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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青年研究者獎開放提名
GBIF 秘書處已開放提名研究生青年研究者獎，希
望能促進以 GBIF 為媒介資料的創新研究與發現。

GBIF 今年將頒發給碩士班與博士班學生各一名
4,000 歐元獎金，學生必須透過 GBIF 國家會員的首
席代表申請（參 GBIF 完整會員表），每個會員國
最多可提名兩位候選人給秘書處，提名截止日期為
2016 年 7 月 15 日。

� 下載
徵求提名簡章

能力發展
2015 年非洲 BID 開放申請即收到 34
個非洲國家的初步專案計畫書               
2015 年 9 月公布生物多樣性資訊發展計畫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 BID) 第一
階段篩選漠南非洲專案計畫書細則之後，湧入了
34 個國家，143 份初步計畫概念說明書。

截至目前為止收到的申請書總金額，超過今年 BID
補助總額 90 萬歐元的六倍。

GBIF 及其評審團已篩選出某些申請者，並請他們
提交完整計畫書，將於 2016 年 4 月公布入選的計
畫書。

BID 是由歐盟贊助、GBIF 主持的多年計畫，旨在提
昇生物多樣性資訊的存取與使用率，幫助漠南非洲
地區的非洲、加勒比海與太平洋國家 (ACP) 的研究
與決策。

� 詳情請見
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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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FA 計畫藉四項專案計畫補助亞洲 14 個
國家
亞洲生物多樣性資訊基金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und 
for Asia, BIFA) 已頒發 10 萬 6 千歐元，補助推動研究者
人員與決策者所需資料的四項專案計畫。

這些專案計畫能提昇 14 個亞洲國家的資料發布能力，
並與 8 個 GBIF 節點和亞洲未來可能成為新會員的國家
密切合作。

台灣玉山國家公園，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CC BY SA 3.0 授權

2015 年遴選出的四項專案計畫如下：

• 由印度、日本、韓國和台灣節點負責開發能公開存
取的學習資源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指南」– 以協
助亞洲的培訓活動。

• 在 GBIF 日本國家節點 JBIF 的導師協助之下開發越
南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系統。

• 東南亞國協生物多樣性中心 (ASE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ACB)、GBIF 台灣節點 TaiBIF 及 GBIF
挪威節點，共同協助東南亞國協 (Association for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遺產公園 (Heritage 
Parks) 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流通；遺產公園是該地區

重要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區。

• 東南亞國協生物多樣性中心和比利時生物多樣性平
台 (Belgian Biodiversity Platform)，共同強化 GBIF 菲
律賓節點的資料發布能力。

這筆基金也將用來補助 7 月在菲律賓舉行的 GBIF 亞洲
節點大會。BIFA 提撥日本政府環境部提供的補充經費，
協助亞洲舉辦的 GBIF 相關活動。

� 詳情請見
補助專案計畫詳細內容

GBIF 節點工作人員首度獲頒資料發布數位
徽章

GBIF 秘書處已將數位徽章頒發給 10 名完成支援與推
廣生物多樣性資料發布培訓課程的學員，此倡議成
為 GBIF 社群中技能與專業能力認證的最新方式。
獲得徽章的學員均為任職於節點機構的工作人員，
他們完成在馬達加斯加舉辦 2015 年理事會之前的培
訓活動，並取得證照。
GBIF 希望未來能透過徽章的頒發，來支持生物多樣
性發展計畫 (BID)，並肯定計畫夥伴的貢獻。
� 詳情請見

新聞報導

2016 年能力發展支持計畫開放計畫書申請
GBIF 秘書處已開放 2016 年能力發展支持計畫補助申
請，希望透過各項合作計畫，發展 GBIF 會員長遠的能
力。

計畫補助僅供 GBIF 會員提出申請。

申請共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為計畫概念說明書申請，
截止日期為 2016 年 4 月 11 日，通過審查的申請單位
須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提出完整的計畫書。

計畫是於 2016 年 6 月 16 日開始，為期一年，通過審
查的計畫補助金額最高可達 15,000 歐元，補助項目包

http://www.gbif.org/programme/bifa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GBIF-digital-badges
http://www.gbif.org/programme/capacity-support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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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導師活動、區域性訓練支援、GBIF 宣傳活動、文件
編集與能力需求評估。

� 詳情請見
徵求計畫簡章

培訓工作坊影片已上線
2015 年 12 月資料品質培訓工作坊使用的一系列影片
已上傳至 GBIF 西班牙節點網站，16 段影片都以西班牙
語發音，內容包含牛津大學的 Pablo Munoz 以及 GBIF
西班牙節點的 Francisco Pando, Katia Cezón, Santiago 
Martínez de la Riva 和 Christina Villaverde 等講師的授
課內容；高解析度的影片可在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
(Spanis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SIC) 入口網站取得。

另外，youtube 已可觀看阿根廷、巴西、法國、葡萄牙、
西班牙與澳洲節點工作人員訪談的影片，來了解他們
按照澳洲生物地圖集 (ALA) 架設國家生物多樣性入口網
站的進展；該訪談是於某次開會期間所記錄。

� 觀看
資料品質工作坊培訓影片

GBIF 節點工作人員談論以 ALA 入口網站為藍本的
架設進展

新成員
共同協議以提昇北極圈物種的資料交流為
目標
GBIF 與北極動植物保育小組 (Conservation of Arctic Flora 
and Fauna Working Group, CAFF) 展開新的合作關係，以
提昇科學與社會能取得的北極圈生物多樣性資訊品質
與規模為目標。

新的合作關係也將著重推廣北極動植物保育協會的北
極圈生物多樣性資料服務中心 (Arctic Biodiversity Data 
Service, ABDS) 和 GBIF.org 之間的資料有效交流。

� 詳情請見
關於協議的報導

資料發布
專家群提供建議以提昇農業生物多樣性研
究方面 GBIF 媒介資料的品質

一群國際專家們近期完成了一份報告，希望藉由 50 餘
項建議，增加透過 GBIF 流通資料的範圍、完整性與使
用性以利農業生物多樣性方面的研究。

此 GBIF 工作小組探討資料在農業生物多樣性研究方面
的適用性，小組主要是經由調查、深度訪談其他專家
以及公共諮詢之後，整理出各項建議；目前已可透過
GBIF.org 取得正式的報告書。

� 下載
農業生物多樣性研究方面資料適用性工作小組正
式報告書

新報告提供建議以提昇分布模擬方面 GBIF
媒介資料的品質
一群專家們負責協助提昇 GBIF 媒介資料在分布模擬研
究方面的可用性，並於最新發布的報告書中提出了他
們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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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2016-call-for-capacity-enhancement-proposals
http://www.gbif.es/formaciondetalles.php?IDForm=143#descargas
http://www.cienciatk.csic.es/documentos_por_coleccion/videos/Proyecto+GBIF/
http://www.cienciatk.csic.es/documentos_por_coleccion/videos/Proyecto+GB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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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ff.is/
http://www.abds.is/
http://www.abds.is/
http://www.abds.is/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CAFF-GBIF-partnershi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OKs1Jcu7Y&feature=youtu.be
http://www.gbif.org/resource/82283
http://www.gbif.org/resource/82283
http://www.gbif.org/resource/8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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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的內容取自分布模型研究社群的調查結果和專
家自己的看法，加上在「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與物種分
布模式先驅者 (Frontiers of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and 
Modelling Species Distribution)」研討會與小組討論所收
集的意見。

工作小組透過建議，呼籲 GBIF 應：

• 提供使用者在資料準確性、品質與不確定性方面的
已知指標

• 包含幫助使用者註記資料錯誤或議題的功能

• 協助訓練或引導使用者正確使用並詮釋資料

秘書處提供機會讓分布模型使用社群能針對報告書提
出意見（使用者需註冊），並分享他們使用以 GBIF 為
媒介資料的特殊使用案例和相關經驗。

� 詳情請見
工作小組報告書

關於報告書的報導

媒體報導
GBIF 貝南節點登上國家電視螢幕
貝南的國家電視台播出了 52 分鐘的節目，介紹貝南
自然資源保育與永續經營管理的生物多樣性資訊學，
現已可在 youtube  觀賞。節目內容包括 GBIF 貝南節
點機構 Abomey-Calavi 大學農業科學院院長 Joseph 
Hounhouigan、貝南 GBIF 總代表 Gaston Akouehou 及 
GBIF 貝南節點經理 Jean Cossi Ganglo 的訪談。

� 觀看
節目前半段
節目後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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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osta AL, Giannini TC, Imperatriz-Fonseca VL et al. 
Worldwide alien invasion: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forecast the potential spread of a highly invasive pollinator. 
PloS ONE. 作者所屬國家：巴西

Aguiar LMS, Bernard B, Ribeiro V, Machado RB& Jones G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Climate change effects on the 
future of Neotropical savannah bats.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5: 22-33 作者所屬國家：巴西、英國

Bateman BL, Pidgeon AM, Radeloff VC et al. The pace of 
past climate change vs. potential bird distributions and 
land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Change Biology. 作者
所屬國家：美國、澳洲

Bellard C, Genovesi P & Jeschke JM. Global patterns in 
threats to vertebrates by biological inva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83(1823). 作者所屬國家：法國、
義大利、德國

Cardador L, Carrete M, Gallardo B et al. Combining trade 
data and niche modelling improves predictions of the 
origin and distribution of non-native European populations 
of a globally invasive species.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作
者所屬國家：西班牙

Cora G, Magliozzi C, Berghe EV, et al. Estimating absence 
locations of marine species from data of scientific surveys 
in OBIS. Ecological Modelling. 作者所屬國家：義大利、
比利時、希臘、菲律賓

Crowl AA, Miles NW, Visger CJ, et al.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Campanulaceae: biogeographic, genomic and floral 
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作者所屬國家：
美國

Dablauwe V, Droissart V, Bose R et al. Remotely sensed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data improve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ling in the tropics.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作者所屬國家：法國、比利時、喀麥隆、
美國、印度、丹麥、荷蘭

Díaz S, Kattge J, Cornelissen JHC et al. The global spectrum 
of plant form and function. Nature. 作者所屬國家：阿根
廷、德國、荷蘭、澳洲、法國、哥倫比亞、英國、美國、
巴拿馬、俄羅斯聯邦、法屬奎亞那、義大利、加拿大、
哥斯大黎加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amnh-gbif-distribution-modelling-symposium-panel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amnh-gbif-distribution-modelling-symposium-panel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amnh-gbif-distribution-modelling-symposium-panel
http://community.gbif.org/pg/forum/topic/51686/report-of-the-task-group-on-gbif-data-fitness-for-use-in-distribution-modelling
http://community.gbif.org/pg/forum/topic/51686/report-of-the-task-group-on-gbif-data-fitness-for-use-in-distribution-modell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udKhE9rdr2txkDE8MiBK-wHHVbr4G5mcdktq6P3rFXk/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udKhE9rdr2txkDE8MiBK-wHHVbr4G5mcdktq6P3rFXk/viewform
http://www.gbif.org/resource/82612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fitness-for-use-report-distribution-modell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XbBVW4-2s&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KUtfpEGNwc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48295
http://dx.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48295
http://dx.doi.org/10.1016/j.gecco.2015.11.011
http://dx.doi.org/10.1016/j.gecco.2015.11.011
http://dx.doi.org/10.1111/gcb.13154
http://dx.doi.org/10.1111/gcb.13154
http://dx.doi.org/10.1111/gcb.13154
http://dx.doi.org/10.1098/rspb.2015.2454
http://dx.doi.org/10.1098/rspb.2015.2454
http://dx.doi.org/10.1111/jbi.12694
http://dx.doi.org/10.1111/jbi.12694
http://dx.doi.org/10.1111/jbi.12694
http://dx.doi.org/10.1111/jbi.12694
http://dx.doi.org/10.1016/j.ecolmodel.2015.12.008
http://dx.doi.org/10.1016/j.ecolmodel.2015.12.008
http://dx.doi.org/10.1016/j.ecolmodel.2015.12.008
http://dx.doi.org/10.3732/ajb.1500450
http://dx.doi.org/10.3732/ajb.1500450
http://dx.doi.org/10.3732/ajb.1500450
http://dx.doi.org/10.1111/geb.12426
http://dx.doi.org/10.1111/geb.12426
http://dx.doi.org/10.1111/geb.12426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16489
http://dx.doi.org/10.1038/nature16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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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ne JA, Maschner H, Betts MW et al. The roles and 
impacts of human hunter-gathers in North Pacific marine 
food webs. Scientific Reports. 作者所屬國家：美國、加
拿大

Griffiths HJ & Waller CL.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the biodiversity and biogeography of 
Antarctic and Sub-Antarctic intertidal communities.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作者所屬國家：英國

Hattab T, Leprieur F, Ben Rais Lasram F et al. Forecasting 
fine-scale changes in the food-web structure of coastal 
marine communities under climate change. Ecography. 作
者所屬國家：法國、突尼西亞、加拿大

Huang D, Hoeksema BW, Affendi YA et al. Conservation of 
reef cora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ased on species and 
evolutionary diversity.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作者
所屬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台灣、汶萊、
菲律賓、柬埔寨、越南、泰國

Janssens SB, Vandelook F, De Langhe E et al. Evolutionary 
dynamics and biogeography of Musaceae reveal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banana 
family and the geological and climatic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New Phytologist. 作者所屬國家：比利時、荷蘭、
坦尚尼亞

Jenkins CN, Alves MAS, Uezu A et al. Patterns of vertebrate 
diversity and protection in Brazil. PLoS ONE. 作者所屬國
家：巴西

Loskutov IG, Melnikova SV & Bagmet LV Eco-geographical 
assessment of Avena L. wild species at the VIR herbarium 
and genebank collection. Genetic Resources and Crop 
Evolution 作者所屬國家：俄羅斯聯邦

Newbold T, Hudson LN, Hill SLL et al. Global patterns of 
terrestrial assemblage turnover within and among land 
uses. Ecography 作者所屬國家：英國、挪威

Osawa T, Kohyama K & Mitsuhashi H. Trade-off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agriculture and biodiversity: Heavy 
consolidation work has a long-term negative impact on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Land Use Policy. 作者所屬國家：
日本

Pérez-Moreno H, Martínez-Meyer E, Soberón Mainero J 
et al. Climate pattern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wintering 
areas by North American migratory birds. Ecology and 
Evolution. 作者所屬國家：墨西哥、美國

Ramirez-Cabral NYZ, Kumar L & Taylor S. Crop niche 
modeling projects major shifts in common bean growing 
areas.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219-219: 102-
113 作者所屬國家：澳洲、墨西哥

Spalink D, Drew BT, Pace MC et al. Evolution of 
geographical place and niche space Patterns of 
diversification in the North American sedge (Cyperaceae) 
flora.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95: 183-195 
作者所屬國家：美國、中國

Trowbridge CD, Little C, Ferrenburg LS et al. Shallow 
subtidal octocorals in an Irish marine reserve. Marine 
Biodiversity. 作者所屬國家：美國、英國、愛爾蘭

新資料
安道爾
安道爾的物種觀測

發布者：安道爾研究院附屬安道爾雨雪研究中心 (Centre 
d'estudis de la neu I de la muntanya d'Andorra (CENMA), 
Institut d'Estudis Andorrans)

紀錄總數：108,287
安道爾研究院附屬安道爾雨雪研究中心的節肢動物、
真菌、脊椎動物與植物群觀測紀錄。

北極
麝牛豐富度
發布者：北極動植物保育協會
紀錄總數：117
1970 年至 2016 年收集的北極圈麝牛出現紀錄。

麝牛 (Ovibos moschatus)，攝於加拿大魁北克，攝影： Laurent 
Belanger, CC BY SA 4.0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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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多樣性
發布者：北極動植物保育協會
紀錄總數：652
於加拿大努納福特 (Nunavut) 劍橋灣 (Cambridge Bay)2
個潮濕與 2 個乾燥棲地所設置的水盤陷阱中觀察蜘蛛
的紀錄。

澳洲
24 個全新與更新的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
(CSIRO) 海洋與大氣研究中心 ( 澳洲 OBIS) 資料集。

大堡礁魚類調查資料
發布者：CSIRO 海洋與大氣研究中心
紀錄總數：147,466

大堡礁長期調查的 191 種魚類觀測紀錄。

澳洲昆士蘭州凱恩斯附近的菲力恩礁 (Flynn Reef)，大堡礁的一部
分，攝影：Toby Hudson, 來源：維基百科

蘇維埃漁業資料
發布者：CSIRO 海洋與大氣研究中心
紀錄總數：79,717

1965 年至 1978 年間，俄國 35 艘漁業研究船隻在澳洲
海域的漁獲組成和拖網地點資料。

比利時
Vlinderdatabank—法蘭德斯與布魯塞爾蝴蝶資料
發布者：自然與森林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ure and Forest, INBO)
紀錄總數：761,660

從歷史典藏、文獻與監測取得的蝴蝶出現資料，提供

該地區幾近完整的物種概況。

Zomerganzen—夏雁資料
發布者：自然與森林研究所
紀錄總數：20,416

於法蘭德斯的夏雁觀察紀錄，收集自野雁管理與族群
計算期間，資料集包含 3,700 餘次的採樣活動。
附註：採樣事件資料集 (sampling-event dataset)

法蘭德斯與布魯塞爾蝴蝶觀測紀錄
發布者：Natuurpunt 
紀錄總數：612,934

透過 Waarnemingen.be 入口網站收集的法蘭德斯與布
魯塞爾公民科學家的蝴蝶觀測紀錄。

巴西
阿克雷聯邦大學標本館典藏
發布者：阿克雷聯邦大學
紀錄總數：18,133

採集自巴西、秘魯與玻利維亞，典藏於阿克雷聯邦大
學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Acre) 植物標本館的亞馬遜
植物標本。

哥倫比亞
亞歷山大馮洪堡研究學會昆蟲典藏的半翅目資料
發布者：亞歷山大馮洪堡研究學會生物資源調查研究
所
紀錄總數：17,369

來自哥倫比亞的厲椿象、蟬、蚜蟲與浮塵子等半翅目
標本，幾乎都已經過地理定位。

龜類調查資料 
發布者：哥倫比亞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WCS Colombia)
紀錄總數：281

哥倫比亞旱林調查瀕危龜類時所收集的哥倫比亞蟾
頭龜 (Mesoclemmys dahlia) 和紅腿陸龜 (Chelonoidis 
carbonaria) 的觀測資料。

丹麥
丹麥的動物博物館已發布 18 年來的蛾類監測觀測資料

位於哥本哈根的動物博物館，已發布 18 年來屋頂監測
計畫利用燈光陷阱採集的昆蟲資料。丹麥國內已知蝴
蝶與蛾類有 2,522 種，已發布的紀錄就包含 1,063 種，

http://www.gbif.org/dataset/24814443-5120-4da1-8b49-f345383ed4b4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4862593-2fdd-4491-ab79-b500b8272aac
http://www.gbif.org/project/2015-ala-internationalization
http://www.gbif.org/publisher/5fa89f68-9af0-4a0d-8998-ea39695c1db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5fa89f68-9af0-4a0d-8998-ea39695c1db9
http://www.gbif.org/dataset/41f52fa4-f22f-4f46-8a8c-9864de450e0f
http://www.gbif.org/publisher/5fa89f68-9af0-4a0d-8998-ea39695c1db9
http://www.gbif.org/dataset/42793207-9afe-4991-bff4-db2be2e6182e
http://www.gbif.org/publisher/5fa89f68-9af0-4a0d-8998-ea39695c1db9
http://www.gbif.org/dataset/7888f666-f59e-4534-8478-3a10a3bfee45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d669d0-80ea-11de-a9d0-f1765f95f18b
http://www.gbif.org/dataset/2b2bf993-fc91-4d29-ae0b-9940b97e323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cd669d0-80ea-11de-a9d0-f1765f95f18b
http://www.gbif.org/dataset/1f968e89-ca96-4065-91a5-4858e736b5aa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d3ceea8-5699-439d-a899-decac9cbbdac
http://www.gbif.org/dataset/bf0dd71d-364c-4f16-8612-2661f07f40a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61b0ba19-5ebf-4bb2-8591-531d6f3b7eb7
http://www.gbif.org/dataset/f0ec8e74-b507-44a0-822c-ac770508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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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8bf3d5-359b-465d-a198-2418a1b9ef60
http://zoologi.snm.ku.dk/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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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丹麥所有鱗翅目物種的 42％。

這項研究計畫收集的 37,477 筆鱗翅目紀錄，是首次透
過 GBIF.org 發布的採樣事件資料集之一。這類資料集透
過去年通過的達爾文核心資料集標準的延伸集，已能
提供更詳盡的研究方法與物種豐富度。

� 詳情請見
關於新資料集的新聞報導

當代生物多樣性 / 大自然研究各項計畫 (Biodiversitet 
Nu and NaturTjek) 資料
發布者：丹麥自然保育學會 (Danish Society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Danmarks Naturfredningsforening
紀錄總數：52,612

30 個指標物種的公民科學家觀測紀錄。

歐洲紅松鼠 (Sciurus vulgaris), 攝影者：Toivanen & Tiina Toppila, 
來自維基共享資源公眾領域

格陵蘭的微型節肢動物
發布者：奧胡斯大學生物科學系
紀錄總數：336

格陵蘭 Isua 掉落式陷阱所採集的微型節肢動物標本。

丹麥異翅亞目昆蟲
發布者：丹麥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紀錄總數：9,789

丹麥的昆蟲標本，由位於奧胡斯與哥本哈根的自然史
博物館收藏。

愛爾蘭
灰海豹分布資料
發布者：國立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 (National Biodiversity 
Data Centre)
紀錄總數：48,944

在愛爾蘭沿岸以標記方式收集的灰海豹 (Halichoerus 
grypus)GPS 觀測紀錄。

以色列
相機陷阱捕捉的大型哺乳類資料
發布者：國家生態系統評估計畫 (Hamaarag)
紀錄總數：7,667

以色列國家生態系統評估計畫 Hamaarag 透過相機陷阱
取得大型哺乳動物的觀測資料。
附註：採樣事件資料集

肯亞
肯亞沿岸地區瀕危物種名錄
發布者：肯亞國立博物館
分類群：182

這份國內沿岸森林的瀕危物種名錄，是肯亞首度發布
的資料集。

馬達加斯加
Mahafaly 高原物種觀測資料
發布者：柏林自然博物館 (Museum fur Naturkunde 
Berlin)
紀錄總數：10,634

鳥類、Madagascan tortoise tick(Amblyomma chabaudi, 
一種蜱 )、穴盲魚 (Astyanaz mexicanus)、大寬尾
獴 (Galidictis grandidieri)、灰褐鼠狐猴 (Microcebus 
griseorufus)、植物、爬蟲類和蕃薯的觀測紀錄，收集地
點位於馬達加斯加西南部的 Mahafaly 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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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Vogeltrekstation—雛鳥鳴聲資料
發布者：Vogeltrekstation – 荷蘭鳥類遷徙與數目統計中
心 
紀錄總數：157,978

1911 年至 1959 年間由志工收集的雛鳥鳴聲歷史資料，
提供了繁殖季節的時間點相關資訊。

北海監測資料
發布者：荷蘭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NLBIF)
紀錄總數：29,691

1990 年至 2002 年間阿姆斯特丹動物博物館的北海底棲
監測觀測紀錄。

挪威
動吻動物門—挪威動吻動物地圖繪製
發布者：奧斯陸大學自然史博物館
紀錄總數：119

動吻動物門 (Kinorhyncha) 的觀測紀錄，由一項命名與
描述挪威水域內動吻動物門的計畫所採集，動吻動物
門是較鮮為人知的海洋無脊椎動物類群。

高山地植被資料
發布者：挪威科技大學博物館 (NTNU University 
Museum)
紀錄總數：15,973

收集自高山牧羊實驗計畫的採樣活動植物觀測紀錄
附註：採樣事件資料集

俄羅斯
極地高山植物園的植物典藏
發布者：俄羅斯科學院 Kola 科學中心 (KSC RAS)N. A. 
Avrorin 研究所附屬極地高山植物園
紀錄總數：37,352

極地高山植物園的地衣、苔類、藍綠藻
(cyanoprocaryota) 典藏資料。

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的食蚜蠅資料
發布者：塞爾維亞 Novi Sad 大學科學學院生物與生態
系
紀錄總數：2,166

1970 年至 2014 年間為確認食蚜蠅保育的核心區域，進
行長期監測所採集的物種資料，是塞爾維亞首度對外

分享的資料。
附註：此為塞爾維亞首度發布的資料集。

南非
水鳥數目資料
發布者：開普敦大學動物系動物數量研究中心 (Animal 
Demography Unit)
紀錄總數：288,393

公民科學家於仲夏與隆冬期間在國內逾 400 個濕地調
查的水鳥觀察資料。

西班牙
多尼亞納國家公園 (Doñana Natural Space) 鳥類普查
發布者：多尼亞納生物研究站 (CSIC)
紀錄總數：888

沿著多尼亞納生物研究站 (Biological Station of Doñana, 
CSIC) 一處海灘橫切面的鳥類計數資料。
附註：採樣活動資料集

食繭內的哺乳類動物採樣資料
發布者：納瓦拉大學動物博物館
紀錄總數：73,574

小型哺乳類動物標本，共計 36 個物種，皆採集自貓頭
鷹的食繭。

BrioCAT：加泰隆尼亞的苔蘚植物資料
發布者：加泰隆尼亞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紀錄總數：33,318

苔蘚觀測紀錄，收集自加泰隆尼亞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Banc de dades de biodiversitat de Catalunya, BrioCAT)。

美國
藻類培育典藏資料
發布者：奧斯汀德州大學藻類培育典藏館
紀錄總數：2,813
活藻培育典藏資料的收集始於 1920 年代，內容包括極
微小細胞、花絲或土壤與淡水裡的藻群。

洛杉磯郡立博物館的昆蟲典藏資料
發布者：洛杉磯郡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 LACM)
紀錄總數：184,364

蚤蠅典藏資料，主要來自北美與南美。

伊利諾州立博物館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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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bif.org/publisher/642dd0e8-2661-4e9a-93b3-340976a8565e
http://www.gbif.org/dataset/816f4734-6b49-41ab-8a1d-1b21e6b548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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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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者：伊利諾州立博物館 (Illinois State Museum)
紀錄總數：28,784
兩棲與爬蟲類標本、鯊魚、七鰓鰻和硬骨魚、鳥類及
哺乳類，同時包含博物館內典藏的多個中西部物種資
料。

Afrotropical Mydidae 資料
發布者：史密森研究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國立自
然史博物館
紀錄總數：1,754

收集自典藏館資料的 Afrotropical Mydas 蠅出現紀錄，
為編入 Afrotropical 雙翅目手冊所用。

北美熊蜂資料
發布者：ZooKeys
紀錄總數：10,211

記錄美國 50 州當中的 41 州授粉蜜蜂情形的調查資料。

烏茲別克
費爾幹納山谷的地下芽植物
發布者：烏茲別克共和國動植物基因庫研究院之科
學院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Republic Uzbekistan 
institute of the Gene pool of plants and animals)
紀錄總數：1,201

210 種單子葉地下芽植物觀測資料，包含烏茲別克東部
費爾幹納山谷 9 個科的物種。
附註：此為烏茲別克首度發布的資料集。

近期活動
資料發布工作坊 場次 1(Data publishing workshop 1)
馬達加斯加，Tamatave：2016 年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

資料發布工作坊 場次 2(Data publishing workshop 2)
馬達加斯加，Mahajanga：2016 年 4 月 4-5 日

第 8 屆歐洲節點會議 (8th European Nodes Meeting)
葡萄牙，里斯本：2016 年 4 月 19-21 日

第 20 屆生物多樣性公約暨科學及技術諮詢機構大會
(SBSTTA 20)
加拿大，蒙大拿：2016 年 4 月 25-30 日

2016 年澳洲生物地圖科學研討會 (ALA Science 
Symposium 2016)
澳洲，伯斯：2016 年 5 月 11-13 日

2016 年大自然史典藏品保存學會研討會 (2016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s, SPNHC)
德國，柏林：2016 年 6 月 20-25 日

第 2 屆國際生物多樣性生物資料庫研討會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diversity Biobanking)
德國，柏林：2016 年 6 月 21-24 日

第 23 屆 GBIF 理事會 (GB23)
巴西，巴西利亞：2016 年 10 月 24-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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