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IF 與歐盟協助開發中國家改善生物 

多樣性資訊 

歐盟與 GBIF 已展開為期四年的合作計畫，總值 390

萬歐元，旨在提升開發中國家的生物多樣性資訊產

量。 

GBIF 的「生物多樣資訊發展計畫」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 

BID)將著重提升非洲、加勒比海與太平洋各國的

能力，並促進資料流通。BID 將提供決策者所需

資料，協助各國透過生物多樣性公約(CBD)與跨

政府生物多樣性系統服務平台(IPBES)等政府間的

合作計畫，滿足重要政策的需求或義務。BID 亦

會協助歐盟達成防止全球生物多樣性消失的目

標。 

詳情請見 

GBIF.org 內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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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發布 

物種樣本與監測資料發布的新契機 

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TDWG)是負責維護生物資料

交換標準的國際性組織，他們已同意做出一些修

正，以促進透過 GBIF 網絡分享的物種樣本資料流

通與存取。 

達爾文核心集(DwC)現有的標準規定雖然完備，但

此次新增某些欄位，使得以 GBIF 為媒介的資料不

只具有「出現紀錄」(presence-only)的功能，更能

促進其他科學發現與研究範疇，尤其是生態監測與

評估領域當中，更豐富、大量資料的發現與運用。 

除了資料集的擴充之外，這個修正更能提升許多已

透過 GBIF 發布的資料集的品質與效用，這些資料

來源五花八門，能幫助我們瞭解物種族群的時空變

化。 

詳情請見新聞報導 

GBIF 成立新的工作小組，促進自然史典藏資

料的存取 

GBIF 召集國際專家學者成立團隊，協助促進全球

尚未完成數位化的標本典藏資訊的發現與存取。 

為了促進生物典藏資料的發現，工作小組首先將確

切說明哪些是各種典藏資料所需的基礎資訊。他們

將以「後設資料」來說明典藏品的內容，並協助資

料擁有者評估與擬定數位化工作的步驟流程。 

詳情請見新聞報導 

支援符合 DOI 引用格式的軟體釋出 

資料整合發布工具(IPT)是用來發布與分享生物多樣

性資料的免費開放源碼軟體工具，GBIF 秘書處已發

布最新的 2.2 版，支援以 GBIF 為媒介的資料與下

載資料的相容性與可追溯性、精簡發布者說明資料

適用性的流程、提升資料品質控管效能。 

詳情請見新聞報導 

 

 

 

挪威資料量增加 25％ 

GBIF 挪威節點(Norwegi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Centre, NBIC)於 12 月時，新增 350 萬筆觀察紀錄至 

挪威物種觀察服務資料集(Norwegian Species 

Observation Service dataset)，目前資料集已擁有近

1,100 萬筆紀錄。 

挪威的 Artsobservasjoner 入口網站蒐集了 9,000 名志

工平均每日所提供 5,000 筆的觀察紀錄，是該資料集迅

速發展的主要原因。Artsobservasjoner 目前擁有

14,000 個物種的 1,200 萬筆紀錄，與 25 逾萬張圖片，

目前已收藏於物種地圖服務(Species Map Service)資料

庫中，該資料庫服務至今已分享了由 34 間挪威機構所提

供，超過 31,000 個物種，逾 1,900 萬筆的出現紀錄。 

這些資料皆獲國內與各地單位機關、郡長、市府、私人

公司與科學機構廣泛使用。 

NBIC 預期今年將有更多物種透過 GBIF.org 回報與發

布，且有持續穩定的趨勢。 

詳情請洽 NBIC 的 Dag Endresen 或 Nils Valland。 

詳情請見 

Behind the scenes: creating and operating the 

Species Obser vations database  

麝香牛(Ovibos moschatus)，照片由 Bernt Kåre Knutsen 提

供，發布於 Artsobservasjoner.no 

http://www.tdwg.org/
http://www.tdwg.org/standards/450/
http://www.gbif.org/page/82105
http://www.gbif.org/page/82104
http://www.gbif.org/ipt
http://www.gbif.org/page/82106
http://www.gbif.org/publisher/d3978a37-635a-4ae3-bb85-7b4d41bc0b88
http://www.gbif.org/dataset/b124e1e0-4755-430f-9eab-894f25a9b59c
http://www.gbif.org/dataset/b124e1e0-4755-430f-9eab-894f25a9b59c
http://artsobservasjoner.no/
http://artskart.artsdatabanken.no/default.aspx
mailto:dag.endresen%40nhm.uio.no
mailto:nils.valland%40artsdatabanken.no?subject=
http://www.biodiversity.no/Pages/135487
http://www.biodiversity.no/Pages/135487
http://artsobservasjoner.no/vir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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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社群新聞 

GBIF 新會員 

非洲東南部的馬拉以及瑞士非營利組織 Plazi 已於

最近加入 GBIF 成為副會員，多哥則成為投票會

員。 

GBIF 新節點科學與技術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經理

Lyson Kampira 表示：「加入 GBIF 能幫助馬拉威

蒐集決策所需的生物多樣性資料」，並指出此舉對

於馬拉威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CBD)與跨政府生物

多樣性系統服務平台(IPBES)等國際義務的重要性。 

Plazi 支援取自分類文獻、公開存取的生物多樣性鏈

接資料，Plazi 主席 Donat Agosti 坦承這是「雙方

共同努力，針對存取生物多樣性文獻中龐大的物種

資料與知識的迫切需要，所做出的回應。」 

多哥從副會員晉升投票會員後，就能直接參與 GBIF

的治理工作。多哥亦參與了 GBIF 的能力發展計

畫，促進該國植物的標本紀錄流通，並發布豆科植

物、藻類、與西非菇類植物的名錄。 

非洲高山永續發展指導手冊出版 

GBIF 副會員艾伯丁列谷保育學會(Albertine Rift 

Conservation Society)、UNEP 與其他單位共同合

作，發行兩本重要刊物，分別為非洲高山地圖集

(African Mountains Atlas)及非洲高山現況報告

(African Mountains Status Report)，旨在協助非

洲的規劃者與決策者，教導他們如何落實高山地區

的永續發展。 

詳情請見新聞報導 

日文版 GBIO 已釋出 

GBIF 日本節點 JBIF 在 12 月舉行東京的工作坊時，

發行日文版「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展望」

(GBIO)。GBIO 報告著重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相關工

作的投入，來提供運用科技的架構，並創造出有利

於生物多樣性的公開資料文化。 

日文版為了幫助讀者的使用，額外收錄公開資料的

說明、語意網與詞彙表等內容。 

按此下載報告 

 

澳洲資料入口網站已上傳新的公民科學紀錄  

GBIF 澳洲節點澳洲生物地圖集(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ALA)協助更多相關群眾存取 Fungimap 分

享的資料，該組織是澳洲最大的公民科學團體之一，

至今已成立 20 逾年。 

詳情請見部落格文章 

ALA 提供具 GPS 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方

便用戶將觀察結果快速回報至 National Koala 

Count。這些資料將彌補現有紀錄的不足，目前已

可取得 2014 年的完整觀察報告。 

詳情請見部落格文章 

德國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基礎建設入口網站翻新 

德國生物資料聯盟 GFBio (German Federation for 

Biological Data)已重新推出網站，新增新的搜尋功能與資

料生命週期的深度資訊等相關工具與服務，共同建置新網

站的機構如下：Berlin-Dahlem 植物園暨植物標本館

(Botanic Garden and Botanical Museum Berlin-

Dahlelm, BGBM)、柏林自然博物館(Museum fur 

Naturkunde, MfN)、森恩伯格自然研究學會

(Senckenberg Geesellschaft fur Naturforschung)、巴伐

利亞自然史典藏館(Bavarian Natural Hisotry Collections)

及亞歷山大科寧動物研究博物館(Zoological Research 

Museum Alexander Koenig)，共 19 個合作單位，其中有

些是國家節點。 

詳情請見新聞報導  

GBIF摺頁 

取自 ALA 的蕈類地圖的 Anthracophyllum archer 

http://www.gbif.org/page/82079
http://www.gbif.org/page/82079
http://www.gbif.org/page/82100
http://www.gbif.org/page/82090
http://www.gbif.org/dataset/b05dd467-aaf8-4c67-843c-27f049057b78
http://www.gbif.org/dataset/6f021b37-1b15-458d-b6c0-01d2f01afd1f
http://www.gbif.org/dataset/6f021b37-1b15-458d-b6c0-01d2f01afd1f
http://www.gbif.org/dataset/c5190981-bd36-4790-8596-54225a4fe7b3
http://www.gbif.org/dataset/cbe48af4-952d-4cfe-946f-0817c57547f3
http://arcosnetwork.org/index.php/en/latest-news/321-arcos-unep-and-partners-release-two-landmark-publications-to-support-african-sustainable-mountain-development-agenda.html
http://www.gbif.jp/v2/doc.html
http://www.gbif.org/resource/80859
http://www.gbif.org/resource/80859
http://www.gbif.jp/v2/doc.html
http://biocache.ala.org.au/occurrences/search?q=fungi&amp;fq=Ddata_resource_uid%3A%22dr711%22&amp;tab_mapView
http://www.ala.org.au/blogs-news/fungimap-putting-australian-fungi-on-the-map/
http://koalacount.ala.org.au/bdrs-core/npansw/home.htm
http://www.ala.org.au/blogs-news/counting-koalas-for-conservation/
http://www.gfbio.org/
http://www.gfbio.org/data-life-cycle
http://www.gfbio.org/data-life-cycle
http://www.bgbm.org/en
http://www.bgbm.org/en
http://www.naturkundemuseum-berlin.de/
http://www.senckenberg.de/
http://www.senckenberg.de/
http://www.snsb.mwn.de/index.php/en/
http://www.snsb.mwn.de/index.php/en/
https://www.zfmk.de/en/zfmk
http://www.gfbio.org/widget/web/guest/news-events/-/56_INSTANCE_iPcsubbSXA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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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資料 

GBIF. Org 的新物種資料 

GBIF 與 Pensoft 出版商目前的合作計畫，旨在發

掘並保存「小量資料」(small data)的價值，使發

表於同儕審查的生物多樣性資料期刊(Biodiversity 

Data Journal)中新物種與物種分布描述相關研

究，連續穩定產出新資料集。 

著名例子包括： 

 Neoniphon pencei：庫克群島 Rarotonga 發

現的條鰭魚新種； 

 Margaromantis piza：巴西新熱帶螳螂一個屬

的第二種物種； 

 Vigna yadavii：於印度 西高止山脈 鑑定出的

豇豆新種； 

 保加利亞斯雷伯爾納自然保護區(Srebarna 

Nature Reserve)的陸域蝸牛； 

 齧齒類寮國岩鼠科(Diatomyidae)中唯一存活

的寮國岩鼠(Laonastes aenigmamus)分布情

形； 

 南印度特有葉鼻蝠(Hipposideros durgadasi)

分布情形。 

阿根廷 

科學、科技與創新部(Ministerio de Ciencia, 

Tecnologia e Innovacion Productiva)已從南美

洲歷史最悠久的環保組織阿根廷鳥類資料庫/阿根

廷鳥類學會(Aves Argentina / Asociación 

Ornitológica del Plata)，發布 54 種鳥類 

 

 

10,919 筆典藏資料集的觀察資料，這些資料代表著

田野手冊《阿根廷與烏拉圭鳥類》作者暨阿根廷鳥類

學家 Tito Narosky 這 40 年來寶貴的觀察紀錄。 

比利時 

比利時皇家中非博物館(Royal Museum for Central 

Africa in Belgium)已發布 46 筆牧草植物出現紀錄，

上述資料原典藏於剛果民主共和國位於金夏沙的國立

教育大學。 

貝南 

GBIF 貝南節點已從近期的調查統計資料中發布三份

新資料集： 

 2014 年已蒐集 18,000 餘筆紀錄，未來將收藏於

按計畫建置的貝南國家動物地圖集中； 

 一份包含 40,000 餘筆紀錄的國家森林普查資料； 

 3,161 筆貝南東南部 Agrimey 森林保留區的植物

出現紀錄。 

加拿大 

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 

已從本身的脊椎動物化石典藏，發布亞伯達省的白堊

紀恐龍與薩克其萬省的侏儸紀魚龍標本資料。館中典

藏了 72,000 餘份具一百年歷史標本，而已發布

24,600 筆紀錄，則佔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哥倫比亞 

GBIF 哥倫比亞節點亞歷山大馮洪堡研究學會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nstitute)已發布位於帕

拉莫禿高原地區，哥倫比亞安地斯山的 Los 

Nevados 與 Chili-Barragan 高海拔生態系的植物、

土壤動物相、兩棲類與鳥類資料。 

亞歷山大馮洪堡研究學會亦發布了卡爾達斯省 2006

年研究調查的鳥類資料，包括兩個瀕危物種—

Atlapetes flaviceps 與 Scytalopus stilesi。 

哥倫比亞各大學已發布許多新資料集，包括： 

 喬科省立科技大學的昆蟲典藏； 

 桑坦德省立工業大學的魚類典藏； 

 典藏於安地斯大學的 Orinoquia 地區水生植物； 

 Oriente 天主教大學的魚類典藏。  

Neoniphon pencei 正模式標本，地點位於庫克群島的 

Rarotonga。照片提供者：Richard Pyle 與 Brian Greene 

http://www.gbif.org/page/3071
http://www.gbif.org/publisher/750a8724-fa66-4c27-b645-bd58ac5ee010
http://www.gbif.org/dataset/0cf17b49-d15b-468b-be52-a092c12ae7ad
http://www.gbif.org/dataset/4bde5856-6d9f-41cd-880a-2d64eac05b0d
http://www.gbif.org/dataset/4bde5856-6d9f-41cd-880a-2d64eac05b0d
http://www.gbif.org/dataset/2a3c4bec-d3f6-4906-9999-f5b0a265d5de
http://www.gbif.org/dataset/51ef1487-eed4-467e-9029-69c99ecd7123
http://www.gbif.org/dataset/51ef1487-eed4-467e-9029-69c99ecd7123
http://www.gbif.org/dataset/ae90522a-a302-468f-b64c-3ea5c3ba994a
http://www.gbif.org/dataset/ae90522a-a302-468f-b64c-3ea5c3ba994a
http://www.gbif.org/dataset/8f506017-9c2f-48b2-ab51-c53bd194cac0
http://www.gbif.org/dataset/8f506017-9c2f-48b2-ab51-c53bd194cac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97c081b-8157-4287-bb5c-291a4c71439c
http://www.gbif.org/country/CD/summary
http://www.gbif.org/dataset/d4d81703-84a5-4bdf-891e-d85890593c73
http://gbif-benin.org/
http://www.gbif.org/dataset/5e1d2d54-f5db-43ac-87c5-55a9f79ac718
http://www.gbif.org/dataset/f184506e-9dbd-4361-8f33-278b9cd2710d
http://www.gbif.org/dataset/6f9a2451-3d0e-40d9-9e13-51ee7ca0d41d
http://www.gbif.org/publisher/ff418020-1d67-11d9-8435-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210babc8-5723-41ac-bb13-c834590dbb1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a7e3080-28a9-11dd-97cd-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a7e3080-28a9-11dd-97cd-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6bc3865d-62b3-48b8-91be-dd885437df9e
http://www.gbif.org/dataset/6bc3865d-62b3-48b8-91be-dd885437df9e
http://www.gbif.org/dataset/0e42cac6-39dd-4f91-a9f6-753ceb66d0ee
http://www.gbif.org/dataset/0e42cac6-39dd-4f91-a9f6-753ceb66d0ee
http://www.gbif.org/dataset/6954c356-7c79-4569-ae4e-b9dd09fc5cf1
http://www.gbif.org/dataset/eaad657f-7bda-4705-a181-053d9e38033f
http://www.gbif.org/dataset/9cffad6e-51b7-45ca-8679-32374a07f884
http://www.gbif.org/dataset/5099e00c-b9bc-41eb-8bc1-8bffda8878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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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的哥倫比亞資料集則包括 REDD++計畫底下

的(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雨林植

被地： 

 考卡谷 Bahía Málaga 

 Valle del Cauca 考卡谷 Rio Cajambre  

 喬科省 

德國 

Berlin-Dahlem 植物園暨植物標本館(Botanic 

Garden and Botanical Museum Berlin-Dahlelm)已

發布一份資料集，內含超過 15,000 張 1778 年至

1930 年間採集於中南美的模式標本照片，皆為植物

學家 J. Francis Macbride 的作品。歐洲植物標本館

內收藏了他的美洲熱帶植物攝影作品，部分典藏品也

因歷經二戰期間的摧殘而更顯珍貴。 

印度 

GBIF 印度節點印度野生動物研究所，已發布來自印

度北部卡其蘭加國家公園的 31,936 筆近期鳥類觀察

紀錄。卡其蘭加國家公園的前身是巴拉特普爾鳥類保

護區，因為是重要的冬候鳥據點而名列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界遺產。 

日本 

日本國家遺傳學研究所已發布遷徙水鳥的出現紀錄，

這些資料採集自北海道沼澤湖泊，是鳥類感染西尼羅

病毒與病原體研究的子計畫。

 

葡萄牙 

公民科學家觀察葡萄牙的植物入侵種觀察資料，現已

上傳至 invasoras.pt。invasoras.pt 結合了網路平台

與手機應用程式，由康布拉大學的功能生態學中心開

發。 

里斯本大學的國立自然史與科學博物館已發布逾

6,000 筆採集自 19 世紀中期的安哥拉植物標本紀

錄。 

西班牙 

阿拉瓦省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附屬 VIT 植物標本館已發

布逾 85,000 筆植物標本，大多數為西班牙境內標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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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dley BA, Early R & Sorte CJB (2015) Space to  

invade? Comparative range infilling and potential 

range of invasive and native plants.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研究人員為了瞭解物種分布模型是否會能針對非原

生種，而不是原生種，預測較小的潛在範圍，比較

了美國 13,575 個原生種、特有種、外來種、入侵

種植物的分布情形，確認這些族群的不同範圍屬性

對於生態預報的可能影響。本研究認為 GBIF 是

「唯一能從一而終，提供目標物種的全球分布資料

的資訊機構」，並推斷入侵種入侵程度並未達到所

預估的程度，這說明了「引進美國的植物尚未全然

侵門踏戶。」 

Campbell J (2014) Access to scientific data in 

the 21st centur y: rationale and illustrative 

usage rights review. Data Science Journal. 

這位關注資訊政策與存取的研究人員認為，在強調

公開開放的科學資料可以對確認研究結果與經濟發

展方面有所助益的同時，我們必須更清楚解釋「開

放存取」的定義。 
  

Oreopanax trollii 模式標本照片，受損部分是 BGBM 典藏

品舊照片的損傷 

http://www.gbif.org/dataset/e8e716a0-201a-49af-85a1-c21101c6b9d3
http://www.gbif.org/dataset/0b8c0f5b-e970-44fd-8823-7f4bf7a6a370
http://www.gbif.org/dataset/e30604cb-259d-4820-8eb8-8c7334a541de
http://www.gbif.org/publisher/57254bd0-8256-11d8-b7ed-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7377c214-e7f1-4fc0-a9de-3b85728ccc11
http://www.gbif.org/dataset/7377c214-e7f1-4fc0-a9de-3b85728ccc11
http://emuweb.fieldmuseum.org/botany/macbride_details.html
http://www.gbif.org/dataset/0868d77b-102e-4d0d-ab9a-7855464b606a
http://www.gbif.org/dataset/0868d77b-102e-4d0d-ab9a-7855464b606a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3367060-856b-11d9-8486-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3a849dbd-e36a-480e-81b5-47953428038b
http://www.gbif.org/dataset/feb41318-374b-4ed6-b61e-0369993abedc
http://invasoras.pt/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6e26fb0-7f13-4ae2-b57c-2543f451f5b3
http://www.gbif.org/publisher/315127e0-d7bb-11db-9885-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315127e0-d7bb-11db-9885-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315127e0-d7bb-11db-9885-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c91866b-3c2e-4568-aca0-3ab0a1c1a45e
http://www.gbif.org/dataset/9f6f3c1c-b8b2-4d1d-be3e-36217e1cb9b8
http://dx.doi.org/10.1111/geb.12275
http://dx.doi.org/10.1111/geb.12275
http://dx.doi.org/10.1111/geb.12275
http://dx.doi.org/10.2481/dsj.14-043
http://dx.doi.org/10.2481/dsj.14-043
http://dx.doi.org/10.2481/dsj.1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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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魚(Pterois miles) 美國東海岸的入侵種。照片提供者：

Lindley Ashline 

 

 

 

Candela L, Castelli D, Manghi P & Tani A (2015) 

Data journals: A survey.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作者在文中援引 GBIF 資料整合發布工具(IPT)，認為

IPT 能直接協助研究人員說明並建立經同儕審查的資

料集，進而提升資料的能見度、以及存取和重新再利

用的機會。 

Elmendorf SC, Henry GHR, Hollister RD, Fosaa 

AM, Gould WA et al. (2014) Experiment, 

monitoring, and gradient methods used to infer 

climate change effects on plant communities 

yield consistent patterns. 

為評估與探討三種模擬潛在氣候衝擊常見方式潛在的

矛盾，一個陣容堅強的國際團隊利用以 GBIF 為媒介

的北極圈和北美高山、歐洲植物群落資料，分析群落

組成的預期變化。採用原地的暖化實驗與監測方式研

究群落回應當代氣候暖化的強度，可獲得一致的預測

結果，但若根據目前生態系統模式進行推論，則容易

高估群落的回應強度。 

Ferretti F, Verd GM, Seret B, Šprem JS & Micheli F 

(2015) Falling through the cracks: the fading 

history of a large iconic predator. Fish and 

Fisheries. 

鋸鰩是世界上瀕危的海洋脊椎動物之一，受到人類影

響而逐漸從海沿岸水域中消失，過去數十年來，大家

對於過去的出現紀錄以及是否可能於地中海滅絕都各

持己見。該研究團隊利用透過 GBIF 和其他來源取得

的紀錄，重建 1576 年至 1959 年間地中海西部兩種

鋸鰩過去的出現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其中兩種鋸鰩都 

 

已於 1960 或 70 年代絕種，挑戰了目前對於鋸鰩生

態與生物地理學的假設，並提出鋸鰩大西洋保育的新

方案，及強調歷史分析對於重建生態系統基礎以及設

定復育目標的重要性。 

Ficetola GF, Rondinini C, Bonardi A, Basiero D & 

Padoa-Schioppa E (2015) Habitat availability  for 

amphibians and extinction threat: a global  

analysis.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s.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即使 IUCN 紅皮書過去十年來已鉅細靡遺地闡明棲

地消失與惡化的威脅，棲地量化評估仍只用於某些兩

棲物種研究。研究人員利用以 GBIF 為媒介的 20 萬

筆紀錄和其他資料，製作出 5,363 種兩棲類（佔

IUCN 的兩棲類全球評估計畫 Global Amphibian 

Assessment 的 84%）模型，發現模型能精確地預測

許多物種的小尺度分布，說明這方法能有效彌補專家

主導的保育評估的不足。 

Fuller P & Neilson ME (2015)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s Nonindigenous Aquatic Species 

Database: over thir ty years of tracking 

introduced aquatic  spe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unting). Management of Biological 

Invasions. 

作者透過描述美國的 NAS 資料庫(Nonindiegous 

Aquatic Species)過去 40 年來所展現的素質與功

能，闡明了該資料庫如何有效運用其他生物多樣性與

生物地理觀察資料的豐富來源，其中包括逾 12,000

筆透過 GBIF.org API 取得的紀錄。 

 

鋸鮫(Pristis pectinate)。照片提供者：David Iliff 

http://dx.doi.org/10.1002/asi.23358
http://dx.doi.org/10.1073/pnas.1410088112
http://dx.doi.org/10.1073/pnas.1410088112
http://dx.doi.org/10.1073/pnas.1410088112
http://dx.doi.org/10.1073/pnas.1410088112
http://dx.doi.org/10.1111/faf.12108
http://dx.doi.org/10.1111/faf.12108
http://dx.doi.org/10.1111/faf.12108
http://dx.doi.org/10.1111/ddi.12296
http://dx.doi.org/10.1111/ddi.12296
http://dx.doi.org/10.1111/ddi.12296
http://www.reabic.net/journals/mbi/2015/2/MBI_2015_Fuller_Neilson_correctedproof.pdf
http://www.reabic.net/journals/mbi/2015/2/MBI_2015_Fuller_Neilson_correctedproof.pdf
http://www.reabic.net/journals/mbi/2015/2/MBI_2015_Fuller_Neilson_correctedproof.pdf
http://www.reabic.net/journals/mbi/2015/2/MBI_2015_Fuller_Neilson_correctedproof.pdf
http://www.reabic.net/journals/mbi/2015/2/MBI_2015_Fuller_Neilson_correctedproo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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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timantis cruentus 照片提供者：Brian Gratwicke 

 

García-Roselló E, Guisande C, Manjarrés-

Hernández A, Gonzálex-Dacosta J, Heine J et al. 

(2014) Can we derive macroecological patterns 

from primary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data?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該團隊為了瞭解全球巨觀生態模型的資料取樣誤差與

品質問題，利用以 GBIF 為媒介的所有海洋魚種資

料，來比較四種常用的步驟程序。假如研究人員清除

自相關且造成明顯研究人員低估物種豐富度的原始資

料，就會發現改善資料的質與量可能比預測分佈的複

雜數學模型更加重要。 

Lira-Noriega A & Soberón J (2014) The 

relationship among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wealth, and scientific capacity at a country level: 

Disaggregation and prioritization. AMBIO. 

作者以透過 GBIF 流通的紀錄數量，作為科學能力的

指標，在 200 多個國家與領地中，檢視生物多樣性

豐富度、富裕程度與機構能力之間的關係。這三者之

間關係複雜，而財富與能力的模式所展現的是一種更

複雜的模式、與傳統觀念相抵觸。論文最後建議加強

彼此合作關係，來改善數位或非數位的原始生物多樣

性資料的存取功能。 

Mathew C, Güntsch A, Obst M, Vicario S, Haines 

R et al. (2014) A semi-automated workflow for 

biodiversity data retrieval, cleaning, and quality  

control. PNAS. 

編彙與製作物種分布的分析與預測所需資料的過程非

常耗時與繁複，研究人員為了探討這中間的過程，於

論文中說明從 GBIF.org 與 GBIF API 等來源取得、

清理、選擇分類資料之後，應如何設計並運用 

Taverna 來精簡資料。

 

 

 

Mendoza ÁM, Ospina OE, Cárdenas-Henao H& 

García-R JC (2015) A likelihood inference of 

historical biogeography in the world’s most 

diverse terrestrial vertebrate genus: 

Diversification of direct-developing frogs 

(Craugastoridae: Pristimantis) across the 

Neotropics.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此研究分析現有和新發布的 DNA 序列資料，協助更

加瞭解安地斯山地質結構複雜度對於 Pristimantis 屬

驚人的多樣性的潛在影響，該屬擁有超過 420 種青

蛙物種，研究人員將兩棲類全球評估計畫(Global 

Amphibian Assessment)資訊，以及介紹新紀錄和

擴大範圍的最新刊物，結合以 GBIF 為媒介的資料，

重現以前的範圍地圖，說明安地斯山西北部的古生物

變化情形，如何促進該屬在中南美洲帶狀領域上的多

樣化與擴散。 

Owen CL, Bracken-Grissom H, Stern D & Crandall 

KA (2015) A synthetic phylogeny of freshwater 

crayfish: insights for conser va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B. 

作者利用以 GBIF 為媒介的資料與其他來源，描述他

們如何透過用戶主導的分類學計畫「開放演化樹

(Open Tree of Life)計畫」，製作出淡水小龍蝦的演化

樹。論文最後呈現的是物種間的威脅分布、推算分子

親緣關係、分析確認淡水小龍蝦是否為優先保育的物

種。 

  

http://dx.doi.org/10.1111/geb.12260
http://dx.doi.org/10.1111/geb.12260
http://dx.doi.org/10.1111/geb.12260
http://dx.doi.org/10.1007/s13280-014-0581-0
http://dx.doi.org/10.1007/s13280-014-0581-0
http://dx.doi.org/10.1007/s13280-014-0581-0
http://dx.doi.org/10.1007/s13280-014-0581-0
http://dx.doi.org/10.3897/BDJ.2.e4221
http://dx.doi.org/10.3897/BDJ.2.e4221
http://dx.doi.org/10.3897/BDJ.2.e422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5579031500029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5579031500029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5579031500029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5579031500029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55790315000299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55790315000299
http://dx.doi.org/10.1098/rstb.2014.0009
http://dx.doi.org/10.1098/rstb.2014.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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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Andel TR, Croft S, van Loon EE, Quiroz D, 

Towns AM & Raes N (2014) Prioritizing West  

African medicinal plants for conser vation and  

sustainable extraction studies based on market  

sur veys and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野外採集的藥用植物是漠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居民重要的健康與貿易來源。本研究將迦納與

貝南的藥草市場數量調查，結合（運用以 GBIF 為媒

介的資料製成的）12 種商業用萃取藥草的詳細分布

地圖，評估物種是否容易遭受過度採集的威脅，希望

確保西非持續供應藥草，延續當地生態系統的重要服

務。 

 

Paknia O, Rajaei Sh. H & Koch A (2015) Lack of 

well-maintained natural histor y collections and 

taxonomists in megadivers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mpers global biodiversity 

exploration. Organisms Diversity & Evolution. 

本研究強調，缺乏分類學家的訓練以及定期維護的典

藏基礎設施是生物多樣性研究最主要的瓶頸，因此被

視為生物多樣性極為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內部各機構基

礎設施現況最重要的評估報告。本研究的作者引用

GBIF.org 大部分的觀察資料及少部分附有證據標本

照片的紀錄，呼籲擴大數位計畫的規模，將全世界自

然史典藏的證據標本都數位化。 

Wisz MS, Broennimann O, Grønkjær P, Møller PR, 

Olsen SM et al. (2015) Arctic warming will 

promote Atlantic–Pacific fish interchange. Nature 

Climate Change. 

因著北極圈急速暖化，長期分隔北大西洋與北太平洋

生物的天然界線逐漸消失，本研究利用 GBIF 與海洋

生物地理資訊系統(Ocean Bio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的資料，預測未來可能會有

515 種魚類因為氣候變遷之故，持續朝向北方移動，

到 2100 年時可能有 41 種魚類進入太平洋，44 種魚

類進入大西洋。 

訓練活動 

北美洲舉辦資料發布訓練活動 

2015 年 1 月 13-14 日，74 名資料與典藏經理人、

分類學家、機構負責人、研究員齊聚加拿大的渥太華

及美國佛州的蓋恩斯維爾，學習如何運用 GBIF 資料

整合發布工具(IPT)，發布並分享生物多樣性資料。 

本活動由 iDigBio、VertNE、Canadensy、加拿大農

業及農業食品部、GBIF 加拿大節點 CBIF、USGS-

BISON 及 GBIF 聯合主辦，並於發布測試版資料集

時，透過網路與各與會者進行聯繫，會前亦於 1 月 7

日舉辦網路會議，探討 IPT 的安裝事宜。 

詳情請見 iDigBio 網站
奈及利亞 Ibadan 的 Bode 市場裡日曬的幾內亞胡椒果實。

照片提供者：國際熱帶農業組織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4.11.015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4.11.015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4.11.015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4.11.015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127-015-0202-1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127-015-0202-1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127-015-0202-1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127-015-0202-1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127-015-0202-1
http://dx.doi.org/10.1038/nclimate2500
http://dx.doi.org/10.1038/nclimate2500
http://www.gbif.org/ipt
http://www.gbif.org/ipt
https://www.idigbio.org/content/data-standards-sharing-hands-experience-integrated-publishing-toolkit-ipt#overlay-context%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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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松活動目標：制定國家名錄 

舉行於荷蘭的黑客松訓練活動聚集了 GBIF 歐洲節點

的工作人員，利用以 GBIF 為媒介的資料，編彙國家

的物種名錄。會中提供的訓練包括交叉製圖工具運

用、以及名錄製作的工作流程設計。 

黑客松是 2014 年 GBIF 能力發展計畫補助的五場活

動之一，請按此處瞭解簡報內容。 

線上已可取得巴西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周的課程教

材 

GBIF 巴西節點國家科學計算實驗室(Laboratório 

Nacional de Computação Científica，LNCC)舉辦

一整周的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課程，由國際專家學者教

導學員如何發布資料、確保資料品質，棲位模擬以及

資料視覺化運用，生物多樣性資訊周屬於 2015 年暑

期課程的一部分。 

課程教材已上傳至 SiBBr. 

GBIF 葡萄牙節點舉辦系列研習會 

GBIF 葡萄牙節點在國內六大城市舉行一系列的「資

訊時代」研習會，共獲 26 個機構的 159 名成員共襄

盛舉。

 

各大學、研究機構與國家研究單位、國立自然保育與

森林研究所(ICNF)、區域性與當地行政機構、私人公

司、民間組織與水族館等代表，可於一連串的研習會

中瞭解現有的資料來源、軟體與入口網站，其中亦包

括資料運用的實作課程，並引起學員對於資料文章以

及資料發布者藉此獲得點數的興趣。 

詳情請見新聞報導 

近期活動 

2015 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世界大會(ICLEI 

World Congress 2015) 

南韓，首爾：2015 年 4 月 8-12 日。 

第七屆歐洲節點會議(7th European Nodes Meeting) 

法國，巴黎：2015 年 5 月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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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9-22 日。 

http://www.gbif.org/capacityenhancement/current-projects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WDk-H2QjRKfk9leWxPTGtLRTZvdjkwNzNjNWZMc1hzeHUzUWNFVDlhdDBTRTA3akMxNkE&amp;usp=drive_web
http://www.lncc.br/eventoSeminario/eventoconsultar.php?vMenu=5&amp;idt_evento=1385&amp;vAno
http://www.sibbr.gov.br/internal/?area=comunicacao&amp;subarea=noticias&amp;subarea=noticia_27
http://www.gbif.pt/node/241
http://worldcongress2015.iclei.org/en/
http://biodiversityadvisor.sanbi.org/participation/mobilising-africas-biodiversity-data/africa-rising-march-2015-cape-t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