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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獎金得主敦促生物學家往大
方向思考 
GBIF久負盛名、一年一度的Ebbe Nielsen獎，
2013年得主是一位葡萄牙籍科學家，他設計大尺
度實驗以揭露物種分布模式的背後過程。

Miguel Bastos Araújo將利用30,000歐元獎金發展
「Ecotron」實驗設施，測試對環境變化將如何影
響不同地區物種組成的各種預測，從而協助保育
決策的制定。

Araújo是隸屬西班牙研究委員會(Spanish 
Research Council) 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s)研究人
員，同時也是葡萄牙Évora大學和丹麥哥本哈根大

學的客座教授。

GBIF科學委員會從
GBIF國家會員們提名
的人選中選出Araújo，
獎勵他利用生物多樣性
資訊學對環境現象做預
測和建模的創新研究，
特別是在不同氣候變遷
景象對區域性和全球性
生物多樣性模式的影響
方面。

Araújo在GBIF網站上
發表看法，敦促生物學
家們「往大方向思考
(think bigger)」，在大

尺度計畫上彼此合作，以回答有關地球上生命的
關鍵問題。

詳情請見…

可在此聆聽Miguel Araújo談話之錄音檔…

GBIF科學委員會同時宣布了2013年兩位青年研究
獎得主名單。詳情請見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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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政策
宣布青年研究獎得主
GBIF科學委員會宣布了兩位青年研究獎得主，頒
發獎金4,000歐元，用以促進GBIF網絡內國家會
員其大學研究生的創新研究和發現。

Emma Gomez-Ruiz是一位目前在美國德州A&M
大學做研究的墨西哥籍博士生，她準備利用以
GBIF為媒介的資料導出的模型在地圖上標記「花
蜜廊道(nectar corridor)」，亦即瀕危墨西哥長
鼻蝙蝠(Leptonycteris nivalis)的遷徙途徑。此種
攝取花蜜的蝙蝠每年都從墨西哥中部隨著龍舌蘭
(agave)花期遷移到美國南部；牠們是數種植物的
重要授粉媒介。Gomez-Ruiz期望能增加對此廊道
(包括氣候變遷的影響)了解，藉以幫助長鼻蝙蝠的
保育工作。

GBits科學副刊
跟之前一樣，在本期GBits出版的同時也出版了一
份《科學副刊》。本期副刊強調的研究中有一個
是利用以GBIF為媒介的生物多樣性紀錄，預測在
氣候變遷下數千種常見植物和動物其地理範圍的
大幅削減情形；被發表在知名的《Nature Climate 
Change》裡。此研究被全世界媒體報導，並報導
於GBIF網站發布的新聞稿中。

本期副刊的其他特色為：對英國「dirty dozen」
高風險水生入侵種的研究、對巴西季節性乾燥森
林內其保護區功效的研究、以及稀有物種的保育
對保護生態系統關鍵性功能其重要性的研究。

下載GBits科學副刊...

參與GBIF
以色列 加入GBIF
以色列已成為GBIF的新會員。

以色列自然暨公園管理局(Israel Nature and Parks 
Authority, INPA)主任Shaul Goldstein新近簽署了
一份GBIF瞭解備忘錄(MoU)，擬定措施以推動和
促進自由和開放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存取來支持研
究與政策。

INPA首席科學家Yehoshua Shkedy對此備忘錄發
表談話：「這步驟代表以色列對全球性生物多樣
性保育和管理工作的承諾。以色列在生物多樣性
方面豐富的科學活動包括了博物館典藏和生態研
究，因此以色列的正式加入GBIF，對加強生物多
樣性資料的普及化和使用性方面以及對自然保育
和研究的國際合作方面都可做出真正貢獻。」

以色列在生物多樣性資料協調方面已經有所進
展；一個整合來自以色列各不同機構生物多樣性
資料的聯合計畫建立了以色列生物多樣性網站
(BioGIS)，提供物種分布查詢、分析、建模和視
覺化類型的先進工具。

以色列剛開始是以副會員身份加入GBIF，在5年
內可以選擇成為投票會員。

詳情請見…

Nathan Ranc是一位法國籍的瑞典Stockholm大學
碩士生，他預計將經由
GBIF系統取得的269種
地中海區哺乳動物的紀
錄和他計畫獨立製作的
資料庫做比較，評估以
GBIF為媒介的資料的
偏差(bias)。Ranc的計
畫合作者為義大利羅馬
的La Sapienza大學；
此計畫將找出資料數量
很少的物種和地區，以
幫助設計資料流通的戰
略。

http://www.gbif.org/orc/?doc_id=5305
http://www.biogis.huji.ac.il/
http://www.biogis.huji.ac.il/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showsingle/article/israel-joins-gb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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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的參與情形另有一個改變，即是安道爾
(Andorra)已從副會員的身份升為投票會員。

資訊學
釋出IPT v2.0.5版
GBIF資料整合發布工具(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kit, IPT)的新版本已經可以讓大家使用，其所
改進的功能包括：新增葡萄牙文版本、可設定資
料集被自動發布的能力、更容易客製化、以及解
決一些程式錯誤。

詳情請見開發人員的部落格貼文...

感謝巴西聖保羅大學(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生物多樣性暨計算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on  
Biodiversity and Computing)志願人員的努力，將
IPT翻譯成葡萄牙文。

網絡新聞
美國啟動新生物多樣性資料系統
美國地質調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是
GBIF的美國節點，它推出了一個提供1億多筆紀錄
的新入口網，幾乎涵蓋了出現在美國的每一個物
種。

在此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Serving Our Nation 
(BISON)入口網 和相關網絡服務中的資料大部分
來自那些經由GBIF全球網絡發布資料的機構們。

網站包括互動式地圖，讓使用者可以將物種出現
紀錄與並列的50多個環境資訊圖層視覺化。

新入口網在地圖上標記比利時螞蟻物種
比利時生物多樣性平台(Belgian Biodiversity 
Platform)是GBIF的比利時國家節點，它推出了一
個新的數位圖解集(digital atlas)，幫助將比利時螞
蟻物種的分布視覺化。

此入口網提供至「Formidabel」資料庫的途徑。
資料庫包括比利時境內76個本土螞蟻物種和9個
引進螞蟻物種的27,000多筆紀錄，這些資料來自
田野研究、博物館典藏和文獻。最早的出現紀錄
可追溯到1866年5月，最新的紀錄是來自2012年8
月。

Formidabel (FORMIcidaeDAtabaseBELgium)
是比利時生物多樣性平台(Belgian Biodiversity 
Platform)以及兩個研究Flemish和Wallonian螞蟻工
作小組之間合作的成果。

此圖解集資料已被發布到GBIF，並被描述於
Zookeys期刊發表的一篇資料文章中。

西班牙發表第一篇資料文章
ZooKeys期刊中發表了一篇西班牙Oviedo大學描
述Odonata (蜻蜓和豆娘)典藏並經過學術審查的
資料文章。

這份手稿產生自GBIF西班牙節點於3月間在馬德
里舉辦的一個資料文章發表工作坊。此活動聚集
了21位參與者，他們來自經由GBIF發布資料的各
機構。有更多工作坊期間產生的資料文章正在被
準備或審查中。

此工作坊是由GBIF 核心資金支助的3個協調計畫 
之一，用以促進大家將資料集的詳細描述(後設資
料)寫成論文，並在學術期刊上發表。

工作坊的詳細資訊請見…

Bioblitzes慶祝世界生物多樣性日
為慶祝2013年5月22日的世界生物多樣性日，一
些身為GBIF國家節點的機構舉辦了bioblitze活
動；世界生物多樣性日是在2000年由聯合國會員
大會正式通過，目的是要促進對生物多樣性議題
的了解與認知。

Bioblitz活動是民眾和志願科學家們一同在指定的
地點在指定的時間內(通常是24小時)記錄所發現
的物種，然後將這些紀錄經由包括GBIF網絡在內
的途徑發布在網路上。

愛爾蘭：有260多人於5月25日集合，參加由國家
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舉辦的年度bioblitze活動；
這個活動是在愛爾蘭共和國和北愛爾蘭的4個地點
舉行，比賽哪個地點能記錄到最多的物種。結果
得獎的是北愛爾蘭Fermanagh郡的一個私人莊園
Colebrooke Estate，在24小時之中記錄到1,086
個物種。國家電視頻道RTÉ One有直播部分的
bioblitz。 

愛爾蘭2013年 bioblitz詳情請見…

哥斯大黎加：公民科學家們於5月26-27日在一個
生態公園INBioparque舉行的bioblitz期間記錄了
236個物種；此公園 臨近首都聖荷西，是GBIF
的國家節點INBio所擁有。此bioblitz活動記錄了
過去在公園未見過的17個昆蟲科，包括：鞘翅目
(Coleoptera，甲蟲)的7個新科、雙翅目(Diptera，
蒼蠅和蚊子)的4個新科、臭蟲的3個新科、鱗
翅目(Lepidoptera，蝴蝶) 的1個新科、脈翅目
(Neuroptera，蟻獅) 的1個新科和蜻蜓的1個新
科。

http://gbif.blogspot.dk/2013/05/ipt-v205-released-melhor-versao-ate-o.html
http://www.biocomp.org.br/
http://www.biocomp.org.br/
http://bison.usgs.ornl.gov/
http://bison.usgs.ornl.gov/
http://www.biodiversity.be/
http://www.biodiversity.be/
http://www.formicidae-atlas.b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697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zookeys/article/4898/abstract/formidabel-the-belgian-ants-database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zookeys/article/5289/abstract/iberian-odonata-distribution-data-of-the-bos-arthropod-collection-university-of-oviedo-spain-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zookeys/article/5289/abstract/iberian-odonata-distribution-data-of-the-bos-arthropod-collection-university-of-oviedo-spain-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zookeys/article/5289/abstract/iberian-odonata-distribution-data-of-the-bos-arthropod-collection-university-of-oviedo-spain-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showsingle/article/support-for-projects-to-promote-data-paper-publication
http://www.gbif.es/formaciondetalles.php?IDForm=108#ad-image-0
http://bioblitz.biodiversityirelan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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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丹麥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Danish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DanBIF) 和哥
本哈根大學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合作，於5月17
日在Østre Anlæag舉辦了一場bioblitz；Østre 
Anlæaga 是在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個公共公園。
約有200名學童和28位各分類群專家參與此項活
動，活動結束時共記錄了357個物種。

新艾伯丁裂谷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艾伯丁裂谷生物多樣性監測暨資訊系統(Albertine 
Rift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 ARBMIS) 推出了一個新入口網，提供
此非洲東部地區獨特的生物多樣性方面資訊。艾
伯丁裂谷保育協會(Albertine Rift Conservation 
Society, ARCOS)是GBIF的一個副會員，它和該
地區的其他合作夥伴們共同研發了入口網。此入
口網是由JRS生物多樣性基金會資助。

艾伯丁裂谷跨越盧安達、浦隆地、烏干達、坦桑
尼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一部分；它屬於一個山
區生物多樣性熱點。此地區的山脈源自於火山，
並包括山地大猩猩棲地的Virunga國家公園。

詳情請見…

OpenUp!達到一百萬標的
已經運行兩年的歐盟計畫OpenUp!經由歐洲數
位圖書館Europeana提供了一百多萬筆多媒體物
件，這些物件包括高品質的照片、影片、錄音檔
和自然歷史藝術品。 

此計畫另還出版了300多個與計畫相關的文件，例
如手冊、影片和幻燈片介紹等，以及其他與生物
多樣性資訊和數位圖書館領域相關的出版品。

OpenUp!是歐盟資助並由GBIF節點們彼此合作的
計畫之一，主持此計畫的是協調德國GBIF節點
們的Berlin-Dahlem植物園暨植物博物館(Botanic 
Garden and Botanical Museum Berlin-Dahlem, 
BGBM)。

最新新聞和內容重點請見Open-Up部落格。

區域合作
非洲節點確認資料應用與研究優先方向
非洲的GBIF會員節點們已經確定了外來入侵種、
特有種、海洋資料、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和藥用植物為該地區
資料應用和研究的主要導向。

12個非洲的GBIF國家節點和國際組織於4月間在
南非Pretoria舉行的區域會議上討論這些優先事
項。來自安哥拉和納米比亞(Namibia)的參與者，
因為不是GBIF會員，所以是以戰略合作夥伴的身
份參加。

非洲節點們並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將確定一個
外來入侵種的區域性計畫來展示資料與科學的介
面。南非的GBIF國家節點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機
構(South African National Biodiversity Institute)
將經由JRS生物多樣性基金會資助而委任一位區
域協調者，為非洲南部和目前GBIF的節點們制定
一個生物多樣性資料評估及行動計畫(Biodiversity 
Data Assessment and Action Plan)。

GBIF 2012 年度報告與科學回顧
GBIF很高興宣布2012年的年度報告已經出
版。隨著年度報告出版的是一份嶄新的年
度科學回顧，記錄2012年間230多個利用
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做研究、並經學術審
查過的研究。這兩份出版品都可在線上取
得，並可要求取得印刷紙本。

下載 2012年度報告... 

下載2012科學回顧...

http://bioblitz.dk/
http://bioblitz.dk/
http://www.arcosnetwork.org/index.php/en/interactive-mapping.html
http://www.jrsbdf.org/
http://arcosnetwork.org/index.php/en/latest-news/178-launching-of-the-albertine-rift-biodiversity-portal.html
http://www.open-up.eu/
http://www.europeana.eu/portal/search.html?query=*:*&qf=PROVIDER:OpenUp!
http://www.europeana.eu/portal/search.html?query=*:*&qf=PROVIDER:OpenUp!
http://open-up.cybertaxonomy.africamuseum.be/documentation
http://openupblog.blogspot.de/
http://www.sanbi.org/
http://www.sanbi.org/
www.jrsbdf.org/
http://www.gbif.org/orc/?doc_id=5304
http://www.gbif.org/orc/?doc_id=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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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加強能力建設
GBIF在西班牙、哥斯大黎加和墨西哥的節點們於
四月間共同舉辦了一場工作坊，加強拉丁美洲在
利用資料和資訊技術以保育生物多樣性方面的區
域能力建設。

為期五天的培訓活動匯集了來自九個國家 – 阿根
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墨西
哥、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和西班牙 – 的31位與會
者，地點是哥斯大黎加Puerto Viejo de Sarapiquí
的La Selva生物站。

此活動是由GBIF的副會員Ibero-American 
Programm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CYTED)所資助。活動是
Iberoamerican 生物多樣性資訊基礎建設(I3B)計畫
下的一系列區域工作坊的第二場；預備於2014年
在墨西哥和2015年在巴西舉行其他工作坊。

工作坊的詳情請見...

工作坊調查東亞物種名錄狀態
包括來自日本、韓國和臺灣的GBIF節點管理者參
加了於三月間在日本舉行的一個工作坊，他們找
出在瀕危物種(Red List)、外來入侵種和名錄方面
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數位化清單的落差情形，並探
討如何將資料內容和選項標準化以發布此地區資
料到GBIF。

此活動是亞洲節點名錄資料流通合作倡議的一部
分，活動地點是在位於Ibaraki的GBIF日本節點
「國家自然暨科學博物館」。

新資料
加拿大
總部設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從其典藏發布了30多萬筆鳥
類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9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94)、兩
棲類與爬蟲類、以及哺乳動物紀錄。

此博物館有重要歷史性典藏，包括鳥類學家
James Henry Fleming的收藏，它曾經被認為是北
美洲涵蓋最廣的私人鳥類收藏。已經滅絕的鳥類
物種(包括New Zealand Huias、Labrador Duck、
Great Auk和Carolina Parakeet)其皮膚及132個

旅鴿(passenger pigeon)標本都是博物館藏品的
一部分，博物館並有高度瀕危的夏威夷蜜旋木雀
(Hawaiian Honeycreepers)和達爾文雀(Darwin' s 
finches)的皮膚。

美國
兩個新發布者 – 喬治亞州的喬治亞南方大學和德
州達拉斯的Perot自然暨科學博物館 – 經由GBIF分
享了紀錄。

喬治亞南方大學發布的資料是來自Savannah科學
博物館的爬蟲類典藏；此典藏的35,000個標本代
表了約95％的喬治亞州爬蟲類和兩棲類物種。

Perot博物館的前身是1930 年代開始的達拉斯自
然歷史博物館，它發布了從古生物標本到近期動
物紀錄的美國南方資料紀錄。

這兩個資料集託管於VertNet，一個由美國國家科
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資助的脊
椎動物典藏資料流通計畫。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發布了大約90,000筆的新紀錄，其中
包括咖啡種植園裡的植物、鳥類和螞蟻紀錄；
此由哥倫比亞全國咖啡種植者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ffee Growers of Colombia)發布
的調查紀錄是一個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咖啡生產區
的計畫的一部分。

其他哥倫比亞的資料集包括濕地復育計畫普查植
物，此計畫涉及Magdalena 河流域的在地漁民社
區；以及位於亞馬遜科學研究所(Amazo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INCHI)的哥倫比亞亞馬
遜植物標本館 (Colombian Amazon herbarium)標
本資料。

委內瑞拉
從GBIF入口網已可取得將近1,000個南美洲和中美
洲昆蟲物種的資料，這些昆蟲資料來自委內瑞拉
Caracas的一個典藏。委內瑞拉目前不是GBIF會
員，但是委內瑞拉中央大學(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受「美洲各國間生物多樣性資訊
網絡(Inter-Americ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Network, IABIN) 」資助而從Museo del Instituto 
de Zoologia Agricola (MIZA)發布了27,500筆昆蟲
紀錄；IABIN是GBIF副會員。

http://www.cyted.org/
http://www.cyted.org/
http://www.cyted.org/
http://www.recibio.net/home-i3b/
http://www.recibio.net/informacion-biodiversidad-conservacion/?postTabs=0
http://www.rom.on.ca/en
http://www.rom.on.ca/en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9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94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92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92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95
http://www.georgiasouthern.edu/
http://www.perotmuseum.org/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893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885
http://www.vertnet.org/publishers/iptFAQ.php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27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33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28
http://www.federaciondecafeteros.org/
http://www.federaciondecafeteros.org/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4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4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26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26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26
http://www.ucv.ve/
http://www.ucv.ve/
http://www.miza-ucv.org.ve/
http://www.miza-ucv.org.v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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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的一個私人典藏「 León 昆蟲博物館」
發布了126,500筆昆蟲紀錄；這些昆蟲來自中美
洲和世界各地。尼加拉瓜目前不是GBIF會員，資
料發布者是經由GBIF的副會員Ibero- American 
Programm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CYTED)認可。

德國
柏林的für Naturkunde博物館發布了50多萬筆世
界各地海水浮游生物化石的紀錄。這些紀錄來
自海王星深海微化石資料庫(Neptune Deep-Sea 
Microfossil Database)，它匯集了三大海洋探鑽計
畫收集了數十年的沉積物岩芯紀錄。 

另一個化石資料集是由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發布，此大學從其用來教學和獨
立研究的古生物典藏中分享了6,000多筆紀錄。

德國法蘭克福的Senckenberg博物館從其德國
robber flies (Asilidae)圖解集發布了一個新資料
集。新資料集有將近15,000筆紀錄，包括德國境
內確認有紀錄的Asilidae科所有81種的資料。

奧地利
奧地利Innsbruck的Tiroler Landesmuseum 
Ferdinandeum博物館發布了將近100,000筆蝴蝶
和飛蛾紀錄；這些物種來自奧地利、德國、意大
利和斯洛維尼亞部分地區。

法國
GBIF的法國節點「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從一個
法國淡水魚類普查發布了54,300筆紀錄；此普查
的目的是收集法國境內淡水魚類的分布資料和修
改淡水魚類圖解集。

荷蘭
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生物多樣性暨生態系統動力學
研究所(Institute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Dynamics, IBED)發布了涵蓋40年研究安第斯山脈
高山苔原區的植物資料。此研究所分享了15個資
料集，包括近45,000筆Páramo 生態系統的紀錄；
Páramo 生態系統主要分布在委內瑞拉、哥倫比
亞、秘魯和厄瓜多爾，研究人員自1970年開始即
在那裡工作。

由荷蘭發布的其他新紀錄包括鹿特丹自然歷史博
物館發布的資料集，它涵蓋1964年在荷蘭採集共
有400多種的 135,000多筆飛蛾觀測紀錄。

西班牙
GBIF西班牙節點發布了10個資料集共283,000
筆的紀錄。其中一個資料集來自西班牙海洋研究
院，記錄的是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海岸100至
2000公尺水深的捕獲魚種；資料集紀錄了共71科
150多種魚類。

其他由GBIF西班牙節點發布的紀錄包括：5個植
物標本館的植物資料、甲殼類紀錄、以及巴塞隆
納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古生物典藏資料。

日本
國立遺傳學研究所由其日本 ground beetles資料庫
發布了32,600筆甲蟲紀錄。

南韓
南韓發布了將近1百萬筆新紀錄，包括來自韓國生
物資源中心(Korean Biological Resources Centre)
的一個綠藻紀錄資料集、韓國森林服務(Korea 
Forest Service)包括鳥類和植物的3個資料集、以
及南韓最大的昆蟲標本資料庫的將近360,000筆紀
錄。

GBIF應用
Map of Life升級版完全使用以GBIF為媒介
的資料
Map of Life已將其入口網升級，以包括所有經由
GBIF流通、具地理參照資料的紀錄。此計畫開發
於美國，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在物種分布方面的全
球性知識基礎(knowledge base)；之前僅使用脊椎
動物紀錄。

升級詳情請見…

http://www.bio-nica.info/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15
http://www.cyted.org/
http://www.cyted.org/
http://www.cyted.org/
http://www.cyted.org/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847
http://www.fu-berlin.de/
http://www.fu-berlin.d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20
http://www.asilidae.d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18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18
http://www.tiroler-landesmuseum.at/
http://www.tiroler-landesmuseum.at/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839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839
http://www.mnhn.fr/le-museum/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13
http://ibed.uva.nl/
http://ibed.uva.nl/
http://ibed.uva.nl/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520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520
http://www.hetnatuurhistorisch.nl/
http://www.hetnatuurhistorisch.nl/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09
http://www.ieo.es/
http://www.ieo.es/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698
http://w110.bcn.cat/portal/site/MuseuDeCiencies?lang=en_GB
http://w110.bcn.cat/portal/site/MuseuDeCiencies?lang=en_GB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14
http://www.nig.ac.jp/english/index.html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62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36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44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826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45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745
http://www.mappinglife.org/
http://mappinglife.wordpress.com/2013/04/30/now-over-500000-species-and-over-350-million-records-in-map-of-life-with-new-ways-to-dis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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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新聞
5月時英國BBC廣播電台的「Science in Action」
節目介紹了 GBIF。

可在此聆聽...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刊登了一篇有
關哥倫比亞生物多樣性的特寫；資料是由GBIF哥
倫比亞節點SiB Colombia所提供。

可在此閱讀此篇報導…

5月23日在德國Trier舉行了一場記者會，會中介紹
了跨界大區(transboundary Greater Region)生物
多樣性入口網；此入口網提供此區 – 位於Rhine, 
Moselle, Saar和Meuse等河之間 – 300多種動物
和植物的分布資訊。

如想取得入口網更多資訊，請聯絡GBIF比利
時節點的André Heughebaert，email地址： 
a.heughebaert@ biodiversity.be.

近期活動
會議與工作坊
Webinar：經由DNA條碼技術與資訊學數位化

線上研討會；2013 年7月10 日至11 日 

與在斐濟Suva召開的第12屆太平洋科學協會(12th 
Pacific Science Inter-Congress)相關

更多資訊...

訓練活動
GBIF India後設資料使用暨資料文章發表推廣工
作坊

印度，Pune；2013 年6 月19 日至21 日

更多資訊…

VertNet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培訓工作坊II

美國，Boulder；2013 年6 月24 日至28 日

更多資訊…

物種分布建模暨製圖暑期課程

荷蘭，阿姆斯特丹；2013 年7月1 日至4 日

更多資訊…

建構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機構課程

南非，Cape Town；2013 年7月23 日至26 日

更多資訊…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資料分析培訓課程

南非，Cape Town；2013 年7月29 日至8月2 日

更多資訊…

http://www.gbif.org/
info@gbif.org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p01944nc
http://www.ft.com/intl/cms/s/0/6e8ce78a-cc3c-11e2-bb22-00144feab7de.html#axzz2VEH1iOGO
http://www.bio-gr.eu/
http://www.bio-gr.eu/
http://connect.barcodeoflife.net/events/psa12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events/training-event-details/?eventid=239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events/training-event-details/?eventid=220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events/training-event-details/?eventid=238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events/training-event-details/?eventid=236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events/training-event-details/?eventid=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