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多樣性資料之自由與公開存取

 

發表第一篇 GBIF 資料論文 

有史以來第一篇同儕審查、直接取材於生物多樣性元

數據檔案的文章，已於開放存取的 ZooKeys 期刊上發

表。 

GBIF 與Pensoft publishers開創了新的「資料文章」

（Data Paper）流程，促成印度東北部幾乎涵蓋一世

紀、超過 2,400 個鳥類紀錄的描述。 

GBIF 的目的是在為收集物種出現紀錄的研究者提供一

個誘因，以讓科學界知道這些資料的存在，進而增加

生物多樣性方面的知識，並影響保育措施。 

照片： J.M. Garg （維基共享資源） 

 
新「資料文章」所記錄的物種之一：灰腹繡眼鳥(Zosterops palpebrosus) 

透過GBIF 整合性發布工具（IPT）收集元數據（描述資

料的資料）即會產生「資料文章」的手稿，手稿再經

慣例的評論性審查過程，若被認可而發布即為「資料

文章」。 

【詳情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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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社群 

已發布第二版的愛爾蘭生物多樣性地圖 

愛爾蘭的GBIF節點「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中

心」，已經發布其線上資料入口網生物多樣性

地圖的第二版。 

此系統奠基於ESRI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平台並使

用微軟的Silverlight軟體，它提供愛爾蘭陸域與

海洋環境的生物多樣性地圖繪製需求。 

80 個資料集，包含了 12,000 個物種（佔愛爾蘭

所有已知物種的三分之一）的 200 萬筆觀察紀

錄，已經流通，並自動匯入 GBIF 資料入口網之

內。 

 
愛爾蘭的新生物多樣性地圖介面的螢幕截圖 

已經發展了三個關鍵特色： 

 一個陸域與海洋地圖繪製系統,整合不同的地

理投影圖，可以將愛爾蘭島與延伸至1,000公

里海域的所有生物多樣性資料繪製成地圖。 

 此系統讓已註冊的使用者得以回報某個地區

的生物多樣性情況，幫助決策的制定。而這

些使用者自訂的報告，可以涵蓋大至50平方

公里、小至1公頃之內的範圍。 

 整合棲地地圖，以補充物種的觀測資料。愛

爾蘭的法定自然保育團體「國家公園與野生

動物部門」，已經完成一個愛爾蘭棲地保護

區的多面向國家調查計畫，而第一個調查已

經透過資料入口網而得以流通。 

欲取得更多資訊，請聯絡 NBDC 主任 Liam Lysaght 

(llysaght@biodiversityireland.ie)

 

自動相機監測資料的數位化計畫已成型 

印度與挪威合作的一個計畫，將印度的自動相機

監測資料公布，以協助老虎、花豹、大象與雪豹

的保育。 

印度與挪威的夥伴關係中鎖定了上述的物種，以

展現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的政府間科學

及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之下的能力培養過程。 

由GBIF協助推動的計畫，其優先順序是由兩國的

資深政府代表在新德里的會議中決定。 

具有感測活動功能的相機被用來拍攝經過的動

物，而此兩年的先導計畫將展現決策者如何能

使用相機所收集的資料。計畫著重於為Rajaji國

家公園的老虎與大象、Maharashtra的花豹與

Sikkim的雪豹等發展保育的策略，藉由發展讓使

用者容易操作的地圖，依據決策者、研究人員

與公民團體等不同使用者而設計的GIS資料產

品，來顯示在印度分享資料的益處。 

【詳情請見】 

資料發布新聞 

提出新的生物多樣性資料發布架構 

一個鼓勵並推動生物多樣性資料共享的全面性架

構，已經發表於一個同儕審查的期刊上。 

BMC 生物資訊學特別副刊中包含了GBIF資料發布

架構任務團體的24個建議，這些建議主要是探討

推動資料共享的社會、文化、技術、政策、法律

與經濟的因子。 

另一些發表於「BMC 生物資訊學特別副刊」的文

章有：資料文章機制、資料使用索引的指標、有

潛力使用並產生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國家的索引、

資料託管基礎建設的提案。 

【詳情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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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研究團隊鎖定「即將消失」的生物多樣性資料 

以德國為主的一個新計畫，將開始挽救即將消失的

生物多樣性資料，這些資料或是未整合於機構的資

料庫中，或是被保存於老舊的數位儲存系統裡，或

是未被適當地計錄。 

此由柏林 Dahlem 植物園與植物博物館所執行的計

畫，正好為 GBIF 所建議的需設立生物多樣性資料

託管中心提供一個好的示範，這是 GBIF 新近發布

的資料管理建議的其中一個建議。 

 
寶貴的生物多樣性資料被保存於老式的 3.5 吋磁片中。 

德國計畫的背後團隊稱為reBiND或「Biodiversity 

Needs Data」，此團隊已經開始找出需要建檔的危

急資料庫，並將透過 GBIF 系統使這些資料能被存

取。 

【詳情請見…】 

新資料發布者 

愛沙尼亞：Tartu 大學的自然史博物館已經出版了

愛沙尼亞典藏資料庫的大量紀錄，包含動物、植物

與真菌類標本。這是自愛沙尼亞成為GBIF會員之

後，首次發表該國的非化石類生物多樣性資料。原

先透過GBIF資料入口網能使用的只有古生物典藏

品，現在已經能夠取得90,000筆紀錄，包含超過

4,000種真菌，1,200種植物與1,100 種動物分類群。

這些紀錄來自此博物館本身的標本收藏、愛沙尼亞

大學生命科學系與Tallinn植物園。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670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67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672 

瑞典：世界最古老與最重要的昆蟲典藏品之一在倫

德大學（Lund University），其標本紀錄已可透過

GBIF 資料入口網取得。倫德動物博物館已經發表超

過 72,000 個昆蟲類群、大約有 140,000 個標本的資

料集。這個典藏可追溯自 1735 年，第一次的捐贈

來自 Kilian  Stobaeus，他是現代分類學之父林奈

（Carl Linnaeus）的老師。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718 

比利時：首度進入 GBIF 入口網的另一個重要歷史典

藏來自比利時皇家自然科學研究院。DaRWIN（Data 

Research Warehouse Information Network）資料庫有

涵蓋 73,000 個動物分類群、超過 320,000 筆的紀錄，

其地理與分類範圍廣闊。規模在不斷擴大的

DaRWIN，是始於 18 世紀浩瀚收藏品中的滄海一粟，

目前預估有 3,700 萬筆的動物學、人類學、古生物

學、礦物學與地質學的標本。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690 

法國：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已經發表163個分

類群、430筆的哺乳動物紀錄。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710 

瑞士：位於Lausanne的州立動物博物館（Musée 

Cantonal de Zoologie）發表了103筆可追溯自19

世紀中期的軟體動物和昆蟲標本典藏。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712 

澳洲：西澳植物標本館（The Western Australian 

Herbarium) 已經發表了將近75萬筆西澳植物群紀

錄的資料集，資料集包含此植物標本館標本典藏

的分類、地理與生態資訊。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675 

加拿大：Montréal大學生物多樣性中心已經發表

了135,000筆保存於Marie-Victorin植物標本館的植

物標本紀錄。資料集包括此加拿大第四大植物標

本館的已數位化資料，有超過620,000種維管束

植物及50,000種苔蘚植物（mosses與worts），其

中大約有一半源自於加拿大。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734 

野生動物目睹（Wildlife Sightings）是一個總部在

加拿大的公民科學服務組織，它已經開始發布資

料至GBIF 網絡上。它受到千眼計畫（Thousand 

Eyes Project)的激勵，亦即Nova Scotia省教育廳長

的開創性工作，鼓勵學童蒐集並以鋼筆記錄自然

觀察。「野生動物目賭」利用GPS儀器及數位相

片來驗證這些觀察資料。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709 

美國：位於紐約Albany的紐約州立博物館已經發

布了超過14,000筆博物館哺乳類的標本紀錄。包

含250種哺乳動物的毛皮、骨骼、保存液內標本

與冷凍組織，大部分來自於紐約州。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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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那提博物館中心 (The Cincinnati Museum 

Center) 以該中心的爬行類動物以及鳥類典藏發表

了將近10,000筆爬蟲類、兩棲類與鳥類標本紀錄。

爬蟲類資料來自博物館內的證據標本，而鳥類的紀

錄則包含了冷凍組織、血液樣本與isolated DNA。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71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990 

俄亥俄州立大學生物多樣性博物館魚類部已發布

近900魚分類群的大約90,000筆標本紀錄。資料主

要是俄亥俄州各個湖泊、河流與溪流的物種，但

也包含延伸至美國東部地區的魚種。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717 

資訊學 

BioCASe 新版本加速大資料集的集成 

BioCASe 提供者軟體（Provider Software）的新版

本，使各種網絡系統如GBIF等能更快速收集龐大

的資料集。此在12月發行的第三版軟體，使

BioCASe提供者發布的所有資訊都得以儲存於單一

的XML檔案中。必要時，這些檔案可以經過下一

步驟轉換成GBIF建議的「達爾文核心集檔案」格

式。 

這個特色將會對具有數以百萬筆紀錄的資料集特

別有幫助，因為對使用BioCASe來提供新的或更新

資料的發布者而言，GBIF與其他網絡集成其資料

將更有效率，而檢索所需時間也將減少。 

歐洲「生物典藏品取用服務」(The Biological 

Collection Access Service; BioCASe)是一套標準與軟

體工具，用來共享自然史典藏與觀測資料庫的各

類資訊。它們是以Access to Biological Collections 

Data (ABCD)綱要及BioCASe提供者軟體為主，以發

布生物多樣性相關知識。 

關於BioCASe以及新的BioCASe提供者軟體詳情可
見http://www.biocase.org 及
http://wiki.bgbm.org/bps。 

GBIF 秘書處新聞 

GBIF執行秘書Nick King已於12月底離職。正如上

一期的GBits所報告，Nick是由任職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主管的Donald Hobern 接任了他的職位。 

Nick在對GBIF會員國以及組織的告別演說中說
道：「過去四年半裡擔任執行秘書很令人興奮，
但也有點令人洩氣。GBIF 現在處於很好的狀態， 

以微小的核心預算所做的投

資也得到很豐厚的回饋。未

來的挑戰是要GBIF的會員

們、創辦國與所有人作更多

的投入，引導GBIF滿足他們

的需要，從建立跟參與GBIF

中創造更大的益處與最理想

的回報。 

「祝福你們以及GBIF的未來能夠馬到成功，也

感謝你們過去幾年的所有投入與貢獻。」 

訓練與合作 

開放區域訓練獎助金的申請 
 

GBIF秘書處徵求需要支援的會員，申請籌備2012

區域訓練活動的獎助金。 

GBIF會員申請補助，每個活動最高可申請獎助金

5,000歐元，此獎助金僅適用於幫助該地區的GBIF

會員不論是訓練者或接受訓練者都能參與此項活

動。 

欲知詳情，請下載徵求申請。 

2012年西班牙GBIF訓練計畫 

西班牙GBIF節點正在籌劃2012年的11項訓練活

動，或許廣大的GBIF社群也會對之感到興趣。訓

練計畫項目包含永久性識別碼、生物多樣性資料

庫的資料品質、GIS、敏感性資料的管理、技術

人員對自然史典藏品的資料紀錄工作、典藏品的

數位影像共享。 

完整的活動清單請見

http://www.gbif.es/Plan_formacion_in.php。 

徵求2012年GBIF導師計畫方案 

GBIF 歡迎節點提出2012年導師計劃方案書，提交

截止日為 2012年3月30日。GBIF鼓勵節點直接互

相聯絡，探尋共同參與導師計劃活動的可能性。 

所有關於導師計劃以及申請方式的資訊請見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participant-
nodes/ mentoring/call-for-mentoring-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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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提名 

徵求2012年Ebbe Nielsen獎的提名 

GBIF開放2012年Ebbe Nielsen獎項的提名；該獎項每

年都會頒發給在結合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與生物系統

學研究方面表現優異的個人或團隊。 

此歐元30,000的獎金，其目的在於讓得獎者可以在

居住國之外從事三個月至半年的生物系統學/生物多

樣性資訊學研究。 

提名截止日期為2012年3月15日。有意被提名的個

人或機構請聯絡GBIF相關會員國的首席代表。 

欲知詳情，請下載完整的徵求提名( pdf檔案，38 

KB） 

徵求2012年青年研究者獎的提案 

GBIF邀請研究生申請2012年的青年研究者獎，目的

是促成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創新研究與發現。 

有兩個歐元4,000的獎金將頒發給GBIF投票會員或副

會員國家的大學碩士或博士研究生。 

GBIF投票會員國或副會員國的首席代表將審查所送

交的提案。 

首席代表提名的截止日期為2012年3月15日。 

欲知詳情，請下載完整的徵求提案（pdf檔案，84 

KB）。 

近期活動 

德國第13屆生物系統學學會年會 

（德國，Bonn，2012年2月23-25日） 

此年會（Gesellschaft für Biologische Systematik; GfBS)

將報告與GBIF相關的三個計畫 。第一個計畫為「多

樣性工作平台」(Diversity Workbench)，是個用來保

存不同型態生物與地質多樣性資料的資料庫系統；

第二個為DNA Bank Network，是個非商業性的科學

服務，依據GBIF基礎建設與「生物典藏品取用服

務」(Biological Collection Access Service)，提供與物

種DNA樣本相關的資訊存取；第三個為

Senckenbergische SAMmlungsmanagement-System 
(SeSAM)，是個典藏品管理系統，記錄物件與理論之

間的關係。 

「基因體資料標準」工作坊 

（英國，牛津，e-Research Centre）2012年2月27-29

日） 

GBIF正與「基因體標準聯盟」（Genomic Standards 

Consortium; GSC)籌辦一個關於物種層面的生物多樣

性與基因體資料標準的工作坊，其目標在於確保工

作的一致與融和。此工作坊將對「美國國家科學基

金會資助的研究協調網絡」（US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funded Research Coordination Network）

進行的工作極有貢獻，他們試圖推動基因體標準與

生態及物種層面標準的整合。 

GSC是一個國際社群，它推動將基因體描述標準化

的機制，尤其是與基因體樣本有關的關聯性資訊

（如環境因子）。 

詳情請聯絡GBIF 秘書處 Dr Éamonn Ó  Tuama 

(eotuama@gbif.org)。 

GBIF 的願景：一個在科學、社會、可持續未

來皆可自由和普及取用生物多樣性資訊的世

界。 

GBIF Secretariat 
Universitetsparken 15 
DK-2100 Copenhagen Ø  
Denmark 

http://www.gbif.org/ 

GBIF 的願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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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45 35 32 14 70 
Fax: +45 35 32 14 80 
E-mail: info@gbif.org 

GBits存檔: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 
resources/news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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