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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聯絡 info@gbif.org以訂閱此份通訊

GBIF 宣布導師計畫方案
由GBIF八個國家會員所參與的三個導師計畫，將
分享跨網絡的專家技術和經驗，以協助生物多樣
性資訊發布與利用的能力建構。

下列計畫已獲得2013 GBIF 導師計畫的認可和補
助：

哥倫比亞生物多樣性資訊機•• 構(SiB Colombia) 將
協助在去年10月加入GBIF的巴西生物多樣性資
訊機構(SiB Brazil)，加速建立新的生物多樣性
資訊基礎設施。

GBIF比利時節點將擔任多哥和毛利塔尼亞節點••
的導師，來增進他們發布資料的能力。這計畫
也會著重於多哥和毛利塔尼亞生物多樣性資訊
網站配置，並會評估GBIF 的一項產品節點入口
網工具啟動版(The Nodes Portal Toolkit Startup)
是否適合這項計畫的進行。

最後一項導師計畫為，GBIF•• 西班牙、法國和葡
萄牙的節點將會基於互惠原則，交換各個不同
領域的專門知識。法國GBIF 會運用他們藉由群
眾外包(crowdsourcing)數位化植物標本標籤的
網站經驗，支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類似先驅
計畫。法國也會使用之前為了法國新的資料入
口網而開發的一些工具，來支援西班牙和葡萄
牙開發一套使典藏資料視覺化的工具。同樣參
與這個計畫的GBIF西班牙節點也將協助GBIF法
國節點架設數位學習平台，並協助GBIF葡萄牙
節點建立一套數位學習訓練軟體。

每個導師計畫將獲得€8,000至€15,000不等的資
助，這些款項是由GBIF的投票國家會員國政府提
供的GBIF 核心基金中所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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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
GBIF 推出新的國家入口網站
GBIF三個會員國推出全新或改版的入口網站，使
民眾與科學家能更加便利地取得其國家的生物多
樣性資訊。

日本、葡萄牙和哥倫比亞都運用了GBIF 社群所開
發的工具、程式碼以及資訊來源啟用或加強他們
的國家生物多樣性資訊網站。

接續上一期的GBits電子通訊：

以里斯本的熱帶研究所（Tropical Research ••
Institute， IITC）為基地的葡萄牙節點推出了
雙語入口網站。該網站在初期階段，提供如何
透過GBIF發布與使用生物多樣性資料的相關資
訊，供葡萄牙語社群使用。未來將展示葡萄牙
境內的出現紀錄和葡萄牙發布者提供的資料，
並協助改善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的發掘與利
用。入口網站也會採用GBIF 網絡內所開發的自
由軟體功能和工具。閱讀英文版的完整內容、
閱讀葡萄牙文版的完整內容。

GBIF的日本入口•• 網重新經過設計，新增許多功
能，例如：讓有興趣想透過GBIF分享資料的機
構可使用線上申請表格以作業。入口網也提供
測試，以確保資料符合達爾文核心集的標準，
而達爾文核心集標準是經由GBIF網絡存取生物
多樣性資料的主要方式。

哥倫比亞GBIF進行一連串的改善之後，推出新••
的入口網站，使功能更加提昇，包括進階的網
路介面和感受、可排序的表格，並使用GitHub 
repository，該軟體架構精簡了合作發展的模
式。閱讀完整的改善項目明細表…

新工具與資源
由影像辨識植物的手機應用程式…
法國的一個網站推出了iPhone 的應用程式，讓
業餘的植物學家上傳照片供專家鑑定，並經由
GBIF 網絡發布出現紀錄。這些照片會傳送到
iHerbarium，由iHerbarium 的志工專家協助鑑定，
再以電子郵件將資訊傳回給用戶。

這些照片與相關資訊將存入中央資料庫，使未來
的鑑定工作更加容易。Agoralogie 學會藉由語意網
（semantic web）促進科學合作，有效資料則透
過該學會發布到GBIF。 iHerbarium 應用程式的語
言為法文及英文，網站則增加西班牙文與葡萄牙
文，不久之後將會開發Android版本 的應用程式。

…方便鑑定昆蟲與野草入侵種的檢索表
Android 智慧型手機裝置用戶現在也有能協助辨識
澳洲的昆蟲和野草入侵種的新工具可用。昆士蘭
大學的團隊開發了手機版本的Lucid 軟體，將鑑定
工具或檢索表配置成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初期
開發僅適用於Android 裝置，接著將會有iPhone/
iPad 版本。

現在在Google Play商店已經可以找到兩種Lucid 檢
索表，一個是Insect Orders 的免費檢索表，另一個
來自Environmental Weeds of Australia 的資料庫。

鑑定昆蟲的檢索表是為了幫助高中生、大學生和
其他對於昆蟲學有興趣的人而設計的，使他們
能將澳洲普遍常見的成蟲種類鑑定到「目」的
層級。第二個資料庫檢索表包含超過10,000張照
片，幫助使用者鑑定澳洲極為重要或是新出現
1,020 種野草，此套檢索表應該會對於研究者和參
與野草控制的人員大有助益。雖然這套應用程式
著重於澳洲的物種鑑定，但也能成為其他國家用
戶一個很好的資源。

維基百科新網站介紹牧草蟲
分類學家組成的一個國際團隊推出新網站，介紹
Thysanoptera目超過800個屬、將近6,000個昆蟲
物種，Thysanoptera目又名牧草蟲(thrips)、雷光
蟲(thunderbugs)或玉米蝨(corn lice)。ThripsWiki
是由澳洲政府農業、漁業暨林業部(DAFF)支持，
奠基於澳洲科學機構CSIRO 於2005 年整理的物種
名錄，並由GBIF 贊助，目的在於檢查來自法蘭克
福、倫敦和華盛頓特區牧草蟲主要典藏的資料。

Lichanothrips pastinus 模式標本，來自坎培拉的澳洲國家昆
蟲博物館 

http://www.gbif.pt/
http://www.gbif.pt/node/72
http://www.gbif.pt/node/72%3Flanguage%3Dpt-pt
http://www.gbif.jp/
http://data.sibcolombia.net/welcome.htm
https://github.com/SIB-Colombia/sib-dataportal/
https://github.com/SIB-Colombia/sib-dataportal/
http://data.sibcolombia.net/version.htm
https://itunes.apple.com/en/app/iherbarium/id646361490?mt=8
http://www.iherbarium.org/home/
http://www.agoralogie.fr/la-societ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566/
http://www.lucidcentral.org/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org.lucidcentral.mobile.insect_orders&feature=search_result#?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org.lucidcentral.mobile.ewa
http://thrips.info/wiki/Main_Page
http://www.csiro.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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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政策
GBits 科學副刊
科學副刊按照往例隨著GBits 發行，主打最新運用
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最新一期副刊精彩之處在
於一份主張入侵種會在新環境中轉換他們的生態
「區位」的研究，除此之外，還有生物多樣性資
訊期刊發行的特刊，強調需求是生物多樣性發布
的驅動力。

下載GBits 科學副刊

網絡新聞
徵求撒哈拉以南非洲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流
通
中非生物多樣性資訊網絡(The Central Afric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Network, CABIN)徵求關於
漠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生物多樣性資料流
通與線上發布的計畫，希望能保存該地區機構收
藏的資料，改善技術能力，並增加資料於GBIF 等
網絡的能見度。資料將收藏於比利時的中非皇家
博物館(Royal Museum for Central Africa in Belgium)
伺服器，由幾位經過挑選的非洲科學家擔任資料
集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他們擁有完整的遠端存取
權與管控權。

申請截止日為2013年8月31日

詳情請見…

美國生物多樣性典藏數位化計畫獲補助
美國將有八個計畫獲得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贊助的生物多
樣性典藏數位化計畫(Advancing Digitization of 
Biodiversity Collections)最後階段的獎助金，獲得
補助的65間機構來自29個州和1個領土。這些計畫
包含一個昆蟲化石資料的合作案，用來幫助瞭解
物種多樣化以及他們對於環境變遷的反應、一個
存證標本動物溝通訊號的中央數位倉儲，以及一
個利用150年來的海藻標本資料來瞭解海洋/水文
環境變化的聯盟。

閱讀完整內容…

加拿大的新基因體中心將安置DNA生命條
碼計畫
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貴湖大學(The University 
of Guelph)新建立了一個生物多樣性基因體中心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Genomics, CBG)，專注於利
用生命條碼技術來發現、鑑定和編目物種。該中
心由原來的安大略生物多樣性研究院(Biodiversity 

Institute of Ontario)擴建而來，斥資1,600萬美金，
面積是原來的三倍，並將提供給GBIF附屬會員
「國際生命條碼計畫」(International Barcode of 
Life, iBOL)的秘書處使用。DNA 生命條碼計畫讓科
學家能利用遺傳物質的簡短、標準化區域來鑑定
動植物物種。

閱讀完整內容…

新資料
比利時
弗德蘭政府的自然與森林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ure and Forest，INBO)已發布一些與人類
對地區河流造成的衝擊以及溪流棲地復育的努力
有關的資料集。目前可透過GBIF 取得的新資料包
括：

為了研究其物種分布，於洄游期間在伊瑟••
(Yser)河所捕獲、超過1,100 筆幼鰻紀錄；

從伊瑟河沿岸的對比棲地採樣中取得的•• 幼魚與
成魚出現紀錄，藉以評估因河岸加高和大量運
輸交通等人類活動而遭受破壞的地區所進行的
復育計畫成果；

與前項伊瑟河的幼魚與成魚採樣相同，為評估••
人工堤岸的衝擊，來自於萊厄(Leie)河的魚類
採樣資料；

在默滋(Meuse)河岸取得的•• 5,800 筆步行蟲
(Carabidae)出現紀錄。該資料集包含了來自比
利時與荷蘭的邊界Grensmaas地區默滋河段監
測研究的109個物種的資訊，這些紀錄資料也
用於測量溪流棲地健康狀態的相關研究中。 

荷蘭
非政府組織「荷蘭兩棲爬蟲與魚類保育協會」擷
取自荷蘭自然學家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報
告，發布了3,700筆魚類觀察的歷史資料，包括
1890年、1907年和1921年的須德海(Zuiderzee)的
魚類紀錄，以及1886年至1896年間的萊茵河-默滋
河三角洲較低區域的報告。

鹿特丹自然史博物館自其海生、陸生與淡水蝸牛
與蛞蝓典藏中，發布了68,000筆軟體動物紀錄，
也從昆蟲典藏中分享94,500筆的紀錄。

法國
位於巴黎，隸屬「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自然
遺產服務部門(Service du Patrimoine Naturel)，已
發布超過30,000筆來自法國地中海外海、大西洋
和英吉利海峽沿岸的海洋資料，包括：

https://journals.ku.edu/index.php/jbi/issue/view/370
https://journals.ku.edu/index.php/jbi/issue/view/370
http://www.gbif.org/orc/?doc_id=5338
http://cabin.cybertaxonomy.africamuseum.be/page/2013_cabin_call_data_provider
http://www.nsf.gov/
http://www.nsf.gov/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28369
http://ibol.org/
http://ibol.org/
http://www.guelphnow.ca/npps/story.cfm?nppage=1870
http://www.inbo.be/content/homepage_en.asp
http://www.inbo.be/content/homepage_en.asp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670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67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67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672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672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2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2
http://www.inbo.be/files/bibliotheek/85/172685.pdf
http://www.ravon.nl/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5005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87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5005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88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88
http://www.hetnatuurhistorisch.nl/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695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694
http://www.mnhn.fr/spn/
http://www.mnhn.fr/s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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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巨型動物航空調•• 查，包含翻車魚、海豚、
長鬚鯨、抹香鯨、鯊魚、雙吻前口輻鲼、長肢 
領航鯨、革龜、海鳥；
190 筆•• 海馬和海龍的觀察紀錄；
8,700 筆海床生生•• 物，例如海洋實驗站觀察到
的海星；以及
5,100筆取自生物多樣性名錄的紀•• 錄，藉以
協助辨識2000年歐盟保護區網絡(European 
Union's Natura 2000)底下的海洋保護區地點。

斯特拉斯堡大學發布了來自於南太平洋法屬瓦利
斯和富圖納群島(Wallis and Futuna)植物標本室。
的3,780 筆紀錄。

德國
巴伐利亞自然史典藏館(The Bavarian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已發布100,000筆紀錄，包括：

來自•• 耶拿微生物資源典藏中心(Jena Microbial 
Resource Collection)，超過20,000筆的微生物紀
錄；
來自Franz Josef Weinzierl 矽藻典藏、存放於慕••
尼黑的植物博物館的8,000筆紀錄；
來自位於•• 卡斯魯厄的州立自然歷史博物館真菌
典藏中心的48,400 筆紀錄； 以及
來自•• 巴伐利亞州立動物典藏中心的27,000 筆節
肢動物紀錄。

新的發布者格賴夫斯瓦德大學(University of 
Greifswald)根據德國東部的植物調查結果，已發布
來自德國北部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Mecklenburg-
Western Pomerania state)超過50萬筆將近2,500 個
植物物種的紀錄， 民眾也可以將該地區的植物其
他資料提供至http://www.flora-mv.de。

愛爾蘭
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NBDC)是GBIF的愛爾蘭
節點，已將350,000筆紀錄發布至GBIF 網絡，包
括：

來自18世紀以來由•• 「不列顛群島植物學會」，
在愛爾蘭西南部的威克斯福郡所進行紀錄的
342,000 筆植物紀錄。
1,100 筆稀有海洋魚類標•• 本，例如漁船從愛
爾蘭的海域捕捉的極危的歐洲鱘(Acipenser 
sturio)，以及1786年至2008年間所捕捉的深海
鮟鱇魚。

1985年至1996年間於沿岸砂質低地棲地•• 調查水
鳥繁殖的資料，沿岸砂質低地是愛爾蘭西北部
海岸的低窪草地平原；

資料紀錄，來自於建置中的•• 愛爾蘭石蛾資料
庫、2010年以來愛爾蘭的蠑螈分佈情形、水
生蠕蟲紀錄、以及愛爾蘭湖泊內的淡水魚類資
料。

瑞典
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發布了來自於館內的昆蟲與
古生物典藏近150,000筆紀錄。國家昆蟲名錄「馬
氏網計畫」(Malaise Trap Projects)的觀察結果也在
發布資料當中。該計畫以蚊帳材料製作，是由瑞
典昆蟲學家René Malaise於1930年代設計的一種類
似帳篷的陷阱，現已成為全世界用以調查昆蟲的
標準器材。

英國
「英國國家生物多樣性網絡」(The UK National 
Biodiversity Network)是英國GBIF 節點，從各郡調
查結果中擷取並發布862,000筆紀錄，其中超過半
數來自於Ecorecord。Ecorecord 是一個生態資料
庫，涵蓋伯明罕和米德蘭的黑鄉(Black Country)。
其他資料集包含：

英國西北方赤郡的•• 淡水魚類、鯨豚、蝴蝶和哺
乳類；
15,100筆來自•• 德比郡的昆蟲資料的紀錄；
來自貝德福特郡和盧頓的入侵種•• 喜瑪拉雅香脂
調查計畫的7,800 筆紀錄；以及
來自於薩賽克斯的蛾類資•• 料的95,000 筆紀錄，
是。

加拿大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已發布20,800筆哺乳類和
兩棲爬蟲類紀錄，資料來自於Cowan Tetrapod 
Collection，該典藏中心收藏的標本可追溯自1900
年代初期，包括涵蓋625個物種的7,000顆鳥蛋。
資料集由VertNet 網絡負責。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有三個機構已成為GBIF 網絡的新進資料
發布者：

Oleoducto Bicentenario 是一間擁有私人輸油管••
的石油公司，已發布2,000筆附生植物紀錄，
例如攀附於樹幹當支撐的蘭科和鳳科植物。哥
倫比亞北部Casanare 省的Araguaney到Arauca 
省的Banadia 之間輸油管工程進行時，將這些
植物移植到新地點，這是輸油管三階段工程
的第一階段，輸油管將架設至 Covenas 港口為
止。

Bucaramanga市政府環保當局-•• Corporación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8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9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5000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5001
http://www.unistra.fr/index.php?id=accueil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51
http://www.snsb.mwn.de/index.php
http://www.snsb.mwn.de/index.php
http://www.hki-jena.de/index.php/bbd1ebcd534163d53428adadf311250e/2/538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86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86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38
http://www.smnk.de/en/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40
http://www.zsm.mwn.d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1
http://www.uni-greifswald.de/
http://www.uni-greifswald.d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28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28
http://www.flora-mv.de/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
http://www.bsbi.org.uk/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5006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6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3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3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0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4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5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5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5003
http://www.nrm.se/english.16_en.html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49
http://www.nbn.org.uk/
http://www.nbn.org.uk/
http://data.gbif.org/search/datasets/EcoRecord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74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75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76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77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77
http://data.gbif.org/search/Derbyshire%2520Wildlife%2520Trust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83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84
http://www.ubc.ca/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37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41
http://www.beatymuseum.ubc.ca/collections/vertebrate
http://www.beatymuseum.ubc.ca/collections/vertebrat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534
http://www.cdmb.gov.co/web/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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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ónoma Regional Para la Defensa de la Meseta 
de  Bucaramanga-已發布6,800 筆紀錄，資料來
自於Santander 省典藏的2,300 種植物標本。

非政府組織•• Calidris設立的宗旨為研究並保育
哥倫比亞的水鳥，該組織已發布50種水鳥物
種的1,700筆紀錄，資料集包含2007年至2009
年間在Sanquianga 國家公園以及哥倫比亞太平
洋海岸Iscuandé河口的觀察，這些地點都是國
內公認最大型的海鳥與水鳥集中地。Calidris 
也發布了Gorgona 國家公園內白腹鰹鳥(Sula 
leucogasteretesiaca)的22種餌料生物，紀錄時
間從2006年6月至12月，餌料生物豐度、組
成、豐富度皆包含在內。

白腹鰹鳥(Sula leucogaster)停棲於浮在水面上的樹幹上 ©Luis 
Alejandro Bernal Romero 

ZooKeys期刊
已有兩個研究團隊在Zookeys期刊發表分類學研究
資料集，並透過發行該期刊的Pensoft Publishers所
安裝的軟體分享給GBIF 網絡。

第一項研究描述的是布干維爾島上所發現的埋葬
蟲新種Nicrophorus efferens，該島位於太平洋的所
羅門群島中。研究者來自阿拉斯加大學北方博物
館，藉由1960 和70 年代所採集並置於夏威夷一間
博物館的六個埋葬蟲標本，將他們的發現發表於
世。現在這些標本都被視為新種的模式標本(type 
speciments)（界定分類單元的範例），採集日期
與地點的詳細內容也已透過GBIF 發布。埋葬蟲
之名來自於他們埋葬小型脊椎動物屍體的習慣，
包括鳥類、囓齒類，這些都是幼蟲的主要食物來
源。

閱讀該新種的新聞內容…

在ZooKeys期刊的第二項研究中，來自聖地牙哥大
學的研究者回顧盲蜘蛛的Acuclavella屬，該屬是
通常被稱為長腿叔叔蜘蛛的親緣。研究者從愛達
荷州、蒙大拿州和華盛頓州的61個位置採集了284 
個盲蜘蛛標本，研究分析則從該屬辨識出三個新

種。與研究有關的標本詳細內容，包括採集地點
與日期等，現在都可透過GBIF 入口網站，以資料
集形式取得。

訓練與合作
傳授產生資料文章方法的E-learning 課程
西班牙GBIF 已開發線上課程，傳授發布資料文章
的方法，對象為從事典藏工作的科學家與專業人
士，和匯集生物多樣性資料以供未來分享使用的
行政人員。

該課程幫助學員能夠以生物多樣性資料集（元數
據）為材料，並運用GBIF整合發布工具(IPT)來撰
寫原稿供同儕審查。資料文章能給予資料發布者
的是學術上的肯定。課程教材來自3月舉行於馬德
里的資料文章發布工作坊。

這是免費的自導式課程，採用西班牙語教材，註
冊請上http://elearning.gbif.es/。

拉丁美洲與西班牙的生物多樣性資訊線上
論壇
伊比利亞美洲生物多樣性資訊基礎設施
(IberoAmerican Infrastructure for Biodiverstiy 
Information, I3B)已開設探討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
線上論壇，作為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合作平台。

論壇新用戶可於線上註冊。

南非的地理參照訓練活動
這種「針對訓練者的訓練」方式主要在於幫助南
非專業人才增進地理對位生物多樣性紀錄的專門
知識，改善可供研究與政策使用的資料品質。

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機構(SANBI)是南非的GBIF 國
家節點，協調整合並支援六月的訓練課程，有17
個來自大學、研究委員會、博物館、採礦公司，
甚至是SANBI 本身的會員參與課程。

訓練者來自於KwaZulu Natal 博物館、東開普敦
公園、旅遊局和農業研究委員會，也曾於2011年
由美國加州柏克萊脊椎生物博物館的專家學者舉
辦的工作坊中受訓，這些專家學者曾協助開發跨
GBIF 網絡使用的資訊工具和標準。

本訓練課程幫助學員無論在收集資料、管理資料
集或是發布資料的階段，都有能力更正確地描述
生物多樣性的地點。

該研討會之前已舉辦過一次，第一屆工作坊於
2012年11月舉辦於Kwa-Zulu Natal博物館。

觀看完整內容…

http://www.cdmb.gov.co/web/index.php
http://www.cdmb.gov.co/web/index.php
http://www.cdmb.gov.co/web/index.php
http://www.cdmb.gov.co/web/index.php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47
http://calidris.org.co/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5004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5004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46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zookeys/article/514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7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997
www.fijitimes.com/story.aspx?id=238494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zookeys/article/2920/abstract/three-new-species-in-the-harvestmen-genus-acuclavella-opiliones-dyspnoi-ischyropsalidoidea-including-description-of-mal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5002
http://www.gbif.es/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events/training-event-details/?eventid=233
http://www.recibio.net/
http://foro.recibio.net/index.php
http://www.sanbi.org/
http://www.sanbi.org/news/building-capacity-georeferencing


G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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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GBIF新聞
墨西哥、葡萄牙、美國和丹麥的許多報紙與新聞
網站都報導了2013 年GBIF Ebbe Nielsen 獎以及青
年研究者獎得獎名單，相關新聞報導如下：

Ebbe Nielsen 得獎者Miguel Bastos Araújo相關報
導：

葡萄牙每日報紙印刷版•• Jornal de Notícias
主要週刊報紙印刷版•• Visão
UElin•• e–埃武拉大學(University of Evora)線上公
佈欄
專門報導科學、科技和企業精神的新聞入口網••
站 Ciência Hoje 
丹麥專門報導研究與創新的入口網站•• Altinget

GBIF青年研究獎得獎者Emma Gómez Ruiz相關報
導：

新聞網站 •• Periódico El Planeta
新聞網站 •• Mi Ambiente
德州農工大學線上公佈欄 •• AgriLife Today
墨西哥主要報紙 •• Reforma

六月與七月時，GBIF還在其他許多處線上與印刷
版的新聞媒體中出現，其中一篇是評論文章，
刊載於每週發行一次的科學雜誌《自然雜誌》
(Nature)，篇名為「農業：餵養未來」。該文提出
將生物多樣性埋藏於種子銀行以因應食物短缺危
機的主張，並提到GBIF 建立了可供國際存取的資
訊基礎設施「改變了生物多樣性研究的方法」，
樹立了良好的模範，但同時指出，GBIF 目前並未
著手處理要達到「餵養未來」所需的複雜基因體
資料。

其他報導包括每日新聞網站刊載探討坦尚尼亞的
入侵物種文章，文中提及坦尚尼亞生物多樣性資
訊入口網(TanBIF)和GBIF。

近期活動
會議與工作坊
2013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地平線研討會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Horizons 2013) 
義大利，羅馬；2013年9月3-6日
詳情請見…

第2屆生物多樣性知識研討會
(2nd Biodiversity Knowledge Conference)
德國，柏林；2013年9月24-26日
詳情請見…

GBIF第20屆理事會、GBIF 全新入口網啟用暨科學
研討會
德國，柏林；2013年10月8-10日
詳情請見…

第17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科技諮詢會(SBSTTA)
加拿大，蒙特簍；2013年10月14-18日
詳情請見…

第5屆生命條碼國際研討會
中國，昆明；2013年10月27-31日
摘要投稿截止日：2013年8月16日
詳情請見…

訓練活動
GB20節點訓練課程：強化GBIF節點
德國，柏林；2013年10月4-5日
詳情請見…

http://www.gbif.org/
info@gbif.org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showsingle/article/think-bigger-gbif-award-winner-urges-biologists/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showsingle/article/think-bigger-gbif-award-winner-urges-biologists/
http://www.jn.pt/paginainicial/
http://visao.sapo.pt/
http://www.ueline.uevora.pt/Canais/academia/(item)/8585
http://www.cienciahoje.pt/index.php?oid=57963&op=all
http://www.altinget.dk/forskning/navnenyt.aspx?id=12009
http://www.elplaneta.ws/inicio/?p=74750
http://www.miambiente.com.mx/?p=30463
http://today.agrilife.org/2013/06/26/bat-study-lands-young-texas-am-researcher-global-recognition/
http://www.reforma.com/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99/n7456/full/499023a.html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99/n7456/full/499023a.html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99/n7456/full/499023a.html
http://www.dailynews.co.tz/index.php/local-news/19011-harmful-species-invade-dar
http://www.dailynews.co.tz/index.php/local-news/19011-harmful-species-invade-dar
http://conference.lifewatch.unisalento.it/index.php/EBIC/BIH2013
http://www.biodiversityknowledge.eu/conferences/second-conference-berlin-september-2013
http://gb20.gbif.org/GB20/
http://www.cbd.int/doc/?meeting=SBSTTA-17
http://www.dnabarcodes2013.org/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events/training-event-details/?eventid=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