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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聯絡 info@gbif.org以訂閱此份通訊

巴西盤點資料持有者
巴西新的國家生物多樣性資訊系統(SiBBr)已經對
國內200多個機構所持有的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
資料展開盤點工作。

盤點工作經由www.sibbr.gov.br網站進行，並將對
系統中如大學、研究中心和其他科學機構可能作

為合作之夥伴評估其資訊學基礎建設的狀況。

SiBBr旨在整合巴西不同來源的生物多樣性與生
態系統資料，並提供研究和政策制定使用。GBIF
的巴西國家節點「國家科學計算中心(National 
Centre of Scientific Computing, LNCC) 」即是
SiBBr的主要合作夥伴之一。
取閱全文…

科學與政策
新近利用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所做的研究，跟之
前一樣在本期GBits《科學副刊》中有做概述；請
在此下載科學副刊。本期副刊著重的研究有：預
測高度致敏的一種入侵植物在歐洲的蔓延、氣候
變遷對英國水域受威脅魚種的衝擊、以及模擬墨
西哥一種稀有鳥類的分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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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構
GBIF日本節點指導印尼節點發布資料
因為一個與日本節點相關的導師計畫，使來自印
尼各不同機構的專職人員得以學習一些工具可以
提供對印尼生物多樣性資料的存取。

有70名學員參加了今年2月在印尼Cibinong舉辦
的生物多樣性資料整合管理工作坊，學習GBIF的
基礎建設、工具和標準。參加學員來自農業部、
國家規劃署、研究暨技術部、以及GBIF的印尼
節點「印尼科學研究院(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 LIPI) 」院內各研究中心。
GBIF的導師計畫讓會員節點們可以聚會以分享專
業知識。上述工作坊即是於2012年選出的3個導
師計畫之一，由GBIF的日本節點幫助LIPI建立一
個網絡來管理印尼境內的生物多樣性資訊。

非洲南部增進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能力
南非的一個新協議，應該可以對建立該地區生物
多樣性資訊管理所需要的技能有所幫助。

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研究院(South African 
National Biodiversity Institute, SANBI)是GBIF
的南非節點，已和西開普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UWC)簽署一項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共同發
展一個生物多樣性資訊管理方面的研究生研究中
心。 
此備忘錄使「非洲南部卓越中心(Southern African 
Centre of Excellence) 」的長期目標能往前推進
一步；中心旨在滿足對此領域之研究和所需技能
的迫切需要，特別是對那些正在努力暸解和監測
生物多樣性的非洲國家而言。

兩機構合作的成果之一是由SANBI出資提供兩個
UWC的博士後獎學金。
非洲的GBIF節點們已經選出該地區的主要議題
為：決定哪些研究需要優先考慮以及生物多樣性
資訊管理方面的課程；這些將是4月16-18日舉行
非洲區域節點會議的討論重點。

網絡新聞
發表藻類與原生生物入口網
協調德國各節點的Berlin-Dahlem植物園暨植物
標本館(Botanic Garden and Botanical Museum 
Berlin-Dahlem, BGBM)新近推出了一個特別的藻
類與原生生物入口網。

此入口網使用BioCASe (Biological Collection 
Access Service) 的入口網軟體，提供對經由GBIF
網絡發布的740萬筆觀測和標本紀錄之存取途徑，
並對這些紀錄加上其他資訊如GBIF資料入口網目
前沒有顯示的圖像。

行光合作用之藻類和異營性(heterotrophic)原生生
物在許多生態系統和棲地中佔有關鍵性的角色。
從土壤、池塘和湖泊裡的顯微性細胞到海洋裡的
海帶，藻類與原生生物形成非常多樣的分類群、
形態和生命型式。

此資料入口網是由德國聯邦教育暨研究部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出資所建，它可在 
http://protists.gbif.de/protists/取得。
詳情請聯絡gbif-d@bgbm.org

魚多、地圖好 – ALA發表FishMap 
GBIF的澳洲國家節點「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ALA) 」於二月間推出了FishMap，方便大家查詢
澳洲的海洋魚類。

FishMap是一個免費的線上地圖工具，它讓使用
者可以查詢在澳洲大陸棚任何地點或深度出現的
魚種，使用者並可建立任何一個地區的物種名
錄，包括照片、插圖、分布地圖、以及目前被認
定的學名和俗名。

此工具含有令人嘆為觀止的一些圖像，並根據專
家知識(expert knowledge)提供超過4,500種魚類
的地理和深度範圍，包括320種鯊魚和魟魚

FishMap的扁瓣夢角鮟鱇 Rough Dreamer (Oneirodes sabex)

FishMap可在http://fish.ala.org.au查詢

http://www.sanbi.org/
http://www.sanbi.org/
http://protists.gbif.de/protists/
http://protists.gbif.de/protists/
http://protists.gbif.de/protists/��
mailto:gbif-d@bgbm.org
http://fish.al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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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es提供Dashboard資料概況瀏覽

GBIF西班牙節點的網站使用者，目前可以很容易
就看到來自西班牙各機構所發布的生物多樣性資
料的概況；網站的新dashboard特色含有各類資訊
如主要發布者、紀錄之類型和數目、典藏地點、
資料發布與使用之趨勢。

新資料
哥倫比亞
自上一期的GBits出版之後，哥倫比亞又發布了來
自7個機構的25個生物多樣性資料集、將近10萬
筆紀錄。

這些資料集包括：

由哥倫比亞全國咖啡種植者聯盟(National ••
Federation of Coffee Growers in Colombia)
所發布在咖啡種植園裡調查的螞蟻、鳥類與植
物；

由水電公司•• ISAGEN所發布由兩個能源生產中
心調查的脊椎動物群；

來自哥倫比亞第三大大學Universidad del Valle••
昆蟲典藏中心30,000多筆的昆蟲紀錄；
Corantoqui•• a所記錄的蕨類和動物，
Corantoquia是在哥倫比亞Antoquia部門負責
管理自然資源的機構；

由位於Bogotá之 •• Universidad de la Salle典藏
所發布的爬行動物、兩生動物和植物。

中華台北/臺灣
TaiBIF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已從對臺灣沿
岸海域所做之4年調查資料中發布了600多種魚類
的紀錄。

此調查是歷年來對該地區底棲魚類所做研究中規
模最大的。此調查收集2000至2003年間底拖漁
船的漁獲資料，旨在針對1989年生效、禁止沿岸
三海浬內使用拖網的禁令進行衝擊評估，本項調
查並對拖網所採獲之魚類標本進行計數和體重測
量。

此資料集是在ZooKeys期刊發表之一份資料文章
所研究的對象，共有3,529筆紀錄，涵蓋631種魚
種。它所使用的工作流程，能讓研究人員在利用
GBIF發布軟體撰寫資料集後設資料的同時，產生
學術論文草稿。

此份資料文章可在http://www.pensoft.net/
journals/zookeys/article/3032/abstract/a-dataset-
from-bottom-trawl-survey-around-taiwan取得；
取閱資料本身則請上GBIF入口網http://data.gbif.
org/datasets/resource/14682/。

荷蘭
持有全世界第五大自然歷史典藏、位於Leiden的
Naturalis生物多樣性中心，發布了將近100萬筆軟
體動物、甲蟲、飛蛾、蝴蝶、鋸蠅、黃蜂、蜜蜂
和螞蟻的紀錄。這些資料來自Naturalis博物館的
標本。

西班牙
GBIF的西班牙節點從第三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 
(Third National Forest Inventory, IFN3)發布了
50多萬筆帶地理參照的植物紀錄；環境、農村暨
海洋事務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 Rural and 
Marine Affairs)於1997到2006年做了這項清查。
涵蓋326個物種的資料，是收集於對西班牙本土以
及Balearic和Canary群島的田野調查。

挪威
挪威自然研究院(Norwegian Institute for Nature 
Research)發表了出現在挪威的1,100種水生物
種、87,000多筆出現紀錄，其中包括水生甲蟲、
水蚤、浮游生物和軟體動物。

英國
GBIF的英國節點「英國國家生物多樣性網絡(UK 
National Biodiversity Network)」，已經發布了18
個資料集、共25,000筆的紀錄。大部分資料來自
於調查；紀錄包括：地衣、植物、飛蛾與微蛾、
瓢蟲、蚱蜢與蟋蟀、松雞、水鼠、水獺、以及威
爾斯北部Bala湖的原生淡水魚gwyniad。

美國
由堪薩斯州的Emporia州立大學植物標本館發布了
17,000筆北美洲植物紀錄。其典藏專門收集該地
區的原生植物，尤其是跟堪薩斯州Flint Hills殘餘
的高草原相關的物種。這些資料是經由VertNet資
料網絡所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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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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F Secretariat

Universitetsparken 15

DK-2100 Copenhagen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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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的使命：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生物多樣性資訊
資源，並在環境和人類福祉方面促成明智的解決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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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位於加拿大Montreal的McGill大學，發布了超
過25萬筆的昆蟲與蜘蛛標本紀錄。來自大學
之Lyman昆蟲標本博物館的這些資料，是經由
Canadensys資料網絡所發布。

資訊學
GBIF平台徵求使用者回饋意見
GBIF邀請GBits讀者們去研究和測試為生物多樣
性資訊學詞條共同開發和維護而建立的平台雛
型。

此GBIF術語平台(GBIF Terminology Platform, 
http://terms.gbif.org)，是根據於作為維基百科
(Wikipedia)基礎的開放源碼維基引擎MediaWiki，
並採用Semantic MediaWiki的外掛功能，使資料
項目能在維基頁面上被加以標籤和查詢。

平台雛型目前含有一些詞彙(vocabularies)，包括
達爾文核心集(Darwin Core)和Audubon Core。希
望大家提供在使用容易度、一般實用度和如何加
強等方面的意見；請在試用平台之後，經由GBIF
社群網站(community site)回傳您的經驗。

如果您想編輯此平台，您將需要在GBIF社群網站
上建立一個帳戶，之後即可在每個wiki頁面的討論
上直接發表您的意見。

此術語平台是由歐盟的ViBRANT計畫出資建構；
而GBIF是經由此計畫與柏林的Julius-Kühn Institut
合作。

欲取得更多資訊或提交回饋意見，請聯絡：

Éamonn Ó Tuama (eotuama@gbif.org)
Dag Endresen (dag.endresen@nhm.uio.no)
Gregor Hagedorn (g.m.hagedorn@gmail.com)

近期活動
會議與工作坊
非洲區域節點會議

南非，Pretoria；2013 年4 月16 日至18 日
第二屆OpenUp!年會
捷克共和國，布拉格；2013 年4 月24 日至26 日
更多資訊…

Pro-iBiosphere會議

德國，柏林；2013 年5 月21 日至23 日
更多資訊…

訓練活動
13B環境保育生物多樣性資訊工作坊

哥斯達黎加，Sarapiquí；2013 年4 月15 日至18 日
更多資訊…

RMCA生物多樣性培訓課程–2013講習

比利時，Tervuren；2013 年6 月3 日至28 日
更多資訊…

VertNet第二屆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培訓工作坊

美國，Boulder；2013 年6 月24 日至28 日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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