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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公告：BID 徵求非洲計畫
書

2015 年 9 月時，GBIF 將以漠南非洲地區為主
要對象，徵求需要生物多樣性資訊發展計畫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BID) 補
助的專案計畫書，共有 90 萬歐元的補助經費將發
給得標的計畫。

預期經費補助範圍如下：

國家層級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的補助，旨在建立
或加強國家層級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的設施。

區域性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的補助，旨在發展國
際合作，增加達成生物多樣性保育目標所需的生
物多樣性資料。

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的小額補助，最高可達 5,000
歐元，旨在透過資料文章的撰寫，推廣生物多樣
性資料的流通。

� 詳閱提前公告內容 
英文版 
法文版 
葡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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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問卷瞭解非洲生物多樣性資料的需求
及其資源
GBIF 亦希望透過調查資料持有者與決策的意見，促進
生物多樣性資訊發展計畫的進步。

針對資料持有者的調查，目前已有英文版、法文版、
葡萄牙文版，目的在於徵詢資料持有者意見，瞭解資
料在分享時所面臨的財務或技術方面的挑戰，以及在
研究與政策的運用。

針對決策者的調查問卷，目前已有英文版、法文版、
葡萄牙文版，希望能透過調查，徵詢使用者意見，瞭
解資訊的存取運用情形。

� 詳情請見 
gbif.org 的最新消息

BID 計畫於「興起的非洲：為永續發展應用生物多樣
性資料」研討會中揭開序幕，這場為期四天的研討會
由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研究院 (South African National 
Biodiversity Institute, SANBI) 舉辦，旨在提升漠南非
洲、加勒比海與太平洋國家的生物多樣性資訊的存取
與運用。

� 詳情請見 
興起的非洲研討會網頁的最新消息

六名候選人入圍 GBIF Ebbe Nielsen 挑戰
計畫
專家評審團已從 23 個第一屆 GBIF Ebbe Nielsen 挑
戰計畫申請當中，選出 6 個創新的計畫，並邀請各
計畫主持人參與競爭第二回合與最後一回合創意大賽
25,000 歐元的獎金。
這六個入選計畫呈現出 GBIF 網絡開放式生物多樣性資
料的廣泛運用，從以網頁瀏覽了解資料集品質，到區
域性鳥類與蛙類的聲景 (soundscapes)，從互動式預測
模式的網頁應用，到社會媒體主導的生物多樣性評估。

得主為（按字母排序）：

• 建立 #myGBIF 的 Tom August（英國）
• 建立 BioGUID.org 的 Richard Pyle（美國）

• 建立 ecoSpace 的 Miguel Porto（葡萄牙）
• 建立 GBIF 資料集度量的 Peter Desmet、Bart 

Aelterman 與 Nicolas Noe （比利時）
• 建立 GBIF Soundscape 的 Ben Raymond 與 Peter 

Neish（澳洲）
• 建立 Wallace 的 Robert P. Anderson、Matthew 

Aiello-Lammens、Bob Muscarella、Bruno Vilela 
與 Jamie Kass（美國、丹麥與西班牙）
� 詳情請見 

GBIF.org 的最新消息

GBIF 頒發 6 筆 2015 年能力發展計畫補助
金
GBIF 已選出 6 項獲得 2015 年能力發展計畫補助金的
計畫，得獎的計畫包括 16個國家會員、3個組織會員，
及其他因應非洲、拉丁美洲與歐洲特殊能力需求的夥
伴。

入選的計畫將焦點放在數位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流通、
存取與運用，以及基礎技術與培訓文件的翻譯。

今年獲得補助的計畫如下：

• GBIF 烏拉圭節點所主持的拉丁美洲國家合作計畫，
旨在建立烏拉圭的國家生物多樣性網站，以及資料
發布流程。

• GBIF 比利時節點比利時生物多樣性平台主持的歐
洲計畫，旨在翻譯重新運用澳洲生物地圖集軟體所
需的相關技術文件與使用者介面，希望能藉此開發
國家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入口網站。

• 瀕危野生動物信託基金會 (Endangered Wildlife 
Trust) 主持的非洲計畫，將協助訓練 7 個 GBIF 節
點，培養生態棲位模擬的能力，並提供訓練教材。

• GBIF 葡萄牙節點主持的非洲計畫，旨在葡萄牙語
系的非洲國家推廣 GBIF。

• GBIF 馬拉威節點主持的計畫，旨在瞭解國內生物
多樣性資料管理相關的培訓與基礎建設需求，並落
實權益關係人執行 GBIF 活動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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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nks.gbif.org/bidsurveyfrdh
http://links.gbif.org/bidsurveypt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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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bif.org/about/awards#EN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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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bif.org/page/82121
http://www.gbif.org/country/UY/participation
http://www.biodiversity.be/
http://www.ala.org.au/
https://www.ewt.org.za/
https://www.ewt.org.za/
http://www.gbif.pt/
http://www.gbif.org/country/MW/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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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F 法國節點輔導 GBIF 馬達加斯加節點強化國家
的網絡，並協助發布新資料的計畫。

� 詳情請見  
GBIF.org 的最新消息

2015 年青年研究者獎得主出爐
2015 年的兩位青年研究者獎得主分別是 Gonzalo 
Enrique Pinilla Buitrago，目前就讀墨西哥哈拉帕生態
學研究所 (Insituto de Ecologia in Xalapa)的哥倫比亞—
委內瑞拉碩士生，另一位則是南非的博士生 Fatima 
Parker-Allie。

Fatima Parker-Allie 的研究旨在透過以下三個截然不同
卻相輔相成的領域，推動南非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進
步。

• 發展（榮譽）理學士的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課程
• 改善資料品質，使資料更適合研究運用層面的使
用。

• 建立非洲南部水域不同氣候下的重要經濟魚種分布
模型。

� 詳情請見  
GBIF.org 的最新消息

Pinilla Buitrago 在申請青年研究者獎的計畫書中，說
明他將利用從 GBIF 與其他資源取得的資料，透過棲位
模擬的方法檢視動物相的歷史分布模式。 

未來將運用的 50 萬筆資料，則包括 493 筆哺乳類的
紀錄，以及 112 種甲蟲的 7,000 千多筆紀錄，資料
來源尚有哺乳類資訊系統網絡 (Mammal Networked 
Information Syste, MaNIS)，以及 CONABIO (墨西哥國
立生物多樣性資訊系統 Mexico's 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on Biodiversity，亦是 GBIF 墨西哥節點 )，並
從其他出版文獻取得其他相關的紀錄。

� 詳情請見 
GBIF.org 的最新消息

2014 年 GBIF 年度報告已發布
GBIF 秘書處已發布的 2014 年年度報告，內容說明了
2014-2016 年間工作計畫目標達成進度。
GBIF 年度報告亦概述了 GBIF 網絡的重要成果。

� 下載 
2014 年 GBIF 年度報告

工作小組協助提高資料於主要研究領域的
適用性
GBIF 已聚集兩組國際專家學者，協助研究如何提高以
GBIF 為媒介的資料在農業生物多樣性與分布模式領域
的適用性。

每一個工作小組都會評估資料的範圍規模及其完整性
（一般稱為「適用性」，fitness for use），並借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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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小組的專業，提出改善各個主題領域研究與運用的
各項建議。他們的工作屬於一個更大的策略架構的一
部分，該策略邀請有興趣的專家社群參與，來瞭解生
物多樣性資料在某些案例中的運用情形。

� 詳情請見 
GBIF.org 的最新消息

資料品質指南葡萄牙文版譯本已完成
GBIF 葡萄牙節點以及巴西節點 SiBBR，已完成 Arthur 
Chapman 權威作品〈資料品質特性〉(Principles of 
data quality) 的葡萄牙文翻譯。

� 詳閱 新出版的葡萄牙文譯本 PDF 檔
� 詳閱 Google 圖書的譯本
� 詳閱 英文原版

GBIF 資料運用
秘書處有個計畫追蹤使用以 GBIF 媒介資料的科學文
獻。以下列出幾筆同儕審查的文章代表近來的一些亮
點。

Gwitiraa I, Murwira A, Zengeya FM, Masocha M & 
Mutambu S (2015). Modelled habitat suitability of a 
malaria causing vector (Anopheles arabiensis) relates 
well with human malaria incidences in Zimbabwe. 
Applied Geography 60: 130-138. 
作者群（國家）：辛巴威

為了促進更好、更有效率的瘧疾防治策略，作者利
用 GBIF.org 及其他來源分享的出現紀錄，針對瘧疾
的其中一種主要帶原者 Anopheles arabiensis，發
展了一套的棲息地適宜度模型。A. arabiensis 的棲
息地適宜度與辛巴威健康管理單位紀錄到的瘧疾發
生率之間，呈現不明顯正相關的結果，代表這套模
型具有防制或解決瘧疾這重要任務指標的潛力。

Brown KA, Parks KE, Bethell CA, Johnson SE & 
Mulligan M (2015). Predicting plant diversity patterns 
in Madagascar: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climate 
and land cover change in a biodiversity hotspot. PLoS 
ONE 10(4): e0122721.
作者群（國家）：英國、加拿大

作者為了瞭解氣候與土壤覆蓋變遷對於熱帶植物多
樣性分布模式的影響，利用以 GBIF 為媒介的 828 

馬達加斯加西北部落葉旱林， Anjajavy C. MICHAEL HOGAN—公
眾領域標章

屬及 2,186 種出現紀錄，模擬三種情境，並預測馬
達加斯加生物多樣性未來的變化。

Kraemer MUG, Sinka ME, Duda KA et al. (2015).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arbovirus vectors Aedes 
aegypti and Ae. albopictus. eLife 4:e08347.
作者群（國家）：英國、美國、巴西、瑞典、比利時、
印尼、台灣

登革熱與屈公熱都是由蚊子傳播的病毒性疾病，過
去 50 年來對於公共健康威脅逐漸攀升，因此這群
作者更新病媒蚊 Aedes aegypti 與 Ae. albopictus 已
知的分布模式，並預測其未來的分布。研究的結果
顯示，各大洲都有這兩個物種的棲息地，且範圍正
逐漸擴大中，尤其是 Ae. albopictus。研究的結果能
幫助人們瞭解這兩個物種擴散的地理因素，並協助
政府採取防制病媒蚊的健康醫療措施。

Moonlight PW, Richardson JE, Tebbitt MC et al. 
(2015). Continental-scale diversification patterns in a 
megadiverse genus: the biogeography of Neotropical 
Begonia.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42: 1137-1149.
作者群（國家）：英國、哥倫比亞、美國、新加坡、中國、
台灣

為什麼熱帶地區能夠孕育如此豐富的植物多樣性？
是什麼原因與機制造就這些演化模式？作者企圖瞭
解秋海棠屬植物的起源與擴散，以解決這個現今生
物地理學最令人感興趣的問題之一。這項研究將
1,600種安地斯山的秋海棠屬植物的演化基因分析，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fitness-for-use-task-groups-announced
http://www.gbif.org/resource/80924
https://books.google.dk/books?id=wp9ICAAAQBAJ
http://www.gbif.org/resource/80509
http://dx.doi.org/10.1016/j.apgeog.2015.03.010
http://dx.doi.org/10.1016/j.apgeog.2015.03.010
http://dx.doi.org/10.1016/j.apgeog.2015.03.010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22721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22721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22721
http://dx.doi.org/10.7554/eLife.08347#.dpuf
http://dx.doi.org/10.7554/eLife.08347#.dpuf
http://dx.doi.org/10.7554/eLife.08347#.dpuf
http://dx.doi.org/10.1111/jbi.12496
http://dx.doi.org/10.1111/jbi.12496
http://dx.doi.org/10.1111/jbi.1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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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2,374 筆以 GBIF 為媒介的紀錄）與他們祖
先的分布範圍配對，研究發現指出秋海棠屬曾發生
過許多次的傳播活動，以及區域性與擴及整個洲的
擴散機率的重要性。

Mylne AQN, Pigott DM, Longbottom J et al. (2015) 
Mapping the zoonotic niche of Lassa fever in Africa.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 Hygiene 109(8): 483-492.
作者群（國家）：英國、美國

拉薩熱是一種難以診斷的病毒性疾病，每年在西非
約有 5,000 人因此喪命。先前研究指出拉薩熱的動
物宿主是多乳頭小鼠（Mastomys natalensis），因
此作者運用 200 萬餘筆以 GBIF 為媒介的所有鼠科
物種紀錄，建立宿主的分布模型。 

多乳頭小鼠 (Mastomys natalensis). 照片提供者：Flicker 的 
Batwrangler—照片授權：CC BY-NC-ND 2.0

本研究結合已知的人類與動物病例位置，結果指出
在 14 個西非國家—其中包含 4 個至今尚未通報任
何病例的國家—的 3,770 萬人口都是危險群，因
為那些地區的條件適合病媒的傳播。本報告在繪製
出伊波拉病毒、馬堡病毒與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
病毒等人畜共通的感染地圖等一系列研究的架構底
下，提出未來監測、診斷與治療拉薩熱的空間概念
參考，無形中幫助容易染上急性病毒重症的漠南地
非洲地區，能以更快的速度回應公共衛生醫療的需
求。

Silva-Rocha I, Salvi D, Sillero N, Mateo JA & Carretero 
MA (2015). Snakes on the Balearic islands: and 
invasion tale with implications for nativ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LoS ONE 10(4):e0121026.
作者群（國家）：葡萄牙、西班牙

人類與巴利亞利群島 (Balearic Islands) 之間的互動
興衰歷史悠久，引發了無數次的生物入侵，本論文
著重探討馬蹄鐵鞭蛇 (Hemorrhois hippocrepis)、蒙
貝利爾馬坡倫蛇 (Malpolon monspessulanus)、擬滑
鱗蛇 ( 中國譯名，Macroprotodon mauritanicus)、
鱗錦蛇 (Rhinechis scalaris) 這 4 種近來被引進的物
種。

這群作者利用蛇的組織樣本分析粒線體 DNA，希望
能瞭解這些蛇的起源與入侵的途徑。並主要透過以
GBIF 為媒介的資料，來瞭解每個物種的原生分布，
預測物種目前與未來在地中海列嶼的棲息地適宜
度。他們透過分子分析與生態分析的結合，發現橄
欖樹幼苗的交易極可能是造成這些物種入侵最有可
能的唯一主因，加上氣候變遷亦可能改善了這些已
擴散的外來種的生存條件。

新資料
巴西植物與菌類資料的重大進展
大約有 100 個巴西的資料集已透過 GBIF.org 首次發布
了資料，資料總數達 430 萬，是巴西所有機構已發布
紀錄的三倍。

此次紀錄的大幅成長，來自於巴西網絡 speciesLink、
國立科學與科技研究所附屬虛擬植物與菌類標本
館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 
Virtual Herbarium of Flora and Fungi, INCT-HVFF)、
GBIF 巴西節點 (SiBBr) 與 GBIF 秘書處資訊學團隊的合
作。

� 詳情請見 
GBIF.org 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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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x.doi.org/10.1093/trstmh/trv047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21026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21026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21026
http://www.gbif.org/country/BR/summary
http://www.gbif.org/country/BR/summary
http://splink.cria.org.br/
http://inct.florabrasil.net/
http://inct.florabrasil.net/
http://inct.florabrasil.net/
http://www.sibbr.gov.br/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brazil-flora-fu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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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邁澤植物園的水鳥

發布者：邁澤植物園 (Botanic Garden Meise)
紀錄總數：5,666
植物園所記錄的野生鵝類與黑鴨的紀錄，屬於某個鳥
類棲地偏好研究計畫成果。

 比利時邁澤植物園。照片提供者：Donar Reiskoffer 來自 Flicker 
CC BY 3.0. 授權

法蘭德斯的繁殖鳥類地圖集

發布者：自然與森林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ure and Forest, INBO)
紀錄總數：330,046
此資料集包含了 3 個繁殖季節 (2000-2002) 所觀察的
紀錄，共有 197 個分類群、183 個種及 3 個亞種在法
蘭德斯地區繁殖的鳥類資料。

貝南
植物物種普查資料

發布者：GBIF 貝南節點
紀錄總數：8,061
這 3 個資料集包含靠近 Mons-Kouffe 森林保留區、貝
南中部、Pahou 森林保留區與 Toffo 森林保留區的植物
觀察紀錄。

哥倫比亞
最新發布的 31 個資料集要點如下：

• 其中 3 個資料集包含 6,839 筆卡薩納雷省
(Casanare) 描述野生水豚棲地的紀錄，由亞歷
山大馮洪堡研究學會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nstitute) 發布。紀錄內容包括 Paz de Ariporo 與

Hato Corozal 市政府轄區的野生水豚族群、水豚棲
地的植物物種與水豚的食草現況評估。

• 已發布亞歷山大馮洪堡研究學會典藏的 12,962 筆
蜣螂標本，部分典藏與哥倫比亞咖啡園的蜣螂有
關，其餘則屬於與旱林相關的物種。

• 已發布 3,535 筆與公共衛生極為相關的昆蟲紀錄，
包括蚊子與吸血的食蟲椿象，由發布機構哥倫比亞
熱帶醫學研究所 (Colombian 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的研究人員於過去 15年在國內所採集。

• 由波哥大鳥類協會 (Asociacion Bogotana de 
Ornitologia) 發布，在波哥大莽原以及安蒂奧基
亞省東部的 66,677 筆花卉農場鳥類觀測紀錄，
觀察到的物種包括極危物種－點肋水雞 (Gallinula 
melanops bogotensis)、瀕危的波哥大秧雞
(Rallus semiplumbeus) 及安第斯棕硬尾鴨 (Oxyura 
jamaicensis andina)。

• 由熱帶研究基金會 (Fundacion Entropika) 發布，
來自哥倫比亞與秘魯的亞馬遜交界 1,623 筆涵蓋
11 種靈長類的觀測紀錄，觀測時間介於 2005 年 3
月至 2015 年 5 月之間。

剛果共和國
新發布者：國立金夏沙教育大學 (Universite 
Pedagogique Nationale de Kinshasa, UPN)
紀錄總數：213
已發布 5 個資料集，共包含 213 筆植物、食用昆蟲、
家畜與飼料的紀錄。

法國
法屬奎亞那的蚊子

發布者：演化與生物多樣性實驗室 (Laboratoire EDB 
"Evolution et Diversite Biologique")
紀錄總數：1,138
已發布的紀錄取自該地區正在進行的蚊子分布研究。

德國
斯圖加特自然史博物館的古生物典藏

發布者：斯圖加特自然史博物館 (Staatliches Museum 
fur Naturkunde Stuttgart)
紀錄總數：46,025
已發布 9 個化石資料集，包含保存於琥珀中具有 5 億
4000 萬年歷史的無脊椎動物及 6,600 萬年歷史的哺乳
類。

http://www.gbif.org/dataset/c0cc29de-f49f-4b66-b4ec-c83afbb7101d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344ee9f-f1b7-4761-be2c-58ee6d741395
http://www.gbif.org/dataset/81c5a091-6e94-40db-a2a4-48f4de42d41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d669d0-80ea-11de-a9d0-f1765f95f18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d669d0-80ea-11de-a9d0-f1765f95f18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b2db85d5-c5fe-4125-9e36-590a5f651829
http://www.gbif.org/dataset/ebb766c1-6036-4b58-a0cb-ad8c35c03850
http://www.gbif.org/dataset/f0a99f2c-2670-4ae8-8b9f-8661e02a33a8
http://www.gbif.org/dataset/69608318-64d6-4267-9bc3-ac1aa47866cd
http://www.gbif.org/dataset/8e921f3a-f567-4c8e-99ba-8d9cde75b9a3
http://www.gbif.org/dataset/8e921f3a-f567-4c8e-99ba-8d9cde75b9a3
http://www.gbif.org/dataset/7d5a76b9-819f-4fb8-aab0-664d4089aa54
http://www.gbif.org/dataset/7d5a76b9-819f-4fb8-aab0-664d4089aa54
http://www.gbif.org/dataset/fbaea48e-35ff-490c-a108-20ae943ea03f
http://www.gbif.org/dataset/d75ef2bb-a01a-4899-8bca-d70421343f27
http://www.gbif.org/dataset/ed195c7e-2727-46f8-ac2e-37c0af2c8c59
http://www.gbif.org/dataset/1ccde8b1-a675-4208-ad70-9c0dfb6b7abc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31c8ca0-3806-4796-b8a3-fb5f1581374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31c8ca0-3806-4796-b8a3-fb5f1581374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31c8ca0-3806-4796-b8a3-fb5f1581374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251fe14-04e1-483f-9ae6-46cf83ff76fa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251fe14-04e1-483f-9ae6-46cf83ff76fa
http://www.gbif.org/dataset/ac2d4971-4b88-4339-ad10-0ed2b0b4d69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3a56fbe7-467b-4018-8876-f73dede15ea2
http://www.gbif.org/dataset/8e60f836-c6cb-4c37-83c5-5966af2428f1
http://www.gbif.org/dataset/8e60f836-c6cb-4c37-83c5-5966af2428f1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b681d05-5039-4bd0-a8b7-ea260e457808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b681d05-5039-4bd0-a8b7-ea260e457808
http://www.gbif.org/dataset/d93a707d-e232-4b46-947b-67fcd4000d86
http://www.gbif.org/dataset/89ec855f-1478-46ad-a80f-b5249593ba24
http://www.gbif.org/dataset/5d56b7b0-61d0-4522-ab84-eb75b3afc568
http://www.gbif.org/dataset/82448a85-e723-4c19-92db-98fe2b1d076e
http://www.gbif.org/dataset/5a8aa2ad-261c-4f61-a98e-26dd752fe1c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0b52165-656c-4d06-92c9-4fadb892934c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0b52165-656c-4d06-92c9-4fadb892934c
http://www.gbif.org/publisher/99ea0c90-61e5-11dc-a64c-b8a03c50a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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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2007-2011 年鳥類地圖集
發布者：國立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 (National 
Biodiversity Data Centre)
紀錄總數：458,185
愛爾蘭的觀測紀錄取自於英國與愛爾蘭境內 2007 年
至 2011 年間，為期 4 年的冬夏鳥類分布普查，共有逾
2,000 名愛爾蘭公民科學家參與。可透過 youtube 的
影片瞭解研究結果。

以色列
發布者：以色列自然與公園管理局 (Israel Nature and 
Parks Authority, INPA)
紀錄總數：406,535
已發布 21 個資料集，包含來自 INPA 及國家生態
系統評估計畫 (National Program for Ecosystem 
Assessment, HaMAARAG) 等 8 名資料持有者，以及耶
路撒冷希伯來大學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的典藏。

荷蘭
取自歷史報告的魚類觀察紀錄 
發布者：荷蘭爬蟲類、兩棲類與魚類保育中心 (Reptile, 
Amphibian and Fish Conservation Netherlands, 
RAVON)
紀錄總數：19,700
1860 年至 1907 年間的魚市場紀錄，包含歐洲鱘
(Acipenser sturio)、大西洋鮭 (Salmo salar)、以及西
鯡 (Alosa alosa) 等重要洄游魚類卸魚量的記載內容。

大西洋鮭 (Salmo salar) 照片提供者：Wikimedia 的 Hans-Petter 
Fjeld—CC-BY-SA. 授權

繁殖鳥類監測計畫

發布者：荷蘭野生鳥類學中心 (Dutch Centre for Field 
Ornithology)
紀錄總數：94,696
資料紀錄是透過繪製 1969 年至 2009 年間研究樣區的
鳥類領域地圖所取得。

挪威
挪威自然研究院昆蟲資料庫 (NINA)
發布者：挪威自然研究院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Nature Research)
紀錄總數：125,572
在挪威採集的昆蟲相關紀錄。

葡萄牙
葡萄牙本土的植物誌 
發布者：葡萄牙植物學會 (Sociedade Portuguesa de 
Botanica)
紀錄總數：140,687
公民已將植物觀察的結果上傳至 Flora-On ，並通過專
家的審查。Flora-On 是葡萄牙植物學會創立的平台，
由學會會員志工負責維護。

俄羅斯
俄羅斯科學院的陽遂足典藏

發布者：聖彼得堡俄羅斯科學院動物學研究所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紀錄總數：8,401
已發布的紀錄包括 1800 年以來採集的標本，最古老的
標本採集自加拿大與格陵蘭。

西班牙
伊比利龍蝨地圖集

發布者：穆爾西亞大學 (University of Murcia) 生態與
水文學系

紀錄總數：62,015
地圖集皆擷取自 2013 年以前每一筆可取得的分布資料
文獻，包括博物館典藏、個人收藏、博士論文、以及
其他未發布的資料。

格拉納達大學的螞蟻典藏 
發布者：格拉納達大學 (University of Granada) 動物學
系

紀錄總數：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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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bif.org/dataset/115f45ed-4334-4144-b5c5-669027e9b19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6aqIQJja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6aqIQJjag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f160e00-329d-11d9-8439-b8a03c50a862/datasets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f160e00-329d-11d9-8439-b8a03c50a862/datasets
http://www.gbif.org/dataset/494ceb90-924c-483d-ae58-9dd89efb85a1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629d002-c1cf-4c61-9895-55ca7cd0e14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629d002-c1cf-4c61-9895-55ca7cd0e14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629d002-c1cf-4c61-9895-55ca7cd0e149
http://www.gbif.org/dataset/19c50cd5-d538-43ce-a794-467da113033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51595e-f1e9-467f-94e5-e1b65d15b30f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51595e-f1e9-467f-94e5-e1b65d15b30f
http://www.gbif.org/dataset/346a9b13-5c96-4793-bcd7-d6614950e726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6fec380-8e1d-11dd-8679-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6fec380-8e1d-11dd-8679-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7fe3eb5c-42bd-49d7-a30b-82c353ef657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d1805d75-066e-42d6-8cab-1c0d30323db3
http://www.gbif.org/publisher/d1805d75-066e-42d6-8cab-1c0d30323db3
http://www.flora-on.pt/
http://www.gbif.org/dataset/98333cb6-6c15-4add-aa0e-b322bf1500ba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14b9ce2-9545-4376-8a3b-6741558c256a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14b9ce2-9545-4376-8a3b-6741558c256a
http://www.gbif.org/dataset/3eaec825-e7a4-49b2-b6e5-f406595f855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74249eb0-0df2-48dd-96a6-be8770eb175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74249eb0-0df2-48dd-96a6-be8770eb175b
http://www.gbif.org/dataset/a387171f-c9c2-47ba-a02a-bcb99b2a0fa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c69bc8a-3015-45af-971b-af69fe82ab2f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c69bc8a-3015-45af-971b-af69fe82ab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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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繫放回報資料

發布者：阿蘭薩迪科學學會 (Aranzadi Science Society)
紀錄總數：304,689
鳥類繫放回報資料，蒐集自 1950 年以來的阿蘭薩迪繫
放計畫 (Aranzadi Ringing Scheme)。

瑞典
瑞典自然史博物館的無脊椎動物模式標本

發布者：GBIF 瑞典節點
紀錄總數：6,948
已發布的紀錄中，包含博物館土壤裡的迴蟲（線蟲
類）、海洋多毛蟲（多毛類）與棘皮動物等無脊椎典
藏模式標本。

烏干達
國立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的觀察紀錄

發布者：艾伯丁裂谷保育學會 (Albertine Rift 
Conservation Society, ARCOS)
紀錄總數：57,218
已發布的資料包括黑猩猩 (Pan troglodytes)、爾氏長
尾猴 (Cercropithecus ihoesti)、非洲水牛 (Syncerus 
caffer)、藍麂羚 (Cephalophus monticola)，以及受威
脅物種白翼棕蝠 (Eptesicus tenuipinnis) 的觀察紀錄。

美國
佛羅里達自然史博物館的無脊椎古生物學典藏

發布者：佛羅里達自然史博物館 (Florid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紀錄總數：249,368
標本典藏的內容大多是美國東南部的軟體動物。

紐約植物園植物標本館的維管束植物典藏

發布者：紐約植物園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紀錄總數：1,432,584
標本來自全球第四大的植物標本館 William and Lynda 
Steere 植物標本館的典藏。
無脊椎古生物學標本

發布者：奧克拉荷馬州 Sam Noble 自然史博物館 (Sam 
Noble Oklahom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紀錄總數：210,019
博物館收藏近 100 萬份無脊椎動物主要化石群標本，

已發布的紀錄包括若干正模標本，屬於被用來描述並
命名物種的單一基礎標本。

GBIF 社群新聞
GBIF 法國節點啟用新的國家生物多樣性資
料入口網站
GBIF 法國節點啟動法國生物地圖集 (Altas of Living 
France) 的新資料入口網站，現在已可存取 1,700 萬餘
筆法國各機構發布的生物多樣性資料紀錄。

利用 GBIF 澳洲會員國－澳洲生物地圖集 (Altas of 
Living Australia, ALA) 開發的開放原始碼建立的新入口
網站，可讓使用者搜尋出現紀錄與後設資料。法國新
發布的生物地圖集，是緊接著 GBIF 西班牙節點去年發
布之後，第二個使用 ALA 開發工具發展的國家入口網
站。

� 詳閱 GBIF.org 介紹全文
� 瀏覽 法國生物地圖集

芬蘭啟用嶄新國家資料入口網站的公測版
芬蘭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機構 (FinBIF) 已啟用新的入口
網站，共有芬蘭的近 5 萬個物種 3,500 萬筆出現紀錄
可供公開存取。

Laji.fi（意指物種 .fi）入口網站的公測版，由 GBIF
國家節點－芬蘭自然史博物館 (Finnish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LUOMUS) 所開發。

� 詳閱 GBIF.org 介紹全文
� 瀏覽 Laji.fi

網絡新聞
全球海洋外來物種登錄系統已啟用
記錄了海域外來物種的全球海洋外來物種登錄系
統 (World Register of Introduced Marine Species, 
WRIMS)資料庫，已正式啟用。資料庫記錄了 1,500餘
種外來種，並以國家、海域與地理座標註記物種的來
源位置。

全球海洋外來物種登錄系統根據世界自然保育聯盟入
侵種專家小組 (Invasive Species Specialist Group) 早期
的成果，為全球海洋物種登錄系統 (World Register of 
Marine Species, WoRMS) 開發了一套附有註釋的資料
集。

� 瀏覽 WRIMS 網站

http://www.gbif.org/dataset/52f2051b-c47e-403a-8e32-04b2f2273c20
http://www.aranzadi.eus/ornitologia-oficina-de-anillamiento
http://www.aranzadi.eus/ornitologia-oficina-de-anillamiento
http://www.aranzadi.eus/ornitologia-oficina-de-anillamiento
http://www.gbif.org/dataset/f2ec825d-145a-42fd-9bfe-a411a557bc47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c415e40-1e21-11de-9e40-a0d6ecebb8bf
http://www.gbif.org/dataset/026af01f-d227-476f-9e81-d5273eca6a2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b41e07a6-63ec-4903-afa1-6bee41498326
http://www.gbif.org/publisher/b41e07a6-63ec-4903-afa1-6bee41498326
http://www.gbif.org/dataset/989f6285-841c-47a4-991b-3d3396427f0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483a1f0-1032-11db-ae00-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8483a1f0-1032-11db-ae00-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d415c253-4d61-4459-9d25-4015b9084fb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e447c50-b8a8-11d8-92a4-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486ca376-f3a2-4084-8618-1c82a59c524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609765e0-4ce8-11db-b80e-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609765e0-4ce8-11db-b80e-b8a03c50a862
http://185.26.127.140/
http://185.26.127.140/
http://www.ala.org.au/
http://www.ala.org.au/
http://datos.gbif.es/
http://datos.gbif.es/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new-national-data-portal-in-france
http://185.26.127.140/
http://laji.fi/
http://laji.fi/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new-national-data-portal-in-finland
http://laji.fi/
http://www.marinespecies.org/introduced/
http://www.marinespecies.org/introduced/
http://www.marinespecies.org/introduced/
http://www.issg.org/
http://www.issg.org/
http://www.marinespecies.org/
http://www.marinespecies.org/
http://www.marinespecies.org/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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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自然史博物館新發布開放式資料
倫敦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NHM) 收藏的 8,000 萬筆標本資料，是全球重要的科
學典藏之一。NHM 於今年 2 月透過 GBIF.org 發布一個
逾 250 萬筆資料的資料集。
GBIF 秘書處 Kyle Copas 撰文，針對該資料集與倫敦自
然史博物館的大規模數位化工作提出深入分析。

� 詳閱 NBN.org.uk 刊載的全文

挪威物種出現紀錄資料的發布獲得經費支
持
GBIF 挪威節點徵求共同基金的專案計畫書，支持將挪
威的物種資料發布於 GBIF.org 的相關工作，徵求的主
要對象是挪威的學術單位，擁有挪威物種出現紀錄資
料的國際單位也在受邀之列。

� 詳閱 申請相關規定

先導計畫借鏡 ALA，學習保存傳統知識
澳洲原住民 Olkola 族人，以及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
研究組織 (CSIRO) 和熱帶地區原住民民族植物學中心
(Tropical Indigenous Ethnobotany Centre, TIEC) 的研
究人員，正在研究建立一套模式，希望藉此促進澳洲
生物地圖集與原住民各團體之間的雙向資訊交換，計
畫預計於 2015 年中開始進行。
澳洲生物地圖集共支持了兩項傳統生態知識
(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 IEK) 先導計畫，上
述計畫是其中之一。

� 詳閱 ALA 部落格刊載的全文

研討會展示比利時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計畫
成果
比利時生物多樣性平台 (Belgian Biodiversity Platform)
及其他學術機構夥伴，於五月的布魯塞爾共同舉辦為
期一天的研討會，主題圍繞於著重在工具運用的各項
比利時研究計畫。

活動以三場專題演講揭開序幕：

• 「比利時的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地景」，主講人：比
利時生物多樣性平台 Hilde Eggermont。

•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未來展望」，主講人：倫敦
自然史博物館 Vince Smith。

• 「資料公開發布於網頁的爭議」，主講人：開放知

識基金會比利時 (Open Knowledge Belgium) Pieter 
Colpaert。

上述專題演講及其他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演講，都已上
傳至研討會網站。

已開發有助於名錄交叉比對的工具
參與 3 月舉行於萊頓的黑客松訓練活動學員，新研發
一套工具 gn_crossmap ，有助於比對參考來源物種
名錄學名。黑客松由 Naturalis 舉辦，是 2014 年 5 項
GBIF 補助能力發展計畫的活動之一。

� 詳閱 全球分類名稱架構 (Global Names 
Architecture) 針對 gn. crossmap 的介紹

� 詳閱 工具使用說明
� 詳閱 萊頓黑客松培訓活動全文報導

德國資料入口網站獲得總額 580 萬歐元的
3 年補助
德國研究基金會 (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DFG)
已通過德國生物資料管理基金會 (German Federation 
for the Curation of Biological Data, GFBio) 下一期 580
萬歐元的 3 年補助預算，旨在改善並提昇這個國家
生物多樣性資料基礎設施提供的服務。GFBio 成立於
2013 年 12 月，由不來梅大學統籌管理。GFBio 由 19
個國內夥伴機構合作組成，包括做為 GBIF 德國節點的
機構。

� 詳情請見 GFBio 網站

導師計畫與訓練活動
挪威資料文章工作坊的教材已上線
由比利時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機構輔導的 GBIF 挪威節
點，於 2015 年 3 月 24-25 日舉行第二場工作坊，教
導如何撰寫資料文章，包括可被檢索用以描述資料集
的後設資料文件，以及如何透過同儕審查發布文章。
學員共 23 名，分別來自位於特隆赫姆 (Trondheim) 的
挪威科技大學博物館 (NTNU University Museum)、
挪威自然研究院 (NINA)、挪威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
(Artsdatabanken)，GBIF 網絡根據現有的資料集製作
了相關文稿，未來將發布部分文稿。

� 詳閱 工作坊議程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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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bn.org.uk/News/Latest-news/Open-access-data-comes-to-Natural-History-Museum,.aspx
http://www.gbif.no/application
http://www.csiro.au/
http://www.csiro.au/
http://www.ath.org.au/JCU_077417.html
http://www.ath.org.au/JCU_077417.html
http://www.ala.org.au/blogs-news/indigenous-ecological-knowledge-the-olkola-people/
http://www.biodiversity.be/
http://www.biodiversity.be/2900
http://www.biodiversity.be/2901
http://www.biodiversity.be/2902
http://biodiversity.be/conference2015/program/
https://github.com/GlobalNamesArchitecture/gn_crossmap
http://www.gbif.org/capacity-enhancement/current-projects#checklist_hackathon
http://www.gbif.org/capacity-enhancement/current-projects#checklist_hackathon
http://globalnames.org/gna/resolver/checklist/2015/05/11/gn-crossmap-gem.html
http://globalnames.org/gna/resolver/checklist/2015/05/11/gn-crossmap-gem.html
https://github.com/GlobalNamesArchitecture/gn_crossmap/blob/master/README.md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EJ5GPw83CL3Rgz3LS6jW5gDYxuhuLnbhRlcdZjn_BOs/edit
http://www.gfbio.org/
http://www.gfbio.org/
http://www.gfbio.org/news-events
http://goo.gl/Ef1Z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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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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room/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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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南節點登上國內電視螢幕
貝南第二大電視台貝南商業廣播公司 (BB 24)，在 5 月
貝南節點於柯多努舉行資料流通工作坊期間，播出一
段 13 分鐘的 GBIF 貝南節點介紹短片，並介紹節點
的相關活動。節目的主要內容，包括貝南代表團領隊
Gaston Akouehous 以及節點經理 Jean Cossi Ganglo 
的訪談。

� 觀賞 GBIF 貝南節點的電視短片

GBIF 法國節點受邀擔任馬達加斯加資料發
布與運用管理的培訓講師
參與訓練的 32 名學員來自馬達加斯加 12 個生物多樣
性組織，為期 4天的工作坊由當地節點MadBIF主辦，
並邀請法國節點的客座專家擔任訓練講師。

馬達加斯加培訓工作坊學員

這場工作坊舉行於 6 月，是 2015 年 GBIF 能力發展計
畫補助的 6 場活動之一。
學員在工作坊中透過現有資料集的運用，幫助圖萊亞
大學生物多樣性與熱帶環境研究所 (Ecole Doctorale de 
Biodiversite et Environnements Tropicaux, Universite 
de Toliara)，從馬達加斯加西南部的 Beza Mahafaly 保
留區的植物名錄中，發布 527 筆出現紀錄典藏。

� 瀏覽 Twitter 的 #FormationMadBIF 主題串所更
新的活動情形

近期活動
第 6 屆國際生命條碼學術會議 (6th International 
Barcode of Life Conference)
加拿大，貴湖：2015 年 8 月 18-21 日。
系統分類學會雙年會 (Systematics Association 
Biennial)
英國，牛津：2015 年 8 月 26-28 日。
第 50屆歐洲海洋生物學學術研討會 (European Marine 
Biology Symposium)
德國，黑爾戈蘭島：2015 年 9 月 21-25 日。
第 17 屆歐洲真菌學大會 (XVII Congress of European 
Mycologists)
葡萄牙，馬德拉：2015 年 9 月 21-25 日。
第 6 屆資料研究聯盟會員大會 (RDA Sixth Plenary 
Meeting)
法國，巴黎：2015 年 9 月 23-25 日。
非洲保育與資源管理能力建置工作坊 (Building 
Capacity for Conservation & Resource Management 
in Africa)
肯亞，奈洛比：2015 年 9 月 28-10 月 2 日。
2015 年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年會 (2015 TDWG Annual 
Conference)
肯亞，奈洛比：2015 年 9 月 29-10 月 3 日。
2015 年地球觀察高峰會議 (Eye on Earth Summit 
2015)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2015年 10月 6-8日。
GBIF-GB22 節點培訓課程
馬達加斯加，Antananarivo：2015 年 10 月 4-5 日。
第 22 屆 GBIF 理事會 (22nd GBIF Governing Board 
meeting, GB22)
馬達加斯加，Antananarivo：2015 年 10 月 8-10 日。

http://www.gbif.org/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https://youtu.be/j9Nm7jxBrCc?t=1m52s
https://youtu.be/j9Nm7jxBrCc?t=1m52s
http://www.gbif.org/capacity-enhancement/current-projects#Mentoring_Madagascar
http://www.gbif.org/capacity-enhancement/current-projects#Mentoring_Madagascar
http://www.gbif.org/dataset/3d0fc1a4-9102-4a7d-98f6-563e5252979a
http://www.gbif.org/dataset/3d0fc1a4-9102-4a7d-98f6-563e5252979a
https://twitter.com/hashtag/FormationMadBIF?src=hash
https://twitter.com/hashtag/FormationMadBIF?src=hash
http://dnabarcodes2015.org/
http://dnabarcodes2015.org/
http://systass.org/biennial2015/
http://systass.org/biennial2015/
http://www.awi.de/ueber-uns/service/veranstaltungen/details/events/50-europaeisches-meeresforschungs-symposium-auf-helgoland.html
http://www.awi.de/ueber-uns/service/veranstaltungen/details/events/50-europaeisches-meeresforschungs-symposium-auf-helgoland.html
http://www.mundiconvenius.pt/eventos/2015/xviicem2015/home.php
http://www.mundiconvenius.pt/eventos/2015/xviicem2015/home.php
https://www.rd-alliance.org/plenary-meetings/rda-sixth-plenary-meeting.html
https://www.rd-alliance.org/plenary-meetings/rda-sixth-plenary-meeting.html
http://www.ert-conservation.co.uk/africa_introduction.php
http://www.ert-conservation.co.uk/africa_introduction.php
http://www.ert-conservation.co.uk/africa_introduction.php
http://www.tdwg.org/2015-conference/
http://www.tdwg.org/2015-conference/
http://www.eoesummit.org/summit-2015/
http://www.eoesummit.org/summit-2015/
http://gb22.gbif.org/
http://gb22.gbi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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