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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資料之自由與公開存取
GBIF 通訊 第41期-2014 年 10月

GBIF第21屆理事會

理事會首日情形。照片提供者：GBIF秘書處

GBIF會員國代表齊聚印度新德里「印度棲地中
心(India Habitat Centre)」，參與9月16-18日的
GBIF第21屆理事會；主辦單位為環境、森林暨氣
候變遷部以及印度野生動物研究所，共有來自32
個國家的89名代表與會。會中通過預算和最新工
作計畫、贊成新的GBIF資料授權制度，並討論設
立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過程的成功經驗和挑戰。
會議期間召開了GBIF諮詢委員會議和一場開放民
眾參加的研討會，研討會中報告了GBIF近期的成
就、未來的計畫、國家尺度的工具和服務案例，
以及利用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所進行的永續發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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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1精彩回顧
環境、森林暨氣候變遷部長Prakash Javadekar
於開幕致詞，他肯定GBIF社群在發展生物多樣性
資訊學能力訓練方面領導的地位。

印度環境、森林暨氣候變遷部長Prakash Javadekar為
GBIF21開幕致詞。 © 2014, Rupa Bhardwaj / WII

環境、森林暨氣候變遷部長Prakash Javadekar
於開幕致詞，他肯定GBIF社群在發展生物多樣性
資訊學能力訓練方面領導的地位。印度是於2003
年加入GBIF成為副會員國；部長告訴眾代表，他
將努力發展健全的全國性生物多樣性資料基礎建
設，並將展開談判使印度能成為GBIF之投票會員
國。

詳情請見 新聞發布

理事會主席Peter Schalk向與會代表宣讀生物多
樣性公約（CBD）執行秘書Braulio Dias對GBIF21
的演說稿。Dias呼籲GBIF會員們與CBD各界：
「GBIF積極活躍、健全可靠、且貢獻良多，對此
我們應予以肯定，GBIF其中一項重要成果，就是
促進各國之間的資訊存取，引導各個國家內部永
續發展議題的推動。」。

 按此下載 Braulio Dias演說稿

經過廣泛諮詢之後，理事會通過經由GBIF發布的
資料其授權及認可的新制度。

未來GBIF網絡中所有的物種出現資料集將採用可
由機器判讀的CC0、CC-BY和CC-BY-NC三種授權
方式其中一種，GBIF將鼓勵資料發布者採用最具
開放性的授權方式。秘書處人員並將協助新準則
的制定，幫助GBIF的節點評估和認可未來的資料
發布者，而和現有GBIF節點沒有聯結的資料持有
人，今後也將能透過網絡分享資料。

 詳情請見 新聞發布

2014年公開研討會由GBIF秘書處人員揭開序幕。
會中報告包括：促進GBIF.org 資料分享的技術
開發背景；資料集的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s 
(DOI)計畫，藉以促使經由GBIF網絡存取的資料
能取得肯定和被引用狀況；GBIF能力培訓計畫的
新發展；以及網絡對於如CBD等國際性工作的貢
獻。愛爾蘭、貝南、英國和澳洲等GBIF會員國也
舉例說明他們在資訊學方面的投入和合作如何幫
助他們國家推行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工作。 

2014 年Ebbe Nielsen獎得主Tony Rees。照片提供者：
GBIF秘書處

Ebbe Nielsen獎得主Tony Rees以被此獎項肯定
的四種突破性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工具概論揭開下
午議程的序幕，接著是播放2013年青年研究者獎
得主Emma Gomez近期發展的短片，而後是今年
兩位青年研究者獎得主Caoimhe Marshall與Vijay 
Barve的介紹 。科學委員會主席Rod Page提出
Ebbe Nielsen挑戰，尋求GBIF流通資料的創新應
用(詳情請見後續報導)。
研討會的尾聲，有來自西班牙、英國、美國和印
度的專家分享他們運用GBIF資料支持保育、食
品安全、公共衛生、入侵種防治和人類創新的經
驗。

http://www.gbif.org/page/9294
http://www.gbif.org/resources/9478
http://www.gbif.org/page/9773
http://www.gbif.org/resources/10464
http://www.gbif.org/resources/10462
http://www.gbif.org/resources/10448
http://www.gbif.org/resources/10454
http://www.gbif.org/resources/10449
http://www.gbif.org/resources/10456
http://www.gbif.org/resources/1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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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講者的錄影片和其投影片都已上傳至GBIF.
org供大家選擇下載，並可在Vimeo和YouTube上
看到全部的影片播放清單。

 詳情請見  錄影片和投影片
公開研討會手冊 

 按此觀看  公開研討會(Vimeo)
公開研討會( YouTube)

治理新聞
GBIF 發行2013年度報告
GBIF已發布了2013年
的年度報告，總結橫
跨GBIF網絡的所有活
動。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GBIF.org的啟用、
資料即時檢索功能的
引進、以及「全球生
物多樣資訊學展望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Outlook)」的出版。

年度報告包說明許多
合作計畫、GBIF六大
地區的資料發布與運用、並列出透過GBIF.org的
資料存取與運用的各項指數。

按此下載  2013年度報告

GBIF網絡
烏拉圭成為投票國家會員 
烏拉圭已加入GBIF網絡成為投票會員國，它是拉
丁美洲地區第8個會員國，亦是全球第38個國家
會員國。

創新、科學暨技術發展趨勢中心(Dirreción 
de Innovación, Ciencia y Tecnología para 
el Desarrollo,，DICYT)的主任是Gabriel 
Aintablian，他代表烏拉圭的教育暨文化部與
GBIF 秘書處簽署了備忘錄。

詳情請見 新聞發布

生物多樣性遺產圖書館、Naturalis和
Canadensys成為GBIF會員
GBIF歡迎三個組織加入成為副會員，他們已簽
署GBIF備忘錄，可以各種方式參與網絡的活
動，並在GBIF理事會有無投票席位的代表資
格。

生物多樣性遺產圖書館(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 BHL)是一個生物多樣性方面圖書館的聯
合團體，他們透過網路工具和服務提供生物多
樣性資訊的公開存取。BHL已完成數百萬頁分類
學文獻的數位化工作，這些文獻包含逾10萬卷
超過1億5000萬個物種名稱的資訊。GBIF使用者
目前已可經由GBIF.org的分類單元頁面聯結存取
BHL的文獻資料。

位於荷蘭Leiden的Naturalis生物多樣性中心存
有3,700多萬筆生物標本典藏；此中心是於2013
年時與ETI生物資訊學中心(2001年加入GBIF成為
副會員)合併。

位於蒙特簍大學的Canadensys提供全加拿大生
物典藏的生物多樣性資訊以及從200多個國家取
回的資料的存取，並開發各式各樣的工具與資
源以發布使用GBIF整合性發布工具(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kit, IPT)的相關資料。

詳情請見 BHL通告
Naturalis及Canadensys通告

資料發布
與DataONE的新夥伴關係以資料存續性
為目標
GBIF秘書處與地球觀測資料網(Data 
Observation Network for Earth, DataONE)已
完成合作備忘錄的簽署，旨在設計一個機制可
以倉儲經由GBIF分享的資料集；此項合作並將
以GBIF原本用來處理大量列表資料的工具為基
礎，協助DataONE改善他們的資料檢索功能。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gb21-science-symposium
http://www.gbif.org/resources/8789
https://vimeo.com/album/3056861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6tIKN_kHB86B9ei1Eun_9BFVMbNpWhw
http://www.gbif.org/resources/9221
http://www.gbif.org/page/10912
http://www.gbif.org/page/7790
http://www.gbif.org/page/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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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的其他目標包括：找出交換生態資料
的有效方式、利用GBIF網絡連結更多會員到
DataONE，及告知GBIF在開發有效處理大量出現
紀錄資料的工具此工作進展。

雙方的合作也將開啟改進GBIF服務的契機，舉例
而言，GBIF在將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清理後，
可以提供這些新資料集一個倉儲庫。若能改善過
去研究中所使用資料的檢索和追蹤功能，將能
幫助之後的研究者能複製已發表的研究工作，
同時可從較高品質的「文獻資料集（reference 
datasets）」中獲利。

詳情請見 新聞發布

能力發展
GBIF公布2014年能力發展補助名單
GBIF秘書處已公布獲得能力發展經費補助的名
單。獲得補助的五個計畫橫跨整個GBIF國際網
絡六大地區中的五大地區，這些計畫將有來自29
個國家和2個國際組織的31個會員參與。每項計
畫除了原有的40,000歐元之外，還可能獲得額外
70,000歐元的補助。

GBIF秘書處執行秘書Donald Hobern表示：「這
些計畫專注於資料數位化、資料品質、資料標
準、技術研發和外來入侵種，將為整個GBIF網絡
提供共同議題的更多參和交流」。以下是獲得補
助的計畫：

•	由哥倫比亞生物多樣性資訊系統(SiB 
Colombia)領導的一項拉丁美洲計畫，將介紹
如何系統性的改善經由GBIF網絡發布的生物
多樣性資料的品質。

•	  第二項拉丁美洲計畫，是由伊比利美洲科學與
技術發展計畫(Iberoamerican Programm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CYTED)主持，旨在提昇將科學文獻、影像和
多媒體資源數位化並發布資料的能力。

•	由墨西哥生物多樣性資訊系統(CONABIO)主
持的導師計畫，旨在利用普林尼核心標準
(Plinian Core Standard)在物種資訊方面，用
來提高以GBIF為媒介資料的品質和互通性。

•	  由GBIF茅利塔尼亞節點指導的雙語培訓和交流
計畫，旨在建立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外來
入侵種的預警及反應協調系統。

•	  由Species 2000舉辦的一個開放原始碼「黑客
松(hackathon)」密集計畫，旨在加強GBIF歐
洲會員產出國家物種名錄的技巧和能力。

詳情請見 2014能力加強計畫

比、茅、多導師計畫最新進展
茅利塔尼亞、多哥與比利時的GBIF節點，於
2014年9月2-4日在Nouakchott師範大學(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Nouakchott)共同舉辦了
一個資料發布工作坊。15名來自不同學術單位和
政府機關的學員，藉由工作坊認識了GBIF以及資
料發布和運用，特別是如何透過GBIF整合性發布
工具(IPT)準備、清理和發布資料。

在茅利塔尼亞Nouakchott的工作坊情形
 © Koudjou, GBIF多哥節點

學員們發布了五筆茅利塔尼亞資料集(鱷魚和茅利
塔尼亞國立植物園的物種出現資料；豆科植物、
爬蟲類和阿爾金岩石礁國家公園(Banc d’Arguin 
National Park)植物的名錄)，以及兩筆多哥的資
料集(藻類與豆科植物的名錄)。同時，GBIF的茅
利塔尼亞節點MrBIF為推動所有政府機關與GBIF
之間的資料共享，正在籌備一個資料發布大會。

詳情請見 工作坊資料
多哥IPT
茅利塔尼亞IPT

哥倫比亞與巴西
巴西於8月時主持了第四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的
導師計畫會議，地點在里約熱內盧省Petrópolis
的國家科學計算實驗室(National Laboratory 
for Scientific Computing, LNCC)，會中邀請
Canadensys的Christian Gendreau參與開發人員
的討論，並分享他的經驗。

http://www.gbif.org/page/7790
http://www.gbif.org/country/CO/participation
http://www.gbif.org/country/CO/participation
http://www.gbif.org/node/dbecf582-c93c-4a6a-8991-0327bdf7fd49
http://www.gbif.org/node/dbecf582-c93c-4a6a-8991-0327bdf7fd49
http://www.gbif.org/node/dbecf582-c93c-4a6a-8991-0327bdf7fd49
http://www.gbif.org/node/dbecf582-c93c-4a6a-8991-0327bdf7fd49
http://www.gbif.org/country/MX/participation
http://www.gbif.org/country/MR/participation
http://www.gbif.org/node/03e816b3-8f58-49ae-bc12-4e18b358d6d9
http://www.gbif.org/capacityenhancement/current-projects
http://www.gbif.org/country/MR/publishing
http://www.gbif.org/country/TG/publishing
http://www.gbif.org/country/TG/publishing
https://github.com/andrejjh/mrbif
http://lis-02.snv.jussieu.fr/ipt_togo/
http://ipt-mrbif.bebif.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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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於為期一週的課程中，探討應如何加
強合作，並開發了WingLongitude的概念。
WingLongitude是一個中立的程式碼倉儲庫(code 
respository)，它讓各團隊能在這平台上共享軟
體，因而促進軟體的使用以及其他團隊的貢獻。

第四次哥倫比亞與巴西導師計畫會議
© 2014, Pedro Guimarães, GBIF巴西節點

他們也決定增加使用和改進彼此個別的生物多樣
性資料管理軟體，並歡迎生物多樣性資訊社群參
與此開放軟體的平台和對其作出貢獻。

哥倫比亞生物多樣性資訊系統(SiB Colombia)透過
此導師計畫，協助巴西生物多樣性資訊系統(SiB 
Brazil)建立利用GBIF IPT發布巴西資料的平台，以
及透過GBIF的原始碼建立自己的資料入口網站，
並借重LNCC的高效能運算專長，完成大尺度的物
種分布模型。

詳情請見 WingLongitude

新資料
eBird
eBird觀察資料集(eBird Observational Dataset, 
EOD)年度更新之後，透過GBIF發布的出現紀錄數
量大幅增加，至今已超過五億筆。

eBird是由康乃爾鳥類學研究室(Cornell Lab 
of Ornithology)和美國奧杜邦學會(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共同管理，它是一個觀察紀錄
的大典藏，這些高品質資料來自專業鳥類學家、
業餘賞鳥家和公民科學家的收藏。

詳情請見  新聞發布

比利時
自然與森林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ure and Forest, INBO)已發布GPS追蹤比利時
海岸區小黑背鷗(lesser black-backed gull)與銀
鷗(herring gull)之繁殖資料，此資料集是安裝於
在比利時海岸繁殖的22隻小黑背鷗(Larus fuscus)
和5隻銀鷗(Larus argentatus)身上共27個GPS追
蹤器於2013年記錄的440,000多筆出現紀錄。本
調查隸屬於為LifeWatch所做的INBO陸地觀察計
畫的一部分，並與阿姆斯特丹大學鳥類追蹤系
統中心(Uva-BiTS)及弗蘭德海洋研究所(Flanders 
Marine Institute, VLIZ)共同合作。使用GPS追
蹤器使海鷗遷徙模式與棲地利用的研究如虎添
翼，克服研究者偏重某些方便觀察的地點所產
生的誤差。透過這份資料集，示範了資料發布
至GBIF之後，使用者如何能透過個體識別碼來
長時間追蹤每一隻動物移動的情形。

小黑背鷗(Larus fuscus)。照片授權CC BY-NC-SA  2.0
https://flic.kr/p/7UqCuV

比利時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BeBIF)已完成
諾森伯蘭郡和達勒姆植物誌(The Flora of 
Northumberland and Durham)(N.J. Winch 
1831) 5,583筆植物和真菌觀察紀錄的數位化
和發布工作。Meise植物園的Q. Groom博士
啟動了此歷史參考文獻的數位化計畫，他提供
一個語義增強的XML文件，而學術研究出版商
Pensoft藉之產生了語義增強的HTML線上版
本。

此重新出版的線上植物誌內容更為豐富，原著
的詳細資料經過數位化後增加了許多優點，如
資料的提取以及內容的整理、流通和在科學上
的利用與運用。植物誌的出版，旨在對英格蘭
東北部植物目前進行的研究有所助益

https://github.com/WingLongitude
http://www.sibcolombia.net/web/sib/home
http://www.sibbr.gov.br/
http://www.sibbr.gov.br/
https://github.com/WingLongitude
http://www.gbif.org/dataset/4fa7b334-ce0d-4e88-aaae-2e0c138d049e
http://www.gbif.org/dataset/4fa7b334-ce0d-4e88-aaae-2e0c138d049e
http://ebird.org/
http://www.gbif.org/publisher/e2e717bf-551a-4917-bdc9-4fa0f342c53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e2e717bf-551a-4917-bdc9-4fa0f342c530
http://www.audubon.org/
http://www.audubon.org/
http://www.gbif.org/page/6564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d669d0-80ea-11de-a9d0-f1765f95f18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d669d0-80ea-11de-a9d0-f1765f95f18b
http://www.gbif.org/dataset/83e20573-f7dd-4852-9159-21566e1e691e
http://www.gbif.org/dataset/83e20573-f7dd-4852-9159-21566e1e691e
http://www.gbif.org/dataset/83e20573-f7dd-4852-9159-21566e1e691e
http://lifewatch.inbo.be/
http://www.uva-bits.nl/
http://www.uva-bits.nl/
http://vliz.be/
http://vliz.be/
https://flic.kr/p/7UqCuV
http://www.gbif.org/dataset/bfaa049a-90cd-412d-9660-5380591ba4a5
http://www.gbif.org/dataset/bfaa049a-90cd-412d-9660-5380591ba4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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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GBIF智利節點已透過GBIF.org發布了環境部
(Chilean environmental ministry)的六個資料
集，這是智利首度於GBIF發布資料，並是哥斯大
黎加合作夥伴的一個導師計畫的成果。

黑美洲鷲(Coragyps atratus)。照片授權CC BY-NC-SA  2.0
https://flic.kr/p/e9cXxr

這些出現紀錄資料集共有15,541筆紀錄，包括智
利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爬蟲動物標本、扁蟲動物
(Platyhelminthes)、甲殼類動物和藻類，以及
GBIF智利節點管理者暨環境部門長官Charif Tala
典藏的野生動物觀測資料。

捷克共和國
布拉格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in Prague)
已透過GBIF.org首次發布資料，來自博物館的古
代動物、古代植物、植物、昆蟲、真菌及動物等
超過55,000筆物種出現資料共有7個資料集都已可
透過GBIF.org存取。此外，博物館亦發布了伊朗
蜥蜴的文字描述資料，包含地理參照範圍涵蓋伊
朗41%的8,525筆紀錄，此資料集已經由一篇資料
文章闡述，將伊朗的蜥蜴分布情形做全面總結。
因為捷克還不是GBIF的會員國，因此透過副會員
「歐洲分類學機構聯盟(Consortium of European 
Taxonomic Facilities，CETAF)」的認可，成為一
個新的資料發布者。

挪威與印度
繼挪威與印度野生動物研究所(GBIF印度節點)
成為合作夥伴之後，奧斯陸大學自然史博物
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Oslo, NHM-
UiO)發布了4個資料集，以這項先導性計畫
向「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政府間平台」

(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展示如何進行
能力建構。這些資料集中的各種標本原出自印
度，但現存於挪威科技大學(NTNU)大學博物館、
Bergen大學(UiB)大學博物館、以及奧斯陸大學
(NHM-UiO)自然史博物館內的自然史典藏。
這項計畫的另兩項成果為：在印度Uttarakhand
州的Rajaji國家公園內，由自動相機所拍攝的305
筆老虎(Panthera tigris tigris)出現紀錄，以及GBIF
秘書處與印度和挪威的合作夥伴共同編撰的發布
自動相機拍攝資料指南。

俄國
GBIF新的資料發布者莫斯科大學植物園(MW)已
發布弗拉基米爾州(Vladimir Oblast)Meschera
國家公園內維管束植物以網格為基礎的分布資料
集。MW 是俄國第二大植物園，在維管束植物和
歐亞苔蘚類植物方面是權威。

資料集是基於網格架構(grid scheme)，包含
Meschera國家公園內812種維管束植物單一不重
複的22,600多筆出現紀錄。未來將有MW植物園
的其他100,000筆紀錄會由GBIF.org發布。
因為俄國尚未成為GBIF的會員國，因此透過GBIF
芬蘭節點(投票會員)的認可，莫斯科大學植物園
成為一個新的資料發布者。

泰國
Maha Chakri Sirindhorn 公主自然史博物館(PSU 
Museum)已首度於GBIF.org發布一個泰國研究單
位的出現紀錄資料集，此博物館並利用IPT的建置
分享了館內的兩棲動物典藏，內容包含600筆物種
出現紀錄，其中約90%跟採集自東南亞生物多樣
性熱點之一的泰國半島的標本有關。

PSU博物館預期未來將分享大型藻類、浮游生
物、無脊椎動物、脊椎動物和化石等各式各樣的
自然史典藏標本資料；博物館預期在資料發布之
後，這些活躍的自然史典藏勢必會持續更新資
料。

http://www.gbif.org/country/CL/summary
http://www.gbif.org/publisher/bf0d80b3-46da-4e60-b1cf-39f2320acb43
http://www.gbif.org/publisher/bf0d80b3-46da-4e60-b1cf-39f2320acb43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helm/8625503027/
http://www.gbif.org/dataset/22ff7ed6-d446-4566-9d21-587d3cae360e
http://www.gbif.org/dataset/4df78074-af75-4604-a24a-303c00fdccc0
http://www.gbif.org/dataset/1897e78a-b927-42fa-ad76-4c7686d62b45
http://www.gbif.org/dataset/398d8e6d-e7cf-4582-a18a-d34aa4ddd7c0
http://www.gbif.org/dataset/d40e93a3-63fe-4c2f-be30-af21d4b66a9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7e8fde5-9144-49c8-a893-87138e95b0b7
http://www.gbif.org/dataset/f2fc2e66-44c8-4c19-b4bc-c3c4acca203b
http://www.gbif.org/dataset/f2fc2e66-44c8-4c19-b4bc-c3c4acca203b
http://www.gbif.org/dataset/e6a37759-4bff-4aa1-bfea-9242eb0eadc3
http://www.gbif.org/dataset/6ef03bd2-3aa4-4fa1-9da6-27d631bbc446
http://www.gbif.org/dataset/167acd5c-9459-4e2d-86a1-ee9d6f5e5893
http://www.gbif.org/dataset/0592122a-21c4-4085-abe1-b91f9c5622b8
http://www.gbif.org/dataset/4692000e-dc38-4c41-8131-c8b16fbe3c81
http://www.gbif.org/dataset/7db4f705-61ae-4c6e-9de2-06674e7d46b2
http://www.gbif.org/dataset/7db4f705-61ae-4c6e-9de2-06674e7d46b2
http://dx.doi.org/10.11646/zootaxa.3855.1.1
http://dx.doi.org/10.11646/zootaxa.3855.1.1
http://www.gbif-dev.org/node/d8bbf693-a180-4995-94fe-6130795dcf2f
http://www.gbif-dev.org/node/d8bbf693-a180-4995-94fe-6130795dcf2f
http://www.gbif.org/country/IN/participation
http://www.gbif.org/publisher/f314b0b0-e3dc-11d9-8d81-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f314b0b0-e3dc-11d9-8d81-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e61455a4-352d-4c55-83ea-dbca254e3b29
http://www.gbif.org/dataset/e61455a4-352d-4c55-83ea-dbca254e3b29
http://www.gbif.org/resources/9314
http://www.gbif.org/resources/9314
http://www.gbif.org/publisher/f5fc4e61-b7a0-414b-ab68-b41cb23e7fdc
http://www.gbif.org/dataset/e0507994-aa35-4ec0-be28-92d4a3c11f75
http://www.gbif.org/dataset/e0507994-aa35-4ec0-be28-92d4a3c11f75
http://www.gbif.org/dataset/e0507994-aa35-4ec0-be28-92d4a3c11f75
http://www.gbif.org/country/FI/summary
http://www.gbif.org/country/FI/summary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0c3ad34-82b5-457d-bb9b-1d6e1b84fae6
http://www.gbif.org/installation/c24d27a2-e6ba-4427-bab3-7ab8bf33729d
http://www.gbif.org/dataset/3caf2aad-a970-4905-872c-b4cd014f48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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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頷樹蛙(polypedates leucomystax)。照片授權CC BY-NC-SA  
2.0 https://flic.kr/p/bfmmQK

由於泰國尚未成為GBIF的會員國，因此透過
GBIF副會員東南亞國協生物多樣性中心(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的認可，此博物館成為新
的資料發布者。

英國
歐盟分子生物學實驗室(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EMBL)已發布一個包含460
多萬筆有地理標記的遺傳序列資料集，這是經由
GBIF發布基因體資料的先驅。

網絡新聞
拉丁美洲GBIF
緊接著為期一週的哥倫比亞與巴西導師計畫(詳見
第四頁導師計畫最新進展)之後，於9月1-3日在巴
西的Petrópolis舉行了第四屆GBIF拉丁美洲節點
會議，與會者包括6位拉丁美洲會員和烏拉圭1名
觀察員。

在各與會者報告了進行中的計畫和倡議之後，大
家探討如何改善區域性合作和國際性合作，並研
擬一個區域性工作計畫。與會的節點代表們確定
了生物多樣性資料入口網站的合作研發、能力加
強以及新會員的參與等為優先目標；而能力加強
的主要活動則將聚焦於資料品質、文獻數位化、
以及普林尼核心集物種資訊。

工作計畫具體提及的項目包括透過如巴西與哥倫
比亞的導師計畫等區域性倡議以及國際間與澳洲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ALA)工作小組的合作，
來推動生物多樣性資料入口網站的建置。

GBIF對中國生物多樣性研討會作出貢獻
有300多位學者專家於８月時在中國瀋陽參加了
由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主辦的第11屆全國生物多樣性科學暨保育
研討會；開幕典禮由國際生物多樣性科學計畫
(DIVERSITAS)中國委員會秘書長兼GBIF的CAS代
表團團長馬克平博士主持。

此每兩年舉行一次的研討會旨在推動生物多樣
性和保育領域的學術研究和合作，今年的研討
會包含一個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方面的專題會
議。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工作坊由GBIF秘書處的柯智仁主持
© 2014, CNC-DIVERSITAS

GBIF秘書處協助舉辦了一個由柯智仁先生主持
的、與專題會議同時進行的工作坊，示範如何
進行地理參照和利用IPT發布資料。透過工作
坊，使中國更加了解GBIF資料發布的工作流
程，並加強科學家們實際的資料管理技巧。

芬蘭針插昆蟲標本大規模數位化
芬蘭自然史博物館與東芬蘭大學共有的數位化
中心Digitarium已啟用一套能幫助針插昆蟲標本
數位化的高效能系統。

Digitarium的首度系統測試，於兩個月之內即
將芬蘭自然史博物館完成Gunnar Blomqvist of 
Joutseno的甲蟲典藏數位化工作，此甲蟲典藏
有15,000個標本，涵蓋2/3芬蘭境內所有的鞘
翅目(Coleoptera)物種，包含約100個受威脅物
種。

https://flic.kr/p/bfmmQK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da9d123-ddb4-467d-8891-806ea8d94230
http://www.gbif.org/dataset/ad43e954-dd79-4986-ae34-9ccdbd8bf568
http://www.gbif.org/dataset/ad43e954-dd79-4986-ae34-9ccdbd8bf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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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B工作坊專注於物種分布模型
伊比利美洲生物多樣性資訊基礎建設計畫
(Iberoamerican Infrastructure for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I3B)預計舉辦四場區域性培訓及經
驗交流活動，目前已舉辦至第三場工作坊。

六月時在墨西哥Tepoztlan舉行的工作坊，主要是
探討生態棲位模型的基礎原則與前景。與會者包
括30位生物地理學和保育生物學領域的研究生和
青年研究者，以及來自I3B網絡9個成員國家的生
物多樣性保育規畫專業人員；這些國家包括阿根
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厄瓜
多、墨西哥、烏拉圭和西班牙。

I3B 工作坊© 2014, Cristina Villaverde / GBIF.ES

工作坊的總目標在於介紹生態棲位模型應用和限
制的理論與實踐概況，以及相關領域近年來的發
展情形。與會者將致力於把在工作坊中學到的內
容帶回國內落實和宣導，同時促進跟他們研究相
關的生物資訊能很容易被取用。

本工作坊由墨西哥「生物多樣性知識與應用國家
委員會」(CONABIO)和GBIF西班牙節點GBIF.ES共
同主辦，並由GBIF副會員CYTED贊助。

詳情請見 培訓資源
第一次與第二次工作坊結果

按此觀看  工作坊影片

生物多樣性資料運用
秘書處有個計畫追蹤科學文獻如何在使用以GBIF
為媒介的資料，以下列出的幾筆同儕審查的文章
代表近來的亮點：

Amirkia, V., et al. 2014. Alkaloids as drug leads 
– A predictive structural and biodiversity-based 
analysis. Phytochemistry Letters.
生物鹼的使用在現代醫藥界中比例是否過低？
作者們研究以GBIF為媒介的、已知生物鹼植物
來源的出現紀錄；部分原因是用來調查醫治人
類疾病有4,000年歷史的生物鹼藥物，為何近年
來這方面新藥物數量銳減的可能原因。

Candela, L., et al. 2014. An infrastructure-
oriented  approach for suppor ting biodiversity 
research. Ecological Informatics.
作者們介紹了一套由「D4Science資料基礎建
設」開發的工具，幫助研究人員存取和準備來
自各種來源(GBIF、OBIS等)的物種出現資料，
藉此節省他們在評估資料品質和資料管理上所
費的時間。

Crafton, R. E. 2014. Modeling invasion risk for  
coastal marine species utilizing environmental 
and  transpor t vector data. Hydrobiologia.
作者運用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建立了一套模
型，幫助研究人員了解五種海洋螃蟹會出現和
存活在哪些地區，來判斷哪些沿海地區有被入
侵的風險。這套模型可以用在其他海洋和非海
洋物種引入的可能性和環境適合性評估，但是
這些評估取決於一個物種的完整出現紀錄，它
們代表這個物種能夠存活的所有地理範圍。

肉球近方蟹(Hemigrapsus sanguineus)。照片授
權CC bY-NC-SA 2.0 https://www.flickr.com/
photos/21933510@N07/10929759593

http://www.recibio.net/taller-modelos-distribucion-especies
http://www.recibio.net/
http://www.recibio.net/taller-modelos-distribucion-especies/?postTabs=2
http://dx.doi.org/10.1016/j.phytol.2014.06.015
http://dx.doi.org/10.1016/j.phytol.2014.06.015
http://dx.doi.org/10.1016/j.phytol.2014.06.015
http://dx.doi.org/10.1016/j.ecoinf.2014.07.006
http://dx.doi.org/10.1016/j.ecoinf.2014.07.006
http://dx.doi.org/10.1016/j.ecoinf.2014.07.006
http://dx.doi.org/10.1007/s10750-014-2027-x
http://dx.doi.org/10.1007/s10750-014-2027-x
http://dx.doi.org/10.1007/s10750-014-2027-x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1933510%40N07/10929759593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1933510%40N07/1092975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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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kner, K., et al. 2014. A simple, rapid  
methodology for developing invasive species 
watch list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為了幫助資源較為匱乏的地區發展生物安全計
畫，作者們提出一個快速、省錢的方法，來建立
外來入侵種(IAS)的觀察名單。這個技術借助於以
GBIF為媒介的419個入侵種的資料，找出外來入
侵種會成功的條件，如已成功入侵過的先例、環
境的適合性和引入的努力等，來對主要的威脅做
一個初步評估。

情人菊的花與果實(Chrysanthemoides monilifera)。照片授權
CC BY-NC-ND2.0 https://flic.kr/p/6UGDf1

Gasc, A., et al. 2014. Biodiversity Sampling 
Using a Global Acoustic Approach: Contrasting 
Sites with  Microendemics in New Caledonia. 
PLoS ONE.
研究人員提出的、能快速評估新喀里多尼亞
(New Caledonia)生物多樣性的聲音辨識法，
確實反映出此太平洋島嶼的獨特空間結構和當
地許多物種的微特有(microendemic)分布。此
研究根據現有的物種清單、物種親緣資料和以
GBIF為媒介的資料，選擇了三個山脈地區作為
樣區，來驗證這套方法亦能運用在其他時間和
空間尺度更大的地點。

Harsch, M. A., et al. 2014. Species distributions  
shif t downward across western North America. 
Global Change Biology.
研究人員利用GBIF.org與其他來源，取得北美洲
西部296種植物的出現資料，探討在研究地區一
致呈現暖化的現象之下，濕氣的壓力和其他直
接的生理變化如何可能導致63%植物的分布往低
海拔地區轉移。

Higgins, S. I., et al. 2014. Invasive plants have  
broader physiological niches.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作者們在比較過去100年來749種澳洲相思樹和
桉樹樹種的、以GBIF為媒介的入侵分布資料和
以生理為基礎的物種分布模型以後，宣稱對各
種環境條件都能承受的物種，較有可能成為入
侵種。

Hjarding, A., et al. 2014. Red List assessments 
of  East African chameleons: a case study of 
why we need experts. Oryx.
作者經由比較35種東非特有變色龍的、以GBIF
為媒介的地理分布資料和一位分類學家整理的
資料，獲得一個結論，即不能只用線上資料庫
來評估物種的受威脅狀態。

Ikeda, D. H., et al. 2014. Incorporating Climate  
Change and Exotic Species into Forecasts of  
Riparian Forest Distribution. PloS ONE.
作者們利用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調查氣候變
遷對美國西部乾燥地區四個濱水物種，包括三
個原生種(Populus fremontii, Salix gooddingii和 
Salix exigua)以及目前蔓延極廣的外來種檉柳
(Tamarix)，的成長棲地所可能帶來的衝擊。研
究結果意外顯示，Populus fremontii最具有擴展
範圍的潛力，而檉柳對於上述三個原生種的分
布所產生的影響，凸顯需要考量氣候變遷直接
和間接的影響。

Pigott, D. M., et al. 2014. Mapping the 
zoonotic niche of Ebola virus disease in Africa. 
eLife.
研究人員依據三種被認為是伊波拉病毒貯存宿
主(reservoir host)的蝙蝠的環境棲位，繪製了
非洲容易爆發伊波拉病毒疫情的區域圖。儘管
類似西非目前的人類疫情大爆發是非常罕見
的，但此研究利用以GBIF為媒介的蝙蝠出現資
料，發現涵蓋中非和西非的22個國家境內、人
口共有2千2百萬的地區是有風險地區。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4.08.014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4.08.014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4.08.014
https://www.flickr.com/photos/eyeweed/3878171392/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65311%20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65311%20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65311%20
http://dx.doi.org/10.1111/gcb.12697
http://dx.doi.org/10.1111/gcb.12697
http://dx.doi.org/10.1073/pnas.1406075111
http://dx.doi.org/10.1073/pnas.1406075111
http://dx.doi.org/10.1017/S0030605313001427
http://dx.doi.org/10.1017/S0030605313001427
http://dx.doi.org/10.1017/S0030605313001427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07037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07037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07037
http://dx.doi.org/10.7554/eLife.04395.001
http://dx.doi.org/10.7554/eLife.0439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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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kernell, S., et al. 2014. Potential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distribution range of 
the  main silicate sinker of the Southern Ocean. 
Ecology and Evolution.
作者們利用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建立了一個
Fragilariopsis kerguelensis(整個南極環流中的優
勢矽藻種)的物種分布模型，他們建立了以此
類群做分布模型的重要先驅，並且探討了氣候
變遷對於這種促進生物矽酸鹽幫浦(biological 
silicate pump)物種的預期影響。

後生動物生命樹的全基因組遺傳多樣性(Genome-wide 
genetic diversity across the metazoan tree of life)© 2014, 
authors c/o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Romiguier, J., et al. 2014. Comparative 
population  genomics in animals uncovers the 
determinants of  genetic diversity. Nature.
遺傳多樣性測量相同物種其不同個體之間DNA
序列所出現的差異。研究人員利用以GBIF為媒
介的物種出現資料，調查76種動物的遺傳多樣
性，他們發現親代投資(parental investment)是
關鍵特徵：相較於壽命較長、繁殖率較低的物
種，壽命較短且繁殖率較高的物種具有較高的
遺傳多樣性。

Schulp, C. J. E., et al. 2014. Wild food in Europe:  
A synthesis of knowledge and data of terrestrial  
wild food as an ecosystem service. Ecological 
Economics.
一般認為，野生食物的採集和食用是重要的文
化生態系統服務，但是越來越難取得這些食品
的數量測值。作者們結合透過GBIF和其他來源
取得的野生食物物種資料，希望能藉由物種出
現密度來量化並製圖整個歐洲境內被食用的野
生動植物的價值。

Singh, G., et al. 2014. Spatial Extent Models for  
Natural Language Phrases Involving Directional  
Containment. Transactions in GIS.
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中有數百萬筆未經地理編
碼(geocoded)的紀錄，激發了作者們探討如
何將空間範圍套用至如「北加州中部」等地名
詞彙形式的地名。他們利用兩卷宗的巴西鳥類
地名詞彙(Ornithological Gazetteer of Brazil. 
Paynter and Traylor 1991)，比較和測試各種不
同自然語言詞彙中的空間解讀，希望能藉此得
到一致的、能推薦的方法。

Shabani, F., et al. 2014. Distribution of date 
palms in the Middle East based on future 
climate scenarios. Experimental Agriculture.
椰棗(Phoenix dactylifera L.)特別適應在乾熱的沙
漠綠洲生長，卻可能面臨氣候變遷帶來的劇烈
衝擊。作者們利用從GBIF、其他資料來源和科
學文獻取得的物種出現資料，發現此重要和有
利潤的作物在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的
分布可能會面臨很大的衝擊，而敘利亞西部、
以色列和約旦則會成為該種作物適合成長的地
區。

Tingley, R., et al. 2014. Realized niche shif t 
during  a global biological invas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作者透過GBIF和其他幾個來源存取的蔗蟾
(Rhinella marina)出現資料，試圖提高外來入
侵種蔓延的預測準確度。本調查是將逐步形
成的環境耐受度生理機制模型(physiologically 
mechanistic model of evolved environmental 
tolerances；或稱基本棲位轉變fundamental 
niche shifts)，和已遭入侵地區的生物與非生物

http://dx.doi.org/10.1002/ece3.1138
http://dx.doi.org/10.1002/ece3.1138
http://dx.doi.org/10.1002/ece3.1138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13685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13685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13685
http://dx.doi.org/10.1016/j.ecolecon.2014.06.018
http://dx.doi.org/10.1016/j.ecolecon.2014.06.018
http://dx.doi.org/10.1016/j.ecolecon.2014.06.018
http://dx.doi.org/10.1111/tgis.12105
http://dx.doi.org/10.1111/tgis.12105
http://dx.doi.org/10.1111/tgis.12105
http://dx.doi.org/10.1017/S001447971400026X
http://dx.doi.org/10.1017/S001447971400026X
http://dx.doi.org/10.1017/S001447971400026X
http://dx.doi.org/10.1073/pnas.1405766111
http://dx.doi.org/10.1073/pnas.140576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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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相關模型(correlative models based biotic 
and abiotic conditions in the invaded range；
或稱實際棲位轉換realized niche shifts)結合。

Robertson, T., et al. 2014. The GBIF 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kit: Facilitating the Efficient 
Publishing of Biodiversity Data on the Internet. 
PLoS ONE.

GBIF秘書處的開發人員與美國VertNET和比利時
INBO的伙伴共同合作，描述GBIF 整合性發布工
具(IPT)軟體的特色和功能；他們的討論概括IPT
的研發和推動、推陳出新、以及對於生物多樣
性研究社群和資料發布的影響。

近期活動
會議與研討會
COP12：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BD)
韓國，平昌郡：2014年10月6-17日。

2014年非洲高山區域性論壇(African Mountains 
Regional Forum, 2014)
坦尚尼亞，Arusha：2014年10月22-24日。

2014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研討會(2014 TDWG 
Conference)
瑞典，Jönköping：2014年10月27-31日。

IUCN世界公園大會(IUCN World Parks 
Conference)
澳洲，雪梨：2014年11月12-19日。

第二屆國際海洋研究研討會(2nd International 
Ocean Research Conference)
西班牙，巴塞隆納：2014年11月17-21日。

2014年北極圈生物多樣性大會(Arctic 
Biodiversity Congress)
挪威，Trondheim：2014年12月2-4日。

http://www.gbif.org/
info@gbif.org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letter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02623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02623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02623
http://www.gbif.org/page/3027
http://www.gbif.org/page/3027
http://www.gbif.org/page/5422
http://www.gbif.org/page/5422
http://www.tdwg.org/conference2014/
http://www.tdwg.org/conference2014/
http://worldparkscongress.org/index.html
http://worldparkscongress.org/index.html
http://www.iocunesco-oneplanetoneocean.fnob.org/
http://www.iocunesco-oneplanetoneocean.fnob.org/
http://www.arcticbiodiversity.is/index.php/congress
http://www.arcticbiodiversity.is/index.php/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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