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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現況問題

有調整之必要性

沒有欄位名稱 暫存檔案格式

欄位格式續亂 亂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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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系統差異

舊系統 新系統

額外下載軟體 需要 免

資料檢核機制 
具學名檢核、值域設定、
地理座標檢核等機制

欄位設定 除詮釋資料外無 均具有必、選填

案件管理功能  

新系統正式啟用前，仍須以舊系統上傳調查資料
惟調查資料格式需轉換為新系統適用方式



調查計畫資料
上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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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資料上傳流程

1. 管理單位新增計畫資料（非管考計畫需由受託單位或

分署進行新增）

2. 執行單位填寫計畫詮釋資料

3. 設定範例檔

4. 依範例檔上傳調查資料

5. 資料檢核通過即完成上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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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上傳管理架構
資料上傳管理

詮釋資料填寫

基本資料

成果報告

範例檔設定 調查資料上傳

調查資料

單筆上傳

批次上傳

其他成果資料 上傳資料檢視

資料列表

空間資料預覽

系統檢核 業務單位複檢

受託單位

分署承辦人

線上上傳教學或

教育訓練



資料填寫規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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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詮釋資料填寫

管考計畫自動帶入
非管考計畫自行填寫

關鍵詞需至少三個不同
的詞條並以「；」區隔

請依計畫內容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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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地點設定 –上傳

只有「樣點」資料才適
用CSV檔上傳方式，如
有穿越線、樣區請線上
繪製或提供完整shp或
kml檔

所有調查方式（樣點、穿越線、樣區）
之調查地點合併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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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地點設定 –手繪

利用線上圖台繪製調查方
式（樣點、穿越線、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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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珍稀物種資料模糊化申請

將依據填入之資料及敏感層級調整資料開放程度：

如原始資料經緯度坐標為（120.154797， 23.524972）

低敏感層級經緯度坐標為（120.154， 23.524）約模糊化100m

中敏感層級經緯度坐標為（120.15， 23.52）約模糊化1km

高敏感層級經緯度坐標為（120.1， 23.5）約模糊化10km

上傳之原始資料仍須提供完整坐標資訊



版權類型 說明

公有領域（CC0）
將資料完整權利釋出到公眾領域，
「不保留權利」的授權選擇，使用本
資料者將不受任何限制。

姓名標註（CC-BY）
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修
改著作（包括商業性利用），惟使用
時須標註資料所有權人姓名。

姓名標註-非商業利用（CC-BY-NC）
允許使用者重製、散布、傳輸以及修
改著作（不包括商業性利用），使用
時須標註資料所有權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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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

http://creativecommons.tw/
向政府承接有價標案，是否屬於商業利用？

http://creativecommons.tw/c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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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檢驗分析單位

用以說明部分調查項目資料源自其他單位

如水質調查「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項目資料源自XX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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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 生物調查資料

➢ 非生物調查資料

• 水質監測

• 底質/土壤/底泥調查

➢ 主題性調查資料

• 濕地碳匯

• 湧泉調查

• 土地利用調查

• 其他成果原始資料

• 生物空間分布（植群圖、自然度圖）

• 定位相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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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格式

如為不確定、儀器故障、沒有資料等之資料統一以「NA」
表示。如欲填寫多位人名，請以「、」區隔。

數字格式

限填數字。如為不確定、儀器故障等之資料統一以

「-99999」表示，不可填寫符號註記，如「>」、「<」、
「*」等各式非數值形式之資料，如欲標示相關內容請額
外新增備註欄位說明。

資料填寫共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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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選擇格式

填入之資料須與限制內清單相符。

檔案分割建議

• 依合約要求項目分別上傳

• 各生物類群調查資料適用欄位不同時

• 資料筆數過大

資料填寫共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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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上傳重複資料

填入之資料各欄位須均不相同。

資料填寫共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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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坐標系統 範例 注意事項

WGS84十進位（度） 121.47093,25.119341 至少包含小數點後第五位

WGS84六十進位（度分秒） 121°28’14.7”,25°06’50.3” 符號須完全相同(Alt+0176=「°」)

TWD97（二度分帶） 162615,2550191 TWD67請轉此格式

✓ 同一批上傳的資料請用相同的坐標系統
✓ 同一計畫下的資料坐標系統不同，請分批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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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穿越線或樣區，可用起始點或幾何中心作為代表坐標，
或可於穿越線、樣區中逐一記錄物種調查點位。

手持式GPS 紙本地圖→GIS工具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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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西元八碼格式「yyyymmdd」，如「20190314」。

若為放置多天的陷阱，請填寫第一天的時間

再透過增列選填欄位「努力量」，填寫放置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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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 分類名稱：調查物種分類名，如「狹口蛙科」或「Microhylidae」

植物類需填科名

• 鑑定層級：所鑑定到的層級，填寫「種」、「屬」...等分類階層

• 物種名稱：中文俗名或學名擇一填寫（依據臺灣物種名錄TaiCoL）

• 物種學名：如鑑定至「種」層級，建議增列此欄位。

僅鑑定至「門、綱、目、科、屬」，請勿填寫。

狹口蛙科 種 小雨蛙 Microhyla fissipes
Microhylidae 科 狹口蛙蝌蚪
雀形目 目 雀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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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http://taibnet.sinica.edu.tw/

• 填寫分類名稱及物種名稱欄位前，建議先至臺灣物種名錄

確認欲填入之資料正確性（避免同種異名及同名異物）

• 臺灣物種名錄TaiCoL如查無學名或資料有誤，請聯繫系統

管理員協助更新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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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同種異名

同名異物

輸入：Japalura swinhonis

輸入：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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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檢核方式說明

學名檢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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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CoL無此中文俗名。

→更換為TaiCoL使用之中文俗名或改為填寫物種學名。

➢ 輸入之中文俗名存在同名異物，請從以下學名中擇一：

→請選擇正確之物種學名。

➢ 分類名稱與TaiCoL資料庫不相符。

→替換分類名稱。

➢ TaiCoL有效學名為：

→替換物種學名。

➢ TaiCoL無此學名。

→確認拼寫方式是否正確或連繫系統管理者（新種或新紀錄
種）。

物種名稱錯誤處置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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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種與新紀錄種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catalogueoflife.taiwan
@gmail.com

臺灣物種名錄TaiCoL仍
有待各方學者協助修訂
名錄，以確保名錄內容
正確性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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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 調查者：兩位以上請以「、」區隔，如「王小明、陳XX」

• 調查方法：該筆調查資料所用調查方法描述。

• 數量：限填數字，如為不確定、儀器故障等之資料統一以

「-99999」表示，不可填寫符號註記，如「>」、「<」、

「*」等各式非數值形式之資料，如欲標示相關內容請額外

新增備註欄位說明。

• 單位：該筆調查資料數量單位。

1 隻

1 鳴叫等級
>10 %

10-19 隻

目視法

鳴叫記數

10,000 Cell/L

王小明
王小明 千

位
以
上
不
需
輸
入
逗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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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數字欄位問題與解決方案

常見問題

受限於檢測方法或設備，無法取得實際值，僅可提供估計值

如：>10、<0.001、10-19...

解決方案

1. 更換合適的檢測方法或設備，取得實際值。

2. 填入估計值後，增列備註欄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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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依據「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設定必填欄位

➢ 建議增列選填「溶氧量」、「導電度(mS)」或「導電度(uS)」、

「透明度」、「葉綠素a」等計算水質指標所需欄位

➢ 海岸型濕地建議增列「鹽度(ppt)」

填寫時請注意須知內各項目單位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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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檢驗分析單位

用以說明部分調查項目資料源自其他單位

如水質調查「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項目資料源自XX檢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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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質/土壤/底泥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本資料表供填寫濕地特定時間、地點之底質/土壤/底泥物化性質。

填寫時請注意須知內各項目單位及格式

• 調查時間：請填寫開始時間，24小時至四碼格式，如「1455」

請確認該儲存格格式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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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碳匯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湧泉調查資料欄位說明

關渡A 20190314 0955 121. 25.0 L 57 31.3 0.002 127

五溝A 20190314 120. 22.3 棲地半自然水體湧出 9.環境教育 24.8 7.56 清澈

4 1 2、3

填寫時請注意須知內各項目單位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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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料

（土地利用、生物分布、定位相片）

土地利用

• 可直接上傳完整shp, kml或利用線上圖台工具繪製

生物空間分布

• 可直接上傳完整shp, kml或利用線上圖台工具繪製

定位相片

• 請利用線上圖台工具分別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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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果原始資料

可接受各式檔案類型如：

文字檔：csv、txt

影像檔：jpg、tif、png

影片檔：mp4、avi

文件檔：pdf

開放文件格式：ods、odt、odp

因資訊安全問題，請勿上傳壓縮檔

如欲繳交之資料不符合必填欄位要求

（獎補助類型資料、物種名錄、環境教育成果．．．）

建議透過此方式上傳相關成果資料。

因應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
須以「開放格式」提供，故
xlsx、docx、pptx等檔案請
另存為ods、odt、odp或
pdf後，再進行原始資料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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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