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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的基因體資料向前邁進
跨國的技術合作開啟了一個新的可能性，使基因體
層級的資料亦能透過 GBIF 成為免費存取的資訊。

物種出現紀錄和基因序列描述的資訊學標準經成功
整合後，即能採取行動開始往整合不同資料類型的
目標邁進。

有個實驗型計畫，其目標是將用以分享生物多樣性
資料的達爾文核心集 (Darwin Core, DwC) 標準稍作
調整，使數個基因體資訊典藏機構的資料能被納入
GBIF 系統中。

由 GBIF 在英國牛津主持的一個工作坊，聚集了來自
歐洲、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的專家學者們，完成了
三種標準的對映工作。

此工作坊由牛津大學的 e-Research Centre 主辦，
是 GBIF 與基因體標準聯盟 (Genomics Standards 
Consrotium, GSC) 合作的延續；該國際社群在推動
一些機制，以將基因體和其出現環境背景的描述標
準化。

以上的發展將達到 GBIF 2012-16 年策略計畫的其中
一個目標：使其系統能納入新的資料類型，才能造
成全世界約佔 90% 尚未發現的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流
通，而其中大部分是基因體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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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ts
科學與政策
GBits 科學副刊
GBIF 提供一項新的服務，讓大家知道一些日益增多的
科學研究，這些研究使用的資料是經由 GBIF 取得。
此份 GBits 科學副刊將隨著每一期的 GBits 一併發行。

2002 年迄今，已經有 50 篇利用 GBIF 資料的研究論
文發表；要查尋這些論文的詳細內容，請點選此處以
閱讀第一期的副刊。希望大家覺得實用，也歡迎大家
批評指教。

GBIF 提供海洋資料給 D4Science 計畫
該計畫使用透過 GBIF 取得的生物多樣性資料來繪製
高解析度的魚類物種分佈地圖。GBIF 是 D4Science
計畫的三大資料來源之一，另兩處來源分別為 GENSI-
數位地球社群（GENSI-Digital Earth Community）
提供的觀察資料，以及全球漁業資訊系統（Fisheries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FIGIS）。

由一些大學、研究機構、企業公司及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共同展開了 D4Science 計畫，以研發能夠
將各類資料、運算資源和軟體資源整合與分享的「 
e-infrastructure 生態系統」。

【詳情請見…】

資料發布新聞
巴拉圭植物名錄開創發布新格局
巴拉圭 Ñeembucú 省維管束植物的名錄包含了超過
4,100 的分類群名字，其文字內容已被轉換成達爾文
核心集檔案（Darwin Core Archive）的格式，並同時
發布於傳統刊物以及電腦程式可閱讀的資料。

發表於 Phytokeys 期刊的論文 From text to 
structured data: Converting a word-processed 
floristic checklist into Darwin Core Archive format
描述了整個過程。 

此名錄是透過 GBIF 整合性發布工具（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kit, IPT）發布，期刊論文的內文有一
大部分被用來描述資料集的元數據，而此資料集將可
從 GBIF 資訊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取得。

經由 GBIF 發布資料的七步驟指南
一個致力於發掘加拿大生物典藏的國家網絡已經發表
了一本指南，教導如何利用七個簡易步驟將生物多樣
性資料發布至 GBIF。

Canadensys 典藏機構利用本身的 GBIF 整合性發布工
具，使數個植物、昆蟲和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
的典藏可以不需安裝額外的軟體即能發布資料。

這份新的指南雖然是針對加拿大的資料擁有者，可經
過調整而適用於其他發布者。

資料發布指南可取得於 http://www.canadensys. net/
publication/data-publication-guide。

GBIF 名錄指南已可公開審查
新的《編輯、維護與散播國家物種名錄之最佳實踐指
南》已經開放公開審查。

該文件的目的是在於提供政策和步驟的說明，以使
用與存取國家名錄的資訊。歡迎大家於 2012 年 4
月 6 日前至 http://community.gbif.org/pg/file/
read/22498 留下您對於該文章的批評與指教。

新資料集
丹麥—丹麥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The Danish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DanBIF）於全國
性的監測計畫下發布了將近 200 萬筆的維管束植物紀
錄。此 NOVANA 計畫，是由丹麥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執行，用意在於評估如污染來源等
對於水域及陸地環境造成的環境壓力。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989

英國—英國國立生物多樣性網絡（The UK National 
Biodiversity Network）已經發布了 19 個新的資料
集，共計有 130 萬筆紀錄，包含威爾斯林地植物的調
查和海洋資料，以及受威脅的地衣、水獺和蝙蝠物種
資料集。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172

美國—辛辛那提博物館中心的自然歷史與科學博物館
（The Cincinnati Museum Center’s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Science）已經發布了超過 1,200 
筆來自鳥類學基因體資源典藏的紀錄。該典藏主要有
存放於 –80° C 的存證冷凍組織、繫放環鳥類的血液樣
本、isolated genomic DNA 和其他作分子遺傳與分
子生物研究使用的材料等。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990

2

http://links.gbif.org/supplement1.pdf
http://www.genesi-dec.eu/
http://www.genesi-dec.eu/
http://www.alphagalileo.org/ViewItem.aspx?ItemId=117409&CultureCode=en
http://pensoft.net/journals/phytokeys/article/2279/checklist-of-vascular-plants-of-the-department-of-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phytokeys/article/2770/from-text-to-structured-data-converting-a-word-processed-floristic-checklist-into-darwin-core-archive-format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phytokeys/article/2770/from-text-to-structured-data-converting-a-word-processed-floristic-checklist-into-darwin-core-archive-format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phytokeys/article/2770/from-text-to-structured-data-converting-a-word-processed-floristic-checklist-into-darwin-core-archive-format
http://www.canadensys.net/publication/data-publication-guide
http://www.canadensys.net/publication/data-publication-guide
http://community.gbif.org/pg/file/read/22498
http://community.gbif.org/pg/file/read/22498
http://www.danbif.dk/
http://www.danbif.dk/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989
http://www.nbn.org.uk/
http://www.nbn.org.uk/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172
http://www.cincymuseum.org/sciencemuseum
http://www.cincymuseum.org/sciencemuseum
http://www.cincymuseum.org/sciencemuseum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3990


GBIF 社群
GBIF 區域訓練補助申請結果出爐
繼徵求活動規劃書之後，2012 年將有四個由會員舉辦
的區域訓練活動獲得補助。

有 16 個 GBIF 會員將直接受益於這些補助款，並有尚
未成為 GBIF 會員的 9 個國家將獲得拓展的機會。相
關活動如下：  

•	臺灣的 TaiBIF 將於 2012 年 5 月在臺北（譯者註：
改為 6 月在南投集集）舉辦 2012 全球生物多樣性
機構 – 亞太地區生物多樣性資訊共享暨資料整合
發佈平台（IPT2）研習會
合作夥伴：ASEAN 生物多樣性中心（ACB）、中
華臺北、國際山區整合發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 
ICIMOD）、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韓。

•	烏干達的 UgaBIF 將於 2012 年 7 月在 Kampala
舉辦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與協定工作坊
合作夥伴：艾伯丁裂谷保育協會（ARCOS）、肯亞、
剛果共和國、南非、坦尚尼亞和烏干達。

•	 ICIMOD 將於 2012 年 7 月在尼泊爾 Kathmandu
舉辦興都庫什 - 喜瑪拉雅山地區生物多樣性資料發
布：平台、展望及發展
合作夥伴：中華臺北、ICIMOD、印度和巴基斯坦。

•	哥倫比亞的 GBIF 節點將於 2012 年 10 月在波哥
大舉辦生物典藏 3.0
合作夥伴：阿根廷、哥倫比亞、西班牙和烏拉圭

申請補助相關資訊請見 http://www.gbif.org/
participation/training/plans/ regionaltraining/。

GBIF 區域會議
3 月份時舉辦的兩場 GBIF 國家與組織節點區域會議，
延續了在支持生物多樣性資訊的存取方面區域性層級
的合作過程。

日本環境省贊助日本的 GBIF 節點於 3 月 1 日和 2 日
在東京舉辦了第二屆亞洲區域節點會議。參加該會
議的有 4 個國家節點（韓國、日本、印度和印尼）
及 4 個副會員 (ACB、中華臺北、ICIMOD、World 
Federation for Culture Collections-WFCC)。

東京的會議討論了在科學利用 GBIF 的資料方面，發展
亞洲會員之間區域性合作的初步策略以及一個區域性
工作計畫。ACB 的 Sheila Vergara 被選為亞洲區域代
表。會議結果的初稿已送至「節點指導小組」（Nodes 
Steering Group）等待批准。

3 月 27 至 29 日於德國柏林 Dehlem 植物園與博物館
以及自然歷史博物館（Museum für Naturkunde） 
舉辦了第四屆歐洲節點會議，共計有來自 13 個國家
與 3 個機構的 55 名成員參與。

歐洲節點會議的與會者員

歐洲會議中報告了下列事項：

•	西班牙 GBIF 節點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品質中心  

•	 reBiND 基礎建設挽救即將消失的資料 （請見一月
號 GBits）

•	德國 GBIF 節點的資料註釋系統 AnnoSys 

•	英國 GBIF 節點的線上資料擷取系統 Indicia 以及
資料清除工具 Record Cleaner

這些歐洲節點討論並同意一個行動計畫，加強與
BioFresh Initiative 計畫的合作。此計畫由歐盟贊助，
目的在建立淡水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的國際平台。歐洲
區域合作的重點將是一個包含名錄等淡水入侵種資料
的資料流通示範性計劃。

參與柏林會議的人員包括來自義大利的三位觀察員，
而義大利目前尚未成為 GBIF 的會員國。2013 年的歐
洲節點會議將由芬蘭的 GBIF 節點主辦。

臺灣即將架設生命大百科
中華臺北的 GBIF 節點 TaiBIF 已經取得為期三年的政
府補助，將架設生命大百科（EOL）的臺灣資料庫與
網站。

TaiEOL 的目標在於完成 16,000 個臺灣本土物種（包
含 8,000 多個特有種）的物種資訊網頁，網頁將包括
分類描述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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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特有種 Oncorhynchus formosanus 

「臺灣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TELDAP）致力於推動臺灣的典藏數位化與數位學習
應用以發展臺灣，目前已累積了從各種不同資料庫來
的大量生物多樣性資訊，這些資訊將輸入至 TaiEOL。
林務局亦將提供 4,000 種本土維管束植物的資訊。

此外，學者專家與公民科學家們亦將受邀提供內容以
充實網頁。

挪威的物種地圖服務升級
挪威運用地圖的物種資料入口網（http://artskart. 
artsdatabanken.no）已經大幅升級，包含更智慧的
品質管控功能和英文介面。

此「Artskart 入口網」是 2007 年由挪威的 GBIF 節點
與挪威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 Artsdatabanken 共同建
置。Arkskart 被廣泛運用於挪威的土地利用規劃、道
路管理、水資源與能源署，以及林業與其他根據於自
然資源的產業。研究人員、顧問公司和學校等機構也
利用此人口網。

服務的升級讓使用者得以縮小搜尋範圍至地理精確度
高的物種出現紀錄、依據種群區分資料、並可運算特
定地理區域如市或郡的有地理參照資料的物種數目統
計。

另外一個新的功能是在從資料庫上傳地理參照資料
時，即將其中的明顯錯誤去除，例如座標出現於挪威
國界之外。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紀錄會被擋住，並
回傳資料擁有者加以修正。

地圖服務提供來自 30 個機構、近 100 個資料庫的
1,300 萬筆紀錄，包含超過 26,000 個物種的出現資料。
大部分的資料皆已透過 GBIF 網絡發布至全世界。

欲知詳情，請聯絡：Nils Valland
E-mail: nilo.valland@artsdatabanken.no

GBIF的夥伴ARCOS獲頒有效率機構獎

GBIF的副會員「艾伯丁裂谷保育協會」（ARCOS）獲
頒麥克阿瑟創意與有效率機構獎（MacArthur Award 
for Creative and Effective Institutions），肯定其在
動員夥伴進行該地區保育及治理環境方面的成就。

獲頒的獎金將用來建築盧安達Kigali的ARCOS總部大
樓，大樓也將作為非政府組織和其他機構的區域資訊
及訓練中心。艾伯丁裂谷地區是一個生物多樣性熱
點，動植物極為豐富，同時也是世界三大種人猿的居
住地。

麥克阿瑟基金會表揚了6個國家的15個組織，ARCOS
是其中之一。

ARCOS 於12月時在Kigali舉辦了為期四天的訓練活
動，協助建立艾伯丁裂谷地區的資料發布和地理資訊
系統（GIS）專業知識。在此受訓的26位專業人員來
自盧安達、布隆迪（Burundi）、烏干達、剛果共和
國和坦尚尼亞的ARCOS夥伴機構。

訓練活動由ARCOS的資訊系統經理Zac Maritim主
持，GBIF秘書處以及肯亞、烏干達和喀麥隆的GBIF節
點協助。該訓練是建立一個區域生物多樣性入口網計
畫的一部分，「JRS生物多樣性基金會」提供部份經
費。

愛爾蘭的分類與田野鑑定工作坊

設有愛爾蘭GBIF節點的愛爾蘭「國立生物多樣性資
料中心」已經宣佈其分類與田野鑑定工作坊的年度計
畫，將提供物種鑑定與田野調查技術的訓練，建立愛
爾蘭境內紀錄與研究社群的能力。該工作坊的計畫由
資料中心與夥伴機構共同合作，以運用他們現有的專
業能力。詳細的活動計畫請見中心的網站。

欲知詳情請聯絡：Dr. Liam Lysaght主任

E-mail: llysaght@biodiversityireland.ie

攝影：溫國彰 (Colin Kuo-Chang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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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策略計畫已有繁體中文版
「2012-2016 GBIF 策略計畫」已經由臺灣生物多
樣性資訊入口網 TaiBIF 翻譯成繁體中文，閱讀請見
http://links.gbif.org/sp2012-2016_tc.pdf。

GBIF 秘書處新聞
GBIF 的新執行秘書上任
GBIF 的新執行秘書 Donald Hobern 已經上任，並著
手規劃機構未來的方向。Hobern 是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www.ala.org.au) 的前任主任，他接替了
Nicholas King，成為 GBIF 位於哥本哈根秘書處的秘
書長。

Hobern 在演講影片（http://vimeo.com/gbif/
hobern）中提到：「GBIF 於成立的最初 10 年內已經
達到許多目標，而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在已經奠定的
基礎上面繼續建設。」Hobern 說：「最令人興奮的是，
有許多 GBIF 的會員國脫穎而出成為他們地區的領袖，
引導大量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流通，並規劃進行大量典
藏品的數位化。」

近期活動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會議（GBIC） 
丹麥，哥本哈根；2012 年 7 月 2-4 日
大約 100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受邀參加於 2012 年
7 月時在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會
議」（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Conference, 
GBIC），探討對於生物多樣性科學與政策方面的挑戰，
資訊學該如何面對。

會議將在哥本哈根大學內鄰近 GBIF 秘書處總部的地
點舉行，將著重於針對全球性的承諾如停止生物多樣
性喪失的「愛知目標 2020」，如何提供資訊需求的實
際措施。

GBIC 將聚集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基因體、地球觀察、
自然史收藏、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政策領域的專家們。
限受邀者才能參加。

會議結果將以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展望（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Outlook , GBIO）的方式
出版，作為將於 2013 年 3 月 11-13 日在倫敦舉行的
「e-Biosphere 2013 會議」的主要背景文件。GBIO 
的進階草案將於 2012 年 9 月與 10 月舉行的 IUCN 世
界大會及 CBD 締約國大會中分發。

【詳情請見…】

其他活動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的跨政府平台
（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第二次大會

巴拿馬，巴拿馬市；2012 年 4 月 16-21 日

【更多資訊…】

CBD 的科學、技術與工業諮詢附屬機構（CBD’s 
Subsidiary Body on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TA）第 16 屆會議

加拿大，蒙特婁；2012 年 4 月 30 日 –5 月 4 日

【更多資訊…】

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 Rio+20

巴西，里約熱內盧；2012 年 6 月 20-22 日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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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no.27 Mar 2012

http://links.gbif.org/sp2012-2016_tc.pdf
http://www.ala.org.au/
http://vimeo.com/gbif/hobern
http://vimeo.com/gbif/hobern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showsingle/article/conference-to-chart-way-ahead-for-biodiversity-informatics/
http://www.ipbes.net/plenary-sessions/second-session-of-plenary.html
http://www.cbd.int/doc/?meeting=SBSTTA-16
http://www.uncsd2012.org/rio20/index.php?menu=14
http://www.gbif.org/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