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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SSG為全球41國146個科學及政經專家共同組成之入侵物種專
家群(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ISSG總部所負責建置及維運
的｢全球入侵種資料庫(GISD,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目
前共收入了六百多種全球入侵種詳細的資訊，包括分類名稱、同種異
名、俗名、歸屬分類、物種習性、相近種、分布、棲息環境、對生態
之影響、用途、入侵途徑、擴散方法、移除方法(化學、生物、整合
性) 、生殖、生活史及文獻等等，內容豐富詳盡，且不斷持續在更新
，故深受各界的歡迎，對全球各地入侵種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
全球入侵種資料庫不斷有物種及其內容在更替及更新，為能即時
獲得國外最新入侵種資訊，作為我國防治、移除，以及研究、教育、
保育上之參考，本計畫乃與ISSG合作，預計三年內將ISSG網站中之
GISD予以全面中文化，並建立動態更新機制。使全球華人可以在ISSG
的網站上擷取查詢到中文化的外來種資訊。
目前已完成的工作包括：與ISSG簽署MoU、完成GISD中2/3介面
及全球百大入侵種全部內容之中文翻譯、完成中文翻譯模組及線上修
改軟體、完成GISD 同步資料庫之建立以及舉辦外來入侵種研討會，
邀請ISSG之專家來台與國內專家及本計畫之工作同仁相互交流。
關鍵詞：ISSG,GISD,入侵種, 全球入侵種資料庫，機器翻譯

Abstract
ISSG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 i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onstituted of 146 invasive species experts from 41
countries. ISSG headquarters is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GISD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 Currently GISD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600 world’s invasive species, including information on
taxon, synonym, vernacular name,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 habitat,
distribution, influence, ecosystem, invade path, spread method, removal
method (chemistry, biology, and integration), reproduction, life history
and reference. The contents are detail-abundant and updated
continuously. GISD is popular among the public and makes a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In order to immediately acquire the latest information about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for the purpose of control, removal, research, education
and conservation efforts, this project is cooperating with ISSG and
planning to implement a Chinese version of GISD on the ISSG website
and will build a dynamically renewal mechanism within three years.
So far, the work accomplished includes the signing of a MoU with
ISSG, the completion of 2/3 of GISD interfaces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100 of the World’s Worst Alien Speci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module and the final edition of the on-line modification
software,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ynchronous GISD
database. In addtition, we have organized one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
session in 2009 PNC Conference in Taipei in 8 October. ISSG sent one
delegate to attend and exchange their experiences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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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與背景
外來入侵種是｢造成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影響所
及，不但造成地球上每年數以千計的物種滅絕，也對自然生態系產生
不可逆的破壞，更對農業經濟造成重大損失。因此對所有可能入侵外
來種的調查、監測、預警、防治及移除乃成為全球各國共同努力的目
標，也是生物多樣性公約，以及行政院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中要求推
動的重要工作。有鑑於此，全球自然保育聯盟(IUCN,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之物種存續委員會(SSC,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乃邀請了41國146個科學及政經專家共同組成
入侵物種專家群(ISSG,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ISSG設置宗
旨是為了要蒐集整理全球各國外來入侵種的資訊、知識、技術與經驗
，建立資料庫，成立網站(http://www.issg.org)分享資料並提供諮詢，
以減輕入侵種對自然生態及本土物種的破壞，並尋求更有效的防治、
預警及移除之方法。目前ISSG的總部設在紐西蘭，並在北美、歐洲
及南亞三地設有分部。由總部所負責建置及維運的｢全球入侵種資料
庫
(GISD,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
http://www.issg.org/database)｣，目前共收入了六百多種全球入侵種詳
細的資訊，包括分類名稱、同種異名、俗名、歸屬分類、物種習性、

相近種、分布、棲息環境、對生態之影響、用途、入侵途徑、擴散方
法、移除方法(化學、生物、整合性) 、生殖、生活史及文獻等等，
內容豐富詳盡，且不斷持續在更新，故深受各界的歡迎，對全球各地
入侵種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外ISSG之網頁上還提供了入
侵種相關之文獻、會議、活動、計畫、論文集、問題等各種資訊，並
定期出版簡訊(Aliens Newsletter)及網路版。中研院曾在2003年獲得
ISSG之授權，將其GISD中造成危害最烈的全球百大危害最烈入侵種
(World Worst Invasive Species)之資訊譯成中文，並置於TaiBIF及林務
局或防檢局的網站上公開。然而六年來，這百大入侵種，已有13個物
種被替換，其餘87個物種資訊亦大量更新，且還有數百種百大之外的
入侵種之資訊尚未作中譯。
為能即時獲得國外最新入侵種資訊，作為我國防治、移除，以
及研究、教育、保育上之參考，本計畫乃與ISSG合作，將其網站之
所有英文資訊譯為中文，並作同步更新。
二、材料及方法
1、ISSG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 網站中文化
由於 ISSG 網站流量不大，沒有必要在台灣建立鏡相站，規劃由
我方協助 ISSG 直接修改 ISSG 網站，使其支援多國語言，執行
步驟規劃如下：
(1).收集ISSG 網站使用的詞彙，翻譯成中文備用。
(2).收集ISSG 網站使用的說明圖檔，將圖檔內的英文翻譯成中文
，並製作成相同大小的圖檔備用。
(3).仿效 FishBase 中文化計畫，修改網頁程式，使其支援多國語
言，此項工作包括所有網頁必須改為UTF-8編碼，網頁說明文字
及說明圖檔必須全部改為變數，並隨使用者選擇之語言改變。
2、ISSG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 資料庫內容中文化
ISSG 資料庫目前收集約六百餘筆入侵種資料，每筆資料包含
Taxonomic name, Synonyms, Common names, Habitat description,
General impacts, Notes, Geographical range, Native Range, Known
introduced range, Nutrition, Reproduction, Lifecycle stages等12個主
要 欄 位 ， 其 中 Habitat description, General impacts, Notes,
Geographical range, Native Range, Known introduced range, Nutrition,
Reproduction, Lifecycle stages 等 9 個欄位需翻譯成中文，其內容

特點為，資料筆數雖少，但每筆資料內容繁多，資料之間相異性大
且變動頻仍，中文化執行步驟規劃如下：
(1).於ISSG 資料庫伺服器(紐西蘭) 中建立中文資料庫，中文資料
庫結構與原始資料庫完全相同，並利用每個資料表的 Primary
Key 彼此關連，我方對於原始資料庫僅有唯讀權限，對於中文資
料庫有完整寫入權限，配合網站中文化工作，依使用者選擇之語
言動態改變讀取之資料庫。
(2).於我方資料庫伺服器中建立原始資料庫之備份資料庫，以供追
蹤更新之用。
(3).仿效 FishBase 中文化計畫開發中文翻譯模組軟體，讀取原始
資料庫，翻譯成中文後寫入中文資料庫。中文翻譯模組將以
FishBase 翻譯模組為基礎，擴充詞彙及例句，並反覆訓練提高正
確率。
(4).以人工透過即將開發之線上修改軟體，修改機器翻譯後之內容
。由於入侵種包含各種動植物，相較各單一生物類別資料庫（如
FishBase）
，其資料之間相異性極大，使得靠機器翻譯不易達到良
好效果，必須經由人工修正，提升其正確性，翻譯品質必須達到
可供閱讀(Readable)的程度。
(5).開發自動追蹤更新軟體，透過網路每週追蹤原始資料庫的更新
狀況，自動追蹤更新軟體將比對備份資料與線上資料，一旦發現
變動，軟體將以中文翻譯模組重新翻譯，並將備份資料、原翻譯
、新資料及新翻譯四者，以電子郵件通知負責人工修正的人員，
修正人員再透過線上修改軟體即時修正。追蹤更新執行過後，立
即將原始資料庫複製至備份資料庫，以供下次追蹤更新使用。
三、結果
經過與ISSG紐西蘭辦公室負責人Shayma Pagad以及資訊人
員Bernard 超過40回的E-mail 往返討論，已經完成我方的具體工
作計畫， ISSG紐西蘭辦公室所提的相對計畫，也已經獲得批准
並著手進行，目前ISSG紐西蘭辦公室已在我方協助下完成資料
庫結構修改工作，正依據新的資料庫結構將網頁修改成多國語言
版本，我方工作則按計畫依序進行如下：。
1、規劃設計中文翻譯模組軟體
(1).已取得ISSG 資料庫的完整備份檔(Microsoft SQL backup

file)，並匯入我方的Microsoft SQL資料庫，建立同步資料庫
。
(2).以FishBase中文化計畫所開發的「中文翻譯模組」為基礎
，配合ISSG 資料庫特性做必要的修改，目前已完成修改工
作，並將ISSG資料庫之全球百大入侵種資料，全部匯入進行
程式校正。
(3).本年度鎖定百大入侵種資訊為優先翻譯內容，主要以
SN_SpeciesNotes 資料表內容為主包括：
(a) Habitat Description
(b) Species Description
(c) Nutrition
(d) Reproduction
(e) Lifecycle Stages
(f) Summary
(g) Management Info
(h) Geographical Range
(i) General Impacts
(j) Notes
(k) Uses
(l) Principal Sources
以上除了(l) Principal Sources，因為內容為參考文獻，需保
留原文，以利讀者追蹤原文文獻，因此未加翻譯，其餘均
已完成翻譯。
2、規劃設計中文內容更新維護軟體
(1).本團隊於四月份向ISSG紐西蘭辦公室提議，採用
PHP+MySQL模組開發網站及內容更新維護軟體，經過討論
後，對方認為由於有些技術問題無法克服，因此決定繼續沿
用ISSG目前的ASP+ MSSQL 模組。
(2).為避免不相容性的情形發生，中文內容線上更新維護軟
體，需配合採用與ISSG相同的ASP+ MSSQL 模組，由於近
幾年來，我方的資料庫都已經全部改為PHP+MySQL 模組，
使得線上更新維護軟體的開發工作，倍極艱辛，目前已完成
軟體初版，並即展開測試、修改的工作。
(3).2009年年底收到ISSG紐西蘭辦公室負責人Shayma Pagad

來信指出，由於GISD 資料庫目前系委外管理，恐怕暫時無
法配合我方資料庫同步的需求。依照雙方簽訂的備忘錄，雙
方皆須提供其資料庫的唯獨權限予對方，並配合執行資料庫
同步的工作，我方則早已依據備忘錄展開相關工作，對方遲
至年底才通知我方無法配合資料庫同步的需求，實在讓人有
些措手不及，目前ISSG紐西蘭辦公室僅能定期提供(每月或
每季)其資料庫備份檔，由我方以人工操作的方式，匯入資
料庫，進行後續工作。
3、協助規劃設計ISSG網站多語版本
(1).由於ISSG紐西蘭向農委會所申請之國際合作補助項目，
較晚核定通過，故ISSG紐西蘭辦公室的配合工作略有延誤，
10月份邀請ISSG紐西蘭辦公室代表William (Bill) Nagle 來
台參加太平洋鄰里學會(PNC)舉辦的國際會議，也邀請國內
從事入侵種調查的研究團隊，共同討論，William (Bill) Nagle
表示，ISSG紐西蘭辦公室會全力支援此計畫。
(2).由於ISSG 紐西蘭辦公室，暫時無法完成網站多語版本的
工作，目前已於中央研究院成立獨立的百大入侵種中文版網
站（網址：http://gisd.biodiv.tw 如附圖）
，再請ISSG網站與中
文版網站連結，如此，可以在盡量不修改ISSG網站的情形下
，增加中文版功能。唯此舉只能增加中文版功能，無法順便
達成多國語言的功能，故目前僅作為暫時性替代方案， ISSG
紐西蘭辦公室正設法克服障礙，計畫將ISSG網站由紐西蘭奧
克蘭大學移往移往義大利ISSG總部，以期獲得充分的支援，
盡快完成網站多語版本的工作。
4、2009年10月8日於PNC會議中舉辦生物多樣性主題之議程，
主題為「外來入侵種」
，與會人數約40人，會中討論熱烈，彼
此交換許多重要的心得，對未來工作助益甚多。
四場以外來種調查及資料庫建置為主題之演講，分別是，.
Shyama Pagad & William (Bill) Nag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 vital tool in the conservation of
species
Chiou Chyi-Rong & Wu Shan-Huah（邱祈榮暨吳姍樺）
The introduction to national investigation on invasive plants in

Taiwan
Liang Shih-Hsiung（梁世雄）
Status of invasive animals in Taiwan through a survey of pet
trade
Chao Jung-Tai（趙榮台）
Taiwan Alien Species Information Network (TASIN).
四、 討論與結論
1. 本計畫需與ISSG紐西蘭辦公室共同合作完成，其中由紐
西蘭負責的工作，起步較晚，略有延誤，由我方負責的的
工作，則依序進行中。
2. 雖然雙方合作備忘錄中，已就工作項目、進行方式達成共
識，但實際進行時，仍必須考慮雙方技術能力、硬體資源
及軟體資源後，做必要的工作調整。
五、研究成果與建議
1. 本計畫已完成ISSG百大入侵種中文網站
(http://gisd.biodiv.tw)。
2. 本計畫之成果，將以物種學名，連結整合入國家生物多
樣性入口網 TaiBIF(http://www.taibif.org.tw)，及台灣物種名
錄TaiBNET(http://taibnet.sinica.edu.tw)，並將完整內容燒錄
至光碟，提供委辦單位建檔保存。
3. 本計畫將與國內其他有關入侵種的調查計畫，充分配合
，交換資訊，彼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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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PNC 會議中生物多樣性主題議程邀請之 ISSG 學者 CV
CV Summary - William (Bill) Nagle
William (Bill) Nagle is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and is a member
of the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 of the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Bill works on invasive species management projects across a range of
taxa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with the Pacific Invasives
Initiative, a programme of the Pacific Invasives Partnership which is a
Working Group of the Pacific Roundtable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Bill
has a background in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directed a horticultural
research station for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and has taught in
terti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New Zealand and Papua New Guinea.
This work led him to the invasive species management area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e has helped develop training courses in
botany and ecology for New York City teachers at The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His interest now is in working with Pacific Island
agencies to develop capacity for invasive species management.

附件二、PNC會議中William (Bill) Nagle 之報告摘要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 vital tool in the conservation of species
Pagad, Shyama
IUCN SSC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Email: s.pagad@auckland.ac.nz
Nagle, William
Pacific Invasives Initiative
IUCN SSC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Email: w.nagle@auckland.ac.nz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s Assessment lists invasive species as one of
five direct drivers behind biodiversity loss. The recently published
analysis of the 2008 IUCN Red List shows that invasive species are the
third most severe threat to mammal and bird species, the fourth most
severe threat to reptile species and the fifth most severe threat to
amphibian species. Invasive species do not respect borders and their
threats are significant. To successfully tackle these global threats,
adequate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is essential. This knowledge then
underpins the capacity for e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vasive species management actions.
Invasive species data and information are recorded by different sources in
different ways an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scales. Researchers, practitioners
and decision makers require this data and information in aggregated
collections for analysis and synthesis. Reliable data and metadata is
required for predicting biological invasions, for early warning and for
monitoring trends. Global species databases, inventories and planned
integrated networks are some of the ongoing initiatives in the field of
introduced species data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Rapid changes i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creased global connectivity can provide practitioners
with an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y to handle the unique challenges of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by providing new tools for both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o suit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user.
In this presentation I will discuss the sharing of invasive species
information, both data and good practice. I will review existing global
initiatives, including the IUCN ISSG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
and assess the potential of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disseminating
invasive species data and information.

附圖一、GISD 世界百大入侵種中文版首頁

附圖二、物種生態資訊頁-以入侵紅火蟻為例

附圖三、物種影響資訊頁-以入侵紅火蟻為例

附圖四、物種分佈資訊頁-以入侵紅火蟻為例

附圖五、物種管理資訊頁-以入侵紅火蟻為例

附圖六、物種參考文獻頁-以入侵紅火蟻為例

附圖七、物種專家聯絡資訊頁-以入侵紅火蟻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