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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要介紹的魚類資源典

藏包含魚種資料，採集資料，以及網頁資

料。魚類資源的發掘與鑑定是一項持續進

行的工作。當發現新的魚種或是修改刪除

某一個已登錄的魚種時，同時可能也會有

別的實驗室或是同一個實驗室的其他人，

正在更新魚種資料庫。以往，魚種資料更

動的訊息，由於時空限制，不容易即時同

步發佈。因此，就會發生大家對某個魚名

認知不同的問題，大家為了方便，都自己

用自己的資料庫記錄自己認知的魚類資

料，久而久之，每個人的資料庫就都不一

樣了，甚至明明是同一種魚卻發生魚名及

其他資料不同的問題。因此，魚種增刪修

系統，就是要透過網路介面，提供魚類資

料管理系統，達成統一的魚名資料庫，確

實掌握每隻魚所有資料的異動情況，使每

個人都對同一種魚有共同認知。以這個統

一的魚名系統，我們更可以處理眾多的魚

類野外採集資料，分佈系統就是一個統一

的魚類採集資料庫，採集者可以使用自己

慣用的魚名紀錄，只要把資料送上分佈系

統後，系統自動轉換成最新魚名並做統一

的整理，方便以後做研究或是出版研究報

告時資料能經由簡單的查詢來整理出統計

資料。除此之外，網際網路上眾多的魚類

網頁更可以利用搜尋引擎以及知識平台的

技術整理起來，這些網頁資料會架構在魚

種增刪修系統的魚名層級架構上，採集資

料也可以轉成網頁資料提供社會大眾查

詢。綜合以上所說，我們發展的整套魚類

典藏系統，不但可以統一魚名，可以儲存

整理採集資料，也可以收納魚類相關網

頁。使得這整套系統不但可以提供實驗室

內部魚類資料典藏，也可以提供社會大眾

一個了解魚類知識的平台。在這篇文章

中，第一節將說明魚類資源典藏的需求，

第二節說明魚類數位典藏相關系統，第三

節為系統設計概念與架構，第四節作一個

總結。 

關鍵詞：魚類資訊典藏、知識平台、分布、

魚類名錄、魚類分類架構。 

1. 緣由與目的 

魚類資源的發掘與鑑定是一項持續進行的

工作，關於魚類資源發掘鑑定的資料都需

要紀錄下來。在記載的過程中，魚名(學名)
是認知某種魚與其他魚不同的一個重要指

標，它必須是唯一的。但是，目前在紀錄

魚類相關資料的流程中，卻難以以同一個

魚名紀錄同一隻魚的資料。以往，魚種資

料更動的訊息，由於時空限制，不容易即

時同步發佈。一方面是每一個人對於一隻

魚的魚名認知上的不同，不同的人可能參

考不同文獻所記載的魚名。一方面是發現



新魚種或是修改刪除某一個已登錄的魚種

後，沒有一個公定的模式通知其他人或其

他單位。因此，就會發生大家對某個魚名

認知不同的問題，大家為了方便，都自己

用自己所熟知的魚名記錄自己認知的魚類

資料，久而久之，每個人的魚類資料庫就

都不一樣了，甚至明明是同一種魚卻發生

魚名及其他資料不同的問題。這個問題在

平常紀錄魚類採集資料是不會有問題，分

散式的紀錄是可以達到快速的要求，但是

等到實驗室需要出報告，或是需要整合與

統計魚類採集資料時，就必須要靠人力來

對所有資料的魚名做好比對，更正為正確

的魚名。如此一來，只能應付一次的的報

告，但是下一次，以及長久的以後，只要

需要整合與統計魚類採集資料時，就必須

要一直不斷的重複這個耗費比對與更正的

動作，這將會造成人力以及時間的耗費。

因此，本計畫的第一目標，是要透過網路

介面，提供魚類資料管理系統，超越時空

限制，提供統一的魚名層級架構(從界、

門、綱、目、科到屬、種)以及魚類相關資

料庫，利用權限控管以及增刪修流程控

制，達到每個人都對同一類魚有共同認

知，能充分掌握到每個魚種更動的情況，

譬如到底是誰根據哪份文獻、在何時改了

魚名；在魚類相關資料方面，譬如採集、

文獻等等資料也可以以統一的魚名與以整

合，透過統一的介面增加修改以及查詢資

料。 

有了統一的魚名層級架構，本計劃的第二

目標，是希望網路上廣大的魚類網頁資料

也能蒐集起來，整理成為一個集思廣益的

魚類知識平台網站，這些資料可以是實驗

室相關研究資料的蒐集，也可以是實驗室

提供給社會大眾了解相關魚類資訊的窗

口。 

2. 目前相關系統 

關於魚類資料整理目前有多個系統，國外

有 FishBase [1]，它提供了魚類的分類架構

及相關魚類資料介紹及相關連結、搜尋功

能；Species 2000 [5]，包含多種物種的名

錄清單等等。國內有中央研究院動物所製

作的台灣魚類資料庫，除了台灣常見魚類

名錄以外，還有分布、標本、文獻等資料

庫 [2]，類似的有台灣貝類資料庫 [4]。 

3. 系統架構以及功能介紹 

我們系統是 Web-based 的使用者介面，主

要功能可以區分為四大類：魚類基本資料

管理系統、分布系統、魚類知識平台，以

下一一介紹。 

3.1 魚類基本資料管理系統 

如圖 1 所示，這個部分架構出標準的魚類

分類層級及魚種的資料，是整個系統的核

心。以這個核心為基礎，任何有關魚類的

資料，都可以以基本魚名整合串連在一

起。首先說明魚類的分類系統層級架構，

魚類的分類層級架構是階層樹狀的，也就

是說，一個綱下會有許多目，一個目下又

會有許多科，一個科下會有許多屬，一個

屬下會有幾個種。這個樹狀的架構是不變

的，我們系統的基礎是採用的魚類分類系

統是根據 J.S. Nelson 於 1994 年的一書-- 
Fishes of the World 而來 [3]。魚類分類系

統其中的層級資料或學名可能會因為鑑定

或重新發現新的魚種而有所更動。一旦碰

到這樣的情形，要以人工一筆一筆去修改

因為搬動、刪除層級而受到影響的層級資

料，或是所有有關這隻魚的相關資料，是

相當費時的，也很容易因為繁瑣而失誤。

為了要維持整個魚類分類層級從綱到種的



關係架構，我們的魚類資料管理系統能處

理魚名或層級的增加、刪除、移動，並「自

動的」維持住整個資料彼此間的層級關

係，以及所有資料。關於這個部分，我們

設計了基本的功能，包括魚類分類層級與

魚名的查詢、增加、修改、刪除等等。 

 

 圖 1：魚類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畫面上顯示的是綱的層級，若是點選某個綱名，

下一個畫面將會列出這個綱的基本資料，且列出屬於這個綱的亞綱或是目

名，其他分類層級依此類推。 
 

除此之外，還有所謂歷史檔的功能。歷史

檔的功能是把所有曾經在魚類層級以及魚

名作過的更動，不管是增加、刪除、或是

修改資料，都紀錄在歷史檔裡，且要求使

用者要輸入一個更動的原因紀錄下來。當

然因為這個系統是要登陸身分才能進入

的，所以是哪一位使用者作以上的動作也

會自動被系統記載。歷史檔的目的是有兩

個考量，第一個是紀錄所有在魚類層級以

及魚名作過的更動以及原因，就可以確實

掌握這筆魚類資料異動的情況，以玆日後

查察。第二個是使用魚名的考量。並不是

每個人都知道最新的層級名、魚名，若有

人以舊名輸入，系統也是會因為歷史檔的

紀錄自動查出最新的魚名，調閱出正確魚

類資料。 

在魚名的部分，除了最新的魚名要存留住

以外，同種異名的魚名也能跟最新魚名相

互連結。 

綜合以上所說，不論使用者的任何有關魚

類的資料是使用同種異名、或是舊名，都

可以利用這個系統與最新的魚名作連結，

或是直接校正成最新的魚名，以下就野外

採集紀錄資料的情況，說明採集資料如何

統一紀錄到資料庫中。 

3.2 分布系統 



 

圖 2：分布系統內採集資料舉例。 
 

分布系統主要是將實驗室野外採集的魚類

資料整合紀錄在資料庫中，這些資料包括

採集測站、地點以及魚的體長、體重以及

數量等資料。這些資料都是 excel 檔，且

每個人都用自己所熟悉、認知的魚名來記

錄，以往這樣的檔案不容易整合，因此，

我們設計的分布系統有以下的功能： 

 輸入資料：在這個步驟中包含以下部

分。 

 上傳 excel 檔案。 

 檢查魚名。 

 將最後正確資料送入中央資料庫

整合。 

在檢查魚名的部分，因為每個人的魚名都

有可能有錯別字，且有可能是以自己認知

的魚名或是舊的魚名來記錄資料。因此，

在這個步驟中，我們將採取類似 FishBase

的方式，先檢查魚類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

有沒有此魚名，如果沒有的話，就列出同

種異名或有效名符合者、第一個字元與後

三個字元皆符合者、第一個字元與後兩個

字元皆符合者、後三個字元皆符合者、符

合種名或屬名者等魚名。經由使用者檢查

應選擇哪一個魚名，自行在原來的 excel 
file 中修改後重新上載即可，在此附帶說

明的是，如果是同種異名或是有效名符合

的魚名，在進入資料庫時會自動替換成新

名，節省使用者修改的時間。 

 輸出檔案：為了實驗室出報告或是需要

整理資料時，會有將長期以來的分布資

料依條件篩選後輸出的需要，這些篩選

資料包括計劃名稱、區域、地點、測站

名、採樣方法、魚名、日期的範圍等等。 

 觀看資料。 



 統計功能：統計出某個篩選範圍的所有

科有幾種、魚種有幾種，類似的統計功

能可以依照需要繼續開發。 

3.3 魚類知識平台 

我們實驗室早期開發出搜尋引擎的技術，

曾應用在蕃薯藤搜尋引擎。根據搜尋引擎

技 術 ， 開 發 了 所 謂 的 知 識 平 台 系 統

(knowledge portal)。知識平台系統是可以

根據不同範圍的知識，針對 WWW 上廣大

的網頁資料半自動的作蒐集與整理以及全

文檢索。人工的部分是指需要建構層級架

構方面需要人力先自行定義出這個知識範

圍中應該區分出來的目錄層級，再依照所

定義的層級填入相關知識的網站 URL，做

好以上動作後，系統會自動定時將這個網

站上的所有網頁擷取、新增或更新，並且

cache 住，就好像相關的知識會被不斷的

被自動蒐集一樣，省去了以人工整理並維

護資料的困難。而全文檢索更提供了良好

的知識搜尋工具。此系統可以應用在魚類

上，建立一個魚類知識平台，可分為兩方

面，一方面是蒐集實驗室外廣大的魚類研

究資料，一方面是提供實驗室內部的研究

資料選擇性的公佈到 WWW 上。 

 蒐集實驗室外廣大的魚類研究資料：將

相關的魚類知識，也就是網頁網站資

料，蒐集到之前所建立好的魚類基本資

料管理系統的層級架構下，如圖 3 所

示。 

 

圖 3：新增網站到魚類分類架構範例。新增 Introduction to 
chondrichthyes 網站到 chondrichthyes 的目錄下。 

 

 

 提供實驗室內部的研究資料選擇性的

公佈到 WWW。我們系統提供了一個介

面，讓實驗室內部的資料可以轉成網頁

資料放到魚類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上。 

 內部資料庫全文檢索：除了外部 WWW
網頁檢索之外，我們實驗室開發的知識

平台系統還可以對內部資料庫作全文

檢索，不管此資料庫是什麼形式，都可

以讓使用者可以很快的檢索到內部資

料庫的資料，如圖 4 所示。 

 



 

圖 4：系統自動擷取相關網頁後使用者查詢結果。 
 

 

4. 結論 

任何魚類資料，不管是分佈資料、文獻資

料、魚的其他型態特徵、網頁資料的等等

都會牽涉到魚名。有了魚名為基礎，這樣

的系統可以作為所有其他魚類系統有關魚

名部分的基本，將真正是同一條魚但是不

同魚名的資料收集在一起。此外、分類資

源典藏系統的分類層級，以及相關網頁資

料，都可以經由一個我們設計的統一介面

匯入資料庫中，匯入資料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一筆一筆匯入，另一種是以一個文

字檔整批匯入，因此可以很容易的應用到

到其他的物種，只要匯入的資料遵守我們

所定義的文字檔格式，就可以擁有一個物

種分類層級增刪修系統以及知識平台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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