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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聯絡 info@gbif.org以訂閱此份通訊

新的GBIF入口網站即將上線
GBIF 藉由第20屆理事會的機會，推出其全球入口
網新版本。GBIF資料庫為全球最大的物種分布資
料庫，新版入口網提供經大幅改進過的資料庫存
取功能。

入口網啟用典禮可在線上收看： 
https://new. livestream.com/gbif/。

接續第2頁…

傳遞生物多樣性知識的新架構
在本月推動的一個新
倡議，旨在協調全球
性的工作和經費，提
供有關地球上生命的
最佳資訊以及人類對
地球所做的衝擊。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
學展望（GBIO）提
出一套架構，利用資

訊科技和開放資料文化的龐大力量，收集這些以
前從未見過的生物多樣性證據，產生更明智的決
策。

這套架構在名為《在資訊時代傳遞生物多樣性
知識》(Delivering Biodiversity Knowledge in the 
Information Age)的文檔與網站中有概略說明，希
望決策者、經費提供者、研究者、資訊學專家、
資料所有人和其他人都能在四個需要改進的主要
重點區域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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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新的GBIF  入口網站即將上線
GBIF 的新入口網站將資料搜尋和通訊的功能結合
到同一平台上，可幫助使用者找到和利用研究運
用、工具、方法及國家性活動的例子–將有助於向
所有的權益關係人展現GBIF 的價值。

入口網之啟用開放給媒體和民眾觀禮，並透過
https://new.livestream.com/gbif/直播。

隨著網站的推出，GBIF也展示哥倫比亞GBIF和日
本GBIF如何利用全球網絡研發的開放原始碼工具
和資源，讓國內民眾能自由和開放地存取生物多
樣性資訊。

當天稍晚，一年一度的GBIF科學研討會（同樣於
網路上直播），介紹經由GBIF網絡取得資料的主
要運用，包含南美洲植物保育優先地區的辨識，
以及熱帶雨林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的調查。

科學研討會議程…

GBIF 秘書處將負責全球入侵種資訊夥伴計
畫協調工作
GBIF 秘書處將負責協調一項全球性倡議，改善
提交決策者之資訊，以幫助解決外來入侵種的威
脅。

GBIF 秘書處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SCBD）簽
署協議，成為全球外來入侵種資訊夥伴(GIASIP)的
主要聯絡窗口，此計畫集合一些組織，著重改善
有關入侵種各個不同資訊來源的互通性；入侵種
是生物多樣性消失的一大原因。透過協議，GBIF 
扮演了領導GIASIP資訊基礎建設的落實，以及連
結或整合GBIF 資料網絡的角色。

新會員
中國科學院成為GBIF 最新會員
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是中國自然科學方面的國家研究院，也是最新成
為GBIF會員的組織。

中國科學院簽署了GBIF 備忘錄，成為組織副會
員，使其在GBIF 理事會有了一席之地，並有認可
其他機構於GBIF發布資料的資格。

中國科學院於9月14日在上海舉行的典禮中啟動了
GBIF-CAS 節點，並開始資料入口網的建立工作，
促進中國和東亞地區的資料得以流通。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生態學教授馬克
平，是GBIF中國代表團的臨時團長。他說：「作
為GBIF 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國科學院將盡力研發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首要工作是：發布中國的資
料，推廣GBIF 資料的使用，以及促進來自中國內
部不同機構所提供生物多樣性資料集的發展與整
合。」

馬教授並說：「我們希望能幫助解決GBIF 在亞
洲網絡所面臨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差距。」中國科
學院創立於1949年，在國內各地區共設有13個分
院，一百多間研究所和兩所大學，其總辦公室是
設於中國首都北京。

中國科學院在全球和亞洲地區的生物多樣性相
關活動都相當活躍，如亞洲生物多樣性保育暨
資料庫網絡（Asi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Database Network, ABCDNet）。它是如「物
種名錄」(Catalogue of Life)、「生命大百科」
（encyclopedia of Life）和「生物多樣性文獻圖書
館」（the 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等各種國
際生物多樣性倡議在中國的合作夥伴，並參與國
家典藏數位化的工作，以及田野觀察、調查活動
照片和民眾提供照片的收集。

GBIF 執行秘書Donald Hobern 表示：「中國科學院
是GBIF 天生的夥伴，我們非常期待與他們合作，
將東亞更多資料整合到GBIF，與中國發展更加緊
密的關係。」

資料發布網絡VertNet 加入GBIF
VertNet 是一個開放存取脊椎動物自然史典藏與觀
察結果的網絡，現已成為GBIF 的副會員。

VertNet可在GBIF 理事會佔一席之地，並有資格認
可有意透過GBIF 網絡發布資料的機構。

VertNet 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創立，其宗旨
在於網路上提供藉由觀察和典藏而獲得的脊椎動
物資料，目前協助38個國家之典藏的流通。

https://new.livestream.com/gbif/
http://www.sibcolombia.net/web/sib/home
http://www.gbif.jp/v2/
http://www.gbif.jp/v2/
http://www.gbif.org/orc/?doc_id=5511
http://www.gbif.org/orc/?doc_id=5511
http://www.gbif.org/orc/?doc_id=5426
http://giasipartnership.myspecies.info/node/19
http://english.cas.cn/
http://vertnet.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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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Net 指導委員會的主席Robert Guralnick 說：
「對於能成為GBIF副會員，VertNet感到無比興
奮。一直以來，我們不只侷限於美國，而是更廣
泛地協助發布者將他們的資料上傳至網路上。副
會員的這個身份，對於尚未成為GBIF 會員國其境
內的發布者而言，尤其有幫助。」

訓練活動
可取得生態棲位模型訓練錄影帶
2013 年5月GBIF 西班牙節點舉辦的生態棲位
模型訓練工作坊的影音內容，已可在線上收
看http://www.gbif.es/videos/videos.php。透
過連結，可以觀看所有會議內容和討論，教
材可由http://www.gbif.es/formaciondetalles. 
php?IDForm=110#descargas 下載。

資料數位化訓練於馬達加斯加舉行
GBIF馬達加斯加節點(MadBIF)與馬達加斯加生
物多樣性網絡(Madagascar Biodiversity Network, 
REBIOMA)於8月22至23日舉辦生物多樣性資訊
學訓練活動，來自馬哈加那大學(University of 
Mahajanga)的23位學員參與了該活動的生物多樣
性資料數位化和發布訓練。

新資料
巴西
19世紀時巴西國王所建立的一個重要植物典藏，
現已成為巴西自從去年加入GBIF以來，第一份透
過GBIF 發布的資料集。

里約熱內盧植物園（Rio de Janeiro Botanic 
Gardens, JBRJ）的植物標本館中超過50萬筆的個別
紀錄，現在都可透過GBIF資料入口網站搜尋與下
載。

該資料集多為巴西與南美洲植物群的資料，並包
含19與20 世紀一些重要博物學家所蒐集的標本。

初期的典藏約有25,000筆標本，由19世紀末Dom 
Pedro 二世捐贈，其中包含法國植物學家Antoine-
Laurent Apollinaire Fee 的植物標本館。典藏中有其
他著名植物學家的標本，如Adolpho Ducke、Johan 
Löfgren、João Geraldo Kuhlmann、 Paulo Campos 
Porto 和 Alexander Curt Brade。

數以萬計的存證植物標本集數位化之後，成為
GBIF資料集的紀錄，包含乾燥的植物標本和標
籤。標籤清楚說明了物種名稱、採集地點和時
間、及採集者姓名等資訊；所有資訊可透過GBIF 
資料入口網站搜尋。

臺灣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TaiBIF）已根據民
眾觀察的結果，發布了超過11,000筆蛾類紀錄。
這些資料來自一個網路社群，其成員將標示日期
和地點的蛾類圖片發布於Facebook 頁面上，大家
再針對物種進行討論和辨識，藉此取得並保存資
料。

在「飛蛾協尋」（Moth Alerts）的活動中，主持
人先貼出一張某蛾類物種的圖片，並邀請活動成
員們也貼出標有日期和地點資料的同種蛾類圖
片。各種類似的活動，促成了資訊的分享。

要進入Facebook社團，請見 https://www. 
facebook.com/groups/enjoymoths/。

此外，TaiBIF另發布了超過9,000筆蛾類紀錄，
這些紀錄來自於臺灣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的典藏與調
查。標本的圖片已放到Flickr相簿可供觀看，並在
CC授權條款的規範底下，供民眾使用。

加拿大
在1916年設立於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加拿大最古
老的植物園，已發布園中所展的9,500筆植物紀
錄。可在GBIF 資料入口網取得的此資料集，涵蓋
了園內收藏中將近90%的分類群。

該校的植物園收藏了來自全世界溫帶地區8,000個
分類群的大約12,000株植物。

http://www.gbif.es/videos/videos.php
http://www.gbif.es/formaciondetalles.php?IDForm=110#descargas
http://www.gbif.es/formaciondetalles.php?IDForm=110#descargas
http://www.jbrj.gov.br/
http://www.gbif.org/dataset/4300f8d5-1ae5-49e5-a101-63894b005868
http://www.gbif.org/dataset/4300f8d5-1ae5-49e5-a101-63894b005868
http://www.gbif.org/dataset/b4e21aec-30ff-4867-8503-2bf8de3a4fe7
https://www. facebook.com/groups/enjoymoths/
https://www. facebook.com/groups/enjoymoths/
http://www.gbif.org/dataset/a4ce2bbc-06ea-45d0-bfd8-41138d37a693
http://tesri.tesri.gov.tw/show_index.php
http://tesri.tesri.gov.tw/show_index.php
http://www.flickr.com/photos/hsuhong/
http://www.botanicalgarden.ubc.ca/
http://www.botanicalgarden.ubc.ca/
http://www.gbif.org/dataset/c5da77b7-7423-49a4-a379-f423ea0f07b8
http://www.gbif.org/dataset/c5da77b7-7423-49a4-a379-f423ea0f07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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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西部第二大的典藏館史賓賽昆蟲典藏中心
(Spencer Entomological Collection)，已發布與出
現在加拿大的475種昆蟲有關的4,500筆紀錄，此
中心有特別多的半翅目昆蟲、蜻蜓、豆娘、跳
蚤和蝨子標本。部分標本圖片可於http://www.
biodiversity.ubc.ca/entomology_pictures/觀看。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持續將他們機構的資料集新增到GBIF 網
絡，使由其國家發布的紀錄總量達到近100萬筆。
最新的資料集來自於哥倫比亞水鳥研究與保育協
會，他們發布了4,300 筆該國加勒比亞海岸水鳥觀
察紀錄。該地區有8個部門，而這些資料是來自屬
於其中6個部門的39個地點。

該協會也發布了400筆鳥類出現紀錄，調查資料著
重於哥倫比亞太平洋海岸的Sanquianga 國家公園
保護區內的中杓鷸(Numenius phaeopus)，但透過
計算鳥類棲息區的數量，也取得了其他鳥種的資
料。此資料集包含32種鳥類的資訊。

丹麥
奧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生物科學系已從丹
麥國內保護區的詳細調查中發布了110萬筆植被資
料紀錄，這些調查為的是要確保資料收集方法的
一致性和可複製性，並幫助保護區管理。

關於調查技術規格之更多資訊請見…

德國
一個新的資料發布者美因茲自然歷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eseum of Mainz)，已發布超過50
萬筆植物觀察資料，其範圍涵蓋全德國，大部分
資料來自於 16個聯邦州當中的Rhineland-Palatinate
州。幾乎所有的資料都是採集於1990年後，並
已整合到近期所做的德國植物分佈地圖繪製計畫
中。

主辦第20屆GBIF 理事會的柏林自然博物館
(Museum für Naturkunde Berlin)，已從大附蠅科
（Sphaeroceridae）的典藏中發布了47,500筆紀
錄。大附蠅科的蠅類通常被稱為糞蠅，除了永凍
層之外，全世界均可見其蹤跡。

日本
位於日本東部三島（Mishima）的國立遺傳學研究
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Genetics），從富士箱
根伊豆（Fuji-Hakone-Izu）國家公園發布了7,900
筆植物紀錄。自2001年起，志工協會的成員就開
始沿著國家公園內的健行步道，進行植物物種監
測，所收集的觀察紀錄已發布成為學術審查制度
期刊《生態學研究（Ecological Research）》的一
篇資料文章。

挪威
挪威自然研究院(Norwegian Institute for Nature 
Research)發布了超過25萬筆的挪威海鳥紀錄，
是由一個長期監測暨地圖繪製計畫之其中一部分
計畫所收集的。此「海鳥族群計畫」（SEAbird 
POPulations, SEAPOP）始於2005年，目標在於繪製
挪威和斯瓦爾巴（Svalbard）群島海岸線的繁殖海
鳥和冬候海鳥分佈圖，將有助於海洋環境維持的
更佳管理。

英國
瀕危物種人民信託(People’s Trust for Endangered 
Species；PTES)是一間登記有案的慈善機構，它已
從2005-2006年間的調查結果發布了16,200筆刺蝟
紀錄；此調查是要求英國和愛爾蘭的紀錄志工和
鄉下地主呈報在他們庭院所看到的刺猬資料。該
信託並在刺蝟結束冬眠時進行了一項調查，並發
布了3,300筆調查紀錄。刺蝟是旗艦物種，若數量
減少，就是環境遭受到破壞的指標。 

美國
GBIF 的一個新發布者Essig 昆蟲博物館(Essig 
Museum of Entomology)，透過GBIF 網絡發布了
150,000筆昆蟲紀錄。此博物館專注於加州昆蟲的
調查，這點反映於其大量的加州紀錄中。

GBIF 新聞
過去兩個月的GBIF 相關新聞，見於

《經濟學人（Economist）》特別報導了經濟成• 
長對於生物多樣性的衝擊。閱讀文章…
《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綠色專欄• 
的一篇文章，探討科技在拯救生物多樣性所扮
演的角色。閱讀文章…
一個有關研究的新聞網站「對話（The • 
Conversation）」刊登了一篇文章，探討自然
歷史典藏的價值。閱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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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eatymuseum.ubc.ca/collections/entomological
http://www.gbif.org/dataset/9c45867f-f77d-42f3-9751-ae16bb7c9bc8
http://www.biodiversity.ubc.ca/entomology_pictures/
http://www.biodiversity.ubc.ca/entomology_pictures/
http://www.gbif.org/dataset/7329dbf2-8c75-41be-a3a0-0cd0a368eb26
http://www.gbif.org/dataset/7329dbf2-8c75-41be-a3a0-0cd0a368eb26
http://www.gbif.org/dataset/fabf30b1-75fe-44fe-b386-3c7ea2d94f10
http://www.gbif.org/dataset/d52d01f6-7472-4dbf-9ea8-a33c343255ac
http://www.gbif.org/dataset/d52d01f6-7472-4dbf-9ea8-a33c343255ac
http://www.naturstyrelsen.dk/NR/rdonlyres/2D865C9D-CA9D-4A98-BCC1-2B4F7758D16F/0/TA_besigtigelse_naturarealer.pdf
http://www.mainz.de/nhm/
http://www.mainz.de/nhm/
http://www.gbif.org/dataset/6a122346-08b9-11e3-ab1f-00145eb45e9a
http://www.gbif.org/dataset/6a122346-08b9-11e3-ab1f-00145eb45e9a
http://www.naturkundemuseum-berlin.de/
http://www.naturkundemuseum-berlin.de/
http://www.gbif.org/dataset/21448e32-117a-11e3-a753-00145eb45e9a
http://www.gbif.org/dataset/21448e32-117a-11e3-a753-00145eb45e9a
http://www.gbif.org/dataset/9dbb55ce-0b38-4468-9172-40c8481edd2a
http://www.gbif.org/dataset/9dbb55ce-0b38-4468-9172-40c8481edd2a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52Fs11284-013-1049-6
http://www.nina.no/ninaenglish/Start.aspx
http://www.nina.no/ninaenglish/Start.aspx
http://www.gbif.org/dataset/4c7a13a5-72b1-41ff-ad7c-8af40d3cc3cc
http://www.ptes.org/
http://www.ptes.org/
http://www.gbif.org/dataset/3b823447-b6b3-4424-80ae-643e877a1c8d
http://www.gbif.org/dataset/3b823447-b6b3-4424-80ae-643e877a1c8d
http://www.gbif.org/dataset/3f0bfe27-b8d7-459e-8b83-1abc57aa669c
http://essig.berkeley.edu/
http://essig.berkeley.edu/
http://www.gbif.org/dataset/5d283bb6-64dd-4626-8b3b-a4e8db5415c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85100-contrary-popular-belief-economic-growth-may-be-good-biodiversity-long-view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y-ellen-hannibal/the-snake-the-seeker_b_3722218.html
http://theconversation.com/natural-history-collections-are-fine-specimens-of-great-value-1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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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新聞
國家生物多樣性分析新報告出爐
澳洲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澳洲氣象局
和澳洲生物地圖集（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ALA）
共同進行一項新的研究，藉由探討自然史典藏館
和保育機構的資料與地圖資料的整合，來建立一
套系統，進行全國性和大陸性尺度生物多樣性的
監測工作。

研究結果發布於Biodiversity Profiling: Components 
of a continent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capability 
這份報告中。

閱讀部落格文章來了解研究內容…

近期活動
會議與工作坊
第20屆GBIF 理事會、GBIF 全新入口網啟用暨科學
研討會
德國，柏林；2013年10月8-10日
詳情請見…

第17屆生物多樣性公約附屬之科學、科技與技術
諮詢委員會（SBSTTA）
加拿大，蒙特婁；2013年10月14-18日
詳情請見…

世界植物園大會
紐西蘭，Dunedin；2013年10月20-25日
詳情請見…

第5屆國際生命條碼研討會
中國，昆明；2013年10月27-31日
詳情請見…

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年會
義大利，佛羅倫斯；2013年10月30- 11月1日
詳情請見…

訓練活動
GB20節點訓練課程：增強GBIF 節點
德國，柏林；2013年10月4-5日
詳情請見…

運用GEOLocate進行地理參照網路工作坊，GBIF西
班牙節點主辦
網路；2013年10月16-30日
詳情請見…

非洲地方政府培訓會議，舉行於2013當地政府
因應氣候變遷大會（2013 Local Climate Solutions 
Congress）期間
坦尚尼亞，Dar es Salaam；2013年10月31- 11月1
日
詳情請見…

德國植物標本館管理者工作坊； GBIF德國節點與
德國生物系統分類學學會（GfBS）共同舉辦
德國，柏林；2013年11月4-5日
詳情請見（德文）…

分類細緻化、生物地理分析和物種分佈模型之工
作流程簡介；生物多樣性虛擬實驗室（BioVeL）
主辦
英國，Cardiff；2013年11月26-27日
詳情請見…

GBIF 的使命：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生物多樣性資訊
資源，並在環境和人類福祉方面促成明智的解決
方案。

Tel: +45 35 32 14 70

Fax: +45 35 32 14 80

E-mail: info@gbif.org

GBits 存檔: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
resources/newsletters/

GBIF 的願景：一個在科學、社會及永續未來皆可
免費公開存取生物多樣性資訊的世界。

GBIF Secretariat

Universitetsparken 15

DK-2100 Copenhagen Ø

Denmark

http://www.gbif.org/

http://www.csiro.au/en/Outcomes/Environment/Biodiversity/Biodiversity-Profiling.aspx
http://www.csiro.au/en/Outcomes/Environment/Biodiversity/Biodiversity-Profiling.aspx
www.ala.org.au/blogs-news/the-time-has-come-a-continent-wide-system-for-monitoring-for-our-biodiversity/
http://gb20.gbif.org/GB20/
http://www.cbd.int/doc/?meeting=SBSTTA-17
http://www.5gbgc.com/
http://www.dnabarcodes2013.org/
http://www.tdwg.org/conference2013
http://www.gbif.org/page/434
http://www.gbif.org/page/446
http://www.gbif.org/page/443
http://www.gbif.de/botanik/Herbarkustodenworkshop
http://www.gbif.org/page/444
info@gbif.org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http://www.gbi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