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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態學是一門重視領域合作與資料分享整合的科學，但傳統的生態研究
並未達到這樣的境界。本研究嘗試以鍵連資料技術，以實作的方式，將現有生態資

料庫加以語意連結。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展示鍵連資料技術有別於現行元數據或關連

式資料庫之生態資料管理與分享框架，以達成較理想的生態資料管理、整合與分享

需求。本研究使用了森林火災、植物標本、昆蟲採集、森林動態樣區調查以及台灣

的物種名錄等五個資料庫，以資源描述框架作為資料標準連結資料，讓原本分散難

以分享的資料在最細的單元彼此連結，形成有別於傳統網路的資料管理與分享方

式，並讓機器協助資料處理作業，跨越了系統的界線的連結限制。本研究將鍵連的

內容命名為鍵連開放的生態資料，在 http://ecowlim.tfri.gov.tw/lode上提供研究者使
用。 
關鍵字：資源描述框架、鍵連資料、生態學、資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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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y is a discipline emphasizing integrative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In terms of data management and sharing it hasn’t reached that stat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data, we attempt to build a new approach 
by using Open Linked Data technique. The main purpose of our study is to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ce of this approach from metadata and relational database methods of data 
management and sharing adapted currently. The practice uses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 to make data linkable and machine-readable in the finest level of 
granularity, interweaving data silos into the Web of Data. The new-proposed framework 
for sharing ecological data is so named Linked Open Data of Ecology (LODE). There 
are 5 datasets including forest fire database, plant and insect specimen databases, the 
Nanshi forest dynamics plot census and the catalogue of life in Taiwan tested in this 
practice. To show the scalability and interoperatability, the web http://ecowlim .tfri.gov. 
tw/lode is set fo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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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態學是一門重視跨領域合作與資料分

享整合的科學，但傳統的生態研究目前並未達

到這樣的境界，傳統生態研究一直以個人或小

團隊主導的、小尺度時空的、短期性的觀察與

實驗為主流（夏禹九等 2000）。這樣的研究模
式雖累積了數量龐大的資料，但差異性極大，

這些資料大部分由個別科學家或研究室管

理，因而分散各地，且以不同的方式與工具管

理資料，使得資料的流通與分享困難，其他科

學家往往不知道有那些研究資料，也無法取得

這類資料，更談不上整合資料  (林朝欽等 
2006)。 

1970 年代開始，由於個人電腦的出現，
研究資料開始進入數位化格式，許多複雜的生

態現象藉由數位化的資料分享與整合找到新

答案，此利器促使生態研究的模式發生改變。

自 1980 年代開始，跨領域團隊的、大尺度時
空的、長期性的研究成為新主流 (Reichman et 
al. 2011)。此演化進一步導引生態研究逐漸成
為以密集性與多面向資料探索與整合為主的

科學，對於資料分享的需求因此愈發顯著，因

為傳統的研究模式已無法收集與整合足以解

決較大的生態問題的資料(Porter 2010)；更甚
者傳統生態研究難以分享已發表文獻背後的

原始資料，對強調「可重複」驗證生態假說的

理想無法達成(Parr and Cummings 2005)。雖然
資料分享的需求日益增加，即便各研究學門皆

廣為強調，但資料分享在實務上仍未普及

(Anonymous 2009)。其原因被認為是推動資料
分享仍存在著技術與文化上的藩籬(Parr and 
Cummings 2005)。 
近年來部份國家或國際間對於網路以及

資訊科技的投資，使得精良的資訊軟硬體設施

系統得以建置，大大降低資料分享的技術性困

難，加上科學期刊改變出版政策，新的生態資

料分享文化在生態研究領域已逐漸形成，而使

得生態研究正邁入一個新的研究典範

(Arzberger et al. 2004, Porter 2010, Reichman et 

al. 2011)。 
生態資料分享在網路上的技術可以突破

拜語意網(Semantic Web) (Berners-Lee et al. 
2001) 技術開發之賜，語意網相較於現在普遍
的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是一
個更為理想化的資料網絡。全球資訊網主要是

以「文件」為連結單元的網絡；而語意網則是

透過賦與事物以及關係特定的名稱與型別來

跨越至解析度更高的「資料」網絡。語意網不

僅被設計為一新的資料模型，它特別適合於連

結在許多不同資料模型之下的資料，允許全球

資訊網上的資料庫或文件加上額外的資訊描

述(額外的一層語意)，以及允許跨資料庫的複
雜操作(Berners-Lee et al. 2001)。隨著語意網技
術的日趨成熟，對協助生態資料被發現、取得

以及使用具有相當大的應用潛力。尤其利用語

意網概念中的鍵連資料(Linked Data)技術，可
以發布與相互連結全球資訊網上結構化的與

分散的資料供分享與再使用，此技術在各個領

域中正日益蓬勃發展(Bizer et al. 2009)。在生
物相關領域中，雖然尚未普遍，但已有與物種

多樣性相關的資料集以鍵連資料的形式發布

上網，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自 2009
年起也正籌措生物多樣性資料的發布計畫。 
所謂鍵連資料是一個語意網脈絡下的概

念與資料分享風格，它依循 4個原則建立可以
分享的資料內容(Berners-Lee 2006):1. 使用統
一資源標識(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 URI)
當作事物的名字；2. 使用超文件傳輸協定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HTTP）的 URIs
來使人們得以查循這些資源；3. 當使用者找
到某一個 URI，使用特定標準來提供使用者有
用的資訊；4. 使用者所獲得的資訊包括了通
往其他 URIs的連結，讓使用者可以找到更多
事物。鍵連資料提供了一個資料發布與分享的

新典範 (Bizer et al. 2009)─亦即資料將直接在
全球資訊網上彼此連結，並以全球尺度的資料

空間呈現，這個全球資料空間可以在全球資訊

網上更精確地描述真實世界中各事物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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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應關係，因此可以稱之為資料網(Web Of 
Data)。各連結的資料更進一步可交互連結成
為龐大的鍵連開放資料雲 (Linked Open Data 
cloud)(Bizer et al. 2007)。迄 2010年底已有超
過 200個資料集鍵連開放資料雲上，使用者能
夠輕易的依循語意連結流覽已整合的資料

集，如同一般使用者流覽網頁上的文字或影音

(Jain et al. 2009)。鍵連資料也提供了許多電腦
可以自動處理資料的機制，利用資料內容的語

意連結，此機制讓機器得以在極少人力介入下

自動發現並整理全球資訊網上的資料，便利需

要大規模彙整資料的研究 (Reichman et al. 
2011)。 
本研究嘗試以鍵連資料技術，透過實作的

方式，將現有生態資料庫加以鏈結，本研究主

要目的在展示鍵連資料技術有別於現行元數

據或關連式資料庫之生態資料管理與分享框

架，達成較理想的生態資料管理、整合與分享

需求。本研究共使用了五個資料庫，將之鍵

連，並把鍵連後可使用的整合內容命名為鍵連

開放的生態資料(Linked Open Data of Ecology, 
LODE)，呈現在現有的資料網上提供生態研究
者使用。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使用五個不同來源且分散的資料

庫，分別是林試所的林火生態學資料庫

(Firedb)、植物標本館資料庫(TAIF)、昆蟲標本
館資料庫(Flyhorse)、林務局委託靜宜大學的楠
溪森林動態樣區調查資料庫(FDP-NS)、以及中
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台灣物種名

錄資料庫(TaiBNET)。林火資料庫倉儲 1957年
至 2009年間的 2600筆林火資料；昆蟲標本資
料庫存有 11 萬餘筆標本資料；植物標本資料
庫具有 10 萬餘筆植物標本資料；楠溪森林動
態樣區調查資料為 2005 年第一次調查內容，
含樣區內 18790株之木本植物資料；台灣物種
名錄資料庫由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建

置，為向分類學家徵求而來的台灣各類群物種

之名錄資料，累計有 53253種不同類群物種名
錄清單，及詳細之分類層級資料與學名的使用

現況。 
資料集的建立與發布流程可歸納為四個

工作項目：1. 準備原始資料並建立資料模
型；2. 將資料轉換為 RDF的形式；3. 將 RDF
資料載入專屬的系統，並以推理器建立資料中

隱含的語意；4. 透過鍵連資料介面發布資料
並與其他資料網上的資料集建立連結。整個工

作流程：首先對資料內容進行分析，以找出它

們涵蓋的主題以及相關性，資料進行轉換前尚

需要進行檢核與校正，以使機器得以自動操作

資料轉換的工作，而後建立統一的資料模型，

並挑選、重複使用合適的字彙來增進與資料網

的交互操作性；其次是將非 RDF之資料(包括
了五個關連式資料庫與生態元數據(Ecological 
Metadata Language, EML)文件轉換為 RDF格
式，使資料與 EML文件得以在單一框架之下
被描述與使用。最後透過鍵連資料界面的應用

程式，將資料正式以鍵連資料的形式發布上網

提供連結，並使機器能隨著具備語意的 RDF
連結運行於資料網中找尋相關資訊。 

 
結果 

 
一、 資料庫內容分析 
林火資料庫的資料量 1Mb，內容主要分為

8 個資料表，以 Fireinfo 資料表為中心，內含
2600 筆林火資料，時間尺度橫跨 1957 年至
2009年。Fireinfo資料表記錄了林火的發生時
間、發現時間、受控制的時間與撲滅時間、動

用的消防隊員額、以某一特定記錄年份為界，

先後使用大地座標系統 TWD67-TM2 或
TWD97-TM2的地理座標位置、以及林火影響
面積等資料。向外延伸，其它資料表記錄了林

火發生地包括林業經營管理觀點的林班地、事

業區、林區管理處等資訊；另有採行政觀點的

林火發生地如各級縣市的資料。資料品質上具

有如下的問題：1960 年之前的史料並無確實
記載林火位置，而是以林火發生之林區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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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標為代表、林火發生時間資料中有許多可能

為輸入時順序顛倒造成林火發生時間點晚於

林火撲滅時間點的錯置情況，因此與林火相關

之時間資料，僅林火發生之時間點較具使用價

值。 
昆蟲標本資料庫的資料量 40Mb，內容共

分 33 個資料表，以昆蟲標本資料表為核心，
記錄 11 萬筆標本資料及標本的鑑定、歸檔、
保存等日期以及以度分秒制之座標，但並未記

載所使用的座標系統。其它資料表記有外出採

集標本事件，採集地點(國家、縣市、鄉鎮)，
標本採集者，標本鑑定者，分類資料(界、門、
綱、目、科、屬、種)，標本製作方式，現保
存位置(標本櫃)，以及模式標本等資訊。本資
料庫中部分資料表在資料庫更動的歷史中已

廢棄無實際使用，此外有部分涉及標本出借或

資料庫管理身份等涉及隱私之資料。另外資料

品質有如下的數項問題：資料具有多餘的空白

或亂碼符號、人物或地點描述方式或格式不一

致，例如「台北縣」、「臺北縣」或「Taipei 
County」、「Taibei Co.」等地名上的異名用法、
中文人名轉換為英文拼音後的姓與名順序、拼

法、縮寫格式不同、部份屬於欄位與資料不一

致的狀況，例如內容按照不同語言(中文、英
語)而區分的欄位，當中卻有部分未按照規則
填寫對應語言之資料而出現中英夾雜、未被鑑

定的標本在物種欄位中填入科或屬的資料、以

及名為 county但內容填入縣市資料。 
植物標本資料庫的資料量 174Mb，內容僅

一個資料表，113個欄位，共 10萬筆資料，約
為完整的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資料的一半數

量。資料表的欄位名稱多半依據 GBIF採用的
Darwin Core 1.4版標準而制定，目的是利於搭
配分類學資料庫工作組(Taxonomic Databases 
Working Group, TDWG)所開發的 TDWG資訊
收集存取協定 (TDWG Access Protocol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TAPIR)及其工具，以與
GBIF 進行全球生物多樣性資料的彙整。內容
涵蓋標本的發現記錄，標本類型，採集事件、

保存地點與分類等相關資訊。此外尚有部份欄

位內容是參考 Darwin Core而自訂的欄位，多
半設計為專門存放以中文描述之資料，做為雙

語系使用。資料庫中的資料品質問題如同昆蟲

標本館資料庫，但因其中所儲存者已是經過程

式處理轉換後的資料，因此資料格式與內容較

為一致。由於本資料庫設計之初並未以標本採

集事件做為採集的時間或地點的記錄單位，而

單一件標本採集日期必定只有一日，因此

Darwin Core中雖有要求分別記錄採集開始與
結束時間，但本資料庫中多數情況下二者資料

是重覆的，而例外情況通常是缺少記錄採集結

束的時間之故。單件標本的採集地點、採集者

與鑑定、命名者，很多時候在資料庫中會出現

一欄多值的情況。由於過去建立資料檔案的習

慣上視人為主要使用對象，未將此類資料先行

正規化。 
靜宜大學楠溪森林動態樣區調查原始資

料最初是以逗號分隔數值(Comma -Separated 
Values, CSV)格式儲存，內容涵蓋了 2005年第
一次動態樣區調查樣區中總計 18790株、胸高
直徑大於 1 cm之木本植物的 32493個分枝的
量測資料。這些資料經由林業試驗所資訊工作

小組成員建立 EML文件，描述了調查計畫的
概述、調查時間、樣區地點與西南角座標、調

查人員以及存放調查結果的資料表中的欄位

與變數定義，包括樹木與分枝的編碼、樹種、

每棵樹在小樣方或樣區中的相對位置等，並匯

入由內容管理系統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 )所架設之網站中。 
台灣物種名錄資料庫是由國科會贊助之

計畫，並由中研院與農委會合作建置，並向台

灣的生物學專家徵求而來的台灣各類群物種

之分類資料以及名錄資料，本研究進行時，資

料庫中累計有 53253種不同類群物種，堪稱台
灣現存單一資料庫中最為完整的物種名錄與

分類資料。資料庫中主要分為 17 個資料表，
資料量近 90Mb，當中除記有物種名錄清單，
亦有詳細之分類層級資料與學名的使用現

況。資料內容中有部分分類不明確或學名拼法

有所疑義者，偶會以英文句號、中括號、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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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以事件(event)做為中心，各資料庫可描述與事件相關的其他種種資訊，包括了事件的時間 

(temporal thing)、地點(spatial thing)、原因(factor)、參與者(person)、事件產出的事物(如標 
本 specimen資料)等；產出的事物則另外可與物種分類的概念(species)相連接，做為事件與 
分類的橋樑 

 
等記號做為註解或表示保留之意；資料庫中部

份中文字疑似因編碼問題，成為可能引起系統

錯誤的亂碼。 
 

二、 資料庫內容之語意連結 
由各資料庫內容分析所得，可以歸納出幾

個主題概念與關係，分為：事件(研究計畫、
林火、標本採集、量測) 、發生的原因、事件
發生與結束的時間、地理資訊如事件發生地點

(國別、行政區、林業管理分區、座標)、參與
事件的人物、事件中產生的事物或關注的對象

(標本、樹木主幹與分枝)、以及與這些事物內
在本質相關的外加資訊(如將生物依特徵歸類
後給予的物種的學名與分類的階層等等)，關
係整理如圖  1。圖  1 所示僅為普遍化概念
之呈現，各概念可再細分描述更為精確的子類

別或子屬性，如空間屬性的事物(Spatial Thing)
類別中有國家、縣市等跟地點相關的子類別，

人物可再分為標本採集者、量測者、計畫主持

人等等 。 
物種的概念在本研究中，是經由對實體的

觀察歸類命名而成，而我們可以視標本為一個

已被社群認可的物種的樣本(samples)。一物種
的分布地是經由觀察者在該處採集或調查事

件中發現到的個體或採集到的樣本間接建立

起物種這個概念與地點間的關連。因此研究者

(例如分類學者)只需要維護某一標本與其被認
定的物種「身份」(identity)，即可一併維持物
種與分布地點資料的一致性；而在對物種的分

類狀況有歧見時各資料擁有者也能藉由每件

標本都是獨一無二的特性，保有研究者對物種

身份的認定。但在上述的關係圖中仍缺少了可

以描述生態研究中最普遍的、記載有各種量測

值的資料表。參考 EML文件中對資料表的描
述項目，本研究就「事件」的子類別「量測事

件」建立另外一個足以描述多數資料表的關連

模型(圖 2)。這個模型對於量測事件的定義實
際上並非以「進行一次純粹的量測動作」當作

定義，而是以「量測者針對單一對象進行的一

系列量測行為，這些行為以現有資料為參考，

共享有不可再細分的時間或空間實體的脈絡」

當作一次事件的準則，因此在一次量測中可能

得到多個量測值，圖 3 是楠溪森林動態樣區
調查計畫所觀測的實體、原始觀測資料、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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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依 FDP-NS資料集的 EML文件中描述所建立的資料模型；每一次的量測事件(measuring  
event)都會自其量測對象身上得到(gets value)一個或數個量測值(literal value)；這些量測值 
各自代表量測對象(entity)的某些特徵(quality)，並使用了慣用的單位(unit)來描述這些值 

 
圖 3. 楠溪森林動態樣區調查計畫所觀測的實體、原始觀測資料、轉換後的 RDF資料以及元數 

據之間的關係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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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直接瀏覽鍵連資料界面中的標本資料，圖中可見與標本相關的資訊以及標本之數位化照片 

 

圖 5. 物種名與分布地查詢操作頁面，畫面上列是接受任意關鍵字的全文查詢，中間一列是以物 
種學名(可單用屬名或屬加種小名)查詢，最下方可由已知的 URI直接取回相關資源 

 

110927國家公園學報-70頁為彩色.indd   46 2011/10/7   下午 01:10:54



生態資料管理與分享的新嘗試：語意連結 

國家公園學報二○一一年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45 

後的 RDF 資料以及元數據之間的關係，圖中
以URI為觀測實體命名並以RDF/N3描述了一
森林(F:001)、樹木(T:001)、樹幹(ST:001)與量
測事件(M:001)與其量測值之間的關係。自一
URI 出發的箭頭指向了存有與該 URI 相關資
料之 RDF文件。物種(SP:001)資訊與量測使用
之標準 (如單位、精確度與物理量) 等較為抽
象的元數據概念，另也額外描述了資料欄位內

容各自代表的意思、欄位間的關係以及其與觀

測實體之間進一步的關係。 
 
三、 資料庫內容之發布與使用 

透過提供鍵連資料界面 http://ecowlim. 
tfri.gov.tw/lode，本研究已把資料正式以鍵連資
料的形式發布上網，提供可連結、查詢，使用

者能順著具備語意的連結運行於資料網中找

尋相關資訊。此外系統尚可主動與其他資料集

做連結，讓使用者獲得更多的資訊。換句話

說，在鍵連資料的世界裡，「當你擁有一些資

料，你就能找到更多」。本研究以下列的三個

實例說明以鍵連資料的方式發布的資料集如

何提供使用者查詢資料內容，以及利用鍵連關

係與其他資料集之間的連結，將本研究之鍵連

資料界面視為入口(portal)，使用者可以介接鍵
連開放資料雲，使用與生態研究相關的資料

集。這些資料可直接供人瀏覽內容，抑或是經

由機器處理消化後，由機器將彙整的結果呈現

於使用者面前。 
1. 直接瀏覽 
使用一般的網頁瀏覽器，使用者可以無阻

礙地在本研究已發布的資料集中查詢整合性

內容，亦可與其他相連的資料集之間進行跨資

料集的查詢，並瀏覽或取得原始資料，並由連

結對象的主題、內容與組成的方式獲得這些資

料的背景脈絡，使用者可參考屬性描述之資

訊，或是對資料集的描述之資源，找到本資料

集主要之資料類別，例如一份標本的分類、採

集、地點、人物、時間等。若再依循這些資訊

的連結，使用者可發現更多相關之資訊，圖 4
為直接瀏覽鍵連資料界面中的標本資料，圖中

可見與標本相關的資訊以及標本之數位化照

片。 
2. 物種名與分布地查詢 
使用者可以用學名查詢，並直接瀏覽物種

之資料。以忍冬(Lonicera Japonica)這種植物為
例，與忍冬這個物種有關之資源及名稱分別有

8 個資源以及 12 個名稱，而分布地的資源則
有 88 個。名稱如 Japanese Honeysuckle、
Slingertry、Chèvrefeuille du Japon與スイカズ
ラ等不同的俗名，分布地則可藉由已鍵連的

GeoSpecies資料集，找出了在本研究的資料集
中未記錄的分布點，本例中查詢到忍冬也分布

在美國的威斯康辛 (Wisconsin)、密西根
(Michigan)與麻薩諸塞(Massachusetts)三大州
之中(圖 5)。 
3. 資料間的關係探索 
本研究資料集間的相互關係可以透過關

鍵詞來探索，使用者藉由關鍵詞可以探索語意

連結關係而形成一個關係網，圖 6 以「烏鴉
鳳蝶」與「南投縣」兩個關鍵詞為例。系統以

動態圖形呈現烏鴉鳳蝶與南投縣之間的關

連。結果除了物種與地點的直接關連之外(烏
鴉鳳蝶於南投縣有分布)，亦找出了同在南投
分布的同屬蝶類(寬青帶鳳蝶、昇天鳳蝶)、在
南投採集過烏鴉鳳蝶的學者 Y. C. Chang同樣
在南投參與過的其他採集事件，以及烏鴉鳳蝶

在另一個與南投縣相關的資源─台灣─與台灣
其他縣市的分布情況。鍵連資料的語意連結特

性讓我們得以此工具提供的方法探索廣大資

料中，任意概念之間的關係。 
 

討論 
 
生態學研究資料的整合除了依循相關理

論與框架(Pickett et al. 2007)外, 尚可依詢現有
資料的語意關連來達成，但目前按計畫或研究

目的賦與資料單一面向與定位的資料管理方

式，以及以文件做為資料分享的單元，顯然難

以支持生態學的情境模擬或資料探索的典

範。本研究利用鍵連資料進行資料的語意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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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圖中展示了烏鴉鳳蝶與南投縣之間的關連性；除了由最基本的標本與採集事件而連結， 

還包括了其他分類群在南投的記錄關係，或是由同在南投但屬不同採集事件，由同一記錄 
者串連起的關係等 

 
，其尺度可變動性高，例如本研究的五個資料

集，可將計畫、資料集、研究對象彼此關連，

達到多層面的資料探索功能。在鍵連資料框架

中，我們可依現階段對生態實體、現象與層級

關係的認知來組織觀測資料，除了可依不同問

題或子領域的知識模型為脈絡突顯一實體在

不同面向所處的焦點地位，亦能藉由相連的資

料間接做為生態實體與現象在特定觀點與時

空脈絡下的特徵代表。雖然本研究所測試的鍵

連資料技術，並不是生態學整合問題的完全解

答，但它的語意連結為生態學的資料探索典範

提供了合適的資料與知識的描述框架。這些物

件化的概念毋須如表格文件、資料庫系統等，

在倉儲前就先被強制定位、給予固定的屬性或

儲存空間。將分屬不同子範疇，但與同一實體

相關之資料，依我們現有的、描述該實體的知

識模型來組織連結，讓使用者能容易地理解與

取得這些資料，進而能在日後有需要時，能在

第一時間幫助研究者驗證其假說，抑或是完備

其理論構思。既然學界已證實了使用以計畫為

標的，摘要與歸納出資料集內容的 EML標準
能夠有效地協助生態資料管理，本研究認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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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連資料技術管理生態資料將是個更為合適

的選擇。 
鍵連資料技術除了提供一個較新的生態

資料管理，更提供了後續的資料整合與分析的

便利性。我們將某些特定而繁複的資料查詢動

作重現於網路，並將之轉換成後續將使用的特

定整合或分析功能。亦即具有語意查詢的資料

服務可以輕易地整合在後續的資料分析流程

中，來實現資料的共享。 
本研究在發布資料之前，面臨了資料庫的

資料品質的問題，雖然這些關連式資料庫的欄

位名稱、資料型別的記錄具備了某些程度的語

意，每個欄位中的資料項目仍會因格式、語

法、慣用語或對欄位定義認知不同等因素造成

資料語意上難以分辨或不一致的情況。其原因

為填寫資料內容時未具標準化，例如標本資

料，在填寫當下無從得知或鑑別較低分類階

層，硬填入較高層的資訊，但更適合的方式是

以留白或標記以特殊記號的方式來處理；採集

日期無標準格式等，因此建立簡單的控制字彙

(controlled vocabulary)，是改善生態資料品質
應考慮的方式。 
本研究處理物種學名以「所有分類層級中

的名稱都是獨一無二」的前提對應，但結果發

現單一的關係完全不足以描述看似簡單的概

念間的對等關係，例如「Satyrium」同時為植
物資料集中蘭科(Orchidaceae)、與昆蟲資料集
中小灰蝶科(Lycaenidae)下的一個屬（genus）；
「 Axiidae」則同為昆蟲資料及中鱗翅目
(Lepidoptera)與十足目 (Decapoda)下的一科
（family）。顯然在生態資料中涉及分類學的身
份對應的表示方法，有待更詳細的探究，尤其

是單一的關係蘊含的特性一但被實作於系統

中，便會發生一件事物得到不屬於它的屬性的

連結錯誤(McCusker and McGuinness 2010)。因
此，如任一概念具有隨著時間變化的特性，例

如縣市名稱、轄區界線、分類學名、一地之生

物個體數、一地之人口等，我們需要結合能夠

描述事物隨時間沿革的字彙集，來因應不同時

空背景產生的不一致性。 

結論 
 
以生態學的歧異與複雜性來說，生態資料

管理難有單一合適的資料管理方式。應用元數

據標準為導向的管理方式雖保留資料的原始

性質，但缺乏足夠的語意與連結，在鍵連資料

的框架下，以 RDF 描述的資料可以在避免使
用「標準組合」的情況下，記錄更多可能對日

後重要而有用的訊息，也能解決因不同目的而

建立的資料儲存、存取與描述標準上的差異。

本研究共使用了森林火災、植物標本、昆蟲採

集、森林動態樣區調查以及台灣的物種名錄等

五個資料庫，以資源描述框架為資料標準，讓

資料在最細的單元彼此連結，形成有別於傳統

網路的資料網，並能讓機器協助資料處理作

業，跨越了系統的界線而彼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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