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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擬定生物多樣性「智慧」之
優先順序

一個具有指標意義的會議已經擬定了優先順序來利用
資訊技術和社群網絡之力量，以期能更深入了解地球
上生命的運作。

7 月 2-4 日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
學會議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Conference, GBIC)
召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約 100 名專家；專家們確認了一
些關鍵領域，若能對之有更多投資與更好協調即能帶
給社會更佳的創新工具以監控和管理生物資源。

總目標是聯合眾多的夥伴和倡議，以建立生物多樣性
觀察的全球性合作，進而探知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的短期性變化和長期性趨勢，並做出反應。

本次會議的主要成果將是一個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
展望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Outlook, GBIO)，設
定未來 5-10 年的工作優先順序，以在生物多樣性保育
和永續利用上引導出資的機構和擴大政策所依據的基
礎。這份文件的草案將在九月初時傳遞給整個 GBIF 網
絡和更廣泛的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社群評論。

一份簡潔的 GBIC 會議報告與其他重要文件，包括正
式的演講和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執行秘書 Braulio Dias 的介紹，都可在此
取得。

此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會議是由 GBIF 和哥本哈
根大學主辦，並由 CReATIVE-B (Lifewatch) 、生命大
百科 (Encyclopedia of Life)、國際生命條碼聯盟 (the 
Consortium for the Barcode of Life) 和倫敦自然歷史博物
館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協辦。

【詳情請見】

科學與政策  ......................................... 2

資料發布 ...............................................2
GBIF 檢核動物名詞新參考指南

OpenUp! 計畫已達典藏遺產存取之期中目標

新資料 ................................................2

GBIF 社群 ............................................4
區域節點會議

GBIF 於 2012 年資助 3 個導師計畫

重要文件已有翻譯版本

網絡新聞 ............................................6
南非公民科學入口網於論壇時推出

Canadensys 啟用探索工具

歡迎大家參與愛爾蘭哺乳動物地圖集工作

德國民眾科學活動展示 GBIF

資訊學 ................................................6
工作小組將制定物種描述標準

新工具分析經 GBIF 發布之資料集

BioCASe3.2 可輕易產生達爾文核心集檔案

機會 ....................................................7
i4Life 徵集先導性計畫 – 建立物種名錄內容

近期活動 ........................................... 7
第 3 屆歐洲保育生物學大會 (ECCB 2012)

IUCN 2012 年世界大會

第 14 屆 BIOECON 年會

第 19 屆 GBIF 理事會 (GB19)

生物多樣性技術研討會

http://www.gbic2012.org/documents.html/
http://www.gbic2012.org/documents.html/
http://creative-b.eu/
http://eol.org/
http://eol.org/
http://www.barcodeoflife.org/content/about/what-cbol
http://www.barcodeoflife.org/content/about/what-cbol
http://www.nhm.ac.uk/
http://www.nhm.ac.uk/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showsingle/article/building-global-collaboration-for-biodiversity-intelligence/


GBits
科學與政策

在 6 月和 7 月時，又有 30 篇利用從 GBIF 取得資料做
的科學論文發表，使得 2012 年迄今發表論文的數量達
119 篇。論文的研究包括：根據出現紀錄預測物種的相
對豐度、外來物種是否能在新環境成功生存的影響因
素、對氣候變遷可能做出的反應陸生物種和海洋物種
之間的差異。

GBits Science Supplement 中會有這些論文的詳細介
紹，請上網查閱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
resources/newsletters/。

資料發布

GBIF 檢核動物名詞新參考指南

GBIF 新出版了一份指南，為在數位環境中從事動物名
詞工作的人提供詳盡的意見。

此份出版品「數位化動物名詞資訊之獲取與管理指南
(Guidelines for the Capture and Management of Digital 
Zoological Names Information)」旨在推動動物的屬名和
種小名拼寫和格式的一致性，避免將來連結同一物種
的資料集時會產生昂貴和費時的工作。

手冊中提供的意見是根據於國際動物命名法規
(International Code of Zoological Nomenclature , ICZN) 和
AnimalBase 的多年經驗；AnimalBase 是 2004 年由德國
Göttingen 大學設立的、將早期動物學文獻數位化的一
個計畫。此手冊是補充在物種分類名稱的議題上 ICZN
已經提供了的大量文件。

OpenUp! 計畫已達典藏遺產存取之期中目
標

由歐盟資助的 OpenUP! 計畫已經將 50 多萬筆來自歐洲
各大自然歷史典藏機構的照片、影音、錄音、繪圖和
其他多媒體物件透過 Europeana 的數位化圖書館暨博物
館免費提供。

OpenUP! 是由柏林的 Freie 大學主導，它是由位於歐洲
12 個國家的 23 個科研機構所組成，包括在哥本哈根的
GBIF 秘書處。其目的是為了開放歐洲自然歷史博物館
和植物園裡的巨大文物品收藏，目標為到 2014 年時提
供至少 110 萬件文物品給 Europeana。Europeana 目前
提供大家取用來自 33 個國家、2200 多機構的 2 千 3 百
多萬筆圖書、繪畫、電影、博物館文物品與檔案記錄。

發布到 Europeana 的自然歷史文物品例子：植物標本館標本，柏林
BGBM 內 Willing Collection 的矢車菊（Centaurea cyanus L.）

新資料

GBIF 資料索引經過最新更新以後，在七月底時已有 3
億 7 千 7 百萬筆出現紀錄可透過資料人口網存取，其
中有 3 億 2 千 9 百萬筆含地理座標。有 419 個資料發
布者註冊了 10,000 多筆的生物多樣性資料集。

在 6 月和 7 月時加入 GBIF 網絡的新資料摘錄如下：

加納

加納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GhaBIF) 已經發布了第一個
資料集，這是在與 GBIF 荷蘭節點 NLBIF 之間的導師計
畫下產生的。此資料集包括位於首都 Accra 的加納大學
植物標本館中 1 萬多種植物的 85,000 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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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標本館有西非最大者之一的典藏品，它有來自
同地區其他國家的標本。這些資料是利用 NLBIF 的整
合性發布工具 (IPT) 發布 (http://data.gbif.org/datasets/
resource/14195)。

丹麥

Pensoft Publishers 的開放式存取線上期刊 ZooKeys 已發
布了將近 200 個絲絨蜘蛛 (velvet spiders) 標本的出現
記錄；這篇發表於 5 月份時的文章是研究這些蜘蛛標
本的分類。此篇文章，The velvet spiders: an atlas of the 
Eresidae (Arachnida, Araneae)，報導了一個對 Eresidae
科的系譜 (lineage) 的綜合分析，包括近 100 種主要出
現在非洲、歐洲和亞洲的蜘蛛，其中含有一些顏色非
常壯觀的蜘蛛，如 Ladybird Spider（見附圖）。

荷蘭 Naturalis 生物多樣性中心的 Jeremy Miller 與來自
美國、丹麥和捷克的同事們共同合作，利用電子顯微
鏡和DNA定序來分析物種之間的親緣關係或任何關聯。
這些主要來自南非和歐洲的標本和其原先館藏地點的
紀錄，都已經從 Pensoft Publishers 管理的資料整合發
布工具 (IPT) 發布給 GBIF，並託管於丹麥 (http://data.
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165)

英國

劍橋大學動物博物館，已出版其館藏中的 65,000 多筆
標本紀錄。此博物館的館藏被認為具有歷史和國際的
重要性，其中大部分的物品是在 19 世紀的蒐集探險中
採集到的，提供世界上許多地區第一次的動物群登錄
文件。因此，其館藏品可以提供重要的基準資料，用
以評估物種目前的分布和狀況。 

劍橋的館藏包含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個別標本，如
Dodo 鳥、Great Auk 鳥、滅絕的 Tasmanian 狼的皮膚以
及許多達爾文的標本，其中有些是達爾文在搭乘小獵

在捷克發現的雄 Ladybird Spider (Eresus kollari)
攝影者：Pavel Krásenský

犬號遠航時收集的和他在劍橋大學讀書時收集的。最
近新增的館藏包括最早陸地脊椎動物的化石，並有從
英吉利海峽隧道挖出的軟體動物，它們提供了過去
1 萬年間歐洲的氣候變化情形，此外還有 Seychelles
的多樣無脊椎動物群 (http://data.gbif.org/datasets/
resource/14193)。

德國

GBIF 入口網和網絡服務的使用者如今可以取用另
一個具有歷史重要性的資料集，它是從 Staatliches 
Museum für Naturkunde Stuttgart 的兩棲爬行動物類館
藏而來。博物館從歷史可以追溯到 200 年前的館藏出
版了 7,000 多筆紀錄，貢獻標本的人包括 19 世紀的
採集者 Carl Ferdinand von Ludwig 男爵、Paul Wilhelm 
von Württemberg 公爵、F. von Müller 男爵及 August 
Kappler。館藏有約 20,000 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兩棲和
爬行動物標本，其中又以陸龜、鱷魚和新熱帶區的兩
棲類組成此博物館館藏的重要部分 (http://data.gbif.
org/datasets/resource/14192)。

Senckenberg Museum für Naturkunde Görlitz 從
Edaphobase 發布了 68,000 多筆紀錄；Edaphobase 是
一個蚯蚓、線蟲、beetle mites、蜈蚣和其他土壤生物
的資料庫，其資料產生於 50 多年的研究結果 (http://
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157)。

瑞士

國際研究計畫 DIVERSITAS 的一個網絡「全球山區生物
多樣性評估」從它的喜馬拉雅高地植物資料庫發布了
163,000 筆紀錄，此資料庫是描述有關中亞青藏高原
的植物物種，它已經在 13 個國家收集了 50 多年的資
料。2,200 多名來自全世界的採集者都對此資料集有
所貢獻；幾乎所有的紀錄都有地理參照 (http://data.
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158)。

入侵山區研究網，已經發布了 3,700 多筆澳洲、智
利、西班牙和美國一些山區的外來種植物觀測紀錄，
被紀錄的植物包括 field pennycress、orchard grass、
chicory、 Kentucky bluegrass 和 prickly lettuce (http://
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164)。

Centre Suisse de Cartographie de la Faune 發布
了 100 多萬筆從 1835 年起的蝴蝶、蜻蜓和直翅
目（蚱蜢、蟋蟀和蝗蟲）紀錄 (http://data.gbif.
org/datasets/resource/14168，http://data.gbif.org/
datasets/resource/14169，http://data.gbif.org/datasets/
resource/1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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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政府的 Biodiversitätsmonitoring Schweiz 計畫，已
經公布了 26,700 筆該地區常見留鳥的觀測紀錄。這些
留鳥包括 Eurasian bullfinch、Eurasian collared dove、
Mistle thrush 和 Blue tit (http://data.gbif.org/datasets/
resource/14166)。

法國

Musée George Sand et de la Vallée Noire 博物館從其
館藏 1,300 多種鳥類剝製標本中發布了 2,500 筆資
料；這些標本是 18 世紀時法國北部的博物學家 Jean 
François Emmanuel Baillon 開始收集的。館藏品包括
60 多個可追溯到 1800 年前的標本，還有 9 個標本是
已經滅絕的物種或亞種 (http://data.gbif.org/datasets/
resource/14302)。

荷蘭

Natural History Museum Maastricht 從其植物標本館發布
了 22,240 筆的植物紀錄 (http://data.gbif.org/datasets/
resource/14173)。

比利時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ure and Forest (INBO) 從其比利
時瓢蟲科 (Belgian Coccinellidae) 資料集發布了 72,000
多筆瓢蟲紀錄，其中約有 15% 來自博物館的館藏和
文獻資料，其它是 500 多名義工提供的觀測紀錄。這
些資料涵蓋了比利時 85% 的範圍 (http://data.gbif.org/
datasets/resource/14177)。

加拿大

British Columbia 大學植物標本館發布了 70,000 筆
的藻類紀錄，包括從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沿著
太平洋海岸從加州中部到阿拉斯加與阿留申群島採
集的 5,000 多筆物種 (http://data.gbif.org/datasets/
resource/14174)。

Jardin Botanique de Montréal 從其館藏發布了 24,000 多
筆的活體植物標本資料紀錄，包括將近 16,000個物種。
此植物園是世界上最大的同類植物園之一 (http://data.
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163)。

這兩個資料集都是經由 Canadensys 資料典藏機構（請
見第 6 頁的網絡新聞）發布的。

美國

美國地質調查局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從其外來與引進水生物種資料庫發布了 10 萬多筆紀
錄。此資料庫是設立為中央典藏機構以記錄引進的水
生物種，其紀錄幾乎來自整個美國，讓生物學家、官
方機構和一般民眾使用。紀錄包括北美洲的外來種，
如亞洲鯉魚 (Asian carp) 和斑馬紋貽貝 (zebra mussel)，
以及從北美洲本土流域移居到非本土集水區的魚類物
種，如藍鰓魚 (bluegill) 和大嘴鱸魚 (largemouth bass)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00)。 

GBIF 社群

區域節點會議

GBIF 在亞洲、非洲和北美洲的節點們於 6 月和 7 月時
開會，以加強區域性的合作，並在其區域性策略規劃
上取得進展。

由 TaiBIF (GBIF Chinese Taipei) 主辦的亞洲節點第四次會
議於 6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台北舉行，共有來自 5 個國
家節點（印度，日本，韓國，巴基斯坦和菲律賓）與 3
個附屬會員 (ACB、Chinese Taipei 和 ICIMOD) 的 11 位代
表參加。會議重點包括：

• 同意一個亞洲區行動計畫的主要成分，認知亞洲地
區只有數量有限的生物多樣性資料能被公開存取。
此行動計畫預期會有兩個科學合作倡議、會有該地
區的內容和資料流通策略、會加強生物多樣性方面
的資訊和參與。選定兩個合作項目，其中一項是國
家物種名錄，包括對入侵種、紅皮書 (Red List) 瀕
危物種、特有種和遷徙鳥類做比較研究，另一項則
是更新資料庫以評估亞洲區魚類生物多樣性減低之
風險。

TaiBIF 在亞洲節點會議之前的 6 月 25 日至 27 日另行舉
辦了一場「生物多樣性信息共享暨資料整合發布平台
(IPT2) 研習會」，研習會由 GBIF 和台灣國科會資助，
地點在中台灣的南投集集特生中心；各報告的投影片
可以在 http://taibif.org.tw/en/ipt2012/en-agenda 取得。

非洲節點於 7 月 17 和 18 日兩天在盧安達 Kigali 舉行
第三次會議，此會議由艾伯丁裂谷保育協會 (Albertine 
Rift Conservation Society，ARCOS) 國立盧安達大學的地
理資訊系統中心主持，有 15 個非洲國家節點和國際組
織參加了此次會議。重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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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安達 Kigali 舉行非洲地區節點會議
攝影者：Fabian Haas

• 非洲地區行動計畫的施行進展，並討論架設非洲協
調機制 (African Coordinating Mechanism)，包括一個
資料流通策略、能力建設以及促進區域參與架構。

• 提議設置非洲科學委員會，以討論非洲的關鍵性研
究問題和優先進行地點，以及生物多樣性資訊學 
的研究議程

• 認同非洲地區節點與節點之間合作的成長。

北美洲節點於 7 月 23 和 24 日兩天在華盛頓特區史
密森尼博物館群的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舉行第三次會
議。此會議是由 Smithsonian、美國地質調查所 (U.S. 
Geological Survey)、整合分類資訊系統 (Integrated 
Taxonomic Information System)、生命條碼聯盟
(Consortium for the Barcode of Life)、Encyclopedia of Life
與 NatureServe 共同主辦，有 23 人參加，另有 7 人在
線上參與，總共代表了 22 個機構。重點包括：

• 同意根據 GBIF 2012-16 戰略計畫所提的目標制定一
個區域性戰略，其主要目標是在資訊學發展上促進
機構之間的共同合作、內容的流通與利用，以及社
群的參與。

• 節點管理者和受邀之講者選出了植物和外來入侵種
為區域性專注議題的可能項目，並計劃利用此地區
在基因體和分類學專業知識上的優勢，繼續推動
GBIF 網絡。

GBIF 於 2012 年資助 3 個導師計畫

GBIF 已挑選 3 個計畫為 2012 年導師計畫的資助對象；
導師計畫的目的是讓參與者分享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
術支援，以促進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的發展。

印尼的國家節點是設立在印尼科學研究院內，而第一
個導師計畫就是由 GBIF 的日本節點幫助此研究院建立
一個用來管理生物多樣性資訊的網絡，日本節點將提
供培訓幫印尼制定一個管理和發布資料的國家計畫。

除了由 GBIF 的核心資金支助以外，東京的國立自然
與科學博物館將提供日本節點 3 年 600 萬日元（約
63,000 歐元）的資金，用來指導主要位於東南亞的一
些計畫，初步將專注於印尼。

第二個導師計畫是，由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ALA) 指
導哥斯達黎加的國家生物多樣性單位 INBio。此項合作
將有助於確認一個國家戰略和行動計畫，使資料得以
經由 GBIF 的哥斯達黎加節點而流通和發布；並計劃舉
辦一個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國家工作坊；此外還會訓
練一批 INBio 的軟體開發人員，將 ALA 開發的技術轉
變為可因應哥斯達黎加的需求。

第三個導師計畫是，南非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SABIF)
將指導 ICLEI，一個全球性地方政府的網絡，其生物多
樣性地方行動中心是設在開普敦。來自全世界約 20 個
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將受訓，學習利用 GBIF 支持的工
具和標準，使生物多樣性資料得以被發布和自由存取。
此計畫的另一項目是，利用 10 月在印度 Hyderabad 舉
辦的城市暨生物多樣性高峰會議時，為地方政府的資
料發布者舉辦一個工作坊。

詳情請見…

重要文件已有翻譯版本

巴西的科學、技術暨創新部 (MCTI) 與 GBIF 加拿大節
點自願將 GBIF 的備忘錄分別翻譯為葡萄牙文和法文版
本，之前已有 GBIF 墨西哥節點翻的西班牙文版本。而
GBIF 策略計畫 (2012-2016) 也已經由 GBIF 加拿大節點
翻譯成法文以及由 TaiBIF 翻譯成繁體中文。所有的文
件都可在此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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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ts
此外，哥倫比亞節點設立於內的 SIB Colombia 已經將
IPT 手冊翻譯成西班牙文版本。此手冊可以在 http://
www.gbif.org/orc/?doc_id=4708 取得。

網絡新聞

南非公民科學入口網於論壇時推出

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研究院（SANBI）已經推出了一個
人口網，讓民眾可以紀錄和交換生物多樣性方面的資
訊。此 iSpot 南非入口網站的運作是與英國的 Open 大
學一起合作；Open 大學於 2008 年時設立了 iSpot 公民
科學平台。

6 月時在開普敦附近 Kirstenbosch 召開了第四屆生物
多樣性資訊管理論壇，而南非節點 (SABIF) 設立於內的
SANBI 即於此時正式啟用了 iSpot 南非入口網。接著有
一場 bioblitz 在臨近的 Kenilworth Racecourse 保護區舉
辦，由科學家們和約 150 位民眾對該區的動植物和菌
類照相，並上傳到 iSpot 網站。

論壇共有 29 個南非當地和 16 個國際性的組織參加；
由 SABIF 支助的博物館和機構們展示了它們的館藏數位
化成果，SABIF 同時也舉辦了一個資料品質訓練課程。

Canadensys 啟用探索工具

總部在加拿大蒙特利的 Canadensys 資料典藏機構已經
推出了一個新的探索工具，讓使用者可以探索、過濾、
視覺化和下載所有經由此網絡發布的標本紀錄。

Canadensys 探索工具目前整合了 15 個已經發布了的典
藏品，共計有 60 多萬筆出現紀錄，其中近 80％是加拿
大的紀錄。所有紀錄都利用 Canadensys 的 IPT 提供給
GBIF 網絡。

歡迎大家參與愛爾蘭哺乳動物地圖集工作

愛爾蘭的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 (NBDC) 呼籲民眾
幫助記錄在其國內和周圍海域野生哺乳動物的分布。
此愛爾蘭哺乳動物地圖集計畫是要編撰現有紀錄倡議
的資料，以呈現物種數目和分布圖；其主要目的之一
是鼓勵大家紀錄愛爾蘭較為常見的哺乳動物，才能在
2015 年前對其分布得到一個全面性的了解，做為監控
未來變化的基準。

7 月 5 日的愛爾蘭時報有刊載一篇「great Irish mammal 
watch」。

德國民眾科學活動展示 GBIF
在柏林科學之夜 (Lange Nacht der Wissenschaften)，有
興趣的民眾得到了解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和 GBIF 德國節
點的機會。自然歷史博物館 (Museum für Naturkunde, 
MFN) 和柏林植物園暨植物博物館 (Botanic Garden and 
Botanical Museum Berlin-Dahlem, BGBM) 提供了有關
GBIF 科學資料的 20 分鐘演講、有關 GBIF 計畫的一些
短片以及如何運用 GBIF 人口網的說明。

資訊學

工作小組將制定物種描述標準

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 (TDWG) 正在成立一個新工作小
組，以推動描述元 (descriptors) 的普林尼核心集 (Plinian 
Core set)，促進物種資訊的共享和整合。

在物種的繁殖、行為、生命週期、食性和其它資訊
方面，Plinian Core 提供標準化的描述元；它被美洲
間生物多樣性資訊網路 (Inter-Americ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Network, IABIN) 採用，並被用以將物種資訊
輸入生命大百科 (Encyclopedia of Life, EOL)。這個標準
目前準備經由工作小組開放給所有有興趣的民眾，藉
著社群的力量以期更進一步開發它。預計會在 10 月 22
至 26 日北京舉行的 2012 年 TDWG 會議之前，成立此
工作小組。將 Plinian Core提升到更高水準的這份工作，
是在 GBIF 墨西哥節點 CONABIO 主辦的一次會議中討論
的。

新工具分析經 GBIF 發布之資料集

西班牙 Navarra 大學開發了一個線上工具，可將發布
於 GBIF 網絡的資料集內容視覺化。此生物多樣性資
料集評估工具 (BIoDiversity DataSets Assessment Tool, 
BIDDSAT) 幫助使用者評估資料集的適用性，並提出需
要改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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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線上應用工具可以用一般的瀏覽器在 http://www.
unav.es/unzyec/mzna/biddsat/ 取得，而工具的描述已在
6 月時發表於 Bioinformatics journal。

BioCASe3.2 可輕易產生達爾文核心集檔案

歐洲生物典藏品檢索服務 (Biological Collection Access 
Service, BioCASe) 的開發團隊發布了一個新版本的
BioCASe 提供者軟體 (BioCASe Provider Software)，經由
此新版本 BioCASe 3.2 所發布的資料可以很容易的儲存
為 XML 檔案或達爾文核心集檔案。

由 BioCASe 支持的新檔案，其集成和索引過程將會更
有效率，也會較不容易出錯。資料發布者可以輕鬆的
切換於較簡單的達爾文核心集標準和更豐富的生物典
藏資料檢索 (Access to Biological Collections Databases, 
ABCD) 綱要之間。欲得到更多的 BioCASe 資料和軟體新
版本，請見 http://www.biocase.org。

機會

i4Life 徵集先導性計畫 – 建立物種名錄內容

截止日期：2012 年 8 月 31 日半夜 12 點（巴黎時間）

i4Life 計畫提供資金以建立和完成 i4Life 先導性計畫，
要加強全球物種資料庫 (Global Species Databases, GSD)
的分類內容，將檢查並合併從全球合作夥伴 (GBIF, IUCN 
Red List, BOLD, EMBL ENA 以及 EOL) 彙整而來的新學名
和分類群的資料庫。

先導性計畫的目標是要盡量把從全球合作夥伴得到的
新學名放入分類名錄內，然後在例行的更新時提供給
物種名錄 (Catalogue of Life)；未被採用的學名會被送回
i4Life，並加以註記顯示其狀態。

i4Life 為此目標提供約 20 萬歐元的經費以及管理費，
先導性計畫為期 5 個月；其資格標準受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的規則管理。

更多資訊請見 i4Life 網頁：http://i4life.eu/pilots.php。

近期活動

第 3 屆歐洲保育生物學大會 (3rd European Congress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ECCB 2012)
英國，Glasgow；2012 年 8 月 28 日 – 9 月 1 日
【更多資訊…】

IUCN 2012 年世界大會 (IUCN World Congress 2012)
韓國，Jeju；2012 年 9 月 6 日 – 9 月 15 日
【更多資訊…】

第 14 屆 BIOECON 年會 (14th Annual BIOECON 
Conference)
英國，Cambridge；2012 年 9 月 18 日 – 9 月 20 日
【更多資訊…】

第 19 屆 GBIF 理事會 (19th meeting of the GBIF 
Governing Board, GB19)
挪威，Lillehammer；2012 年 9 月 16 日 – 9 月 21 日
【更多資訊…】

生物多樣性技術研討會 (Biodiversity Technologies 
Symposium) 
英國，Oxford；2012 年 9 月 27 日 – 9 月 28 日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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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mark

http://www.gbi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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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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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no 29 July 2012

http://www.unav.es/unzyec/mzna/biddsat/
http://www.unav.es/unzyec/mzna/biddsat/
http://bioinformatics.oxford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12/06/23/bioinformatics.bts359.abstract
www.ispot.org.za
http://www.biocase.org
http://i4life.eu/pilots.php
http://www.eccb2012.org/
http://www.iucnworldconservationcongress.org/index.cfm
http://www.bioecon-network.org/
http://gb19.gbif.org/GB19/
http://bit.ly/BioSymO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