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IF Ebbe Nielsen 挑戰計畫 

 
Ebbe Nielsen 挑戰計畫官網 

秘書處於 12 月 2 日啟動 GBIF Ebbe Nielsen 挑

戰計畫，目的是激勵科學家、資訊學家、資料模

擬人員、繪圖人員以及其他專家們，研發嶄新的

利用開放存取的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方式。 

Ebbe Nielsen 挑戰計畫是以在 GBIF 網絡成型

前夕不幸過世的重要創辦人之一命名，此計畫將

Ebbe Nielsen 獎改造為一種獎勵的競賽，鼓勵

在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方面的進步。  

有興趣的挑戰者可於 GBIF Ebbe Nielsen 挑戰

計畫的網站上找到完整的競賽資訊，註冊之後即

可掌握更新的消息、尋找有機會合作的對象，並

於第一階段的截止日期前（2015 年 3 月 2 日）

繳交申請案件。 

專家評審委員會將評審第一階段的申請案件，

選出 3 到 6 名可參加決賽的人，他們每一位可

獲得 1,000 歐元的獎金，並在 2015 年時競爭

獎金為 20,000 歐元的第一名席次。 

詳情請見 

挑戰計畫公告 

GBIF Ebbe Nielsen 挑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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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社群新聞 

印度–挪威的能力建構先驅計畫完成自動相機

使用指南 

GBIF 與印度、挪威節點合作的能力建構計畫為期

三年，最近已完成自動相機使用指南，介紹如何

利用自動相機所拍攝的影像產生可協助保育政策

的資料，這是該計畫的主要成果之一。 

照片提供者：印度野生動物研究所 

這個跨國團隊積極示範「政府間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

務科學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能力建

構的合作情形，他們發表的期末報告詳列了計畫的成

果，並致力於突破決策所需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在流通與

使用方面的障礙。 

指南編輯之一的秘書處人員 Alberto González-

Talaván 表示：「我們希望本次的合作能幫助世界各

地的研究人員依循基本的步驟，從自動相機所拍攝

的影像中產生可用於研究的資料。」 

詳情請見新聞稿 

發布自動相機資料：使用指南 

2014 年 TDWG 研討會 

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Standards, TDWG)2014 年研討會於 10 月 27-30

日在瑞典的 Jönköping 舉行，主要是探討與生物

 

 

 

多樣性相關的應用和資料標準，有多位 GBIF 秘

書處人員參與演講、會議和討論，範圍遍及公民

科學、達爾文核心集、學術界的需求和已被提出

的生物多樣性資 

訊學訓練課程。會中，GBIF 和 EU BON 共同主持

了採樣資料之流通與整合標準專題研討會， 

秘書處的 Éamonn Ó Tuama 有場演講，闡述延伸

達爾文核心資料集以支援採樣資料。 

詳情請見  

專題研討會：採樣資料的流通與整合標準 

投影片：運用達爾文核心資料集發布採樣資料 

COP–12 與  GBO–4 

第 12 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CBD COP- 12)於

10 月 6-17 日在韓國平昌郡

舉行，會中達成多項協議，

統稱為「平昌路線圖

(Pyeongchang 

Roadmap)」，旨在加速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

進展，會中並發表「全球生

物多樣性展望第四版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4, GBO4)」，提

到雖然在達到多項愛知目

標上已有些進展，但是在達成 2011-2020 生物多樣性策

略計畫所列出的目標上，大多數仍有相當的進步空間。 

由 GBO4 建議、並在 COP-12 中受各國政府支持的首要

工作之一是：持續推動生物多樣性原始資料之流通與存

取。GBO4 以及「生物多樣性指標夥伴計畫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Partnership)」最新版本指出，

經由 GBIF 流通的資料，是實施愛知目標第 19 項「分享

生物多樣性資訊與知識」的一個進步指標。 

  

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第四版 

http://www.gbif.org/page/13391
http://www.gbif.org/resources/9314
https://mbgserv18.mobot.org/ocs/index.php/tdwg/2014/schedConf/trackPolicies#track6
http://www.tdwg.org/fileadmin/2014conference/slides/OTuama_PublishingSampleData.pptx
https://mbgserv18.mobot.org/ocs/index.php/tdwg/2014/schedConf/trackPolicies#track6
http://www.tdwg.org/fileadmin/2014conference/slides/OTuama_PublishingSampleData.pptx
http://www.cbd.int/doc/press/2014/pr-2014-10-17-cop-12-en.pdf
http://www.cbd.int/doc/press/2014/pr-2014-10-17-cop-12-en.pdf
http://www.cbd.int/doc/press/2014/pr-2014-10-17-cop-12-en.pdf
http://www.cbd.int/gbo4/
http://www.cbd.int/gbo4/
http://www.cbd.int/gbo4/
http://www.cbd.int/gbo4/
http://www.bipindicators.net/
http://www.bipindicators.net/
http://www.bipindicators.net/numberofgbifrecordsove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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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入侵種資訊夥伴查詢入口(Global Invasive 

Species Information Partnership Gateway, 

GIASIP)」亦在韓國舉行的此次會議之間啟動，這是

一個由 GBIF 與其他夥伴共同合作的計畫，希望藉

此整合不同來源的資料，協助決策者處理在其國家

內入侵種所造成的威脅。 

GIASIP 查詢入口 

     詳情請見 

下載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第四版(GBO4) 

全球入侵種資訊夥伴查詢入口 

EU BON 公民科學權益人圓桌會議 

「公民科學權益人圓桌會議： EU BON 如何支持公

民科學之實施與運用？」於 11 月 27 日在柏林舉

行。圓桌會議的專題演講與討論主題皆專注於公民科

學成為生物多樣性資料的一個來源的重要性。與會者

建議統一處理公民科學所產生資料的品質，並鼓勵公

民科學家在這方面繼續努力以及持續資料的分享。 

Asilidae Latreille。照片提供者：Thomas Walsh ，由 iNaturalist.org 

發布於 GBIF.org(http://www.gbif.org/occurrence/1038314930) 

 

秘書處的資料內容流通計畫人員 Siro Masinde 指

出：初步分析公民科學對以 GBIF 為媒介的資料方面

所做的貢獻，發現總數超過五億筆的出現紀錄當中，

公民科學貢獻的就佔了三分之一左右，而且預期這個

比例在未來會更增大。目前的資料來源包含 eBird 

和 iNaturalist 等公民科學網以及 GBIF 國家節點

Bioblitzes、澳洲志工入口網(Australian Volunteer 

Portal)和 les herbonautes 等群眾外包的數位化工

作。 

隸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IOC  

顧及決策者制定與實施海洋生物資源的保育與永續利

用政策時需要大量相關資料，因此 GBIF 與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政府間海洋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共同合作，希望能改善資訊的豐富程度和品質。

雙方在簽署了議定書(Letter of Agreement)之後，

IOC-UNESCO 即成為 GBIF 的會員。議定書著重於

有關 GBIF 與海洋生物地理資訊系統(Ocean 

Bio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BIS)—其為

IOC 的國際海洋資料與資訊交換計畫(International 

Oceanographic Data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IODE)之下的一個子計畫—之間在技術改進方面的合

作，協議書中並將 GBIF 認可為 IODE 的資料合夥單

位。 

詳情請見新聞稿 

OBIS website 

英法西葡文宣資料更新 

秘書處人員已完成一份六摺頁

簡潔文宣的修訂，透過三種語

言，以簡潔清楚的方式綜述

GBIF 的性質與主要工作，更

提供民眾相關連結，獲得更進

一步的資訊。 

按此下載英文版 法文版  

西文版 葡文版  

  
GBIF摺頁 

http://giasipartnership.myspecies.info/
http://giasipartnership.myspecies.info/
http://giasipartnership.myspecies.info/
http://www.cbd.int/gbo4/
http://giasipartnership.myspecies.info/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8eb1a3f-1c15-4a95-931a-4af90ecb574d
http://www.gbif.org/occurrence/1038314930
http://www.gbif.org/dataset/4fa7b334-ce0d-4e88-aaae-2e0c138d049e
http://www.gbif.org/dataset/50c9509d-22c7-4a22-a47d-8c48425ef4a7
http://www.gbif.org/dataset/68705ca0-5e04-4518-aec3-d6829d003570
http://www.gbif.org/dataset/68705ca0-5e04-4518-aec3-d6829d003570
http://volunteer.ala.org.au/
http://volunteer.ala.org.au/
http://lesherbonautes.mnhn.fr/
http://ioc-unesco.org/
http://ioc-unesco.org/
http://ioc-unesco.org/
http://ioc-unesco.org/
http://www.gbif.org/page/11038
http://www.gbif.org/page/11038
http://www.iobis.org/
http://www.gbif.org/resources/2311
http://www.gbif.org/resources/13409
http://www.gbif.org/resources/64040
http://www.gbif.org/resources/13241
http://www.gbif.org/resources/1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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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發展 

2015 年能力發展補助計畫已可提出申請 

GBIF 的能力發展補助計畫提供部分經費支持 GBIF 

會員實施合作計畫，透過導師指導、訓練和宣傳

活動以及文獻和教材的寫作或改編，進行能力的

發展和交流。欲申請參與 2015 年能力發展補助計

畫的 GBIF 會員代表們可於 2015 年 2 月 10 日至

3 月 3 日間提出簡略的概念說明，而此計畫的完

整資訊亦將於 2015 年元旦時在 GBIF.org 上公

布。 

資料發布 

GBIF.org 新增「資料趨勢」圖表及更多各國

參與資訊 

GBIF.org 已新增視覺化資料分享，為資料的全球

性與全國性流通趨勢以及國家合作夥伴組織生物

多樣性資訊網的趨勢，提供新的洞察力。 

這些「資料趨勢」圖表針對透過 GBIF 網絡分享的

全球性與全國性層次(如日本的例子)物種出現紀

錄，分析其資訊的豐富程度和內容；而各國亦可

利用之前為了 EU BON 的落差分析(gap 

analysis)所開發的視覺化圖表，追蹤由國內各機

構發布的資料、發現資料的落差，並協助未來資

料發布和資料品質工作的排續。 

GBIF.org 在每個國家網頁的「參與情形」區塊上

新增相關資訊，讓使用者能藉此瞭解 GBIF 國家

節點的運作(如安道爾的例子)， 而更新過後的區

塊也介紹各國網絡參與 GBIF 活動的歷史與架構、

描述各節點的使命與經費來源、並分享網路和社

會媒體的連結，使 GBIF.org 的使用者能直接與這

些組成 GBIF 社群的重要分子連結。 

詳情請見新聞稿

 

 

GBIF 舊入口網站即將關閉 

GBIF 秘書處計畫關閉之前的 http://data.gbif.org 和

http://www-old.gbif.org 網站以及相關網絡服務。

GBIF.org 上新的資料來源庫即將啟動，之後舊的資料來

源聯結會在 2015 年 1 月 31 日左右轉移至 GBIF.org 上。 

GBIF 的社群成員能協助我們確認哪些夥伴仍舊使用這些

網絡服務，並提醒他們該服務將於 2015 年 1 月 31 日終

止。 

詳情請見關閉舊網站的公告全文  

新資料 

比利時 

GBIF 比利時節點(BeBIF)和新的發布機構邁澤國家植物園

(Botanic Garden Meise)合作，發布了 24,121 筆 1890

至 2014 年期間，來自蒲隆地、盧安達、剛果共和國等剛

果盆地國家的特有種植物標本紀錄。 

Leptoderris congolensis (De Wild.) Dunn (FABACEAE) - 照片授權 

CC BY-NC-2.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36517976@N06/3710999962 

如同自然與森林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ure 

and Forest, INBO)的 Peter Desmet 於他的部落格中所

述，Watervogels–比利時弗蘭德地區越冬水鳥資料集共

包含「23 個冬季之水鳥調查結果」，此資料集因長期投入

評估和監測該地區越冬水鳥族群的數量、分布與趨勢調查

工作，自 1991 年以來，已收集 170 個物種、將近 64 萬

筆的觀察紀錄。  

http://gbif.org/
http://www.gbif.org/analytics/global
http://www.gbif.org/analytics/global
http://www.gbif.org/analytics/country/JP/about
http://www.eubon.eu/
http://www.gbif.org/country/AD/participation
http://www.gbif.org/page/12572
http://www.gbif.org/page/12572
http://data.gbif.org/
http://www-old.gbif.org/
http://www.gbif.org/page/13635
http://www.gbif.org/country/BE/participation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344ee9f-f1b7-4761-be2c-58ee6d74139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344ee9f-f1b7-4761-be2c-58ee6d741395
http://www.gbif.org/dataset/3fcd9370-1d47-4b61-aa55-19f61776eb72
http://www.gbif.org/dataset/3fcd9370-1d47-4b61-aa55-19f61776eb72
https://www.flickr.com/photos/36517976%40N06/37109999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d669d0-80ea-11de-a9d0-f1765f95f18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d669d0-80ea-11de-a9d0-f1765f95f18b
http://lifewatch.inbo.be/blog/posts/watervogels-data-published.html
http://www.gbif.org/dataset/7f9eb622-c036-44c6-8be9-5793eaa1fa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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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在 GBIF 巴西節點的新資料入口網(詳見本期的「網

絡新聞」)啟用同時，專門研究巴西亞馬遜地區生物

多樣性的兩大機構也經由 GBIF 發布了資料集。總部

設在瑪瑙斯市(Manaus)的國立亞馬遜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mazon Research, INPA)，

目前已從所內的植物園分享了 1846 至 2008 年間逾

250,000 筆植物紀錄；貝倫市(Belém)的帕拉省格爾

蒂博物館(Goeldi Museum of Para)已發布逾 25,000

筆亞馬遜河魚類標本紀錄、23,000 筆爬蟲類紀錄、

從館內的鳥類典藏發布 20,000 筆紀錄以及其他幾個

無脊椎動物的典藏資料。 

 

Basileuterus flaveolus。照片授權 CC BY-SA-2.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dariosanches/4301809987 

中國 

中國科學院已從廬山、武漢、成都、廣西與江蘇的植

物園發布新的植物資料集，新增逾 360,000 筆植物

紀錄，大幅擴張中國資料的地理範圍。 

丹麥 

GBIF 丹麥節點(DanBIF)率領團隊進行一個來自於丹

麥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Denmark)特殊資料集的數位化與發布工作，資料是

1883 至 1939 年間在丹麥燈塔墜落的鳥類。目前經

過數位化的出現紀錄共 1,200 筆，包含已發布的觀

察紀錄與標本，皆採集自丹麥西部日德蘭半島的

Lodbjerg 與 Hanstholm 燈塔。 

德國 

普爾法茨自然歷史與地景保育協會(Palatinate 

Society for Natural History and Landscape  

Conservation, POLLICHIA)與 GBIF 德國節點共同合

 

作，從 ArtenFinder 發布超過 180,000 筆出現紀

錄，資料集是取自民眾觀察萊茵－法爾茨邦當地動植

物相的一個環保計畫。 

葡萄牙 

GBIF 葡萄牙節點已認可兩個新資料集。第一個資料

集包含取自里斯本大學自然歷史與科學博物館的昆蟲

典藏，共逾 30,000 筆紀錄；第二個資料集是首次取

自波爾圖大學自然史博物館的植物典藏，其資料的年

代可追溯至 1837 年，分別由 61 個人採集的苔、蘚

和角苔等出現紀錄所組成，共逾 7,500 筆。 

詳情請見 

GBIF 葡萄牙節點發布的波爾圖大學資料集 

GBIF 葡萄牙節點發布的里斯本大學資料集  

美國 

VertNet 協助丹佛植物園（Denver Botanic 

Gardens）發布了南落磯山脈的兩個新資料集。第一

個資料集的 10,000 筆紀錄，取自米契爾真菌標本館

(Sam Mitchel Herbarium of Fungi)保存與歸檔的真

菌標本，而卡姆巴克標本館（Kathryn Kalmbach 

Herbarium）則新增了一個逾 56,000 筆維管束植物

標本典藏。 

VertNet 並協助首次發布資料集的俄亥俄大學，從

其無脊椎古生物典藏中發布超過 2,200 筆出現紀錄，

此典藏資料包括在辛辛那提附近、曾是淺海棲地之處

所發現的奧陶紀晚期(Late Ordovician-era)化石。 

 
Astragalus bisulcatus。照片授權 CC BY-SA-2.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lant_diversity/4001370498  

http://www.sibbr.gov.br/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0d9c91a-0f83-4819-bf7e-bb5e1184eb6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0d9c91a-0f83-4819-bf7e-bb5e1184eb6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0d9c91a-0f83-4819-bf7e-bb5e1184eb6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0d9c91a-0f83-4819-bf7e-bb5e1184eb6b
http://www.museu-goeldi.br/portal/
http://www.museu-goeldi.br/portal/
http://www.gbif.org/dataset/3bc27e57-a84d-4e0c-ba0d-9dbba8299674
http://www.gbif.org/dataset/3bc27e57-a84d-4e0c-ba0d-9dbba8299674
http://www.gbif.org/dataset/85bce05a-fce5-4918-a8f0-ab4b82718c25
http://www.gbif.org/dataset/72116eb4-ca86-48a6-a280-232a3eebcb1d
https://www.flickr.com/photos/dariosanches/4301809987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2fa5b68-3ebf-4845-abc5-f456d251386f
http://www.gbif.org/dataset/af7d2594-6d4e-47e9-9f30-b7ebb3110f7b
http://www.gbif.org/dataset/196ac794-b2c2-40d4-8e6a-649d0abc324d
http://www.gbif.org/dataset/249ec6d9-ce13-4096-baf5-42130fc3d0b1
http://www.gbif.org/dataset/b54a3b16-b648-41ab-bd6f-d3881895daac
http://www.gbif.org/dataset/614d7304-af7c-4613-81d8-488e81e28229
http://www.gbif.org/country/DK/participation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e7df380-8356-4533-bcb3-5459e23c794e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e7df380-8356-4533-bcb3-5459e23c794e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e7df380-8356-4533-bcb3-5459e23c794e
http://www.gbif.org/dataset/ad331dcc-d0fa-4816-b1e6-d36f9f899c49
http://danbif.dk/links/litteratur/fyrfaldne-fugle/Description_for_DanBIF_webpage_UPDATED.pdf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4a50274-bfbe-49aa-af23-29c3703126f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4a50274-bfbe-49aa-af23-29c3703126f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4a50274-bfbe-49aa-af23-29c3703126f9
http://www.gbif.org/country/DE/participation
http://www.gbif.org/dataset/aa6c5ee6-d4d7-4a65-a04f-379cffbf4842
http://www.gbif.org/country/PT/participation
http://www.gbif.org/publisher/315127e0-d7bb-11db-9885-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79673413-746f-48f2-bd8a-7cf27807317e
http://www.gbif.org/dataset/79673413-746f-48f2-bd8a-7cf27807317e
http://www.gbif.org/publisher/707f5e4c-ae29-4013-bc49-409e44f95243
http://www.gbif.pt/node/188%3Flanguage%3Den
http://www.gbif.pt/node/202%3Flanguage%3Den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053a639-84c3-4be5-b8bc-96b6d88a976c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908d1f7-17d0-442a-a1bb-86da0bc2770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908d1f7-17d0-442a-a1bb-86da0bc27709
http://www.gbif.org/dataset/4e22dd77-6ba1-4256-a692-64fecdf38ea7
http://www.gbif.org/dataset/4e22dd77-6ba1-4256-a692-64fecdf38ea7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lant_diversity/400137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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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新聞 

哥倫比亞舉行伊比利美洲資料品質工作坊 

 

照片提供者：GBIF 哥倫比亞節點 

資料品質工作坊於 11 月 18-21 日在哥倫比亞波哥大

的安第斯山大學(Andes University)舉行。 25 名學

員分別來自六個伊比利美洲國家。工作坊的專題演講

和實際操作內容包羅萬象，涵蓋資料品質概念議題、

地理參照和點-半徑研究方法，以及如何運用分類和

地理資訊確認工具和其他相關軟體。 

烏拉圭土地規劃與環境部長 Andrés Carvajales 在工

作坊之後表示：「對於烏拉圭而言，工作坊提供了非

常豐富的經驗，能分享和學習與生物多樣性資料品質

相關的各種工具和方法。而瞭解其他國家如何達到他

們對於生物多樣性資訊和資料品質的需求，對於我們

規劃和建立生物多樣性資訊系統極有助益。」烏拉圭

已於近期加入 GBIF ，成為投票會員國。 

工作坊獲得 2014 年 GBIF 能力發展計畫的部分補

助，旨在形成一個對資料品質方面感興趣的小組，協

助拉丁美洲地區的資料整合，被關注由 GBIF 和

TDWG 引導的全球對資料品質的討論。

 

 

巴西國家節點啟用新的入口網站 

GBIF 巴西節點 SiBBr 於 11 月 24 日啟用新的資料暨

資訊入口網站。此網站是由 GBIF 核心基金補助的、

SiBBr 與 GBIF 哥倫比亞節點(SiB Colombia)共同進

行的一個導師計畫所建置，並與 GBIF 的副會員

Canadensys 合作。 Canadensys 資料探勘者(data 

explorer)的後端工具提供加拿大自然史典藏的數位

化存取，Canadensys 幫助巴西使用這些工具。 

使用者可透過 SiBBr 入口網站，搜尋國內各機構發

布的典藏資料(詳見本期的「資料發布」)以及由國外

機構發布、透過 GBIF 全球基礎建設回傳的巴西生物

多樣性資料。 

入口網站的啟用儀式於巴西利亞舉行，同時舉辦一場

生物典藏管理與數位化最佳實踐指引工作坊，並邀請

iDigBio、Digitarium(芬蘭)、GBIF 秘書處等機構做

專題演講。 

GBIF 西班牙節點推出新的國家生物多樣

性入口網站 

GBIF 西班牙節點於 11 月 28 日在馬德里西班牙高等

科學研究委員會皇家植物園(Real Jardín Botánico-

CSIC)的一項活動期間，推出了新的國家生物多樣性

資料入口網站，使用者可免費存取超過 1 千萬筆來自

69 個國內機構與計畫的生物多樣性紀錄，以及近百

萬筆由海外機構發布的西班牙生物多樣性紀錄。 

GBIF 西班牙節點的國家生物多樣性入口網站 

  

http://www.gbif.org/page/10912
http://sibbr.gov.br/
http://data.canadensys.net/explorer/en/search
http://data.canadensys.net/explorer/en/search
https://www.idigbio.org/wiki/index.php/SiBBr_Launching_Event
https://www.idigbio.org/
http://digitarium.fi/en
http://datos.gbif.es/
http://datos.gbi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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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西班牙節點的新網站，奠基於由澳洲

ALA(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研發的一個開放原始

碼系統，是今年 GBIF 網絡各成員之間數個合作成果

的第一個。 

詳情請見 

GBIF 西班牙節點的新資料入口網 

新聞稿 

GBIF 執行秘書出席 iDigBio 高峰會 

GBIF 執行秘書 Donald Hobern 於 10 月的第四屆 

iDigBio 高峰會議中，提出改善資料品質與資料引用

的建議。 

按此觀看 

短片：Donald Hobern 出席 iDigBio 高峰會議  

GBIF 資料運用 

秘書處有個計畫追蹤科學文獻如何使用以 GBIF 為媒

介的資料。以下列出幾筆同儕審查的文章代表近來的

一些亮點： 

Burkhards, U., et al. 2014. The Edaphobase 

project  of GBIF-Germany – New online soil-

zoological data  warehouse. Applied Soil 

Ecology. 

文中所介紹的 Edaphobase，是非商業性質的資料典

藏機構，其資料是整合於 GBIF 網絡的土壤物種包含

分類、動物地理和生態方面的資料，目前專注於德

國。 

 
一種歐洲的蜈蚣 (Chilopoda: Lithobius spec.)。照片授權 CC 

BY-SA 2.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bohne/7272889354 

Ivanova, N. V., et al. 2014.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of Common Information Resource 

on Species Biodiversity. Mathematic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研究人員描述 GBIF，並闡明如何運用 GBIF 網絡所

推廣的社群標準，支持俄國國立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的

發展，促進生物多樣性資料全國性的整合與統一。 

Jones, T. M., et al. 2014. Trends in access of plant 

biodiversity data revealed by Google Analytics. 

Biodiversity Data Journal. 

作者利用 Google Analytics，分析如 GBIF.org 等共

15 個機構提供的植物多樣性數位資料，其分析結果

可作為評估生物多樣性資訊學使用率、設計和未來發

展趨勢的指標。 

Li G. Q., et al. 2014. Mapping the Global Potentia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Black Locust 

(Robinia Pseudoacacia L.) Using Herbarium Data 

and a Maximum Entropy Model. Forests.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 照片授權：CC BY-NC-ND 2.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laurentbreillat/4641237419 

研究人員運用逾 30,000 筆以 GBIF 為媒介的出現紀

錄以及中國數字植物標本館(Chinese Virtual 

Herbarium)的紀錄，預測高經濟價值和強勢入侵樹

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的可能分布範圍。 

Meseguer, A. et al. 2014. Integrating Fossils,  

Phylogenies, and Niche Models into 

Biogeography  to reveal ancient evolutionar y 

histor y: the Case of  Hypericum (Hypericaceae). 

Systematic Biology. 

作者介紹了一套對歷史生物地理的新研究方法，結合

化石紀錄所透露的時間、空間和環境資訊。為展現這

套新的生物地理模型的成效，他們利用許多資料來源

(包括 GBIF.org)提供的分布資料，重新建立金絲桃科

(Hypericum)的生物地理歷史。  

http://datos.gbif.es/
http://www.gbif.org/page/62250
https://vimeo.com/111036676
http://dx.doi.org/10.1016/j.apsoil.2014.03.021
http://dx.doi.org/10.1016/j.apsoil.2014.03.021
http://dx.doi.org/10.1016/j.apsoil.2014.03.021
http://dx.doi.org/10.1016/j.apsoil.2014.03.021
http://dx.doi.org/10.1016/j.apsoil.2014.03.021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bohne/7272889354
http://www.matbio.org/article.php?journ_id=18&id=199&lang=eng
http://www.matbio.org/article.php?journ_id=18&id=199&lang=eng
http://www.matbio.org/article.php?journ_id=18&id=199&lang=eng
http://dx.doi.org/10.3897/BDJ.2.e1558
http://dx.doi.org/10.3897/BDJ.2.e1558
http://dx.doi.org/10.3897/BDJ.2.e1558
http://www.dx.doi.org/10.3390/f5112773
http://www.dx.doi.org/10.3390/f5112773
http://www.dx.doi.org/10.3390/f5112773
http://www.dx.doi.org/10.3390/f5112773
http://www.dx.doi.org/10.3390/f5112773
http://www.dx.doi.org/10.3390/f5112773
http://www.dx.doi.org/10.3390/f5112773
https://www.flickr.com/photos/laurentbreillat/4641237419
http://dx.doi.org/10.1093/sysbio/syu088
http://dx.doi.org/10.1093/sysbio/syu088
http://dx.doi.org/10.1093/sysbio/syu088
http://dx.doi.org/10.1093/sysbio/syu088
http://dx.doi.org/10.1093/sysbio/syu088
http://dx.doi.org/10.1093/sysbio/syu088
http://dx.doi.org/10.1093/sysbio/syu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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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palardo, P., et al. 2014. The Location, strength, 

and mechanisms behind marine biogeographic  

boundaries of the east coast of Nor th America. 

Ecography. 

作者利用將近 1,800 筆以 GBIF 為媒介的底棲物種出

現紀錄，建立了地理範圍是北美洲東部沿海的底棲海

洋無脊椎動物資料庫。他們發現某些地點的分布範圍

界線有頻率偏高的現象，並找出能夠解釋物種地理範

圍狹窄的可能因素。 

Savage, J. et al. 2014. Elevational shif ts, biotic  

homogenization and time lags in vegetation 

change during 40 years of climate warming. 

Ecography. 

 

魁北克南部的野花。照片授權 CC BY-ND 2.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off-the-road/14799808620 

物種的分布範圍在往高海拔的地方遷移是否為氣候

變遷導致的結果？作者們為了檢驗全球暖化對於物

種分布的衝擊，在加拿大魁北克南部山上保護區的

半永久性植物樣區進行反覆調查，並套疊北美洲東

部的氣候資料以及以 GBIF 為媒介的出現紀錄。根

據研究結果顯示，過去 40 年來分布往高海拔的遷

移、生物多樣性的改變、以及生物均一化(biotic 

homogenization)都符合根據氣候暖化所做的預測；

不過，變化的緩慢速度可能是因為生物對於氣候變遷

的反應有延遲時間(time lags)。

 

 

 

Silva, D.P., et al. 2014. Using Ecological Niche  

Models and Niche Analyses to Understand  

Speciation Patterns: The Case of Sister 

Neotropcial Orchid Bees. PLoS ONE. 

 

Eulaema polychroma 照片授權 CC BY-NC-SA 2.0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drian-afonso/3357270387 

作者運用透過 GBIF 與其他來源取得的分布資料，測

試生態棲位分化(differentiation)在亞馬遜與大西洋

森林蘭花蜂(Eulaema 和 Eufriesea)之間趨異

(divergence)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結果證實這些物

種在目前分類學上的確可被視為獨立的有效種，研究

並找出需要更進一步調查的其他地區。 

Van Erp, M. et al. 2014. Georeferencing Animal  

Specimen Dataset. Transaction in GIS. 

研究人員利用 GBIF.org 提供的物種地理分布方面的

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開發了一套自動化

地理參照方法。他們示範增加外部的領域知識，如何

比只著重地理資訊分析的方法更能提高地理參照過程

的準確度，這套新方法的原型已在 Naturalis 上試測

成功。 

近期活動 

會議與研討會 

第三屆政府間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平台大會

(Third Plenary meeting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德國，波昂：2015 年 1 月 12 日。

http://www.dx.doi.org/10.1111/ecog.01135
http://www.dx.doi.org/10.1111/ecog.01135
http://www.dx.doi.org/10.1111/ecog.01135
http://dx.doi.org/10.1111/ecog.01131
http://dx.doi.org/10.1111/ecog.01131
http://dx.doi.org/10.1111/ecog.01131
http://dx.doi.org/10.1111/ecog.01131
http://dx.doi.org/10.1111/ecog.01131
https://www.flickr.com/photos/off-the-road/14799808620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13246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13246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13246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13246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drian-afonso/3357270387
http://www.dx.doi.org/10.1111/tgis.12110
http://www.dx.doi.org/10.1111/tgis.12110
http://www.dx.doi.org/10.1111/tgis.12110
http://www.gbif.org/event/63325
http://www.gbif.org/event/63325
http://www.gbif.org/event/6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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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秘書處 

Universitetsparken 15 

DK-2100 Copenhagen Ø 

Denmark 

http://www.gbi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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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分享與標準暨 IPT 揭密研討會(Data Sharing, 

Data Standards, and Demystifying the IPT) 

美國，佛州甘斯維爾(Gainesville)和加拿大，渥太

華：2015 年 1 月 13 日。 

2015 美國科學推進協會年會 – 創新、資訊與影像

(AAAS 2015 Annual Meeting – Innovations, 

Information, and Imaging) 

美國，加州聖荷西：2015 年 2 月 12-16 日。 

入侵種黑名單會議(Black Listing Meeting) 

德國，萊比錫：2015 年 3 月 1-4 日。 

第五屆美國研究資料聯盟大會(RDA/US 5th Research 

Data Alliance Plenary)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2015 年 3 月 9-11 日。 

EU BON 暨 CETAF 聯合資訊學會議(EU BON and 

CETAF joint informatics meeting) 

芬蘭，約恩蘇(Joensuu)：2015 年 3 月 17-20 日。 

興起的非洲：為永續發展應用生物多樣性資料(Africa 

Rising: Mobilising Biodiversity Dat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南非，開普敦：2015 年 3 月 24-26 日。 

http://www.gbif.org/event/59945
http://www.gbif.org/event/59945
http://biodiversityadvisor.sanbi.org/participation/mobilising-africas-biodiversity-data/africa-rising-march-2015-cape-town/
http://biodiversityadvisor.sanbi.org/participation/mobilising-africas-biodiversity-data/africa-rising-march-2015-cape-town/
http://biodiversityadvisor.sanbi.org/participation/mobilising-africas-biodiversity-data/africa-rising-march-2015-cape-t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