計劃的入

園、住宿管理。陽明山國家公園包含內

部線上簽核系統。在行政管理的功能上

均較為複雜，本系統目前規畫並無法應

付所有行政的功能，故尊重既有系統的

使用者，可以延續使用舊系統，但在結

案繳交上，協助採集者建立帳號及相關

採集案資料，於新系統上填寫結案資料。

期中報告  
系統建置

規畫 
網站名稱建議改為:國家公

園標本館暨採集系統? 
同意修改，以符合現階段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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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期中報告 
太魯閣

國家公

園 

系統建置

規畫 
應整合大家系統，資料整合

才會方便。 

此也是本系統的目標，目前申請採統一

之作業流程。也可以達到統一各國家公

園申請採集證的作業方式。 

期中報告  
系統建置

規畫 
期中簡報計畫主持人總回

應 

1. 有關於線上採集的機制審核機制，包

含許多方面如: 
a. 採集地點的審核，系統可以已建檔地

名資料，採集時根據地名資料可以區分

[生態保護區]、[一般區]，保護區及一般

區的管理應有差異，系統可以製作「提

示訊息」提醒申請者及採集者必須附上

申請保護區的機關公文 
b. 系統應該要具有查閱申請人之以往

申請紀錄是否良好?是否繳交結案報

案、及繳交標本資料份數的介面，以方

便管理者進行審核。 
c. 因為各個國家的族群數量狀況不

一，各國家公園應能自行審核採集申

請，目前系統已做到國家公園可分別審

核並製作各自的採集許可證件。 
2. 本系統的長遠目標在於建立資料庫

及管理採集，應以採集標本的來源、研

究利用情況及追蹤為主要目的，以加強

採集後標本的使用性。目前標本紀錄有

其分類地位及採集位置，可以進行分布

圖的製作，來顯示物種分布的情況，標

本採集著重要區域，以提供採集者及管

理者參考。 
3. 將對於過去在沒有線上申請時，資料

的情況做更深入了解，並建立舊有採集

資料匯入的流程，以充實系統的資料。

根據詢問各國家公園，除陽明山國家公

園完全採用線上審核外，墾丁國家公

園、雪霸國家公園雖有線上申請系統，

但仍然需要寄送公文建檔或作為審核文

件。結案報告的繳交情況，各國家公園

均有未結案的現象，且繳交報告以書面

資料為主，格式不一，格式情況於期末

報告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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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4. 有關於整合各標本館資料，主要工作

時程為第二期之工作內容，本期先期工

作已將國家公園地名及舊地名資料整合

形成資料庫，將規劃以國家公園相關地

名來進行已公開之數位化標本資料的篩

選，來得到國家公園相關之就標本紀錄。

第 1 期 
評選會 

委員 B 
使用者角

色 

介面的設計目前以專業人

員為主，未來是否也考慮開

方給一般人使用？ 

第一期以專業人員，EX:學者採集者及

國家公園管理者為主要使用對象，希望

能建立國家公園與學者溝通的平臺。對

於一般大眾所能使用的功能有限。後期

則將針對一般大眾使用的設計其所需求

的查詢介面；但並非本期之工作。 

期初審查 

林業試

驗所趙

榮台博

士 

使用者角

色 
系統的使用者為誰？ 

目前系統使用介面設計是為了符合各領

域專家學者使用需求為導向；將與採集

研究計畫相關的管理變為學者長期使用

者的一項管理功能，在有計畫時可以進

行採集計畫管理，沒有計畫時則可利用

系統功能整理建構屬於自己的相關的採

集標本資料。系統也將逐步新增功能以

協助良好的合法採集者進行採集研究，

以形成較為人性的採集者溝通平台，以

達到長久經營累積標本採集資訊的目

的。管理採集業務則為國家公園收集採

集資料的方法，在採集業務及標本資訊

的管理流程中，因應實務執行需求而有

不同類型的使用者，而其在本系統中之

使用權限亦將有所不同，例如：1. 國家

公園主管，其對系統的需求可能為公告

政策變動或活動宣傳。2. 各國家公園管

理處則需直接對採集計畫資訊進行管

理。3. 欲申請採集的學者則需利用該系

統進行人員的資料建立及採集計畫申

請。4. 通過採集計畫的主持人及執行計

畫的其他成員則希望利用系統進行計畫

查詢、建立採集資訊及繳交結案報告。

因此系統設計出發企圖給多種角色使

用。不同角色所看到的資料及介面是不

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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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期中報告  
使用者角

色 
採集計畫管理層級的分配

為何? 

系統管理階層設有兩階層，一為系統管

理者，二為國家公園管理者，系統管理

者存在的目的主要在於排除系統所有使

用者的權限問題，譬如國家公園管理處

需新開管理帳號、或刪除離職人員之帳

號等。規畫上應屬於國家公園之上級來

擔任。而各國家公園管理者則可管理審

核，提高使用者角色權限為計畫主持人

或計畫成員等。 

期初審查 

中央研

究院生

物多樣

性研究

中心 
邵廣昭

博士 

採集管理

共識 

申請採 A，但卻採集 B 如何

處理；資料不上傳，如何管

理？ 

研究採集時多半同時採集所發現的伴生

生物，這些同時也都是很珍貴的研究資

訊，可讓國家公園了解哪些物種會一同

出現，也是多半會在成果報告中說明。

但目前國家公園的採集規範，僅核准事

先申請的物種，可預見未來若標本資料

上傳系統上線，將會有許多未申請而採

集的例子。這樣情況，為實際採集是必

定會發生的事實，原則上希望國家公園

可以開放調整。目前採集申請核准後，

可以申請採集活動內容的變更。以配合

實際採集工作的調整。本系統也設計有

採集變更申請的功能。目前國家公園標

本採集的管理方式，為鼓勵採集標本資

料的上傳，並無法強制要求學者完全將

資料上傳，也並未規定採集標本所登錄

的份數，以系統輔助累積標本資訊收

集，也僅能做到便利資料輸入或加以稽

催提醒研究者進行資料填寫。 

期初審查 

中央研

究院生

物多樣

性研究

中心 
邵廣昭

博士 

採集管理

共識 
採集申請應加入共享聲明。

於本系統中點選「研究者選單」的「申

請採集證」即可以正式填寫採集許可申

請書。在進入申請書編輯頁面前，系統

會顯示採集共享聲明，用意在提醒採集

者在國家公園進行採集後應將採集紀錄

於上網公開；點選同意後即可進入申請

書編輯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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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期初審查 
墾丁國

家公園 
採集管理

共識 

墾丁的採集必須要於每次

採集前進行登記，並於採集

前至管理處報到領取採集

證，可能不符合目前系統設

計。 

關於取得採集證後，進行採集是否比照

墾丁國家公園，每次執行採集活動進出

國家公園前應登錄。關於本處立場表示

可以接受不需出發前線上登錄。但是我

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管理方式。但其

他國家公園表示由於幅員廣大，國家公

園之出入口非單一入口也許多採集學者

因採集路線的多變化很難落實。 

期初審查 
雪霸國

家公園 
採集管理

共識 
相片上傳的正確性，如何確

認？ 

上傳圖片格式，如檔案大小及檔案格式

的副檔名均可限制；有列印上的需求

時，該上傳多大的圖檔可再做測試制

定。但上傳檔是不是正確的內容，無法

以自動檢驗須以人工判視。 

第一次座

談會 

中研院

生物多

樣性中

心邵廣

昭 博士 

採集管理

共識 

採集計畫的成員可能因為

人事的變動而變更，不適合

有永久採集的狀況，人員資

料是否可以定期更新及編

修？ 

採集者一旦在標本館資訊系統上取得系

統帳號，並在申請第一次採集證前填寫

完整之個人資料且經任一國家公園通過

採集證許可，即為系統中永久【註冊使

用者】。在非計畫採集期間，採集者可

以不斷編修維護自己的個人資訊及採集

紀錄。國家公園管理人員可以視個人資

料編輯的久遠，要求註冊使用者更新資

料，而採集成員由每次申請計畫來界定。

第一次座

談會 

中研院

生物多

樣性中

心邵廣

昭 博士 

採集管理

共識 

畫結案的填寫不能僅依賴

計畫主持人（PI）進行，這

樣可能會有問題？ 

採集計畫多半不是計畫主持人（PI）一

個人在進行，需要會有計畫成員的加

入，因此採集成員的個人資料也必須受

到檢核。申請採集的計畫主持人需要協

助參與計畫成員執行採集計畫之申請、

結案等工作，故應該請計畫主持人（PI）
負責為原則。 

第一次座

談會 

陽明山

國家公

園 

採集管理

共識 

各國家公園之標本採集申

請表格，附件、文件略有差

異，國家公園是否應朝向統

一申請流程版本努力？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林玲科長表示:目前

也有學者認為各國家公園申請方式不

同，統一申請流程及方式可避免造成學

者申請上的程序混淆。根據本系統先期

計畫期中報告會議中國家管理組表示:
未來採集申請必需配合國家公園虛擬標

本館系統，各國家公園是否繼續延用原

有申請系統則可自行判斷。本系統之設

計尊重及配合國家公園組及各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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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之採集管理行政流程之實際需求；但鼓

勵盡可能利用新的虛擬標本館資訊系統

進行採集申請業務之管理，達採集業務

之申請之便利性及一致性，並繳交採集

成果，以統一學名、地名形成整合資料，

方便合併查詢。 

第一次座

談會 
墾丁國

家公園 
採集管理

共識 

採集者之採集期限及每次

採集的連續天數之管理限

制？ 

採集成員可能因研究單位人員變動而改

變，採集證的核發期限應合理限制，匯

集現場學者及管理單位之意見，建議以

一年為最長期限，計畫申請期限可以設

定最長只能填寫 1 年。每次採集的連續

天數則建議視研究案及各國家公園之實

際狀況，在現行法規中自行決定，系統

並未設計任何限制。 

第一次座

談會 

台大植

物標本

館 

採集管理

共識 

取得採集證後，是否比照墾

丁國家公園，每次執行採集

活動進出國家公園前應先

登錄？連續採集需要有一

或兩個星期的限制嗎？ 

墾丁國家公園表示：於本處立場表示應

管理，但可以接受不需出發前線上登

錄，只要不與法規抵觸。每次執行採集

活動進出國家公園前應登錄是合理的管

理。但由於管理上各國家公園情況不

同，不見得可以落實進出管理。 

期末審查 

中央研

究院史

語所劉

益昌博

士 

採集管理

共識 

對於物品的採集許可，根據

文資法、野動法以及原住民

文化相關保存法規的約

束，並非國家公園單方面許

可即可以採集，對於國家公

園的採集系統也面臨同樣

許可流程問題。建議國家公

園系統可以為最後的程

序，需其他單位核准後才給

予採集許可。 

目前系統之設計原則上亦為申請者應事

先備妥相關之許可文件，如農委會保育

生物採集許可等，若原住民文化保存之

相關法案實施，也同樣希望申請者備妥

相關之文件再進行申請。系統並無法同

時進行相關法律的許可申請，僅能給予

申請者「提醒」。並與使用說明中加以

說明。 

期末審查 

中央研

究院史

語所劉

益昌博

士 

採集管理

共識 

有關於標本紀錄可否納入

國科會系統，考量與數位典

藏工作合作的可能性，如果

以人文器物為例，考古遺址

於中研院史語所有相當好

的典藏系統，民族器物則為

民族所進行典藏建置，均可

以參考 

本系統在先期規劃時即有考慮與數位典

藏工作連結，而於先前規劃的進程乃為

第二期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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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期末審查 

中央研

究院史

語所劉

益昌博

士 

採集管理

共識 

目前系統僅考慮有形的標

本紀錄，而無形的文化財，

如原住民歌謠未來也可以

考慮納入。 

本期系統確實僅落實有形標本的紀錄，

關於無形的影音紀錄，於先期規劃中乃

屬於第三期的工作內容。 

期末審查 

中央研

究院生

物多樣

性中心

邵廣昭

博士 

採集管理

共識 

有關於智慧財產的取得授

權應注意，否則資訊還是難

以達到共享的目標。有關於

實體標本存放的位置是否

應該限制，私人典藏是否也

可以？採集中不重要的標

本可否不紀錄丟棄。 

系統於進行採集申請前，將會顯示一聲

明頁以提醒申請者於採集許可進行採集

後，忠實填寫採集記錄上傳標本資訊。

關於實體標本的保存地點，系統中建立

有 14 個相關標本典藏單位，目前並未強

制僅能儲存於內建之標本館之中，但仍

希望採集者能於研究結束後將標本送至

標本館進行典藏，系統可設計於申請送

出時提醒申請者。關於標本的重要性於

系統並無從判斷，也無法對於採集者所

採集之標本進行自動化挑選，所建置之

內容仰賴使用者的判斷與填寫。 

期末審查 

中央研

究院生

物多樣

性中心

邵廣昭

博士 

採集管理

共識 

有關於歷史國家公園標本

紀錄的建立後，無論標本是

否為申請許可下所採集，希

望國家公園方面可以既往

不咎。 

系統資料正確性的考量下，同意此觀點。

期末審查 總結 
採集管理

共識 

有關於採集作業相關方式

在新版線上申請系統上線

後，如有相關之規定與新版

作業要點之作業要點不符

請與給予建議，如：關於文

物資料的收集目前並未在

新版作業要點的採集項目

中，是否要進行修改？ 

下列相關之標本採集及繳交資料事宜，

建議可納入採集作業要點修改討論： 
1. 有關於標本資訊的智慧財產的授

權，應明文規定所謂繳交結案之格式為

線上標本資訊紀錄的填寫，並願意提供

他人閱覽。 
2. 標本採集申請得流程為三步驟(1)新
增機構或個人研究計畫、(2)邀請採集成

員建立帳號、以及(3)填寫申請書。 
3. 對於系統營運前之標本紀錄，無論標

本是否為申請許可下所採集，國家公園

方面原則上既往不咎。 
4. 討論是否明文規定：將標本送達保存

機構之年限(3-5 年)，是否強制國家公園

標本進能於特定約定之保存地點進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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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存。 
5. 於要點中規範，對於標本採集過程中

若發生無法避免收集之伴生物種時，請

進行採集內容變更之說明，已符合申請

許可後方可採集之規定。 
6. 關於文物資料的收集目前並未在新

版作業要點的採集項目中，是否應修改

之意見。建議考古遺址的開採收集可能

有破壞地貌及移出國家公園境內物品的

行為發生，應列入採集項目之中。而以

無性的影音資料累積，或向管轄地區居

民購買民族器物的分方式進行研究者，

並無相關之文化保存法律約束，無法強

制研究者進行登記，唯受國家公園委託

之研究案可要求其進行標本紀錄之填

寫。 

期中報告 

科博館

植物組

長楊宗

愈博士 

採集管理

共識 
如何申請例行性採集? 

採集證的申請仍然根據國家公園相關之

規定，無委託計畫之例行性採集，仍然

可以於新增研究計畫中進行例行性採集

規畫要點的說明，在填寫採集證申請

書。相關之國家公園可以就例行採集規

畫之說明，來發放採集證。 

期中報告 

科博館

植物組

長楊宗

愈博士 

採集管理

共識 
如何呈現結案成果? 

本系統規劃採集案結案，以標本紀錄是

否登錄作為結案根據。所有採集及個人

標本紀錄可以透過 google map及查詢列

表來呈現。 

第 1 期 
評選會 

委原 B 經費說明 
臨時人員的預算較高，請說

明。 

 由於系統開發過程中，需要多元而大量

的專業人力資源，譬如開放技術的整合

與設略、資料庫的撰寫與修正，還有固

定將整合之技術實際開發的程式撰寫修

正工作，除了系統程式的撰寫外，尚需

其他相關專業的參與，例如:介面的操作

人性化與美觀需要有美工設計人員及系

統分析師的加入；資料庫的規劃架構需

要資料管理人員；系統測試、網路安全

需要有相關硬體軟體設計人員；在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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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資料的彙整也必需要專業的學者人力進

行地名及學名資料庫的校對；故在臨時

人員上的配置較高。 
由於計畫受 4 位研究人員的限制，故以

臨時人員編制，但仍希望保留一位專任

助理專職進行各子系統程式的整合和與

系統建構相關臨時人員的溝通，以確保

程式開發進度。 

第 1 期 
評選會 

委原 A 
資料庫設

計 

目前計畫似乎已陸域生物

為主，是否也包含海洋藻類

及生物。 

第一期工作以多數國家公園具有陸域生

物為主要，但也會設計兼顧海域生物。

在標本資訊欄位上未來也會與海洋生物

學者請益，增加海洋生物必須的欄位。

目前系統建置已經制定有水產生物及珊

瑚、藻類等海洋生物欄位。 

第 1 期 
評選會 

委原 B 
資料庫設

計 

計畫的內容為標本

metadata 的建立，應多方參

考國家數位典藏計畫資料

建立方式，以利資料整合。

為能與其他資料庫進行彙整，確實已參

考數位典藏的作法，所以參考使用

Darwin core，為 Darwin core 編碼名稱之

系統與本系統所使用之 php, mySQL 需

求不同（本系統不能使用大寫），因此

將 Darwin core 大寫些改為_+字母，如：

A=_a，系統中為避免分類學名系統使用

上的差異，使用中研院的 TAIBif 的生物

學名資料庫，並保留該系統所使用的

name_code，以方便未來更新或彙整，

以利進行學名統一。 

第 1 期 
評選會 

委原 B 
資料庫設

計 

影像的品質上傳的控管及

展示是否有特別設計，以方

便使用者的閱讀使用。 

本期工作並未針對圖片收集，但仍可以

上傳檔案的方式將檔案上傳進行保留保

存。進行累積。目前僅限制檔案大小上

限為 1M，可上傳 jpg,png,gif 等圖檔格式

期初審查 

中央研

究院生

物多樣

性研究

中心邵

廣昭博

士 

資料庫設

計 
採集地名、經緯度的解析度

該有規範。 

地名資料則彙整國家公園分區地名，設

定經、緯度後與 Google map 結合，利用

地圖查詢方式建立經緯度資料。經緯度

儲存為小數點後 10 位，顯示時則以度、

分、秒顯示，使用者可以用地名的輸入

捲動地圖位置，使用者可移動指標取的

夠確實的經緯度。也可以直接填寫 GPS
定位的座標，並填寫經緯度誤差值的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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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期初審查 

中央研

究院劉

益昌博

士 

資料庫設

計 

考古遺址及文物的認定（數

位典藏的文物），有其鑑定

學者身分及其他相關的限

制，應注意是否影響採集流

程，如何處理？考古遺址出

土的文物相當多通常只有

清單，很難建立清楚的明

細。是否約定僅繳交清單及

特別之文物？ 

人文器物記錄包含標本名稱和標本描述

兩部份，其中標本名稱有標本名稱

（specimenName）；而標本描述

（attributes）包含：標本數量

（individual_count）、標本尺寸

（size_in_meters）、重量

（weight_in_kilograms）和其他特徵

（other_characteristics）。所需要的選

單，可以在收集資料加以制定。而繳交

的紀錄內容，系統並未作限制，專重學

者所願意繳交的狀態。系統建立有遺址

的資訊，也可以新增新的遺址，以便利

紀錄填寫。  

期初審查 
玉山國

家公園 
資料庫設

計 

採集申請的地名可以用地

圖轉換取代、地名是否改由

地圖分區取代。 

由經緯度轉換出地名，受限於資料庫的

內容及查詢的演算較為複雜，現階段無

法完全達成。 

第一次座

談會 

林試所

植物標

本館邱

文良博

士 

資料庫設

計 

標本採集管理系統申請欄

位是否加上預定「標本預定

保存地」，以提供標本儲藏

的追蹤？ 

有關於標本採集管理系統欄位名稱會再

審慎斟酌，如不當，會再修正，請大家

隨時提出修正。 

第一次座

談會 
墾丁國

家公園 
資料庫設

計 

標本採集管理系統結案欄

位，在結案繳交的內容，是

否加上繳交附檔之報告題

目、作者；而內容可以不需

要？ 

有關於標本採集管理系統欄位名稱會再

審慎斟酌，如不當，會再修正，請大家

隨時提出修正。系統上預訂結案建立之

內容規劃如下：1.線上登錄採集標本記

錄清單：物種、數量、經緯度等。2.成
果報告：建立報告名稱、建立摘要、建

立關鍵字；並上傳附加檔案。 

第一次座

談會 

中研院

生物多

樣性中

心邵廣

昭 博士 

資料庫設

計 

請修改採集紀錄介面中的

魚類欄位，生育地是不需

要；豐富度可以填寫尾數；

魚類的體長測量是必須；測

量長度部位是必須填寫；尾

叉長就不用；體色不需要？

就學者專家所提出之建議，修改並刪除

不當欄位，也再參考數位典藏之欄位制

定。 

第一次座

談會 

林試所

植物標

本館邱

文良 博

資料庫設

計 

採集紀錄介面中，缺少了最

重要的館號？建議是否在

系統的標本紀錄應產生一

組序號，可能是計畫編號加

就學者專家所提出之建議，修改並刪除

不當欄位，將會加入標本館號欄位，標

本紀錄也會有系統的序號，以作為匯出

匯入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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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士 上流水號，以便利將來標本

資訊於各標本館的交換？ 

第一次座

談會 

台灣博

物館地

質組方

建能 博
士 

資料庫設

計 

地質研究，除岩石礦物還有

化石，目前系統是否排除化

石？礦石、岩石皆有其分類

選單亦可以建立，在標本欄

位的填寫時很難查立即

看，是否參考數位典藏的欄

位制訂方式？ 

就學者專家所提出之建議，修改並刪除

不當欄位，將參考數位典藏之欄位制

定。地質的礦物、岩石、化石是否分開

製作選單，會再評估，並沒有排除化石，

因為化石標本具有生物的特性，需要學

名鑑定等過程，目前國內無公開且適當

之資料庫，目前將之與岩石一併處理。

第一次座

談會 

中研院 
台史所

詹素娟 
博士 

資料庫設

計 

在文物的管理上，實體管理

與文物資訊是分開來的，系

統應該要釐清其目的為

何？在紀錄表格上有需多

欄位，應該要說明清楚，以

方便填寫？在人文器物的

研究上可能漫長，許多欄位

並非一下子可以填好，譬

如：遺址的認定並非填寫了

就算，需要許多考證，倘若

必填欄位過多，是否會造成

困擾？ 

就學者專家所提出之建議，修改並刪除

不當欄位，將參考數位典藏之欄位制

定，而人文器物可能參考 Dublin core 並

增加人文器物所需要的選單，可以在收

集資料加以制定。 

第一次座

談會 

台大人

類學系

胡家瑜 
博士 

資料庫設

計 

修改人文器物可能不是很

恰當的欄位？譬如:遺址欄

位（於遺址中出土或非遺址

出土文物）為必填；經緯度

不測量；但若文物為他人收

藏取得，如何記錄採集位

置；人文器物的欄位可以參

考數位典藏。相同的人文器

物也有一些選單可以制

定：譬如：文化單位、族群、

考古遺跡等。 

就學者專家所提出之建議，修改並刪除

不當欄位，將再參考數位典藏之欄位制

定。人文器物可能參考 Dublin core 並增

加人文器物所需要的選單，可以在收集

資料加以制定。而經緯度的填寫上也設

計與 Google map 連結進行地圖查詢。即

使在野外工作時未紀錄經緯度，也可以

地圖查詢得到經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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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期末審查 

中央研

究院史

語所劉

益昌博

士 

資料庫設

計 

標本的記錄方式是否有共

同欄位，與不同的標本類

型，以考古遺址的記錄方式

可以描述一個遺址再列舉

幾項具有重要意義的標本。

本紀錄確實區別有共同欄位及共同欄

位。在考古遺址的紀錄上，每一筆文物

紀錄可以填選與其相關連之遺址位置，

希望能達到實際紀錄文物描述的可操作

性。 

期末審查 

中央研

究院生

物多樣

性中心

邵廣昭

博士 

資料庫設

計 

計劃以專家學者使用的角

度來設計，是標本數位化工

作基本的精神。而在與國內

其他系統甚至國外系統的

連接上，系統中標本紀錄的

必要欄位建議應與 Darwin 
core 相符合，才能於系統間

相互移轉交換。請檢視欄位

的充足 

欄位這訂定乃參考自 Darwin core，系統

之欄位請參考表，由於國家公園管理上

的需要，標本重要紀錄包含為採集時

間、地點、經緯度、採集者、保存地點、

採集之國家公園等。目前制定僅這些欄

位為必填。 

期中報告 

科博館

植物組

長楊宗

愈博士 

資料庫設

計 
標本資訊如何整合既有資

訊? 

目前已將國家公園地名及舊地名資料整

合形成資料庫，規劃以國家公園相關地

名來進行已公開之數位化標本資料的篩

選，來得到國家公園相關之就標本紀錄。

期中報告 

中研院 
生物多

樣性中

心林永

昌博士 

資料庫設

計 

邵博士先前建議都已被納

入系統中。學名增加的方

式，不需在透過中研院，曠

日廢時不具效率，採集者可

以向國家公園反正後，由國

家公園直接增加學名，再告

知中研院即可。國家公園的

地名因為偏僻，不易用

google map 看到，建議使用

GPS 建立。 

非常感謝邵老師的意見。本系統學名的

新增，將自行新增建立後，匯整一定數

目在提供給國家公園進行整合。 
國家公園大小地名確實相當複雜，目前

系統已建立 287 個國家公園地名資料，

包含所在縣市、英文名、經緯度及國家

公園分區，並隨時可以由系統管理人員

進行匯入，以 gmap 查詢上的不足。採

集者如以 GPS 與野外建立實際建立經

緯度座標，可在轉換後以整數含小數點

10 位的方式進行直接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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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期中報告 
雪霸國

家公園 
資料庫設

計 

建議個人資料的「戶籍住

址」，換成「學校住址」並

加上郵遞區號? 
已經將「戶籍地址」修改為「通訊地址」。

期中報告 
海洋國

家公園 
資料庫設

計 

個人資料的完整性以計畫

主持人為主，其他人員簡

化? 

採集計畫主持人，並不一定每次隨同進

行採集者，因此人有必要收集採集成員

之資料，以利進行身分查對。 

期中報告 
金門國

家公園 
網站內容 

有關國家公園地名資料建

置，以方便採集申請時地區

的代入，附錄一資料中，金

門國家公園部分有些地名

錯誤及需要新增資料。 
更正如下：(以下資料請轉

交受託單位) 
一般管制區：瓊林、小徑、

埕下、山后、水頭、謝厝、

珠山、歐厝、南山、北山、

林厝、湖井頭。 
特別景觀區：慈湖、古寧

頭、湖南高地、料羅灣、太

武山、翟山、馬山、烈嶼遊

憩區：古崗湖、中山林、榕

園、雙鯉湖、楓香林、陵水

湖。 

已修正並建置。 

期初審查 

中央研

究院生

物多樣

性研究

中心 
邵廣昭

博士 

網站設計 
系統上的用詞應該多加考

慮。 

依學者專家所提出之建議，修改並刪除

不當欄位。有關於標本採集管理系統欄

位名稱會斟酌，如不當，會再修正，請

大家隨時提出指正。 

期初審查 

林業試

驗所 
趙榮台

博士 

網站設計 
簡化流程使申請順暢，管理

介面友善。 

本系統大量使用如同部落格的使用模

式，期望這是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使用方

式，會利用管理區塊的界定分類，讓各

種使用者都很容易流暢使用本系統。在

流程的簡化上，本系統將採集者人員身

分資料保留與採集申請者可以更新資料

的方式編修個人訊息，不用反覆填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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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料，並同時選取多個欲申請的國家公

園，已便捷申請流程。鼓勵關注國家公

園自然資源的學者專家，進行系統帳號

認證；申請採集證時不再需要重複檢送

身分資料，亦可同時提供給多個國家公

園查看審核。不過在國家公園管理的流

程上，因公文系統的連結問題，恐怕不

易改善審核流程。可以做到盡量可以匯

出統計報表，產生電子文件的方式減少

審查人員的 keyin 工作。 

期初審查 

林業試

驗所 
趙榮台

博士 

網站設計 
台大計中有網路的限制，外

界常常不能連… 

台大計中之伺服器網段，全面建置防火

牆與入侵防禦設備，是為了確保機器免

於外來惡意攻擊，有時會對外部連結作

限制。這是可以調整的。 

期初審查 
海洋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採集地點請加入綠島，地圖

可以加入。 
已加入採集地選單之中。 

期初審查 
墾丁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各欄為應標示必填。 系統會設定必填，已加以設定。 

期初審查 
玉山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公文可以以系統電子表單

取代，審核通過加入浮水

印。 

列印方式如有必要，可以加上列印方式

的說明，以盡可能統一列印樣式。系統

盡可能提供清單、報表等，以符合國家

公園管理的需要。列印文件的真偽，可

以在文件上加上一序號，查核人員可以

利用該序號上網查看申請證的資訊是否

與紙本文件相同，或利用一特定運算的

編碼，在套用特定公式後產生證件所有

的身分證字號的方式，來驗證文件的真

偽。 

期初審查 
陽明山

國家公

園 
網站設計 

是否能加上線上簽核，便利

管理。 

目前系統設計期望對於國家公園各管理

單位是可行的；但公文系統有其認證要

求，非任意主機系統可以相連，本系統

無法直接連結公文系統，對於國家公園

承辦人員的協助有限，此外各國家公園

原申請系統即包含簽核流程，而虛擬標

本館系統目標並非連結各單位公文系

統；因應 e 化國家公園內部管理及查核

需求，虛擬標本館系可於系統中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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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案進入時產生 email 通知承辦人，及設

計產生採集統計報表，可以提供查詢。

期初審查 
太魯閣

國家公

園 
網站設計 

Email 認證後，如果忘記密

碼甚是於使用者名稱，如何

處理？ 

若遺忘個人系統密碼，可於首頁點選「索

取新密碼」，輸入原申請之帳號名稱或

電子郵件信箱，系統會發送一封具有 32
字元認證碼的電子郵件，使用者透過

mail 可直接連結系統重新設定個人密

碼。若完全不記得所註冊之使用者名稱

可聯絡系統管理者，進行查詢。 

期初審查 
雪霸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各國家公園可否有不同的

首頁？ 

系統目前的架構下，確實可以為不同國

家公園製作不同之首頁，但請提供實際

上所需要的首頁設計。 

期初審查 
雪霸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標本資料不能讓研究單位

需要重複填寫，資料應設計

可以批次上傳。 

標本建立交換序號，可以做到彼此互相

交換，只要有人建立過則可以共用，線

上平台的共享是許多人共同完成一項紀

錄。亦可用系統中「Import conten」的

功能，進行匯入整批標本資訊。 

第一次座

談會 

墾丁國

家公園

及玉山

國家公

園 

網站設計 

每個國家公園的採集證申

請規範可能不同，因某一個

國家公園核准另一個國家

公園採集案，可能會有問

題？ 

不會有這樣的問題，資訊系統的設計將

個人資訊與申請採集內容區分。使用者

即使同時向多個國家公園提出採集證申

請，仍然必須由各國家公園管理者自行

進行核可，因此採集證申請的核准，各

國家公園仍必須自行管理。唯人員的身

分的認證也同時是申請採集證的審核的

必要工作，必要時各國家公園可以多方

查看人員資料。 

第一次座

談會 
墾丁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標本採集管理系統申請欄

位是否於個人資訊中加

入：「聯絡電話」；於上傳

身分證件上加註證件的範

疇（如：非本國籍可以使用

護照？）、檔案大小及樣式

限制等；另外，填寫採集「時

間」改為「期間」。 

有關於標本採集管理系統欄位名稱會再

審慎斟酌，如不當，會再修正，請大家

隨時提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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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第一次座

談會 

台大植

物標本

館郭城

孟博士 

網站設計 
本系統需產生之電子表

單、採集證等有哪些？ 

雪霸國家公園表示：將輸出介面，畫分

為兩大項: 1.為計畫審核期間:所需要的

計畫書、人員清單、採集清單等。2.為
審核通過後:交給計畫負責人的採集

證、計畫核准表單、採集內容清單、採

集人員名冊。 

第一次座

談會 
玉山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如何避免列印表單格式因

單位或個人而不同，造成查

核上的不便？自行列印的

文件如何辨識真偽？ 

已請各國家公園提供表格的範本作為系

統設計之參考；另列印方式如有必要可

以加上列印方式的說明，以盡可能統一

列印樣式。請各國家公園提供表格的範

本作為系統設計之參考；另列印方式如

有必要可以加上列印方式的說明，以盡

可能統一列印樣式。列印文件的真偽辨

識，可以在文件上加上一序號，查核人

員可以利用該序號上網查看申請證的資

訊是否與紙本文件相同，或仿效身分證

字號的方式利用一特定運算的編碼，在

套用特定公式後產生辨識號碼，來驗證

文件的真偽。 

第一次座

談會 

太魯閣

國家公

園 
網站設計 

我們不可能完全要求申請

人線上申請，如以紙本申請

時或可能在初期新舊系統

交替之時，如何銜接新系

統？ 

採集證申請已有完成線上申請系統之管

理處，如沿用延用舊系統，承辦人員可

使用帳號建立的輸入頁面，以整批輸入

方式為計畫負責人及計畫成員建立系統

之帳號及開放權限。未來標本館系統完

善且舊有系統資料格式許可下，可規畫

介面自動匯入。鼓勵盡可能利用新的虛

擬標本館資訊系統繳交成果。以統一學

名、地名形成整合資料，方便合併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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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第一次座

談會 

林試所

植物標

本館邱

文良 博
士 

網站設計 
學名的代入上可能會發現

不存在的學名或無法鑑定

的標本，怎麼辦？ 

目前學名資料採用 TaiBIF 學名資料，為

了確保資料庫的完整性及便於資料庫的

維護，利用伺服器定期向 TaiBIF 資料庫

取得新增的學名，以適時補足資料庫遺

漏之處。如果學者發現資料庫中缺少某

學名，而想要申請新增學名時，可將要

新增的學名提供給系統管理者，由系統

管理者新增該學名，在資料庫中累積一

定學名後，本資料庫可以提供給 TaiBIF
資料庫，透過這樣的新增管道，不僅可

以更快對資料庫進行維護，更可以幫助

TaiBIF 資料庫變得更為充實，期望透過

這樣的合作關係達到雙贏的境界。無法

鑑定的標本，可以先上傳圖片保留影

像，累積後邀請學者處理。 

第一次座

談會 

林試所

植物標

本館邱

文良 博
士 

網站設計 

許多標本館有既有的標籤

建立系統，不能讓採集者需

要重覆輸入，系統是否可以

進行匯入匯出？ 

系統可以於每一標本紀錄上建立交換序

號，可以做到彼此互相交換，只要有人

建立過則可以共用，線上平台的共享是

許多人共同完成一項紀錄。系統設設計

匯入功能，也可以有他人資料庫匯出行

程 csv 檔進行整批匯入功能。 

期末審查 
玉山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在填寫中如格式錯誤或必

要資訊未填寫如何處理？

系統中資料匯入時使用許

多代碼，如何得知？ 

格式填寫錯誤時，系統將無法進行儲

存。相關之欄位格式及代碼，可以參考

匯入資料之說明，系統也建置有代碼查

詢功能。 

期末審查 
陽明山

國家公

園 
網站設計 

這樣的系統對於資料後續

進入資料庫有相當的便利

性，不過對於已結案卻沒有

繳交紀錄者如何處理。 

使用者可在查詢後，以 email 通知採集

者繳交。 

期末審查 
雪霸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期末報告中仍然使用舊有

系統介面，希望在結案中可

以修改。有關於研究群組的

管理，對於研究者新增成員

的方式可否改善較為便

利。有關於介面上部份以英

文顯示，能否加強翻譯。 

謝謝指正，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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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期末審查 
雪霸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計劃狀態的變動，於審核

後，所謂「進行中」該由誰

設定。審查中選項是否增加

其他細項。 

謝謝指正，將去除。 

期末審查 
太魯閣

國家公

園 
網站設計 

系統有太多的功能，能否再

操作介面上做一些調整。有

關於研究群組的管理，對於

研究者新增成員的方式可

否改善較為便利。 

有關於操作頁面已經進行修改，歡迎上

線測試。 

期末審查 總結 網站設計 

有關於採集許可相關法律

上的問題，如何解決請提出

能與系統配合的方式即建

議。 

系統之設計將於採集申請須知中，提醒

申請者應事先備妥相關之許可文件，如

農委會保育生物採集許可、原住民文化

相關保存法律許可等，再進行申請。此

做業流程也為現行國家公園採集作業之

規定。目前國家公園之採集申請系統原

則上為採集許可的最後程序。系統並無

法同時進行相關法律的許可申請，僅能

給予申請者「提醒」。並與使用說明中

加以說明。 

期中報告 

科博館

植物組

長楊宗

愈博士 

網站設計 
採集證的標號由系統直接

設定? 
目前規畫採集證的編號，有系統自統產

生，以統計系統所發出的採集證數目。

期中報告 
墾丁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建立物種品項的格式為何?

將於系統所有欄位上加註格式範例並說

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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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期中報告 
雪霸國

家公園 
網站設計 

是否整合成只要一個國家

公園審核採集? 

目前系統已經修改，通過單位，各國家

公園僅能勾選自己的國家公園。以避免

輸入上的錯誤。 

期初審查 
雪霸國

家公園 
網路安全 

伺服器可以設定排除某些

連結來加強安全。 

目前系統於開發階段以開放特定網域連

結來避免系統遭受破壞。第一期主要使

用者為各國家公園及研究單位，預訂開

放網域為 31 個研究單位及各國家公園

之相關網域，作為先期研究營運測試。

期末審查 總結 網路安全 
有關於系統安全性如何確

保？ 

系統中相關之個人資料，僅管理者具有

瀏覽權限，系統架設於台大計算機中心

同時有受到計算機中心的控管，系統試

營運階段也僅開方部分申請機構網域進

行連結。 

期中報告 

科博館

植物組

長楊宗

愈博士 

網路安全 人員資料如何保密? 

系統防火牆的設定、使用自然憑證、個

人資料存放時效限制，都只是降低系統

危險並非絕對安全的方法。因國家公園

必須保留證件做為身分確認的依據，因

此系統還是暫時保存身分證的影像；為

了降低系統中資料外洩危險性，在身分

證字號的存取上以消去四碼的方式儲

存。且系統僅開放申請單位及管理單位

的聯結以減少資料暴露的風險。 

期初審查 

中央研

究院生

物多樣

性研究

中心邵

廣昭博

士 

標本紀錄

管理 
採集申請項目是不是可以

填寫大類？ 

採集申請標單上，採集申請並未限制所

填寫的生物分類群內容，可讓採集者可

以填寫科或屬範疇，採集許可的認定仍

為國家公園管理者來判斷。而目前標本

紀錄，學名鑑定的欄位設計，昆蟲、藻

類及珊瑚可以填寫到目，而其餘可以填

寫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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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期中報告 

台灣大

學生態

演化所

李培芬

博士 

標本紀錄

管理 

現有的規劃，在記錄物種分

布上，採用經緯度記錄，雖

然可與國際接軌，也與目前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和金門

國家公園的地理資訊系統

相同，但是，卻與本島 5 個

國家公園所慣用的 TM2 系

統不同，而且，一般研究者

在本島採集時，也習慣使用

TM2 系統。不知虛擬標本

館資訊系統是否能提供轉

換程式，或允許使用者填入

TM2 系統的數值？ 

請自行運用網路上已有的轉換經緯度程

式，或直接使用本系統地圖查詢經緯度。

期中報告 

台灣大

學生態

演化所

李培芬

博士 

標本紀錄

管理 

過去在處理分布資料時，最

常碰到的問題是資料的座

標資訊出了問題，例如原為

陸地的分布資料，卻跑到海

上去了，這種問題理論上只

需找到原來的資料供應

者，或可改正，但可能曠日

廢時，增加資料管理者的負

擔。如果系統能在資料上傳

時，就提供分布點的地圖展

示，例如與 Google 的地圖

結合，讓每一位資料上傳者

可以發現問題，即時修正錯

誤，將可省去許多困擾。 

請直接使用本系統地圖查詢經緯度即可

進行修正。 

期中報告 

台灣大

學生態

演化所

李培芬

博士 

標本紀錄

管理 

學名的處理上，P.23 中提到

「昆蟲學名可以填到目，其

他生物類群可以填寫到

科」，建議一律填寫到種。

不能辨識的種類，對於研究

者當然有價值，但是，從資

訊處理的角度而言，這些資

料很難利用，而且，不同的

國家公園、不同的研究員間

所使用的代號可能相同，如

科 1、科 2、…，但是，所

有的資料彙整在一起後，又

本系統初期功能為國家公園建立採集標

本資訊及管理，無法強制學者上傳的標

本資訊必須鑑定到種，例如:昆蟲之鑑定

曠日費時相當不易，昆蟲採集者將會無

法如期在採集結案繳交結案期限完成，

關於如何辨識資料正確度，只能日後根

據建置相關研究計畫描述、作者、時間

等等資訊來推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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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提問人 類型 問題內容 意見回覆 
如何能辨識這些資料？ 

期中報告 

台灣大

學生態

演化所

李培芬

博士 

標本紀錄

管理 

表 8 中有關標本的基本採

集資訊欄位，提及需要輸入

採集地點、英文採集地點，

兩者是重複的內容，增加系

統使用者的負擔，是否僅需

一種資料即可？ 

已經修正為一個欄位。 

期中報告 

台灣大

學生態

演化所

李培芬

博士 

標本紀錄

管理 

表 8 中有關「標本模式」，

未見其定義，不知是何種資

料？ 
已取消此欄位。 

期中報告 

台灣大

學生態

演化所

李培芬

博士 

標本紀錄

管理 

生物資料的採集方法必需

標準化，否則本系統將無法

顯示出「自然資源的數

量…」（P.55）。 

本系統初期功能為國家公園建立採集標

本資訊及管理，並非丈量生物資源數量

為設計依據，待標本數量充足能提供相

關數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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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國家公園地名 

 

縣市 地名 舊地名 英文名 舊英文地名 國家公園 分區 緯度 經度 
Taipei 七股 七股庄 Chiku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5.2694115 121.546912 
Taipei 七星山 七星山 Chihsingshan Hitiseizan（Mons Hichisei）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6555556 121.545556 
Taipei 二子坪    陽明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5.1825 121.5125 
Taipei 八煙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5.19034 121.590328 
Taipei 十八份  Shihpafen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5.15305556 121.513333 
Taipei 大屯山 大屯山 Tatungshan Daitonzan（Sankyaku）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7277778 121.525833 
Taipei 大屯自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5.186612 121.523209 
Taipei 大尖山  Tachienshan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5833333 121.594722 
Taipei 大尖後山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5055556 121.575 
Taipei 小油坑  Hsiaoyukeng Walking Area  陽明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5.17388889 121.545833 

Taipei 小觀音山 小觀音山 Hsiaokuanyinshan Syokwannonzan（Mt. Syokwawnon, 
Shokwannonzan） 陽明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5.17388889 121.535278 

Taipei 中正山  Chungchengshan Chungjengshan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2694444 121.509444 
Taipei 天溪園  Tian-Xi Garden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3333333 121.583333 
Taipei 石梯嶺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61911 121.587753 
Taipei 向天山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73874 121.501064 
Taipei 竹子山 竹子山 Chutzushan Mt. Tikusi 陽明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5.15944444 121.544167 
Taipei 竹子湖 竹子湖 Chutzuhu Tikusiko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5.15694444 121.538333 
Taipei 竹蒿山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72009 121.566639 
Taipei 冷水坑  Leng-shui-k'eng  陽明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5.175738 121.557713 
Taipei 後山  Hou-shan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5.183505 121.559429 
Taipei 面天山 面天山 Mientienshan Mt. Menten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725 121.504722 
Taipei 風櫃口  Feng-kuei-k'ou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5.137204 121.601486 
Taipei 涓絲瀑布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73563 121.562004 
Taipei 烘爐山   Korosan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7694444 121.485278 
Taipei 紗帽山 紗帽山 Samaoshan Sabosan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3388889 121.541667 



 146

縣市 地名 舊地名 英文名 舊英文地名 國家公園 分區 緯度 經度 
Taipei 馬槽  Matsao Matzao（Martsou, Martsao, Maotzao）陽明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5.17055556 121.562778 
Taipei 清天宮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5 0 
Taipei 硫磺谷 硫磺谷 Liuhuangku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3638889 121.5025 
Taipei 頂山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52433 121.589813 
Taipei 鹿堀坪  Lu-k'u-p'ing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5.170766 121.610928 
Taipei 菜公坑山 菜公坑山 Tsaikungkeng Mt. Tsaikungkeng 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5.17694444 121.525 
Taipei 陽明公園 辨天池 Yangming Park  陽明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9825 121.304167 
Taipei 楓樹湖  Feng-shu-hu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5.186612 121.499519 
Taipei 聖人瀑布  Shengjen Waterfall  陽明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5.12722222 121.574167 
Taipei 磺嘴山  Huangtsuishan Huangtsueishan 陽明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5.17444444 121.594167 
Taipei 鵝尾山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5.131454 121.58123 
Taichung 七卡山莊  Chika（shanchuang） Chika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8833333 121.285278 
Hsinchu 九九山莊  Chiouchioushanchuang Chiuchiushanchu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46722222 121.198611 
Taichung 三六九山莊  368 shanchuang-Wuling farm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8444444 121.244167 
Miaoli 三榮山  San-jung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56838 121.181087 
Taichung 三錐山  San-chui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273726 121.067104 
Miaoli 大雪山  Tahsueh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35388889 121.108056 
Taichung 大劍山  Ta-chien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44125 121.200142 
Hsinchu 大霸尖山 大霸尖山 Tapachienshan on the top of Mt. Taiha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4525 121.249722 
Miaoli 小雪山  Hsiaohsueh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29138889 121.030833 
Hsinchu 小霸尖山  Hsiaopachien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46138889 121.223889 
Taichung 中雪山  Chungsueh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33055556 121.071111 
Miaoli 火石山  Huo-shih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382124 121.175766 
Miaoli 加利山  Chia-li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459494 121.215935 
Miaoli 北坑山  Pei-k'eng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65744 121.040154 
Hsinchu 伊澤山 伊澤山 Etsershan Mt. Izawa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46916667 121.235556 
Miaoli 合流山  Ho-liu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360077 121.06144 
Taichung 宇羅尾山  Yu-lo-wei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260894 121.109333 
Hsinchu 池有山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431053 121.288376 
Miaoli 老松山  Lao-sung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96195 121.054745 
Miaoli 西勢山 西勢山 Sishihshan Sishih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3825 121.09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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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hung 志佳陽大山  Chihchiayangtashan Mt. Sikayautaiz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4805556 121.241111 
Miaoli 佳仁山  Chia-jen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441211 121.078949 
Taichung 佳陽山  Chia-yang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23479 121.205807 
Taichung 武佐野群山  Wu-tso-yeh Ch'un-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77277 121.322536 
Taichung 武家加難山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17378 121.24855 
Taichung 武陵  Wuling  雪霸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34972222 121.306667 
Hsinchu 品田山  P'in-t'ien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429802 121.27018 
Taichung 唐呂山  T'ang-lu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290626 121.118259 
Hsinchu 桃山 桃山（駐在所） Taoshan Momoyama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59055556 121.098056 
Taichung 推論山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10339 121.219025 
Taichung 雪山 次高山 Hsueshan Tugitaka（Mt. Tugitaka, Sheh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7861111 121.224444 
Taichung 雪山東峰   Tungshu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8416667 121.280556 
Miaoli 雪見  Hsuehchien  雪霸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41805556 121.043333 
Hsinchu 喀拉葉山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451525 121.321507 
Miaoli 境界山  Chinchieh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50194444 121.213056 
Miaoli 境界山 境界山 Chinchiehshan Mt. district of Ako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50194444 121.213056 
Miaoli 榛山  Chen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81524 121.107616 
Miaoli 盡尾山  Chin-wei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官制區 24.408857 121.00153 
Taichung 翠池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83062 121.21336 
Taichung 劍山  Chien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07679 121.189327 
Hsinchu 鹿場大山 鹿場大山 Leshan Mt.Lutsanta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9 121.064167 
Hsinchu 樂山  Le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96834 121.069851 
Miaoli 樂山林道  Leshanlintao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9777778 121.073611 
Miaoli 樂山-觀霧  Leshan-Kuanwu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9222222 121.086111 
Miaoli 頭鷹山  T'ou-ying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359608 121.139889 
Hsinchu 檜山 檜山（駐在所） Kuaishan Hinokiyama 雪霸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51138889 121.188056 
Ilan 羅葉尾山  Lo-yeh-wei Shan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98696 121.326141 
Ilan 邊古嚴山    雪霸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482149 121.342621 
Hsinchu 觀霧  Kuanwu Kwanwu 雪霸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49916667 121.11 
Hualien 九曲洞  Chiu-ch'u-tung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75572 121.513939 
Hualien 二子山  Erh-tzu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239138 121.58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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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lien 三次山  San-tz'u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277012 121.466904 
Nantou 三角錐山  Sanchiaofeng Sankakuho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1 121.181944 
Nantou 千卓萬 千卓萬 Kanchowan Kantab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94 121.066944 
Nantou 大禹嶺  Tayuling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7527778 121.307222 
Hualien 大斷崖山  Tatuanyai Dangai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0225 121.554167 
Hualien 大禮 赫赫斯社 Tali Saxum 太魯閣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16527778 121.615278 
Hualien 中央尖山 中央尖山 Chungyangchien Tyuosenz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0444444 121.412778 
Hualien 天祥 內太魯閣 Tienhsiang Naitaroko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7833333 121.486389 
Hualien 太魯閣大山 太魯閣大山 Tailukotashan Tarokotaiz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07527778 121.411667 
Hualien 巴巴山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51945 121.445446 
Hualien 加禮宛山    太魯閣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01444444 121.5725 
Taichung 甘薯峰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288435 121.385021 
Nantou 石門山  Shimen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5111111 121.282222 
Hualien 立霧主山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137041 121.428108 
Nantou 合歡北峰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7583333 121.277778 
Nantou 合歡西峰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7 121.2475 
Nantou 合歡東峰  Tunghohuan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3111111 121.278056 
Hualien 羊頭山  Yang-t'ou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207516 121.376266 
Hualien 佐久間山  Tso-chiu-chien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143934 121.438751 
Hualien 克難關  Konankunan Konankun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5111111 121.283333 
Hualien 奇萊主山  Chilaichushan Mt. Kiraisyu（Kiraishiz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08166667 121.319444 
Hualien 奇萊主山北峰 奇萊主山北峰 Chilaichushanpeifeng Kiraisyu-kitapo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10805556 121.325556 

Hualien 奇 萊 主 山 南 峰
（東） 奇萊主山南峰 Chilaichushannanfeng Kiraisyunanpo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05583333 121.2775 

Nantou 奇萊主山南峰  Chilaichushannanfeng Mt. Kiraisyunanpo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0575 121.276389 
Hualien 帕托魯山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098499 121.466217 
Nantou 武嶺  Wu-ling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39235 121.2743 
Hualien 長春祠  Changchuntsu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5888889 121.596111 
Hualien 南神山  Nan-shen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16367 121.465874 
Ilan 南湖大山 南湖大山 Nanhutashan Mt. Nanko（Mt. Nankotaiz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61015 121.440983 
Ilan 南湖北峰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84 121.435661 
Ilan 南湖東峰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64924 121.45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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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n 南湖南峰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46158 121.435661 

Ilan 南湖圈谷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5861 121.4419 
Hualien 屏風山  P'ing-feng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151453 121.338501 
Hualien 砂卡擋步道    太魯閣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184029 121.62775 
Hualien 馬托唄山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363361 121.475658 
Hualien 偶屈山  Ou-ch'u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080321 121.594276 
Hualien 清水山 清水山 Chingshuishan Mt. Simizu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23166667 121.643333 
Hualien 無明山  Wu-ming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257294 121.385536 
Chiayi 塔山 塔山 Tashan Tozan, Aris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53166667 120.780556 
Hualien 新城山  Hsin-ch'eng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11916667 121.640833 
Hualien 碧綠神木  Pi-lu Shen-mu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80662 121.408625 
Hualien 豬股山  Chu-ku Shan  太魯閣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4.123569 121.509819 
Hualien 燕子口  Yentzukou  太魯閣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17 121.559444 
Ilan 南湖圈谷    太魯閣國家公園 自然保護區 24.35861111 121.441944 
Hualien 八通關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90643 121.009254 
Taitung 三叉山  Shan-cha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295279 121.027794 
Hualien 大分 打訓（社） Tafen Dakun 玉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3.36916667 121.100556 
Hualien 大分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97724 121.046162 
Hualien 大水窟山 大水窟山 Taishuikushan Daisuikutuzan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47638889 121.027222 
Kaohsiung 小南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46002 120.945139 
Kaohsiung 山叉峰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46002 120.945139 
Hualien 山風瀑布  Shanfeng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33805556 121.233889 
Hualien 山陰  Shan-yin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36889 121.157742 
Nantou 中央金礦  Chung-yang Chin-k'uang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92375 121.026936 
Nantou 天池  Tientzu  玉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04333333 121.275278 
Hualien 太魯那斯山  T'ai-lu-na-ssu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83716 121.08427 
Kaohsiung 巴伊車庫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28126 120.905914 
Nantou 北面山  Pei-mien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448129 121.030884 
Hualien 可可爾博山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397724 121.046162 
Hualien 布干山  Pu-kan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71119 121.159801 
Chiayi 玉山 新高山 Yushan Mt. Niitaka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6833333 120.96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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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ou 玉山北峰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87966 120.959473 
Nantou 玉山西峰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72064 120.934067 
Nantou 玉山東峰 東山 Yushantung Toz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6055556 120.981389 
Kaohsiung 玉山南峰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47184 120.958958 
Hualien 玉里山  Yu-li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7992 121.243572 
Kaohsiung 玉穗山  Yu-sui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54549 120.939217 
Hualien 瓦拉米 蕨 Warami Warabi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36027778 121.182778 
Nantou 白洋金礦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88281 121.045475 
Nantou 伊波克山  I-po-k'o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88281 121.045475 
Taitung 向陽山  Hsiangyang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24972222 120.969722 
Kaohsiung 多尾蘭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21607 120.937843 
Hualien 多美麗  To-mei-li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68102 121.129246 
Kaohsiung 多留那使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17981 120.904198 
Kaohsiung 安東昆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05286 120.94883 
Hualien 米亞桑  Miyehsan Miyasan 玉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3.44138889 121.011389 
Hualien 秀姑坪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488596 121.0532 
Hualien 秀姑巒山 秀姑巒山 Shoukuluan Mt. Syukoran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49388889 121.049722 
Nantou 秀馬鞍部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512997 121.067276 
Hualien 佳心  Chia-hsin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349821 121.220055 
Nantou 拉古拉山  La-ku-la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95991 121.081352 
Hualien 抱崖  Pao-yai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34793 121.150017 
Kaohsiung 東小南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39624 120.961361 
Nantou 東埔 東埔 Tungpu Tonpo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56277778 120.914167 
Nantou 金門峒大斷崖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94579 120.989857 
Hualien 阿波蘭湖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3549 121.156797 
Hualien 南大水窟山  Nan-ta-shui-k'u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451436 121.0532 
Chiayi 南玉山  Nanyu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3111111 120.921111 
Kaohsiung 南面山  Nanmien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4333333 120.868611 
Kaohsiung 南雙頭山  Nan-shuang-t'ou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50609 121.019382 
Kaohsiung 昭彎丸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33902 120.983505 
Nantou 美亞桑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33954 121.08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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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ou 埃西拉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23874 121.044617 
Kaohsiung 庫哈諾辛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262638 120.901108 
Kaohsiung 烏伕冬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247182 120.846348 
Hualien 馬布谷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84345 121.159801 
Kaohsiung 馬江之子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91579 120.999641 
Hualien 馬西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83558 121.173878 
Hualien 馬利加南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521497 121.117058 
Hualien 馬利亞文路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516774 121.092339 
Kaohsiung 馬馬字頓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281877 120.855618 
Nantou 馬博拉斯山  Maborlasushan Maborasuz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51722222 121.06 
Kaohsiung 荖濃山  Lao-nung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1404 120.866776 

Chiayi 排雲山莊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6829 120.9485 
Kaohsiung 梅山村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276042 120.828152 
Kaohsiung 梅蘭  Meilan Raboran 玉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3.23416667 120.807778 
Kaohsiung 梅蘭鞍部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62113 120.897503 
Hualien 連理山  Lien-li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1404 121.10384 
Chiayi 鹿林山 鹿林山 Lulinshan Rokurins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6305556 120.873333 
Hualien 喀西帕南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335321 121.19894 
Hualien 喀西帕南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63404 121.19276 
Nantou 雲峰 鳶峰 Yunfeng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35194444 120.955278 
Chiayi 雲龍瀑布  Yunglong Fall  玉山國家公園 史蹟保存區 23.5525 120.937222 
Hualien 黃麻 黃麻 Huangma Koma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32972222 121.193333 
Nantou 黃當擴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547779 121.068306 
Nantou 黃當擴中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535504 121.075687 
Hualien 塔芬山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405916 121.027107 
Hualien 塔洛木  T'a-lo-mu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00717 121.209583 
Chiayi 塔塔加  Tatachia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93477 120.893555 
Hualien 塔達芬  T'a-ta-fe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98196 121.101608 
Taitung 塔關山 大關山 Dakuanshan Mt. Daikwanzan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25694444 120.9425 
Kaohsiung 新索左屈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81023 120.900936 
Hualien 新崗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40049 121.13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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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lien 新康山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3194 121.126842 
Taitung 溪頭山 溪頭山 Chitou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28638889 120.971944 
Kaohsiung 獅子尾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04897 120.835705 
Hualien 達芬尖山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436947 121.020069 
Taitung 嘉明湖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295595 121.030369 
Hualien 綠山  Lu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342256 121.164265 
Kaohsiung 廣東丸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81495 120.913639 
Nantou 駒盆山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543373 121.041012 
Nantou 駒盆中山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532829 121.046505 
Nantou 駒盆南山    玉山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524959 121.048908 
Hualien 儒潤  Ju-ju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87168 121.119976 
Nantou 賽珂山  Sai-k'o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57701 121.044102 
Kaohsiung 轆轆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91106 121.002903 
Kaohsiung 關山  Kuanshan Kwanzangoe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2325 120.906111 
Taitung 關山北峰  Kuan Shan Pei-feng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238507 120.916729 
Taitung 關山嶺山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256487 120.942307 
Kaohsiung 鐵本山  T'ieh-pen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229358 120.865746 
Kaohsiung 魔保來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01428 120.966167 
Kaohsiung 魔界晼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354549 120.88583 
Kaohsiung 躑蜀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74269 121.014233 
Chiayi 鱗趾山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3.476788 120.893555 
Taitung 鷹仔嘴山  Ying-tzu-tsui Shan  玉山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3.241346 120.922565 
Nantou 觀高  Kuankao  玉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 23.5075 120.994722 
Nantou 排雲山莊    玉山國家公園 自然保護區 23.468285 120.948486 
Pingtung 大光  Da-Kung  墾丁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1.946469 120.742664 
Pingtung 大尖石山 大尖石山 Tachienshihshan  墾丁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1.95972222 120.800556 
Pingtung 赤牛嶺  Tsuniuling  墾丁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1.99666667 120.763889 
Pingtung 佳樂水  Chialeshui  墾丁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2 120.853889 
Pingtung 南仁山 南仁山 Nanjenshan Hiiranzan 墾丁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2.0975 120.860278 
Pingtung 南仁湖  Nanjen Lake  墾丁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2.0975 120.860278 
Pingtung 南灣 南灣 Nanwan Nanwan 墾丁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1.96138889 120.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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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tung 後壁湖 後壁湖 Hobihu  墾丁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2.05361111 120.699167 
Pingtung 砂島  Shadao Shatao 墾丁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1.91611111 120.835556 
Pingtung 紅柴 紅柴庄 Houtsai Kosaisyo 墾丁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1.97694444 120.707778 
Pingtung 風吹沙  Fenchuesha  墾丁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1.92916667 120.833889 
Pingtung 香蕉灣 香蕉灣 Hsianchiouwan Banana Bay 墾丁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1.93166667 120.814722 
Pingtung 船帆石 船帆石 Chuanfanshi Sanpanseki（Senpanseki） 墾丁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1.93916667 120.813333 
Pingtung 萬里桐 萬里桐 Wanlitung Banritoku 墾丁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1.99666667 120.695 
Pingtung 墾丁 墾丁-東海岸 Kenting Kontei-Higasikaigan（Kosyun） 墾丁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1.94666667 120.7875 
Pingtung 樹林 樹林 Shuling Zyurin 墾丁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3.5880556 120.560278 
Pingtung 貓鼻頭 貓鼻頭 Maopitou Byobito 墾丁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1.92666667 120.723889 
Pingtung 龍坑  Lungken  墾丁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1.90638889 120.851111 
Pingtung 龍磐    墾丁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1.923619 120.854244 
Pingtung 龍鑾潭 龍鑾潭,恒春 Lungluantan Ryusensui 墾丁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1.99055556 120.721667 
Pingtung 鵝鑾鼻 南角 Oluanpi South Cape 墾丁國家公園 遊憩區 21.9025 120.845833 
Pingtung 關山（墾丁）  Kuanshan  墾丁國家公園  21.96611111 120.705278 
Kinmen 小徑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51056 118.38438 
Kinmen 山后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502614 118.443861 
Kinmen 中山林    金門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439414 118.35288 
Kinmen 天摩山    金門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525885 118.418713 
Kinmen 太武山  Da-Wu Shan  金門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47215 118.418884 
Kinmen 太湖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39961 118.426781 
Kinmen 水頭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1386 118.296661 
Kinmen 北山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83009 118.311424 
Kinmen 古岡湖    金門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394319 118.315201 
Kinmen 古寧頭    金門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483243 118.320951 
Kinmen 民俗文化村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503863 118.440342 
Kinmen 林厝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77931 118.318205 
Kinmen 南山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82071 118.308678 
Kinmen 料羅灣    金門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423003 118.381977 
Kinmen 烈嶼    金門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433006 118.24379 
Kinmen 珠山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03386 118.3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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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men 馬山    金門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527291 118.4091 
Kinmen 埕下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52619 118.433561 
Kinmen 陵水湖    金門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423707 118.226366 
Kinmen 湖井頭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43165 118.230228 
Kinmen 湖南高地    金門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458322 118.329105 
Kinmen 慈湖  Tz'u-hu  金門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468401 118.304043 
Kinmen 楓香林    金門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492069 118.440428 
Kinmen 榕園    金門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442696 118.433218 
Kinmen 翟山    金門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 24.389316 118.322754 
Kinmen 歐厝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07763 118.331079 
Kinmen 謝厝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05575 118.297691 
Kinmen 雙鯉湖    金門國家公園 遊憩區 24.477619 118.309793 
Kinmen 瓊林    金門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4.458791 118.375711 
Kaohsiung 東沙島  Tungshatao, Tungsha Chuntao Pratas Island 海洋國家公園 生態保護區 20.7 116.716667 
Taitung 綠島 火燒島 Lutao Is.（Green Island） Kwasyoto（Kasyo,Kashoto） 海洋國家公園 一般管制區 22.67666667 121.47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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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保育物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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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科 類別 動物名稱 TSID ScientificName 備註 

1 Ⅰ 翼手目 大蝙蝠科 哺乳動物 台灣狐蝠 380560 Pteropus dasymallus formosus  

2 Ⅱ 靈長目 獼猴科 哺乳動物 台灣獼猴 380590 Macaca cyclopis  

3 Ⅱ 鱗甲目 穿山甲科 哺乳動物 
穿山甲（台灣鯪

鯉） 
380589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4 Ⅱ 鯨目 海豚科 哺乳動物 
太平洋瓶鼻海

豚 
380547 Tursiops truncatus  

5 Ⅱ 鯨目 海豚科 哺乳動物 南方瓶鼻海豚 380546 Tursiops aduncus  

6 Ⅰ 食肉目 熊科 哺乳動物 台灣黑熊 380525 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  

7 Ⅱ 食肉目 貂科 哺乳動物 黃喉貂 380521 Martes flavigula chrysospila  

8 Ⅰ 食肉目 貂科 哺乳動物 水獺 380520 Lutra lutra  

9 Ⅱ 食肉目 靈貓科 哺乳動物 
棕簑貓（食蟹

獴） 
380519 Herpestes urva  

10 Ⅱ 食肉目 靈貓科 哺乳動物 白鼻心 380526 Paguma larvata taivana  

11 Ⅱ 食肉目 靈貓科 哺乳動物 麝香貓 380527 Viverricula indica taivana  

12 Ⅰ 食肉目 貓科 哺乳動物 雲豹 380518 Neofelis nebulosa brachyurus  

13 Ⅱ 食肉目 貓科 哺乳動物 石虎（山貓） 380517 Felis bengalensis  

14 Ⅱ 偶蹄目 鹿科 哺乳動物 台灣水鹿 380514 Cervus unicolor swinhoei  

15 Ⅱ 偶蹄目 鹿科 哺乳動物 山羌 380515 Muntiacus reevesi micrurus  

16 Ⅱ 偶蹄目 牛科 哺乳動物 台灣長鬃山羊 380512 Naemorhedus swinhoei  

17 Ⅰ 鸛鷺目 鸛科 鳥類 日本白鸛 380152 Ciconia ciconia ？ 

18 Ⅱ 鸛鷺目 鸛科 鳥類 黑鸛 380153 Ciconia nigra  

19 Ⅱ 鸛鷺目 朱鷺科 鳥類 琵鷺 380258 Platalea leucorodia  

20 Ⅰ 鸛鷺目 朱鷺科 鳥類 黑面琵鷺 380259 Platalea minor  

21 Ⅱ 鸛鷺目 朱鷺科 鳥類 黑頭白環 380260 Threskiornis melanocephalus  

22 Ⅱ 鸛鷺目 鷺科 鳥類 唐白鷺 380128 Egretta eulophotes  

23 Ⅱ 雁鴨目 雁鴨科 鳥類 鴛鴦 380056 Aix galericulata  

24 Ⅱ 鷲鷹目 鷲鷹科 鳥類 赤腹鷹 380099 Accipiter soloensis  

25 Ⅱ 鷲鷹目 鷲鷹科 鳥類 鳳頭蒼鷹 380100 Accipiter trivirgatus  

26 Ⅱ 鷲鷹目 鷲鷹科 鳥類 松雀鷹 380101 Accipiter virgatus  

27 Ⅲ 鷲鷹目 鷲鷹科 鳥類 灰面鷲 380105 Butastur indicus  

28 Ⅰ 鷲鷹目 鷲鷹科 鳥類 林鵰 380113 Ictinaetus malayensis  

29 Ⅱ 鷲鷹目 鷲鷹科 鳥類 雕頭鷹 380116 Pernis ptilorhyncus  

30 Ⅰ 鷲鷹目 鷲鷹科 鳥類 赫氏角鷹（熊 380118 Spizaetus nipalensis （熊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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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 

31 Ⅱ 鷲鷹目 鷲鷹科 鳥類 大冠鷲 380117 Spilornis cheela  

32 Ⅰ 鷲鷹目 隼科 鳥類 遊隼 380155 Falco peregrinus  

33 Ⅱ 鷲鷹目 鶚科 鳥類 魚鷹（鶚） 380115 Pandion haliaetus （鶚） 

34 Ⅲ 鶉雞目 雉科 鳥類 深山竹雞 380286 Bambusicola thoracica  

35 Ⅰ 鶉雞目 雉科 鳥類 藍腹鷴 380289 Lophura swinhoii  

36 Ⅱ 鶉雞目 雉科 鳥類 環頸雉 380290 Phasianus colchicus  

37 Ⅰ 鶉雞目 雉科 鳥類 
黑長尾雉（帝

雉） 
380291 Syrmaticus mikado （帝雉） 

38 Ⅱ 鶴目 鶴科 鳥類 灰鶴 380292 Grus grus  

39 Ⅱ 鷸目 水雉科 鳥類 水雉 380163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40 Ⅱ 鷸目 彩鷸科 鳥類 彩鷸 380210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41 Ⅱ 鷸目 燕科 鳥類 燕  ？？ 可能非保育類 

42 Ⅱ 鷸目 鷗科 鳥類 玄燕鷗 380164 Anous stolidus  

43 Ⅱ 鷸目 鷗科 鳥類 白眉燕鷗 380179 Sterna anaethetus  

44 Ⅱ 鷸目 鷗科 鳥類 蒼燕鷗 380186 Sterna sumatrana  

45 Ⅱ 鷸目 鷗科 鳥類 小燕鷗 380178 Sterna albifrons  

46 Ⅱ 鳩鴿目 鳩鴿科 鳥類 翠翼鳩 380261 Chalcophaps indica  

47 Ⅱ 鳩鴿目 鳩鴿科 鳥類 長尾鳩 380264 Macropygia tenuirostris  

48 Ⅱ 鳩鴿目 鳩鴿科 鳥類 紅頭綠鳩 380270 Treron formosae  

49 Ⅱ 鴟鴞目 草鴞科 鳥類 草鴞 380508 Tyto longimembris  

50 Ⅱ 鴟鴞目 鴟鴞科 鳥類 短耳鴞 380497 Asio flammeus  

51 Ⅱ 鴟鴞目 鴟鴞科 鳥類 長耳鴞 380498 Asio otus  

52 Ⅱ 鴟鴞目 鴟鴞科 鳥類 鵂鶹 380499 Glaucidium brodiei  

53 Ⅰ 鴟鴞目 鴟鴞科 鳥類 黃魚鴞 380500 Ketupa flavipes  

54 Ⅱ 鴟鴞目 鴟鴞科 鳥類 褐鷹鴞 380501 Ninox scutulata  

55 Ⅱ 鴟鴞目 鴟鴞科 鳥類 領角鴞 380502 Otus bakkamoena  

56 Ⅰ 鴟鴞目 鴟鴞科 鳥類 蘭嶼角鴞 380503 Otus elegans  

57 Ⅱ 鴟鴞目 鴟鴞科 鳥類 黃嘴角鴞 380505 Otus spilocephalus  

58 Ⅰ 鴟鴞目 鴟鴞科 鳥類 褐林鴞 380507 Strix leptogrammica  

59 Ⅰ 鴟鴞目 鴟鴞科 鳥類 灰林鴞 380506 Strix aluco  

60 Ⅱ 
啄木鳥

目 
啄木鳥科 鳥類 大赤啄木鳥 380492 Dendrocopos leucotos  

61 Ⅱ 
啄木鳥

目 
啄木鳥科 鳥類 綠啄木 380494 Picus canus  

62 Ⅲ 燕雀目 鴉科 鳥類 橿鳥（松鴉） 380327 Garrulus glandarius  

63 Ⅲ 燕雀目 鴉科 鳥類 喜鵲 380334 Pica p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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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Ⅱ 燕雀目 鴉科 鳥類 台灣藍鵲 380336 Urocissa caerulea  

65 Ⅰ 燕雀目 黃鸝科 鳥類 朱鸝 380331 Oriolus trailli  

66 Ⅱ 燕雀目 黃鸝科 鳥類 黃鸝 380330 Oriolus chinensis  

67 Ⅲ 燕雀目 長尾山雀科 鳥類 紅頭山雀 380307 Aegithalos concinnus  

68 Ⅲ 燕雀目 山雀科 鳥類 煤山雀 380413 Parus ater  

69 Ⅱ 燕雀目 山雀科 鳥類 黃山雀 380414 Parus holsti  

70 Ⅲ 燕雀目 山雀科 鳥類 青背山雀 380416 Parus monticolus  

71 Ⅱ 燕雀目 山雀科 鳥類 赤腹山雀 380417 Parus varius  

72 Ⅱ 燕雀目 八色鳥科 鳥類 八色鳥 380436 Pitta nympha  

73 Ⅲ 燕雀目 鶲科 鳥類 黃胸青鶲 380378 Ficedula hyperythra  

74 Ⅲ 燕雀目 鶲科 鳥類 黃腹琉璃 380392 Niltava vivida  

75 Ⅱ 燕雀目 鶲科 鳥類 綬帶鳥 380335 Terpsiphone atrocaudata  

76 Ⅲ 燕雀目 畫眉科 鳥類 紋翼畫眉 380455 Actinodura morrisoniana  

77 Ⅱ 燕雀目 畫眉科 鳥類 白喉笑鶇 380463 Garrulax albogularis  

78 Ⅱ 燕雀目 畫眉科 鳥類 畫眉 380464 Garrulax canorus  

79 Ⅲ 燕雀目 畫眉科 鳥類 金翼白眉 380465 Garrulax morrisonianus  

80 Ⅱ 燕雀目 畫眉科 鳥類 竹鳥 380466 Garrulax poecilorhynchus  

81 Ⅲ 燕雀目 畫眉科 鳥類 白耳畫眉 380467 Heterophasia auricularis  

82 Ⅲ 燕雀目 畫眉科 鳥類 藪鳥 380468 Liocichla steerii  

83 Ⅲ 燕雀目 畫眉科 鳥類 冠羽畫眉 380486 Yuhina brunneiceps  

84 Ⅱ 燕雀目 山椒鳥科 鳥類 花翅山椒鳥 380317 Coracina macei  

85 Ⅱ 燕雀目 山椒鳥科 鳥類 灰山椒鳥 380332 Pericrocotus divaricatus  

86 Ⅲ 燕雀目 山椒鳥科 鳥類 紅山椒鳥 380333 Pericrocotus solaris  

87 Ⅲ 燕雀目 鶇科 鳥類 小翼鶇 380372 Brachypteryx montana  

88 Ⅲ 燕雀目 鶇科 鳥類 白尾鴝 380373 Cinclidium leucurum  

89 Ⅱ 燕雀目 鶇科 鳥類 小剪尾 380375 Enicurus scouleri  

90 Ⅲ 燕雀目 鶇科 鳥類 紫嘯鶇 380391 Myiophonus insularis  

91 Ⅲ 燕雀目 鶇科 鳥類 栗背林鴝 380400 Tarsiger johnstoniae  

92 Ⅲ 燕雀目 鶇科 鳥類 白頭鶇 380408 Turdus poliocephalus  

93 Ⅲ 燕雀目 鶇科 鳥類 鉛色水鶇 380395 Rhyacornis fuliginosus  

94 Ⅲ 燕雀目 鶯科 鳥類 火冠戴菊鳥 380442 Regulus goodfellowi  

95 Ⅲ 燕雀目 伯勞科 鳥類 紅尾伯勞 380368 Lanius cristatus  

96 Ⅲ 燕雀目 鵯科 鳥類 烏頭翁 380440 Pycnonotus taivanus  

97 Ⅱ 龜鱉目 澤龜科 爬蟲類 柴棺龜 380612 Mauremys mutica  

98 Ⅱ 龜鱉目 澤龜科 爬蟲類 食蛇龜 380611 Cistoclemmys flavomarginata  

99 Ⅱ 龜鱉目 澤龜科 爬蟲類 金龜 380610 Chinemys reevesii  

100 Ⅰ 龜鱉目 蠵龜科 爬蟲類 赤蠵龜 380614 Caretta car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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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Ⅰ 龜鱉目 蠵龜科 爬蟲類 綠蠵龜 380615 Chelonia mydas  

102 Ⅰ 龜鱉目 蠵龜科 爬蟲類 玳瑁 380616 Eretmochelys imbricata  

103 Ⅰ 龜鱉目 革龜科 爬蟲類 革龜 380618 Dermochelys coriacea  

104 Ⅱ 有鱗目 守宮科 爬蟲類 大守宮（蛤蚧）  Gekko gecko 

可能非保育類 學

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105 Ⅱ 有鱗目 守宮科 爬蟲類 
蘭嶼守宮（菊池

氏蛤蚧） 
380667 Gekko kikuchii  

106 Ⅱ 有鱗目 守宮科 爬蟲類 半葉趾蝎虎 380672 Hemiphyllodactylus typus  

107 Ⅱ 有鱗目 守宮科 爬蟲類 雅美鱗趾蝎虎 380674 Lepidodactylus yami  

108 Ⅱ 有鱗目 蜥蜴科 爬蟲類 蓬萊草蜥 380688 Takydromus stejnegeri  

109 Ⅱ 有鱗目 蜥蜴科 爬蟲類 南台草蜥 380686 Takydromus sauteri  

110 Ⅱ 有鱗目 蜥蜴科 爬蟲類 台灣草蜥 380683 Takydromus formosanus  

111 Ⅱ 有鱗目 蜥蜴科 爬蟲類 雪山草蜥 380684 Takydromus hsuehshanesis  

112 Ⅱ 有鱗目 蜥蜴科 爬蟲類 台灣地蜥 380682 Platyplacopus kuehnei  

113 Ⅱ 有鱗目 石龍子科 爬蟲類 台灣滑蜥 380696 Scincella formosensis  

114 Ⅱ 有鱗目 石龍子科 爬蟲類 台灣蜓蜥 380699 Sphenomorphus taiwanensis  

115 Ⅱ 有鱗目 蛇蜥科 爬蟲類 蛇蜥 380627 Ophisaurus harti  

116 Ⅱ 有鱗目 蛇蜥科 爬蟲類 台灣蛇蜥 380626 Ophisaurus formosensis  

117 Ⅱ 有鱗目 盲蛇科 爬蟲類 大盲蛇 380701 Typhlops koshunensis  

118 Ⅱ 有鱗目 黃頷蛇科 爬蟲類 台灣鈍頭蛇 380648 Pareas formosensis  

119 Ⅱ 有鱗目 黃頷蛇科 爬蟲類 標蛇 380629 Achalinus niger  

120 Ⅱ 有鱗目 黃頷蛇科 爬蟲類 斯文豪氏游蛇 380654 Rhabdophis swinhonis  

121 Ⅱ 有鱗目 黃頷蛇科 爬蟲類 台灣赤煉蛇 380655 Rhabdophis tigrinus  

122 Ⅱ 有鱗目 黃頷蛇科 爬蟲類 赤煉蛇 
Rep-Syn-

14577 
Natrix tigrina tigrina  

123 Ⅱ 有鱗目 黃頷蛇科 爬蟲類 金絲蛇 380630 Amphiesma miyajimae  

124 Ⅱ 有鱗目 黃頷蛇科 爬蟲類 紅竹蛇 380640 Elaphe porphyracea  

125 Ⅱ 有鱗目 黃頷蛇科 爬蟲類 高砂蛇 380639 Elaphe mandarinus  

126 Ⅱ 有鱗目 黃頷蛇科 爬蟲類 錦蛇 380641 Elaphe taeniura  

127 Ⅱ 有鱗目 蝙蝠蛇科 爬蟲類 
雨傘節（手巾

蛇） 
380661 Bungarus multicinctus  

128 Ⅱ 有鱗目 蝙蝠蛇科 爬蟲類 
眼鏡蛇（飯匙

倩） 
380664 Naja atra  

129 Ⅱ 有鱗目 蝙蝠蛇科 爬蟲類 帶紋赤蛇 380663 Hemibugnarus sauteri  

130 Ⅱ 有鱗目 蝙蝠蛇科 爬蟲類 
羽島氏帶紋赤

蛇 
 Hemibungarus sauteri hatori 

學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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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Ⅱ 有鱗目 蝙蝠蛇科 爬蟲類 環紋赤蛇 380662 Hemibugnarus macclellandi  

132 Ⅰ 有鱗目 蝮蛇科 爬蟲類 百步蛇 380702 Deinagkistrodon acutus  

133 Ⅱ 有鱗目 蝮蛇科 爬蟲類 龜殼花 380705 
Trimeresurus 

mucrosquamatus 
 

134 Ⅱ 有鱗目 蝮蛇科 爬蟲類 阿里山龜殼花 380703 Ovophis monticola  

135 Ⅱ 有鱗目 蝮蛇科 爬蟲類 菊池氏龜殼花 380704 Trimeresurus gracilis  

136 Ⅱ 有鱗目 蝮蛇科 爬蟲類 鎖蛇 380707 Vipera russellii  

137 Ⅱ 有尾目 山椒魚科 兩棲類 台灣山椒魚 380054 Hynobius formosanus  

138 Ⅱ 有尾目 山椒魚科 兩棲類 楚南氏山椒魚 380055 Hynobius sonani  

139 Ⅱ 無尾目 樹蛙科 兩棲類 台北樹蛙 380052 Rhacophorus taipeianus  

140 Ⅱ 無尾目 樹蛙科 兩棲類 翡翠樹蛙 380051 Rhacophorus prasinatus  

141 Ⅱ 無尾目 樹蛙科 兩棲類 莫氏樹蛙 380050 Rhacophorus moltrechti  

142 Ⅱ 無尾目 樹蛙科 兩棲類 褐樹蛙 380044 Buergeria robusta  

143 Ⅱ 無尾目 狹口蛙科 
兩棲類 黑蒙西氏小雨

蛙 
380026 Microhyla heymonsi  

144 Ⅱ 無尾目 狹口蛙科 兩棲類 巴氏小雨蛙 380025 Microhyla butleri  

145 Ⅱ 無尾目 狹口蛙科 
兩棲類 史丹吉氏小雨

蛙 
380028 Micryletta steinegeri  

146 Ⅱ 無尾目 赤蛙科 兩棲類 杉木蛙 380039a Rana taiwaniana 台灣赤蛙 

147 Ⅱ 無尾目 赤蛙科 兩棲類 台北赤蛙 380040 Rana taipehensis  

148 Ⅱ 無尾目 赤蛙科 兩棲類 虎皮蛙 380042 Hoplobatrachus chinensis  

149 Ⅱ 無尾目 赤蛙科 兩棲類 貢德氏赤蛙 380031 Rana guentheri  

150 Ⅱ 鰻目 鰻鱺科 魚類 鱸鰻 380712 Anguilla marmorata  

151 Ⅰ 鮭目 鮭科 魚類 櫻花鉤吻鮭 382788 
Oncorhynchus masou 

formosanum 
 

152 Ⅰ 鯉目 鯉科 魚類 高身鏟頜魚 381029 Varicorhinus alticorpus  

153 Ⅱ 鯉目 平鰭鰍科 魚類 台東間爬岩鰍 380992 Hemimyzon taitungensis  

154 Ⅱ 鯉目 平鰭鰍科 魚類 
埔里中華爬岩

鰍 
380993 Sinogastromyzon puliensis  

155 Ⅱ 鱸形目 鬥魚科 魚類 台灣鬥魚 381393 Macropodus opercularis  

156 Ⅱ 十腳目 陸寄居蟹科 蟹 
椰子蟹（八卦

蟹） 
310883 Birgus latro （八卦蟹） 

157 Ⅰ 鱗翅目 鳳蝶科 昆蟲 寬尾鳳蝶 347269 Agehana maraho  

158 Ⅱ 鱗翅目 鳳蝶科 昆蟲 曙鳳蝶 347270 Atrophaneura horishana  

159 Ⅰ 鱗翅目 鳳蝶科 昆蟲 珠光鳳蝶 347307 Troides magellanus  

160 Ⅱ 鱗翅目 鳳蝶科 昆蟲 黃裳鳳蝶 347306 Troides aeacus kaguya  

161 Ⅰ 鱗翅目 蛺蝶科 昆蟲 大紫蛺蝶 347195 Sasakia charonda formo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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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Ⅱ 同翅目 蟬科 昆蟲 台灣爺蟬  Formotosema siebohmi 
學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163 Ⅱ 同翅目 白臘蟲科 昆蟲 
渡邊氏長吻白

臘蟲 
 Fulgora watanabei 

學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164 Ⅱ 蜻蛉目 勾蜓科 昆蟲 無霸勾蜒 348239 Anotogaster sieboldii  

165 Ⅱ 鞘翅目 吉丁蟲科 昆蟲 妖艷吉丁蟲  Buprestis mirabilis 
學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166 Ⅱ 鞘翅目 叩頭蟲科 昆蟲 虹彩叩頭蟲  Campsosternus gemma 
學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167 Ⅱ 鞘翅目 金龜蟲子科 昆蟲 台灣長臂金龜  
Cheirotonus macleayi 

formosanus 

學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168 Ⅱ 鞘翅目 鍬形蟲科 昆蟲 台灣大鍬形蟲 333940 Dorcus formosanus  

169 Ⅱ 鞘翅目 鍬形蟲科 昆蟲 長角大鍬形蟲 333944 Dorcus schenklingi  

170 Ⅱ 鞘翅目 天牛科 昆蟲 霧社血斑天牛 402472 Aeolesthes oenochrous  

171 Ⅱ 鞘翅目 步行蟲科 昆蟲 
台灣食蝸步行

蟲 
 

Coptolabrus nankototaijanus 

miwai 

學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172 Ⅱ 鞘翅目 步行蟲科 昆蟲 
台灣擬食蝸步

行蟲 
 

Coptolabrus nankototaijanus 

miwai 

學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173 Ⅱ 直翅目 螽蟴科 昆蟲 蘭嶼大葉螽蟴  Phyllophorina kotoshoensis 
學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174 Ⅱ 
竹節蟲

目 
竹節蟲科 昆蟲 

津田氏大頭竹

節蟲 
 Megacrania alpheus 

學名查不到 taibif

的 TSID 

175   穗花杉科 植物 台灣穗花杉 201093 Amentotaxus formosana Li  

176   杉科 植物 台灣油杉 201103 

Keteleeria davidiana 

（Franch） Beissner var. 

formosana Hayata 

 

177   柳葉菜科 植物 南湖柳葉菜 203293 
Epilobium nankotaizanense 

Yamamoto 
 

178   殼斗科 植物 台灣水青岡 203782 
Fagus hayatae Palib ex 

Hayata 
又名山毛櫸 

179   柏科 植物 清水圓柏 201099 
Juniperus chinensis L. var. 

tsukusiensis Masumm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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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標本保存機構清單 

中文名 緯度 經度 英文名 縮寫 簡介 URL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標本館 25.017037 121.53438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rbarium 
TAI 

館藏植物標本 25 萬份，提供研究使

用 

http://tai2.ntu.edu.tw/ 

http://tai.ntu.edu.tw/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博物館 25.015618 121.538959
Digital Museum of Zoology, 

Nationtal Taiwan University 
 

館藏動物標本 2100 份，提供研究使

用 

http://archive.zo.ntu.edu.tw/ 

http://140.112.100.1/chinese/im-htm

l/index.htm 

http://digital101.ndap.org.tw/htm/int

ro21.htm 

國立台灣大學昆蟲標本館 25.018301 121.54398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sect 

Museum  
 

館藏昆蟲標本 33 萬份，提供研究教

學使用 

http://www.gl.ntu.edu.tw/ 

http://www.imdap.entomol.ntu.edu.t

w/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科學數位

典藏博物館 
25.015093 121.537499 Department of Geosciences  

館藏 3000 岩石標本份，提供研究教

學使用 
http://museum.gl.ntu.edu.tw/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

陳列室 
25.017893 121.534238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館藏考古文物 3700 件，主要提供研

究使用 

http://homepage.ntu.edu.tw/~anthro/

index.html 

http://content.ndap.org.tw/index/？

p=78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4.156543 120.666146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NMNS 
館藏包含植物標本動物標本、岩石標

本、考古民族文物，研究展示使用 

http://www.nmns.edu.tw/ 

http://digimuse.nmns.edu.tw/ 

國立台灣博物館 25.042993 121.515012 National Taiwan Museum NTM 
館藏包含植物標本、動物標本、岩石

標本、考古民族文物，研究展示使用

http://irs.ntm.gov.tw/ 

http://www.ntm.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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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緯度 經度 英文名 縮寫 簡介 URL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博物館 24.98703 121.575952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thnic 

Museum 
 豐富之民族文物以提供研究展示用。

http://www.ethnos.nccu.edu.tw/mus

eum.html 

http://catalog.ndap.org.tw/dacs5/Sys

tem/Organization/List.jsp？

CID=519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

所植物標本館 
25.030356 121.50866

The herbarium of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TAIF 

館藏包含植物標本 25 萬提供研究使

用。 
 http://taif.tfri.gov.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

所昆蟲標本館 
25.030356 121.50866   

林業試驗所的森林昆蟲研究始於日

據時代。在 90 年代成立森林保護系

森林昆蟲研究室，以進行森林昆蟲的

相關研究。 

http://insectmus.tfri.gov.tw/index.ph

p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

中心博物館 
25.044859 121.613803

Biod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Academia Sinica  
 

館藏包含植物標本及動物標本 植物

標本 13 萬份、魚類 1.7 萬份及貝類

1000 份，以提供研究使用。 

http://taiwanflora.sinica.edu.tw/ 

http://museum.biodiv.tw/home.asp 

http://taibif.org.tw/xoops2/ 

http://biodiv.sinica.edu.tw/research_

detail.php？r_id=6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2.756158 121.090193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NMP 豐富之動物標本，提供研究展示用 

http://www.nmp.gov.tw/ 

http://coll.nmp.gov.tw/init_web/p-b

009-1.asp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22.050522 120.698204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Biology 

and Aquarium 
NMMBA 

海洋生物館 6500 份動物標本，提供

研究展示用 
http://www.nmmba.gov.tw/ 

中央研究院植物標本館 25.04276 121.615477 Herbarium, Academia Sinica HAST  館藏包含植物標本 13 萬份 http://hast.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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