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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加入 GBIF
巴西已加入 GBIF 成為最新的國家會員。巴西為全世界
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此舉展開了 GBIF 與巴
西科研合作的新階段。

此項決定受到巴西境內的科學家、官員和政治人物以
及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社群的熱烈歡迎。

對巴西決定加入 GBIF 這件事情的一些反應如下：

巴西參議院環境委員會主席 Rodrigo Rollemberg 於 11
月 9 日在參議院發表談話時說：「這是一件令人振
奮的事情。它讓巴西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幫助巴西 )
了解如何運用明智的方式來利用所有的生物多樣性
以推動嶄新的發展方式。」

GBIF 理事會主席 Joanne Daly 說：「GBIF 的所有會員
都將分享這個喜悅。許多國家認為巴西加入 GBIF 對
全球在生物多樣性保育和管理方面所做的努力至關
重要。」

巴西科學、技術暨創新部 (Brazilian 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CTI) 的政策與方
案國家秘書 Carlos Nobre 說：「巴西與 GBIF 的正式
夥伴關係是一個跡象，顯示在管理我們豐富自然資
源這方面的知識是多麼的重要。」

擔任巴西的代表團代理團長並在科學、技術暨創新部工作的
Mercedes Bustamante，與在哥本哈根的 GBIF 秘書處人員共同慶祝
巴西正式加入 GBIF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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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公約執行秘書 Braulio Dias 與 GBIF 執行秘書 Donald 
Hobern 簽署入侵種資訊備忘錄

巴西科學、技術暨創新部部長 Marco Antônio Raupp 於
10 月 24 日時在 GBIF 備忘錄上簽字，正式成為 GBIF 的
副會員。

巴西目前正在與全球環境機構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合作，投入 2,800 萬美元的資金，建立一
個巴西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 for Brazilia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SIB-Br)。
GBIF 巴西國家節點將建立一個界面，讓經由該系統流
通的資料都可透過 GBIF 網絡被全世界使用。

【詳情請見…】

GBIF 在 CBD COP 11
GBIF 在 CBD 大會上提倡資料共享文化
GBIF 利用 10 月在印度 Hyderabad 召開的生物多樣性公
約第 11 屆締約方大會 (CBD COP 11) 支持多項倡議，以
提高用來監控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狀態的資料數量
和品質。

GBIF 秘書處和一些夥伴們，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簽署
了一份合作備忘錄，建立「全球外來入侵種資訊夥
伴 (Global Invasive Alien Species Information Partnership, 
GIASIP)」，宗旨是在改進提供給政府的資訊，以解決
這個讓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因素。

生物多樣性公約對外來入侵種有項決定：「歡迎 GBIF
改善線上資料庫和網絡的互通性、促成進行風險和衝
擊評估所需資訊的利用，以及鼓勵各締約方、各國政
府與相關機構和組織參與研發有互通性的資訊系統，
用在發展早期偵測和快速反應的系統上面。」

大會的其他新聞：

• GBIF 秘書處主辦周邊會議報導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

學前景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Outlook) 的進
度 ; 這是一個利用資料採集、存取和模擬的架構， 
以對生物多樣性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幫助各國達到
終止生物多樣性減少的目標。

• 另一場周邊會議展示一些跟GBIF夥伴有關的倡議，

用以鼓勵在線上發布來自新來源的生物多樣性資
料，包括印度境內野生動物管理者所設置的自動相
機 (camera trap) 資料、在地政府收集的資料以及環
境衝擊的評估資料。

• GBIF 執行秘書 Donald Hobern 為支持「全球植物

保育策略 (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 
GSPC)」及各國於策略上的實作，在植物資料流通
方面發表演講。

詳情與講稿請見…

GBIF 出版品
編撰國家物種名錄新指南
GBIF 出版了一本為國家物種名錄獲取資訊的政策和步
驟新指南。

《編撰、維護與傳布國家物種名錄最佳實踐指南》是
用來加強一個國家將其生物多樣性做紀錄、進而加強
管理能力的工具。此份指南可經由 GBIF 的線上資源中
心免費取得；它是取材於南非發展其國家名錄的特別
案例，提供其他國家相關的見解和詳細建議。 

下載指南…

生物多樣性資料之學術審查選擇
一份由 GBIF 委託製作的討論文件指出：資料發布者應
該可以有提交他們的生物多樣性資料集給同儕評審的
選擇權。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showsingle/article/brazil-joins-global-initiative-for-biodiversity-data-access/
http://www.cbd.int/cop11/
http://www.cbd.int/cop11/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showsingle/article/gbif-promotes-shared-data-culture-at-india-conference/
http://www.gbif.org/orc/?doc_id=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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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提案是在由 Mark Costello 和共同作者寫的論文
《促進發布生物多樣性資料時之品質保證與智財權議
題 (Quality assuran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dvancing biodiversity data publication)》中所提建議之
一。

該文認為：研究人員對資料品質的疑慮會妨礙到大型
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的被利用，進而影響到社會福祉。
建議以學術審查制度做為品質保證的最高標準，可以
附加到經由線上網絡如 GBIF 所發布的資料集上。

下載討論文件…

資訊學
釋出 IPT 之 2.0.4 版
GBIF 秘書處於 10 月時釋出了資料整合發布工具
(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kit, IPT) 的 2.0.4 版，解決了軟
體中 100 多個問題和程式錯誤、並增強功能，此工具
讓各機構可以很容易地發布生物多樣性資料。

特別感激 GBIF 在比利時、臺灣和哥倫比亞節點的志願
譯者，因為他們付出的時間和努力，此工具才得以更
新。

可到 GBIF 軟體開發人員的部落格去了解新版的改變…

GBIF 資料入口網已有日語及波蘭語版
感謝 GBIF 會員國 - 日本和波蘭的 Sugawara Hideaki 及
Piotyr Tykarski 將 GBIF 資料入口網的界面日語化和波蘭
語化。

若想改變您的語言設定， 
請見 http://data.gbif.org/settings.htm

科學與政策
GBits 科學副刊中新論文篇數創紀錄
最新一期涵蓋 2012年 10月和 11月的《GBits科學副刊》
中有 60 多筆經學術審查過的研究論文；這些論文引用
以 GBIF 為媒介的資料，包括大規模評估南美洲植物物
種多樣性所受的威脅和保護區的優先設置地點、預測
適合種植棗椰樹地區的移轉、以及討論建構預測蟲媒
傳染病傳播模式的工具。

取閱科學副刊…

研討會展示運用以 GBIF 為媒介之資料
9 月舉行的 2012 年 GBIF 科學研討會，展示了物種出現
資料的開放存取對科學研究和政策決定的益處。

研討會由剛獲得 GBIF Ebbe Nielsen 獎 3 萬歐元獎金的
密西根州立大學助理教授 Nathan Swenson 開講， 接著
由其他 7 位研究人員介紹他們的工作。

2012 年 Ebbe Nielsen 獎得主 Nathan Swenson

這些演講的一大重點是在於如何運用以 GBIF 為媒介的
資料來預測氣候變遷對物種和生態系統的衝擊。有數
位講者將重點放在根據北極區生物多樣性資料所做的
研究上，此地區被預期會特別容易受到氣候變遷的影
響。

在研討會上概述的研究包括：

• 利用大型資料集將植物的演化功能製圖以及將氣候
衝擊模型精緻化。

• 建構氣候變遷對 5 萬多種物種未來分布區域影響的

模式

• 研發一個可以幫助工業發展計畫在敏感地區選址的
工具。

• 使用獵物和競爭物種的資料預測在 Scandinavia 半

島受威脅的北極狐的未來分布。 

• 評估在氣候變遷下北方植物的遺傳多樣性。

• 分析依賴枯木的物種的多樣性。

• 監測因氣候變遷造成真菌出菇期的變化。

• 預測氣候和其他變化對北極海鳥族群的衝擊。
演講及講者採訪語音檔可在此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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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bif.org/orc/?doc_id=5016
http://gbif.blogspot.dk/2012/10/ipt-v204-released.html
http://data.gbif.org/
http://data.gbif.org/settings.htm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resources/newsletters/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showsingle/article/plant-data-helps-climate-models-gbif-award-winner/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gbif-symposia-and-workshops/2012-science-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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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討會是與在挪威 Lillehammer 舉辦的第 19 屆
GBIF 理事會 (GB19) 同時舉行。理事會有 80 位會員參
加，共代表 28 個國家和 5 個國際組織。GBIF 常設委
員會被任命的人員中，包括有當選節點委員會主席的
Stephen Wilkinson ( 英國節點管理者 )；他是自然保育
聯合委員會的主席，並積極參與全國生物多樣性網絡
(National Biodiversity Network, NBN) 的建立，讓全英國
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得以流通。新的節點委員會副主席
是 GBIF 加納節點管理者 Alex Asase 與哥斯達黎加節點
管理者 Manuel Vargas。

新資料
阿根廷
阿根廷科學、技術暨創新部， 一個新的資料發布者，
已發布了從 2006 年到 2010 年間對草原鴴 (grassland 
plovers) 週期性計數的 4,200 筆紀錄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463)。

阿根廷的 Centro Nacional Patagonico – CONICET 發布了
365 筆的本國兩棲類 紀錄 (http://data.gbif.org/datasets/
resource/14429)；國立 La Plata 大學 的科學家們也發
布了 1,700 筆的蚱蜢、蝗蟲和象鼻蟲 紀錄 (http://data.
gbif.org/datasets/provider/47)。

哥倫比亞
GBIF 的哥倫比亞節點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nstitute
由其哺乳類、鳥類、魚類、兩棲類、甲蟲和其他蟲
子的典藏中發布了 144,000 筆紀錄； 其中包括了在
Bogotá 的 Federico Medem 植物標本館中的典藏資料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262)。

德國
德國聯邦自然保育署 (Bundesamt für Naturschutz) 發布
了 390 萬 筆德國植被線上資料庫 Floraweb 的維管束植
物資料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519)。 

愛爾蘭
透過 GBIF的資料入口網，可以取得愛爾蘭 2012年生物全面調查活動 (Bioblitz) 由志工們收集的 5千多筆紀錄。
這個一年一度的活動，邀請民眾聚集在特定地點於 24 小時內鑑定最大數量的生物物種。

GBIF 節點設立於內的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
(National Biodiversity Data Centre, NBDC) 宣布：今年
Bioblitz 的冠軍是 Crawfordsburn 鄉村公園，志工們在
當地記錄了 980 多物種。整個活動所得紀錄請見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458。

NBDC 另外從愛爾蘭哺乳動物調查圖解集中發布了大
約 16,000筆的紀錄；此項調查是在 2010年 4月啟動，
並將持續到 2015 年。愛爾蘭境內各個保育團體和研
究哺乳動物的學者們共同合作，記錄出現在愛爾蘭的
64 種哺乳動物的分布，共包括 27 種海洋哺乳動物和
37 種陸域哺乳動物，其中包括 10 種蝙蝠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459)。

2012 年生物全面調查活動志工們

愛爾蘭一個獨立的、法定的政府諮詢委員會 Heritage Council，已經頒發一個為期五年的新合同給此中心。
GBIF 的節點管理者 Liam Lysaght 表示：「此合同是對中心工作價值的一個肯定， 並且肯定生物多樣性資料的
流通對愛爾蘭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性。」

NBDC 在愛爾蘭地理資訊組織 (Irish Organization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RLOGI) 於 2012 年 10 月舉辦的年度
大會上榮獲全國「最佳事務案例和投資回報」獎。

【詳情請見 ... 】

http://jncc.defra.gov.uk/
http://jncc.defra.gov.uk/
http://www.mincyt.gov.ar/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463
http://www.cenpat.edu.ar/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429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429
http://www.fcnym.unlp.edu.ar/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47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47
http://www.humboldt.org.co/iavh_en/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262
http://www.bfn.de/
http://www.floraweb.d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519
http://bioblitz.biodiversityireland.ie/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458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459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irlogi-award-to-heritage-council-and-national-biodiversity-data-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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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由美國農業部 (USDA) 運行的一個實驗室發布了將近
30,000 筆的紀錄，這些紀錄是用在北美洲蜜蜂普遍減
少追踪其趨勢的研究上。位於猶他州立大學的 USDA 蜜
蜂生物學與系統學實驗室研究數百品種的蜜蜂，尋找
管理農作物授粉問題的解決方案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547)。

懷俄明大學脊椎動物博物館發布了其北美洲哺乳動物
典藏的 3,700 筆 紀錄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435)。

荷蘭 / 克羅埃西亞
一個新的資料發布者，荷蘭哺乳動物協會，由其近年
來所做捕捉鼠類研究的觀察中發布了 2,300 筆的紀錄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478)。

荷蘭哺乳動物協會的田野研究小組發表了 424 筆 2011
年 7 月至 8 月在克羅埃西亞 Biokovo 自然公園的哺乳動
物調查紀錄。 Biokovo 是延著 Dalmatian 海岸線的克羅
埃西亞第二高山脈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501)。

另一個新發布者，鹿特丹自然史博物館，由其國際化
石貝殼博物館的典藏發布了 31,200 筆的紀錄；此典藏
的軟體動物化石年代是 200 萬至 5,800 萬年前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503)。

比利時
自然與森林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ure and 
Forest, INBO) 由其鰷魚、鯪魚、江鱈和棕鱒在 9 條水
域放歸計畫的評估工作中發布了 3,700 筆 紀錄 (http://
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486)。此研究所並提
供了有關 Flanders 地區魚道的 16,500 筆紀錄；設置這
些魚道是為了解決溪流中人為的建築如磨坊和水壩等
造成魚類洄游困難的問題 (http://data.gbif.org/datasets/
resource/14492)。

比利時 Tervuren 的皇家中非博物館發布了其木材標本
館的 10,000 多筆紀錄；此木材標本典藏是全歐洲最
大的，有來自世界各地 13,600 物種的 56,000 個標本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521)。

法國 / Guadeloupe 
位於 Guadeloupe 的 INRA Antilles-Guyane 研究所發布了
蕃薯栽培種中栽培最多的 3 個種以及生長在西印度群
島熱帶雨林的野生種，總共 430 筆紀錄；此資料集代
表了從 70 年代以來進行的調查和採集結果，有 500 多
個基因型  
(http://data.gbif. org/datasets/resource/14488)。

日本
2012 年 10 月時發布了 5 個市立和縣立博物館的 5
個資料集，共有 15,900 筆紀錄 (http://data.gbif.org/
datasets/ resource/14525) 。Yamashina 鳥類學研究所
也已發布其鳥類典藏的 30,000 筆紀錄 (http://data.gbif.
org/datasets/resource/14533)。

網絡新聞
挪威被譽為多產資料發布者
在 Science Nordic 入口網刊登的一篇文章強調挪威經由
GBIF 發布生物多樣性紀錄的驚人成就。 挪威在過去一
年中所發布的紀錄總數為 1,700 萬筆，增加了一倍；
使得人口很少的挪威在發布資料的排名榜上成為歐洲
的第三名和全球的第五名。比挪威各機構們發布更多
資料紀錄的國家是美國 (10,800 萬 )、瑞典 (3,740 萬 )、
英國 (3,710 萬 ) 和澳洲 (2,770 萬 )。

閱讀全文 ...

GBIF 比利時節點發展區域生物多樣性資料
入口網
作為GBIF比利時節點的比利時生物多樣性平台 (Belgian 
Biodiversity Platform)，已開發出一個包括部分德國、
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的大地區 (Greater Region) 生物
多樣性入口網。

此大地區位於Rhine、Mosel、Sarre和Meuse等河之間，
佔地總面積為 65,000 多平方公里。

入口網網址為：http://www.bio-gr.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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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
提升生物典藏層級
一個標題為《生物典藏 3.0 (Biological Collections 3.0)》
的工作坊於 10 月 8 日至 11 日時在位於哥倫比亞 Villa 
de Leyva 的 Alexander von Humboldt 研究院舉行，共有
來自 12 個國家的 39 名學員參加。

培訓課程的目標，是將此區域技術較為先進的典藏管
理人員對典藏的管理層級提升到下一階 (3.0)，亦即這
些典藏能成為生物多樣性科學全球資訊系統的一部分。
工作坊討論了當前的技術和方法如可互通性、影像、
語意網、識別碼、和環境與分子資料庫的聯結，以及
GBIF 的角色。

此工作坊是由一個包括 GBIF 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幾個節
點在內的合作平台 Iberoamerican 生物多樣性資訊基礎
設施 (I3B) 計畫下 4 個培訓活動的第一個，由 GBIF 西班
牙節點以及 Alexander von Humboldt 研究院協調的哥倫
比亞生物多樣性資訊系統 (Sistema de Información sobre 
Biodiversidad de Colombia，簡稱 SiB Colombia) 共同培
訓。

參加工作坊的學員分別來自阿根廷、巴西、智利、哥
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古巴、厄瓜多爾、美國、墨西
哥、尼加拉瓜、烏拉圭和西班牙。本次活動部分經費
由 GBIF 秘書處提供。

培訓課程的教材可在此取得。

近期活動
第 8 屆國際生態資訊學會議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logical Informatics) 
巴西，Brasilia；2012 年 12 月 3 日至 7 日 
【更多資訊…】

IPBES 全會第一次會議 
(First meeting of the IPBES Plenary) 
德國，波昂；2013 年 1 月 21 日至 26 日 
【更多資訊…】

生物多樣性資訊架構工作坊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workshop) 
南非，開普敦，Kirstenbosch；2013 年 2 月 4 日至 8 日 
【更多資訊…】

BioSyst.EU 2013 全球系統分類學 
(BioSyst.EU 2013 Global systematics) 
奧地利，維也納；2013 年 2 月 18 日至 22 日 
【更多資訊…】

GBIF 非洲區域會議 (GBIF-Africa regional meeting) 
南非，Pretoria；2013 年 4 月 14 日至 19 日 
【更多資訊…】

會議期間將同時召開一個 JRS 資助計畫的工作坊，此計
畫是要為非洲南部和參與計畫的 GBIF 非洲國家們擬定
一個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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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pbes.net/plenary/ipbes-1.html
http://www.sanb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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