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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徵求非洲 BID 計畫書
生物多樣性資訊發展 (BID) 計畫於 9 月開始徵求專
案計畫書之後，即湧入 34 個非洲國家 143 份初步
計畫概念說明書。

計畫概念說明書通過專家論壇審核之後，須於
2016 年 2 月底前提交完整計畫書。

計畫經費共 90 萬歐元，將分配給漠南非洲提出以
下目標的得標計畫：

• 促進保護區、受威脅物種與外來入侵種的生物多
樣性資料流通；

• 運用並擴充自然史典藏的數位化規模，並促進其
他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流通；

• 運用生物多樣性資料，幫助決策與研究；

• 發展長期性的全國性、區域性或主題性網絡，推
動資料分享與重新利用。

� 詳情請見
徵求計畫書新聞發布

私營企業掌握幫助保存波斯灣與西亞生
態系的關鍵資料               
2015 年 9 月 15-16 日於阿曼的馬斯開特舉辦的工
作坊，集結波斯灣合作理事會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及西亞地區的政府管理單位與環境顧
問，探討擴大分享透過環境影響評估 (EIAs) 取得的
物種資料有何益處。

「解開環境影響評估的生物多樣性資料之謎」
(Unlocking biodiversity data from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工作坊由 GBIF、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西亞區辦公室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Regional Office for West Asia, UNEP-
ROWA) 以及阿曼蘇丹國環境與氣候事務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Affairs, MECA) 共同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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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作坊屬於 GBIF 主持的其中一項計畫，由地球觀
察倡議 (Eye on Earth Initiative) 執行，「阿布達比全球
環境資料倡議」(Abu Dhabi Global Environmental Data 
Initiative, AGEDI) 所贊助。整體而言，希望能透過這項
活動鼓勵運用可分享與重複利用環境影響評估建立的
動植物與其他物種分布的數位化資料的工具。

針對尚未加入 GBIF 會員的地區，該計畫也協助 GBIF 秘
書處邀集他們的政府單位與專業人才共襄盛舉。為發
布 EIAs 建立的資料集，阿布達比環保局 (Environment 
Agency) 已建立 GBIF 資料整合發布工具 (IPT)。

� 詳情請見
活動新聞發布（英語版與阿拉伯語版）
工作坊講義與報告資料

第一屆 GBIF Ebbe Nielsen 挑戰計畫得主
出爐
經由專家評審，決定由比利時三人小組 Datafable 榮獲
首屆 2015 年 GBIF Ebbe Nielsen 挑戰計畫冠軍。他們開
發 GBIF 資料集度量 (GBIF Dataset Metrics) 的瀏覽器擴
充功能，使用者能在短時間內瞭解透過 GBIF.org 分享的
資料集。第二名得主是生物學家 Richard Pyle，他所建
構的 BioBUID.org 網站能交叉連結生物多樣性領域的資
料物件標識。

Datafable 的 NICOLAS NOÉ

第一名得主包括 Peter Desmet, Bart Aelterman 和 Nicolas 
Noé，他們的參賽作品在六組決賽作品中獲得最高分，
並贏得 2 萬歐元獎金。

� 詳情請見
新聞發布

GBIF 發行 2014 年科學回顧
GBIF 發行 2014 年科學回顧，收錄 350 篇 2014 年發表，
取材於 GBIF 網絡分享資料的科學論文，並特別挑選某
些科學或政策相關的文章大綱，來說明資料應用情形。

� 下載
2014 年科學回顧

公眾諮詢：GBIF 徵求資料差異分析指南的
批評指教
GBIF 徵求有興趣的用戶，針對「生物多樣性權益關係
人資料差異分析的最佳實踐指南」(Best Practice Guide 
for Data Gap Analysis for Biodiversity Stakeholders)，提出
想法與意見。

該指南簡單介紹了 16 個可存取資料分析差異的實際演
練，並概述設計差異分析時必須考量的原則。作者認
為分析可取用資料的差異，有助於優先進行資料流通，
並「告知政策與決策者，提醒他們避免因資料不夠充
分而容易犯下的錯誤。」

請於 2016 年 2 月 1 日前，上 GBIF 社群網站提交指南
意見書。

紐約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研討會影片已上線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與物種分布模式建立前線」
(Frontiers of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and Modelling 
Species Distributions) 研討會與小組討論影片已上線，
該研討會由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生物多樣性與保育中心
(Center for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BC-AMNH) 與 GBIF 於 2015
年 11 月 4 日聯合召開，地點位於紐約市的 AMNH 內。

GBIF 在此會議期間，同時於紐約城市大學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舉行為期 3 日的分布模擬資料之適用性
工作小組 (GBIF Task Group on Data Fitness for Use in 
Distribution Modelling) 會議。GBIF 要求工作小組評估該
領域的技術發展情形，與全球科學界及建立模型的社
群銜接，並報告 GBIF 未來 10 年應該如何給予支持的
展望計畫。

� 觀看
＃上傳至 Vimeo 的 GBIFfrontiers 研討會影片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eia-workshop-oman
http://www.gbif.org/event/82148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2015-ebbe-nielsen-challenge-winners
http://www.gbif.org/resource/82191
http://www.gbif.org/resource/82566
http://www.gbif.org/resource/82566
http://www.gbif.org/resource/82566
http://community.gbif.org/pg/forum/topic/50054/draft-for-consultation-best-practice-guide-for-data-gap-analysis-for-biodiversity-stakeholders/
http://www.amnh.org/our-research/center-for-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http://www.amnh.org/our-research/center-for-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http://www.amnh.org/our-research/center-for-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http://www.gbif.org/governance/task-groups#current
http://www.gbif.org/governance/task-groups#current
http://www.gbif.org/governance/task-groups#current
https://vimeo.com/album/366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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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 GBIF 理事會已順利舉行
來自 38 個國家與 6 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出席參加 2015
年 10 月 8、9 日的第 22 屆 GBIF 理事會 (GB22)，地點
位於馬達加斯加的安塔那那利佛。

同時亦配合 GB22 舉辦了為期 2 日的訓練活動，向 GBIF
節點人員介紹樣本資料。除了訓練活動外，該周的活
動亦包含 2 日的 GBIF 節點會議、為期半日的公開研討
會分享 GBIF 網絡的成果，以及分享馬達加斯加生物多
樣性的全日全國研討會。

生物多樣性公約 (CBD) 執行秘書 Braulio Dias 在理事會
開幕的視訊演講中表示，GBIF 的開放資料基礎建設「能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協助研究工作的進展，並影響保育
決策，促進地球生物資源的永續利用」，因此全力予
以支持。

理事會於會中通過新的「GBIF 2017-21 年策略計畫」
(GBIF Strategic Plan for 2017-21) 與這五年間的財務管理
模型，並更新 2016 年的工作計畫。

� 觀看
Youtube 生物多樣性公約執行秘書 Braulio Dias 視
訊演講

新會員
剛果共和國 (DRC) 是新加入 GBIF 社群的副會員；目前
GBIF 共有 54 個國家會員，其中 14 個是非洲國家。

剛果共和國是非洲地區第二大國，也是 17 個所謂的「生
物多樣性大國」之一，庇護了全世界大部分的物種。

非洲之角區域環境中心網絡 (The Horn of African 
Regional Environment, HoA-REC&N) 是阿迪斯阿貝巴大學
的一個自治機構，已加入 GBIF 成為副會員。

非洲之角區域環境中心網絡致力於該地區的適應與減
緩氣候變遷、環境治理與生態系統保育等議題，並推
動吉布地、衣索比亞、肯亞、索馬利亞、南蘇丹與蘇
丹等 6 個非洲國家中 40 餘間高等教育、研究與公民社
會機構的發展。

西非國家幾內亞共和國 2005 年 3 月加入 GBIF 網絡為
副會員，現已成為第 38 個投票會員。

自加入 GBIF 以來，幾內亞共和國的人員已參與多次
培訓活動，尤其是隸屬於發展中國家能力提升倡議
底下的南半球國家植物專家計畫 (Sud Expert Plantes-
The Capacity Enhancement Programm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SEP-CEPDEC) 舉辦的活動。SEP-CEPDEC 支持
法語系國家的全國性生物多樣性資訊網絡發展，並增
進與 GBIF 的合作。

� 詳情請見
幾內亞會員資格更新
剛果共和國會員資格更新
非洲之角區域環境中心網絡加入 GBIF 近況更新

秘書處人事異動
GBIF 秘書處資訊學團隊近期招募 4 名新職員，協助提
供優質的資料發布工具。

• Morten Hoefeet 是丹麥人，負責協助改善 GBIF.org 
的網站導覽與未來發展。Morten 接受過資訊架構
師以及軟體開發的訓練，之前曾參與過線上地圖開
發與地理資料呈現的工作。

• Matthew Blissett 來自英國，擁有電腦資訊學位。
他曾在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任職 6 年，負責建立植
物名錄、邱園的學名骨幹網路以及典藏系統工作。
Matt 屬於 GBIF 資訊學團隊，將負責 GBIF 的分類學
骨幹網路工作。

• Christian Gendreau 是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軟體開發
人員。在加入 GBIF 之前曾於 Canadensys 任職 4 年，
負責改善加拿大維管束植物中心 (Vascular Plants of 
Canada, VASCAN) 資料庫的後端技術。他也開發過
新元件組，包括 Canadensys 資料瀏覽器 (Canadensys 
data explorer)，Christian 未來將於 GBIF 負責資料品
質的技術部分。

• 義大利人 Alessio Checcucci 過去 20 年曾於義大利、
西班牙、德國、智利、澳洲與英國各個國際組織擔
任系統工程師與資料庫管理員。Alessio 在 GBIF 任

no. 45  Dec 2015

http://gb22.gbif.org/GB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OKs1Jcu7Y&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OKs1Jcu7Y&feature=youtu.be
http://hoarec.org/index.php/en/
http://hoarec.org/index.php/en/
http://www.gbif.org/capacity-enhancement/capacity-programmes#previous
http://www.gbif.org/capacity-enhancement/capacity-programmes#previous
http://www.gbif.org/capacity-enhancement/capacity-programmes#previous
http://www.gbif.org/page/82247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Democratic-Republic-of-Congo-becomes-Associate-Participant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hoarec-new-gbif-participant
http://www.canadensys.net/
http://data.canadensys.net/vascan
http://data.canadensys.net/vascan
http://data.canadensys.net/explorer
http://data.canadensys.net/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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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系統管理員，並負責系統安裝、配置、監測與更
新等系統操作的主要工作項目。

2015 年秘書處有 3 人離職，分別是處理生物多樣性
資料互通性議題的資深計畫人員 Éamonn Ó Tuama、
軟體開發人員 Oliver Meyn，以及系統管理員 Ciprian 
Cizitiu。另外，系統管理員 Andrei Cenja 的任職將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結束。祝福他們有美好的未來。

資料發布
IPT 2.3 版釋出
主要用於發布與共享生物多樣性資料的 GBIF 資料發布
整合工具 (IPT)，目前已釋出新版，並可供下載。

IPT2.3 版能支援樣本資料集的發布，並提供版本註釋，
協助用戶升級目前安裝的 IPT，並說明發布樣本資料的
方法。

現在已有新版 IPT 使用者手冊。

外掛程式將後設資料轉變成學術草稿
GBIF 與 Pensoft 之前發展出一套作業流程，流程已由
GBIF 與地球觀測資料網 (DataONE) 分享的資料集測試
過，而這套流程的外掛程式已簡化將後設資料轉變為
學術文章草稿的過程。

GBIF 為提倡資料文章—描述某個資料集的可檢索後設
資料文件—長期與 Pensoft 合作，希望透過這種方式
使所有參與資料發布的人都獲得讚揚與肯定。這項新
功能使得不管是在 GBIF、DataONE 或其他儲存相同格
式資料集入口網站的資料集發布者，能寫稿並投至公
開存取、同儕審查的生物多樣性資料期刊 (Biodiversity 
Data Journal)。

� 詳情請見
Eurekalert 的 Pensoft 新聞報導
Pensoft 部落格文章：介紹將後設資料轉變成文稿
的精簡過程

GBIF 社群新聞
舉行於羅安達的工作坊：探討安哥拉參與
GBIF 的參與情形

生物多樣性資料分享工作坊於 9 月在羅安達 (Luanda)
舉行，約有 30 名分別來自安哥拉的博物館、大專院
校、以及國內環境與農漁業機構的與會者，由安哥拉
科學與科技部，與 GBIF 葡萄牙節點合作，聯合第四屆
全國科學與科技研討會 (The 4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共同舉辦。

國家科學研究部部長 Domingos Neto 在開幕演說中，探
討了安哥拉資料政策架構的需求。來自 5 間博物館、
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的代表，於會議中展示 10 萬餘筆
標本資料，並分享各機構的典藏品與研究。

GBIF 秘書處的 Tim Hirsch 歸納一些參與 GBIF 的益處，
GBIF 葡萄牙節點的 Rui Figueira 則概述透過 GBIF.org 分
享的安哥拉生物多樣性資訊，並介紹建立國家節點的
綱領。

工作坊提供安哥拉的研究者一個機會，討論參與 GBIF
的各種細節及接下來的步驟。

� 詳情請見
GBIF 葡萄牙節點網站的最新消息

http://repository.gbif.org/content/groups/gbif/org/gbif/ipt/2.3/ipt-2.3.war
https://github.com/gbif/ipt/wiki/IPTReleaseNotes23.wiki
https://github.com/gbif/ipt/wiki/IPT2ManualNotes.wiki
http://pensoft.net/
http://www.dataone.org/
http://www.gbif.org/publishing-data/data-papers
http://bdj.pensoft.net/
http://bdj.pensoft.net/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5-10/pp-mat101315.php
http://blog.pensoft.net/2015/10/13/a-data-paper-at-the-click-of-a-button-streamlining-metadata-conversion-into-scholarly-manuscripts-for-gbif-and-dataone-data/
http://blog.pensoft.net/2015/10/13/a-data-paper-at-the-click-of-a-button-streamlining-metadata-conversion-into-scholarly-manuscripts-for-gbif-and-dataone-data/
http://www.gbif.pt/node/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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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 GBIF 節點聚集探討開發國家生物多樣
性入口網站
GBIF 阿根廷、巴西、法國、葡萄牙、西班牙與澳洲節
點的軟體開發人員，於 10 月來到西班牙馬德里的皇家
植物園，進一步探討根據澳洲生物地圖集 (ALA) 網站所
建立的各個國家生物多樣性入口網站未來的開發，會
議主軸在於討論如何發展入口網站的物種與空間地理
模組。

該會議由 GBIF 西班牙節點舉辦，是第二個「生物多樣
性合作平台工作小組」(CoopBioPlat Working Group)，
旨在透過建構公共平台，提供國家級的生物多樣性資
料，本工作小組由歐盟執行委員會贊助。

將 ALA 入口網站的關鍵技術資料與網路使用者介面譯
成法語、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一事，亦在會議中取得
進展。ALA 入口網站的翻譯工作是「遇見海灣專案」
(Encounter Bay Project) 計畫的一部分，此計畫是 2015
年獲得 GBIF 補助的六個計畫之一。

� 詳情請見
生物多樣性合作平台工作小組相關資訊
ALA 節點入口網站全球化計畫「遇見海灣專案」

藉活化網絡在俄國推廣 GBIF
(2015 年 )10 月舉行於莫斯科的一場研習會，鼓勵俄國
的研究人員透過 GBIF 將他們的資料向全世界分享。與
會的 23 名代表大部分是資料擁有者，他們來自俄羅斯
聯邦的 17 間學術機構、大專院校、自然保留區與非政
府組織。

研習會由俄羅斯科學院生物數學學院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Problems of Biology at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的代表 Natalya Ivanova 與 Maxim Shashkov
主辦，他們透過兩人創建和管理的新網站 www.gbif.
ru ，提供俄語的 GBIF 相關訊息。會議主持人是 Varos 
Petrosyn，他來自俄羅斯科學院的 A.N. Severtsov 生態
與演化研究所。

這場研習會是俄國境內近期的許多活動之一，希望引
起更多國人對於 GBIF 的興趣。有興趣的資料擁有者與
使用者透過 gbif-in-russia@googlegroups.com，與平台的
組員探討以 GBIF 為媒介資料的各種面向。

� 按此下載
研習會報告內容
GBIF 俄文版簡章

馬拉威加入 GBIF 獲得權益關係人的支持
GBIF 馬拉威節點與國內主要相關的機構會晤，向他們
介紹新節點活動，並希望他們參與投入，馬拉威是於
2015 年 2 月加入 GBIF。

與會的代表來自馬拉威國立標本館暨植物園 (National 
Herbarium and Botanical Gardens of Malawi)、馬拉威
森林研究院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lawi)、
馬拉威博物館 (Museums of Malawi)、木蘭吉山保育
信託 (Mulanje Mountain Conservation Trust)、馬拉威
大學大臣學院生物系 (University of Malawi Chancellor 
College-Biology Department)、馬拉威植物遺傳資源中
心 (Malawi Plant Genetics Resource Centre)、環境事
務部 (Environmental Affairs Department)、漁業研究院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非洲公園 (African Parks)、
以及 GBIF 國家節點國家科學與科技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CST)。

與會者同意 NCST 應該透過其文獻與資訊服務
部 (Department of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擔任國家生物多樣性入口網站的負責單位，
同時與權益相關單位簽署的協議可以有助於生物多樣
性資料的發布。

該會議是 2015 年 GBIF 能力發展經費補助計畫「GBIF
馬拉威代言行動專案」(GBIF Malawi advocacy action 
project) 的一部分。

巴西的工作坊提倡樣本資料的發布
工作坊舉行的地點位於巴西利亞的國家科學與科技發
展委員會 (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NPq)，共有 16 名來自全國各個計畫的
研究人員接受培訓，內容包括巴西生物多樣性資訊系
統 (Brazili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System, SiBBr) 與
GBIF 發布生物多樣性資料時所採用的方法學、工具和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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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la.org.au/
http://www.gbif.es/CoopBioPlat_in.php
http://www.gbif.es/CoopBioPlat_in.php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5-ala-internationalization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5-ala-internationalization
http://www.gbif.es/CoopBioPlat_in.php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5-ala-internationalization
http://www.gbif.ru/
http://www.gbif.ru/
mailto:gbif-in-russia@googlegroups.com
http://gbif.ru/node/14
http://www.gbif.org/resource/82278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5-malawi-training-infrastructure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5-malawi-training-infrastructure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5-malawi-training-infrastructure
http://www.sibbr.gov.br/
http://www.sibbr.gov.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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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的主題環繞在發布透過巴西長期生態研究計畫
(Brazilian Long 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Program, LTER/
PELD) 所典藏的樣本資料，LTER/PELD 於 1996 年開始，
目的在於收集與巴西生物多樣性保育相關的資訊，在
巴西各個生態系統建立永久研究樣區，而目前該網絡
擁有 30 個研究樣區，其中 15 個樣區的研究人員代表
出席了這場工作坊。

� 詳情請見
SiBBr 網站新聞報導（葡萄牙語）

5 個非洲國家的 GBIF 網絡成員接受生態棲
位模擬的培訓

GBIF 茅利塔尼亞、貝南、烏干達、肯亞與南非節點
的職員與合作夥伴參加由瀕危野生動物信託基金會
(Endangered Wildlife Trust, EWT) 於 2015 年 11 月 3-6 日
舉辦的工作坊，學習生態棲位模擬與資料文章撰寫，
地點位於約翰尼斯堡。學員被要求必須以自己國家的
資料集作為工作坊實際練習的材料，學習準備資料集
以利分析、使用 GIS 與 MaxENT 軟體以及解釋與改善模
型。

工作坊亦獲得 GBIF 2015 年能力發展計畫的補助。

課程講義將於近期內上傳至 EWT 數位學習平台。

烏干達資料技術人員接受發布工具的培訓
資料發布工作坊由烏拉圭、哥倫比亞與巴西生物多樣
性資訊機構，以及 Canadensys 共同舉辦，協助培訓 24
名政府單位、民間機關與學術界的資料技術人員，其
中 21 名學員來自烏拉圭，其他 3 人來自阿根廷、智利
與古巴。

工作坊的目標是訓練學員將資料發布至網路媒介的能
力，包括烏拉圭未來的國家生物多樣性入口網站及
GBIF，並加強他們評估資料品質的能力。

工作坊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在烏拉圭的
蒙得維多 (Montevideo) 舉行，屬於 2015 年能力發展補
助計畫的一部分，目標是建立烏拉圭資料入口網站。
這場工作坊能順利舉行，應歸功於哥倫比亞參與 2014
年能力發展計畫的成功經驗與資源分享。

工作坊確認付諸行動，限制漠南非洲外來
入侵種的擴散
來自茅利塔尼亞、布吉納法索、塞內加爾與法國 4 個
國家共 10 個組織的代表，11 月聚集於茅利塔尼亞的
Nouakchott，商討如何建立漠南地區外來入侵種的預警
與回應網絡系統，並集中討論如何建立國家與區域層
級的外來與入侵物種名錄。

與會者均同意，漠南地區過去數年來物種擴散最急遽
的，當屬水芙蓉 (Pistia stratiotes)、人厭槐葉蘋 (Salvinia 
molesta) 和蘆葦 (Phragmites australis) 等水生與濕地
植物。

參與工作坊的代表建議，加強入侵種擴散程度的瞭解，
並確立能夠降低衝擊的研究計畫與行動。

該工作坊所屬的計畫獲得 2014 年 GBIF 能力發展計畫
經費補助，由 GBIF 在茅利塔尼亞的節點巴黎高等師範
學院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舉辦。

http://www.icb.ufmg.br/peld/
http://www.sibbr.gov.br/internal/?area=comunicacao&subarea=noticias&subarea=noticia_91
http://www.gbif.org/publishing-data/data-papers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5-african-nodes
http://www.sibcolombia.net/web/sib/home
http://www.sibbr.gov.br/
http://www.sibbr.gov.br/
http://www.canadensys.net/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5-uruguay-data-portal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5-uruguay-data-portal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4-data-quality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4-data-quality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4-sub-saharan-invasives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4-sub-saharan-invas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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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資料運用
秘書處有個計畫追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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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mmitt NA, Bachman S, Griffiths-Lee J et al. (2015) 
Green plants in the red: a baseline global assessment for 
the IUCN Sampled Red List Index for Plants. PloS ONE 
10(8): eo135152.

作者群（國家）：英國、南非

研究經費提供：若福特基金會 (Rufford Foundation)、
MAVA 基金會 (MAVA Foundation)、阿布達比環境部
(Environment Agency of Abu Dhabi)

全世界目前雖然已有鳥類、哺乳類、兩棲與其他類
群的滅絕風險評估作為其保育工作的指導原則，但
生物圈的要角－植物方面—卻欠缺相似的基準線。
在此發表的 IUCN 紅皮書採樣指數，首度使我們明
白世界各地植物受威脅的情形。

作者使用全世界標本館的標本典藏，其中包括透過
GBIF 存取的標本紀錄，並分析 5 大植物類群 7,000
個物種的樣本，代表 38 萬種已被描述的植物。作
者的結論指出每 5 種植物中就有一個物種已經面臨
絕種威脅，熱帶地區的風險一般更高出一倍之多。
他們鼓勵大家互相合作以減輕尚未受到重視的氣候
變遷對植物的衝擊，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Escobar LE, Awan MN & Qiao H (2015)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and habitat loss for the red-listed Asiatic 
black bear (Ursus thibetanus): Using ecological niche 
modeling and nighttime light satellite imagery.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1:400-407
作者群（國家）：美國、巴基斯坦、中國
研究經費提供：美國國軍衛生監測部門 (U.S. Armed 
Forces Health Surveillance Branch)、中國國家自然科
學基金委員會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亞洲黑熊 (Ursus thibetanus) 分布範圍雖然遍及俄羅斯
東部、印度北部與中國東北，但仍被紅皮書列為全球
性的易危物種，牠們不僅族群漸小，更常因棲地及資
源的因素與人類發生越來越多的衝突。由美國、巴基
斯坦與中國組成的研究團隊模擬黑熊的生態棲位—以
透過 GBIF、VerNet 與其他資料來源所取得的資料進行
檢驗—然後再細調改善長期合適棲地的因應措施。作
者利用光害資料代替人類侵佔棲地的資料，其結果不

僅將人類的干擾考慮在內，並顯示最不受干擾的地區，
可作為長期保育與保護區計畫之用。

亞洲黑熊 (Ursus Thibetanus). 照片提供者：Ruholah Ahmadi—照
片授權：CC BY SA 3.0

Alimi TO, Fuller DO, Qualls WA et al. (2015) Predicting 
potential ranges of primary malaria vectors and malaria 
in northern South America based on projected changes 
in climate, land cover and human population. Parasites & 
Vectors 8:431.

作者群（國家）：美國、哥倫比亞、巴西

研究經費提供：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Byers JE, Smith R, Pringle J et al. (2015) Invasion expansion: 
time since introduction best predicts global ranges of 
marine invaders. Scientific Reports 5:12436

作者群（國家）：美國、澳洲、紐西蘭

研究經費提供：麥考瑞大學 (Macquarie University)、新
南威爾斯大學、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van Kleunen M, Dason W, Essl F et al. (2015) Global 
exchange and accumulation of non-native plants. Nature 
525 (7567): 100-103.

作者群（國家）：德國、澳洲、捷克共和國、美國、俄國、
紐西蘭、西班牙、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瑞士、南非、
葡萄牙、比利時、智利、印度、巴西、烏拉圭、貝里斯、
阿曼、泰國、中國、沙烏地阿拉伯、荷蘭

研究經費提供：德國研究聯合會 (Deutsche 
Forschungsgemenschaft, DFG)、澳洲氣候與能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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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35152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35152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35152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5.06.040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5.06.040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5.06.040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5.06.040
http://dx.doi.org/10.1186/s13071-015-1033-9
http://dx.doi.org/10.1186/s13071-015-1033-9
http://dx.doi.org/10.1186/s13071-015-1033-9
http://dx.doi.org/10.1186/s13071-015-1033-9
http://dx.doi.org/10.1038/srep12436
http://dx.doi.org/10.1038/srep12436
http://dx.doi.org/10.1038/srep12436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14910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1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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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Australian Climate and Energy Fund)、捷克科學基
金會 (Czech Science Foundation)、捷克科學院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下薩克森科學與文化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Culture of Lower Saxony)、福斯汽車基
金會 (VW-Foundation)、幾內亞植物教育期刊 (Flora de 
Guinea Ecuatorial)、沙特國王大學 (King Saud University)

Leiblein-Wild MC, Steinkamp J, Hickler T, et al. Modelling 
the potential distribution, net primary production and 
phenology of common ragweed with a physiological 
model. Journal of Biogeograhy.

作者群（國家）：德國

研究經費提供：黑森州高等教育、研究暨藝術部 (Hess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he Arts)

Magwe-Tindo J, Zapfack L & Sonke B. Diversity of wild yams 
(Dioscorea spp., Dioscoreaceae) collected in continental 
Africa.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作者群（國家）：卡麥隆

Mendoza R, Luna S & Aguilera C (2015) Risk assessment of 
the ornamental fish trade in Mexico: analysis of freshwater 
specie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FISK (Fish Invasiveness 
Screening Kit). Biological Invasions 17(12): 3491-3502.

作者群（國家）：墨西哥

研究經費提供：墨西哥國家漁業研究所 (Mexican 
National Fisheries Institute)、新萊昂自治大學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Nuevo Leon)

Meyer C, Kreft H, Guralnick RP & Jetz W. Global priorities 
for an effective information basis of biodiversity 
distributions.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8221.

作者群（國家）：德國、美國

研究經費提供：德國聯邦環境基金會 (Deutsche 
Bundesstiftung Umwelt, DBU)、德國學術交流中心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DAAD)、德國國
家研究委員會 (German Research Council, DFG)、美國國
家科學基金會、耶魯大學、哥廷根大學 (University of 
Gottingen)

Wagner N, Mingo V, Schulte U & Lotters S (2015) Risk 
evaluation of pesticide use to protected European reptile 
specie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1: 667-673.

作者群（國家）：德國

研究經費提供：德國國家研究基金會 (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Ware C, Berge J, Jelmert A et al. Biological introduction 
risks from shipping in a warming Arctic.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作者群（國家）：挪威、澳洲、丹麥、瑞士、俄羅斯聯邦、
波蘭

研究經費提供：特羅姆瑟大學博物館 (Tromsø 
University Museum)、斯瓦爾巴大學中心 (University 
Centre in Svalbard)、斯瓦爾巴環境保護基金 (Svalbar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北歐氣候與環境研究
中心 (Fram Centre)、挪威極地研究所 (Norwegian Polar 
Institute)、挪威外交部 (Norweg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Yanez-Arenas C, Peterson AT, Rodriguez-Medina K & Barve 
N. Mapping current and future potential snakebite risk in 
the new world. Climate Change.

作者群（國家）：美國

研究經費提供：墨西哥國家科學與科技理事會
(CONACYT)

新資料
eBird 透過更新增加了 5,800 萬筆新的觀
察資料
eBird 觀察資料集於 2014 年透過更新，新增逾 5,800 萬
筆觀察資料之後，共擁有近 2 億 1 千 200 萬筆紀錄，
包含了全世界 98％已知的鳥種。經過本次更新，使得
可透過 GBIF.org 存取的紀錄總數遠超過 6 億的成績。

逾 25 萬名觀鳥志工參與康乃爾鳥類實驗室 (Cornell Lab 
of Ornithology, CLO) 主持的 eBird 計畫，並提供觀察資
料。屬於美國與 GBIF 會員的聯合計畫 VertNet，此時再
次編輯並發布新版資料集的達爾文核心集檔案 (Darwin 
Core Archive)。

� 詳情請見
eBird 最新消息的新聞報導

南極
南極生物多樣性潮間帶群落 
發布者：南極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Antarctic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ANTABIF)
紀錄總數：3,902

觀察紀錄可追溯至 1897 年蒐集自 229 個地點的 1,416
個潮間帶物種 / 分類群，且通過使用全球海洋物種登錄
系統 (WoRMS) 的驗證；大多數資料來自已發布的文稿。

http://dx.doi.org/10.1111/jbi.12646
http://dx.doi.org/10.1111/jbi.12646
http://dx.doi.org/10.1111/jbi.12646
http://dx.doi.org/10.1111/jbi.12646
http://dx.doi.org/10.1007/s10531-015-1031-4
http://dx.doi.org/10.1007/s10531-015-1031-4
http://dx.doi.org/10.1007/s10531-015-1031-4
http://dx.doi.org/10.1007/s10530-015-0973-5
http://dx.doi.org/10.1007/s10530-015-0973-5
http://dx.doi.org/10.1007/s10530-015-0973-5
http://dx.doi.org/10.1007/s10530-015-0973-5
http://dx.doi.org/10.1038/ncomms9221
http://dx.doi.org/10.1038/ncomms9221
http://dx.doi.org/10.1038/ncomms9221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5.08.002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5.08.002
http://dx.doi.org/10.1016/j.biocon.2015.08.002
http://dx.doi.org/10.1111/1365-2664.12566
http://dx.doi.org/10.1111/1365-2664.12566
http://dx.doi.org/10.1007/s10584-015-1544-6
http://dx.doi.org/10.1007/s10584-015-1544-6
http://doi.org/10.15468/aomfn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e2e717bf-551a-4917-bdc9-4fa0f342c53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e2e717bf-551a-4917-bdc9-4fa0f342c530
http://www.vertnet.org/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ebird-update-adds-58-million-observations
http://www.gbif.org/dataset/6bf0f3b3-053d-435d-ac96-1074625b937c
http://www.gbif.org/publisher/fb10a11f-4417-41c8-be6a-13a5c853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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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考察隊的海洋觀察
發布者：南極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Antarctic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ANTABIF)
紀錄總數：4,343

資料收集自 2013 年破冰探險隊期間所做的海鳥與海洋
哺乳類觀察，旨在建立量化的分布資料。

北極
環極區海鳥監測計畫
發布者：北極動植物保育協會 (Conservation of Arctic 
Flora and Fauna)
紀錄總數：3,439

冰島的海雀 (Fratercula arctica). 照片提供者：Richard Bartz. —照
片授權：CC BY-SA 3.0

北極動植物保育協會蒐集的北極海鳥物種觀察紀錄，
可監測族群數量，並提供環極區物種現況資料，以利
北極圈國家經營管理。

比利時
法蘭德斯入侵美國牛蛙的觀察紀錄
發布者：自然與森林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ure and Forest, INBO)
紀錄總數：7,623

記錄於監測計畫期間的美國牛蛙 (Lithobates 
catesbeiana) 出現資料，有助於管理外來入侵種的族
群。若需回報資料集問題，請前往 Github 網站。

法蘭德斯的中華絨螯蟹出現紀錄
發布者：自然與森林研究所
紀錄總數：6,186

外來入侵種中華絨螯蟹 (Eriocheir sinensis) 的觀察資料

可追溯至 2000 年初。中華絨螯蟹是中國與韓國太平洋
沿岸原生種，於 1900 年代初期進入歐洲，1933 年比利
時首次記錄該物種的出現，據信是隨著壓艙水所引進，
並且極可能是為了開創漁業而刻意野放的結果。

貝南
欖蠵龜的國家普查資料
發布者：GBIF 貝南節點
紀錄總數：589

貝南海岸的欖蠵龜觀察資料。

柚木林區生態
發布者：GBIF 貝南節點
紀錄總數：2,416

在貝南南部私人柚木林區隔出 16 個樣區，並記錄各區
物種資料。

拉姆薩地區神聖森林的動植物物種普查
發布者：GBIF 貝南節點
紀錄總數：837

動植物物種出現資料記錄於 2013 年 11 月，地點位於
貝南南部兩處拉姆薩地區 (RAMSAR sites) 內的神聖森
林。

淡水生物計畫
資料的蒐集屬於歐盟贊助淡水生物計畫（BioFresh）的
一部分，旨在協助淡水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巴爾幹地區
巴爾幹西部地區淡水魚類
發布者：淡水生物計畫
紀錄總數：10,007

斯洛伐尼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蒙特內哥羅及馬其頓等國家的出現紀錄，皆收集自現
存的區域性與全國性研究機構資料庫以及參考文獻。

義大利
義大利淡水魚類
發布者：淡水生物計畫
紀錄總數：52,545

過去 20 年來的魚類觀察資料，編自義大利各漁業計畫、
行政資料庫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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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bif.org/dataset/0e8b0e10-1680-4d71-ae93-f61bd7933b1d
http://www.gbif.org/publisher/fb10a11f-4417-41c8-be6a-13a5c853512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4862593-2fdd-4491-ab79-b500b8272aac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4862593-2fdd-4491-ab79-b500b8272aac
http://www.gbif.org/dataset/ea95fd9b-58dc-4e48-b51f-9380e9804607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d669d0-80ea-11de-a9d0-f1765f95f18b
https://github.com/LifeWatchINBO/data-publication/tree/master/datasets/invasive-bullfrog-occurrences
http://www.gbif.org/dataset/258c9ce5-1bda-4001-a192-347c9e7fb186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d669d0-80ea-11de-a9d0-f1765f95f18b
http://www.gbif.org/dataset/727937b4-473e-4d73-b1c7-975fd2c4a2b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b2db85d5-c5fe-4125-9e36-590a5f651829
http://www.gbif.org/dataset/d059988c-ac22-4ac5-9999-6dbc4cecaf5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b2db85d5-c5fe-4125-9e36-590a5f651829
http://www.gbif.org/dataset/64f61819-8901-4a8b-9f55-caaec13e3dec
http://www.gbif.org/publisher/b2db85d5-c5fe-4125-9e36-590a5f651829
http://www.gbif.org/dataset/fc77b814-5596-4959-a779-30027a6507de
http://www.gbif.org/publisher/b872b075-9ab5-4e27-b6c6-5add6b890379
http://www.gbif.org/dataset/685a47f1-95b5-4bc0-b105-3ed0128defbf
http://www.gbif.org/publisher/b872b075-9ab5-4e27-b6c6-5add6b89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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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河岸的步行蟲
發布者：淡水生物計畫
紀錄總數：7,950

中歐步行蟲的出現紀錄，收集自各類文獻、未發布的
典藏，以及私人資料庫。

巴西
Vitória-Trindade 海底火山鏈的魚類生物多樣性
發布者：巴西海洋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Brazilian Marine 
Biodiversity Database)
紀錄總數：531

資料的取得，來自於 2009 年與 2011 年在西南大西洋
的 Vitória-Trindade 海底火山鏈與群島進行的 3 次科學
潛水考察行動，之後亦將漁業普查資料收錄至資料庫
中。

Seu Nico 森林的樹種多樣性
發布者：維索薩大學植物生態與演化實驗室 (Laboratory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Plants, at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Viçosa)
紀錄總數：2,868

Seu Nico 森林是蘊含豐富物種的老林，位巴西東南部，
觀察紀錄蒐集自森林中 1 公頃的樣區，該樣區有 2,868
顆樹。

加拿大
Rare 公益研究保留區 (rare Charitable Research Reserve)
提供調查與生物多樣性普查紀錄 (BioBlitz Records)
發布者：貴湖大學
紀錄總數：28,924

透過四個月在 900 多公頃的 rare 公益研究保留區，進
行清查與生物多樣性普查後取得的觀察記紀錄。

Marie-Victorin 植物標本館的苔蘚植物
發布者：蒙特婁大學生物多樣性中心
紀錄總數：26,193

Marie-Victorin 植物標本館擁有 5 萬餘筆非維管束植物
標本，資料集包含其中一半經過數位化的標本資料。

哥倫比亞
壁虎外來種分布
發布者：亞歷山大馮洪堡研究學會生物資源研究
院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ón de Recursos Biológico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紀錄總數：81

哥倫比亞外來的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標本紀
錄。

丹麥
丹麥海岸平原的維管束植物
發布者：哥本哈根大學生物學系
紀錄總數：3,595

自 1982 至 1985 年間在丹麥東南部含鹽與微鹹海岸平
原透過植被研究所取得的維管束植物觀察資料。

經普查取得的公民科學資料
發布者：Condidact 資訊公司架設的丹麥動物教學網站
(Danske-Dyr)
紀錄總數：15,311

線上教材發布機構 ConDidact 提供 8 個公民科學調查
的瓢蟲 (2013)、蜘蛛 (2004, 2011, 2014)、蝸牛 (2012, 
2015, 2006)、兩棲動物 (2007) 及蝴蝶 (2005) 紀錄。

愛沙尼亞
PlutoF 平台觀察資料 
發布者：塔爾圖大學 (University of Tartu) 自然史博物館
紀錄總數：741,967

觀察的紀錄來自 PlutoF 平台 (PlutoF platform) 所主持，
並經指定專家在 PlutoF 工作平台 (PlutoF workbench) 驗
證的公民科學與研究計畫。PlutoF 平台建立的宗旨，在
於協助生態學家與分類學家管理他們的研究資料。

附錄音檔的公民科學觀察資料
發布者：塔爾圖大學自然史博物館
紀錄總數：371

PlutoF 工作平台是網路分類學研究的工作平台，由公民
科學家透過該平台所收集的錄音檔，不僅提供物種出
現資料的說明，並與手機應用程式 Minu loodusheli （我
的自然聲音）互相連結。

http://www.gbif.org/dataset/648cbc07-5157-4dbd-add9-5db92d6e8011
http://www.gbif.org/dataset/1edcfe6d-da55-4d59-b30e-468cd21f8b0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6b6f5206-bbbc-4079-8685-ce5b664eaaf3
http://www.gbif.org/publisher/6b6f5206-bbbc-4079-8685-ce5b664eaaf3
http://www.gbif.org/dataset/3e95aa8e-a40c-4d34-ad11-7560484f1ff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9e1ad169-1f58-48fb-ad7a-3b2b4544d87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9e1ad169-1f58-48fb-ad7a-3b2b4544d87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9e1ad169-1f58-48fb-ad7a-3b2b4544d875
http://www.gbif.org/dataset/09e90dfb-5b1b-4dd9-a796-e2fba53d26f0
http://www.gbif.org/dataset/09e90dfb-5b1b-4dd9-a796-e2fba53d26f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96fe5cf-ae43-4212-8f77-293e807d0d5a
http://www.gbif.org/dataset/f318309f-f9db-453d-9b93-39acd4a67227
http://www.gbif.org/publisher/ff7bd5db-b724-4932-b496-10ea298851f9
http://www.gbif.org/dataset/ba828254-92eb-4d0d-bd94-5752597639ba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a7e3080-28a9-11dd-97cd-b8a03c50a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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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77dd4-84c5-4e84-b300-d5a7ac3c1edd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649bf8c-d7e0-482a-9f1a-8292cd418c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f1f8a1e3-d00a-4f73-a9c0-afe7674ff948
http://www.gbif.org/publisher/f1f8a1e3-d00a-4f73-a9c0-afe7674ff948
http://www.gbif.org/dataset/169fa761-2fb9-4022-93bd-e22b7a062efd
http://www.gbif.org/publisher/0870a77b-587c-4369-a8ed-bc3d347b8e1c
http://www.gbif.org/dataset/cb6e66f1-3056-404d-a341-bb856762c57c
http://www.gbif.org/publisher/0870a77b-587c-4369-a8ed-bc3d347b8e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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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自然史博物館典藏
發布者：塔爾圖大學自然史博物館
紀錄總數：212,157

愛沙尼亞自然史博物館典藏的標本包括模式標本，博
物館的物件包含近 26 萬筆標本，包括愛沙尼亞境內大
約 90％的植物、甲蟲、蝴蝶與蛾類、鳥類及哺乳類物
種。

法國
國立溫室植物園聯盟收集整理的國家溫室植物資料
發布者：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自然經營管理服務系統 (Service du 
Patrimoine naturel, SPN)
紀錄總數：20,855,528

法國有 11 間國立溫室植物園 (CBN)，擁有 2 千萬餘
筆法國植物的資料紀錄，於 1999 年組成國立溫室植
物園聯盟 (Federation des Conservatoires botaniques 
nationaux, FCBN)，並著手建立植被資料分享的資訊系
統，該計畫已於 2014 年初完工。

收集的資料來自田野調查結果、標本館與文獻。

新喀里多尼亞的海洋生物多樣性資料
發布者：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自然經營管理服務系
統
紀錄總數：4,791

新喀里多尼亞的 Annibal 珊瑚礁 . 照片提供者：J Brew. —照片授權：
CC BY SA 2.0

新喀里多尼亞的珊瑚礁與潟湖水下觀測資料取自
LAGPLON。LAGPLON 是該地區的海洋生物多樣性資訊系
統，由法國研究機構發展研究院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RD) 設立。

德國
Palatinate 森林 / 孚日北峰的鱗翅目與毛翅目
發布者：凱薩斯勞滕大學 (University of Kaisersalutern)
紀錄總數：3,200

蝴蝶與石蛾觀察資料蒐集自德國西南部，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位於 Palatinate 森林 / 孚日北峰 (North Vosges)
山脈的生物圈保留區內及其周遭。

愛爾蘭
Lichen.ie 資料
發布者：國立生物多樣性中心 (National Biodiversity 
Data Centre)
紀錄總數：895

蒐集自愛爾蘭國內各地的地衣紀錄。

鯨豚類目擊紀錄
發布者：國立生物多樣性中心
紀錄總數：7,763

資料集共三份，分別是愛爾蘭鯨豚團體 (Irish Whales 
and Dolphins Group, IWDG) 透過公民科學家蒐集的鯨
類觀察資料、固定努力觀測調查計畫 (Constant Effort 
Sighting Scheme) 的鯨魚觀察資料（由愛爾蘭鯨豚團體
主持的監測工作計畫）、以及鯨豚擱淺資料。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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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von) 
紀錄總數：94,696

繁殖鳥類觀察紀錄，蒐集自研究劃定樣區的鳥類領域
地圖繪製期間。

歐洲無脊椎動物調查—直翅目觀察紀錄
發布者：歐洲無脊椎調查基金會 (European Invertebrate 
Survey, EIF) 荷蘭分部
紀錄總數：68,939

蒐集自 1800 年至 2002 年間的直翅目昆蟲（蚱蜢、蝗蟲、
蟋蟀、螽斯）、蜈蚣與蟑螂的觀察紀錄，地點位於荷蘭。

經由蒙古東北部遷移的金斑鴴
發布者：國際水鳥與濕地研究工作小組 (Working Group 
International Waterbird and Wetland Research, WIWO) 荷
蘭分部
紀錄總數：12,808

紀錄蒐集自 2005 年 5 月在蒙古國東北部蒙古達哥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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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bif.org/dataset/5733a11d-9286-469c-a9f1-9b21c1e57caa
http://www.gbif.org/publisher/0870a77b-587c-4369-a8ed-bc3d347b8e1c
http://www.gbif.org/dataset/75956ee6-1a2b-4fa3-b3e8-ccda64ce6c2d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928bdf0-f5d2-11dc-8c12-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928bdf0-f5d2-11dc-8c12-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928bdf0-f5d2-11dc-8c12-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e5d47a25-9e51-40db-9b5c-3f766be5c7b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928bdf0-f5d2-11dc-8c12-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928bdf0-f5d2-11dc-8c12-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041203aa-ec0f-4125-8553-10ebc00b4357
http://www.gbif.org/dataset/7106d2ff-f04d-436f-91b5-ff96b0d44fc5
http://www.gbif.org/dataset/0ebf1f88-0b36-4600-8806-d32c36928b8e
http://www.gbif.org/dataset/33b2eb77-3719-4540-a4ab-b99e44f39e6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d2b97690-bfd6-11de-b279-d52977ace833
http://www.gbif.org/publisher/d2b97690-bfd6-11de-b279-d52977ace833
http://www.gbif.org/publisher/d2b97690-bfd6-11de-b279-d52977ace833
http://www.iwdg.ie/
http://www.iwdg.ie/
http://www.gbif.org/dataset/4764db32-05c6-4ac3-a648-670db5de9d37
http://www.gbif.org/dataset/4764db32-05c6-4ac3-a648-670db5de9d37
http://www.gbif.org/dataset/04e5adc3-28c6-4589-b48a-36b4c8609b40
http://www.gbif.org/dataset/04e5adc3-28c6-4589-b48a-36b4c8609b40
http://www.gbif.org/dataset/ef466c81-bbb0-49a5-85b6-81f4a3a285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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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7aa0d9-dd46-4fa4-b6c8-c7283c67dd1d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29a14ca-d257-4f31-acc0-d0b867ee723f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29a14ca-d257-4f31-acc0-d0b867ee723f
http://www.gbif.org/dataset/1dcc7df9-e92d-4c6a-a4d8-547138ba6f5d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e11ef64-489e-42aa-a5cd-cbe45b5075d1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e11ef64-489e-42aa-a5cd-cbe45b5075d1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e11ef64-489e-42aa-a5cd-cbe45b5075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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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 (Mongol-Daguur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的金斑鴴
遷徙監測研究，為期 16 天。

灰伯勞計數
發布者：waarneming.nl
紀錄總數：13,559

附有荷蘭年度灰伯勞數量觀察紀錄的 8 個資料集，於
2007 年至 2015 年間由 Waarneming.nl 召集的公民科學
家們所蒐集，以監測荷蘭境內此物種的族群量。

挪威
以下舉出的案例當中，前兩個是運用新整合發布工具
新制定的樣本資料標準來發布資料集的最早例子之一。

2013 年格陵蘭島東北部的蝌蚪蝦調查
發布者：挪威科技大學博物館 (NTNU University 
Museum)
紀錄總數：16

蝌蚪蝦 (Lepidurus arcticus) 觀察紀錄的樣本資料集，
蒐集自格陵蘭島東北部 Zackenberg 地區的池塘與湖泊，
時間介於 2013 年 7 月至 8 月間。

北特倫德拉格低地湖岸植被
發布者：挪威科技大學博物館 
紀錄總數：782

附有 391 筆植物觀察資料的一個樣本資料集，蒐集自
挪威北特倫德拉格 (Nord-Trøndelag) 郡內 6 個保護區的
植被樣區。

標識放流魚類的資料庫
發布者：挪威自然研究院
紀錄總數：32,762

國立標識放流鮭魚資料庫的出現紀錄，包括大西洋鮭、
褐鱒與北極紅點鮭。

ARKO strandeng
發布者：挪威自然研究院
紀錄總數：3,669

挪威南部鹹水草原的維管束植物觀察紀錄。

挪威奧斯陸自然史博物館的鳥禽典藏
發布者：奧斯陸大學自然史博物館
紀錄總數：110,660

奧斯陸自然史博物館的典藏，包含保存的鳥類標本、
蛋殼、精子與 DNA，標本的歷史典藏可追溯至 17 世紀，
蛋殼典藏則是 18 世紀。

西班牙
Neotropicmyxo - 新熱帶地區的黏菌綱資料庫
發布者：高等科學研究委員會皇家植物園 (Real Jardín 
Botánico, CSIC) 
紀錄總數：43,066

新熱帶的黏菌出現紀錄範圍，一路從墨西哥延伸到阿
根廷與智利的火地島，資料來源包括參考文獻、標本
館與典藏。

義大利南部瓦拉諾湖的非寄生線蟲
發布者：巴塞隆納自然史博物館
紀錄總數：284

資料包含亞得里亞南部的 40 個新物種，皆取自記錄瓦
拉諾湖 (Lake Varano) 裡蛔蟲與線蟲的文獻。

瑞典
海豚科動物
發布者：瑞典自然史博物館 (Swedish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紀錄總數：2,188

港灣鼠海豚 (harbor porpoises) 公民觀察紀錄，經瑞典
自然史博物館驗證後發布。

瑞典自然史博物館典藏
發布者：瑞典自然史博物館
紀錄總數：218,982

瑞典自然史博物館提供魚類標本、昆蟲、蛛形綱與多
足綱標本，以及新生代脊椎動物與古生代無脊椎動物
標本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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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馬氏網計畫採集調查
發布者：瑞典自然史博物館
紀錄總數：99,083

瑞典馬氏網計畫 (Swedish Malaise Trap Project, SMTP) 目
標是辨識 2003 年至 2006 年間取得的 8 千萬筆昆蟲標
本，記錄的昆蟲是被形似帳棚用來捕捉飛行昆蟲的馬
氏網所捕獲。該計畫已發現 500 餘種未描述種，以及
瑞典之前尚未記錄的物種。

Vanersborg 博物館的 Axel W. Erikssons 非洲鳥類典藏
發布者：GBIF 瑞典節點
紀錄總數：1,000

鳥類標本由瑞典鳥類學家 Axel W. Eriksson，於 1867 年
至 1887 年間於非洲西南部採集，範圍包括今日的納米
比亞、安哥拉、南非與波札那。

瑞士
日內瓦植物標本館典藏
發布者：日內瓦市立溫室暨植物園—G(Conservatoire et 
Jardin botaniques de la Ville de Geneve-G)
紀錄總數：252,889

包括日內瓦植物標本館一般典藏的植物標本，與 
Prodromus 撰寫過程使用的標本 –Prodromus 是 1824
年由 De Candolle 開始進行收錄的 17 卷植物論文，目
的是成為所有已知種子植物的概論。其他典藏亦包括
Burnat 植物標本館的歐洲植物標本以及 1960 年代根
據瑞士植物學家 Edmond Boissier 的東方植物誌 (Flora 
Orientalis)，重建植物標本館之後所典藏的標本。後三
個典藏是”封閉標本館”，亦即其藏品從未外借過。

美國
大島入侵種委員會—2005-2010 年害蟲報告書
發布者：美國地質調查局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紀錄總數：9,264

由大島入侵種委員會 (Big Island Invasive Species 
Committee) 透過夏威夷入侵種協會 (Hawaii Invasive 
Species Council) 通報系統取得的植物入侵種觀察紀錄。

北極生態系統變化倡議—阿拉斯加鳥類
發布者：美國地質調查局
紀錄總數：3,377

透過美國地質調查局的北極生態系統變化倡議
(Changing Arctic Ecosystems initiative) 蒐集的鳥類觀察資
料，該計畫設立宗旨在於提供生態系統回應氣候變遷
的科學資訊。美國地質調查局阿拉斯加科學中心 (Alaska 
Science Center) 在數個鑑定為能代表阿拉斯加生態系統
的地區監測其鳥類的族群。

原生蜜蜂調查與監測實驗室
發布者：美國地質調查局
紀錄總數：266,346

2 個資料集，內容包括以標本為主的蜜蜂、昆蟲與黃蜂
的出現紀錄。第一個資料集來自加拿大、墨西哥與美
國（包括美國領土與離島），另一個資料集則是從亞
美尼亞、巴哈馬、比利時、不丹、玻利維亞、智利、
古巴、多明尼克共和國、迦納、以色列等國蒐集的蜜
蜂基準物種出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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