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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芬蘭節點示範數位化「生產
線」
芬蘭新建立了一個能數位化自然史紀錄之高效能系統，
其目的是將植物或昆蟲標本以每天 1,000 份的速度轉換
為數位化資料。

此客製化的系統用了一些輸送帶和相機 ( 系統操作情
形，請見此錄影帶 )。

「生產線」是由 Digitarium 在芬蘭 Joensuu 開發，而
Digitarium 是芬蘭自然史博物館和東芬蘭大學的數位化
中心；其中東芬蘭大學為 GBIF 的芬蘭國家節點。

GBIF 芬蘭國家節點的管理者 Hannu Saarenmaa 說：
「Digitarium 認為：傳統、手工的做法不可能將全世界
典藏機構裡數百萬計的標本都數位化。

由 1 至 3 個員工、在一個工作天內，經過系統操作數
化 1,000 份樣本，似乎是頗為合理的結果。我們將利用
自動化輸送帶、感測器、即時的圖像樣式識別及智慧
軟體來獲得這樣的成果。」

Digitarium 將於 10 月 29 日時在 Joensuu 的一個小型工
作坊中展示此系統，若您想參加，請聯繫 
hannu.saarenmaa@ue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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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出版品

建立海洋物種名錄新指南

GBIF 出版了一本新指南，突顯一些用來幫助建立和維
護海洋地區物種名錄的步驟與線上資源。

這本名為「建立與維護區域性海洋物種名錄之最佳實
踐指南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Regional Marine Species Checklists)」的
書，概述分布紀錄之編輯、登錄機制之建立、以及名
錄清單之產出等步驟，描述一些在過程中可能會遭遇
的障礙，並且提供如何克服這些障礙的建議。

該出版物是 GBIF 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合作夥伴：海洋
生物地理資訊系統 (Ocean Bio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OBIS)、全球海洋生物登錄系統 (World Register 
of Marine Species, WoRMS) 以及加拿大漁業及海洋部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等為 GBIF 製作的；它和
GBIF 近來在建立物種名錄和分類名稱方面出版的其他
刊物互補。所有的刊物都可以透過 GBIF 線上資源中心
取得。

【詳情請見…】

分類學

動物物種命名進入數位化時代

對動物命名擬定規約的機構做出了一個具有里程碑意
義的決定，結束了「新的動物物種必須在紙本期刊內
描述」這個具有數百年歷史的規定。

在分類學家為期 4 年的激烈辯論之後，國際動物命
名法規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Zoological 
Nomenclature, ICZN) 已經通過了法規的修訂，同意在一
定的條件之下，新物種名可以在電子期刊上發表。

此項修訂同時公佈在 Zookeys 和 Zootaxa 期刊上。其改
變的法規是：電子出版必須符合資料倉儲的一些規範，
並且出版的電子期刊必須有在 ICZN 官網的登錄系統
(Zoobank) 上註冊。

修訂文件，可在此取得； 

ICZN 新聞稿，可在此取得。

科學與政策

出版第四期 GBits 科學副刊 

跟之前一樣，此份 GBits 通訊的附屬出版刊物「GBits 科
學副刊」扼要說明近來透過 GBIF 網絡發現和取得生物
多樣性資料的各種利用；第四期副刊涵蓋 2012 年 8 月
至 9 月初，它強調了幾個研究：吸血蝙蝠目前和未來
可能的分布、在非洲裔加勒比海和西非文化中使用的
傳統壯陽藥的植物成分、以及入侵種澳洲風車草 (Chloris 
truncata) 的可能蔓延。

網絡新聞

紐西蘭推出生物多樣性數位目錄

紐西蘭物種登錄 (New Zealand Organisms Register, NZOR)
於 8 月份時推出，它是紐西蘭的數位國家物種目錄，
內容包括 70,000 個紐西蘭原生或引進 ( 野生或人工飼
養 ) 物種的基本資訊，如分類名、同物異名、分類、命
名資料、俗名和文獻資料等。

NZOR 是根據紐西蘭植物、真菌和動物典藏分類資料提
供者的聯邦資料網絡系統以及最新發布的紐西蘭生物
多樣性清查資料建立。 NZOR 的基礎設施提供一組 Web
服務，促進資料的發現、存取和整合入終端用戶資料
管理系統，幫助紐西蘭的保育、生物安全和環境研究
領域。

若想取得更多資訊，請聯繫紐西蘭 Landcare 研究院
的 NZOR 計畫經理暨 GBIF 在紐西蘭的節點管理者 Jerry 
Cooper (cooperj@landcareresearch.co.nz) 或 NZOR 開發
人員 Kevin Richards (richardsk@landcareresearch.co.nz)。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開發測試能偵測存疑
或重複紀錄

澳洲的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ALA) 已實施一組能自動
化鑑別可疑紀錄的測試。GBIF 的澳洲節點 (ALA)，利用
一個稱為 Reverse Jackknife 的演算法可以找出空間的極
端值，亦即明顯地落在其他資料建議的範圍之外而引
人懷疑的紀錄。

http://www.gbif.org/orc/?doc_id=4712
http://www.gbif.org/orc/?doc_id=4712
http://www.iobis.org/
http://www.iobis.org/
http://www.marinespecies.org/
http://www.marinespecies.org/
http://www.dfo-mpo.gc.ca/index-eng.htm
http://www.gbif.org/nc/orc
http://www.gbif.org/communications/news-and-events/showsingle/article/new-guide-for-developing-marine-species-checklists/
http://iczn.org/
http://iczn.org/
http://zoobank.org/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zookeys/article/3944/abstract/
http://iczn.org/content/iczn-amendment-electronic-publication
http://www.nzor.org.nz/
http://www.cup.canterbury.ac.nz/catalogue/NZ_Inventory.shtml
http://www.cup.canterbury.ac.nz/catalogue/NZ_Inventory.shtml
mailto:cooperj@landcareresearch.co.nz
mailto:richardsk@landcareresearch.co.nz
http://www.al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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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演算法的討論，請見 http://code. google.com/p/
ala-dataquality/wiki/DETECTED_ OUTLIER_JACKKNIFE。

ALA 同時也開發能找出重複紀錄的測試，其中一個方法
是將同一次採集活動中由同一個人採集的標本加上標
記。至於觀測資料，此系統會將資料集之間向來都會
被共享的觀測紀錄標記為可能重複的紀錄；在探討分
布模型時，能鑑定此類重複紀錄特別的重要。

操作極端值測試的技術，請見此處；
操作重複紀錄測試的技術，請見此處。

愛爾蘭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呼籲建立昆蟲
紀錄

GBIF 在愛爾蘭的合作夥伴們呼籲民眾幫忙建立蚱蜢、
蟋蟀和蠼螋的地圖集。

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 (National Biodiversity Data 
Centre, NBDC)  正在與英國的生物紀錄中心合作，要將
英國和愛爾蘭的這幾個昆蟲類群繪製分布圖。

為了幫助民眾作觀察，NBDC 已發行這些標的物種之鑑
定指南。

紀錄可繳交於 iti.ms/Pyzp6n。

「愛爾蘭時報」登出了這件事情，其標題為：憂心蠼
螋非常缺乏出現紀錄 ...

Kew 園即將卸任園長指出世界需要植物新
政策

英國倫敦的皇家 Kew 植物園其即將卸任的園長指出：
世界各地的人們需要接受一個「新政策」，亦即認同
植物對人類經濟、健康和環境的效益。

Kew 植物園發布了 50 多萬筆的標本紀錄給 GBIF 網絡；
Stephen Hopper 在擔任此植物園執行長 6 年任期結束
以前，對「Guardian 報」作了如上表示。 

Hopper 說：「從很多方面看來，我們都像是站在一個
十字路口上；地球上目前剩下的野生植被是兩、三百
年前的一半了。

而這些植物物種中，我們對之沒有足夠資料的有三分
之一；而其他三分之二我們有資料的物種，有五分之
一正受到各式各樣的威脅。我們終於有了合理的全球
性統計數字來了解問題的尺度；而地球的問題實在令
人憂懼。地球上約有 80,000 個物種在未來 50 到 100
年間會面臨滅絕的風險。」

完整的採訪，請閱讀 Guardian…

訓練

阿根廷、非洲及亞洲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國
家與區域培訓

9 月 3-7 日有 37 名來自全國各地機構的人員參加「阿
根廷自然史館藏資料品質與管理之全國工作坊」。

工作坊的主題關於資料擷取與標籤、連結典藏到分子
資料集與語義網等。

講師由 GBIF 西班牙節點的 Francisco Pando 和 Katia 
Cezón 擔任。本次活動是由 Centro Nacional Patagónico 
(CENPAT) 所主辦，它是阿根廷政府科研機構 (CONICET)
下的一個研究中心；阿根廷科學部的一個倡議「國家
生物資料系統 (National System for Biological Data, SNDB) 
」資助。

詳情請見…

GBIF 附屬會員艾伯丁裂谷保育學會 (Albertine Rift 
Conservation Society, ARCOS) 在盧安達 Kigali 舉辦了一
個為期 3 天的培訓活動，主題是建設該地區的生物多
樣性資訊系統。

包括烏干達、剛果民主共和國 (DRC)、盧安達、浦
隆地和坦桑尼亞等國的艾伯丁裂谷地區，各個持有
資料的機構的人員接受了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遙測和資料庫管理系統方面
的訓練。

參加者在從 9 月 3 日至 5 日的活動中，被教導如何一
步步地上傳和發布資料到正在建構中的區域生物多樣
性入口網上；坦桑尼亞的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TanBIF
在 GBIF 整合性發布工具 (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kit, 
IPT) 方面協助了幾個場次。

蠼螋 (Forficula auricularia)

no 30 Sep 2012

http://code.google.com/p/ala-dataquality/wiki/DETECTED_OUTLIER_JACKKNIFE
http://code.google.com/p/ala-dataquality/wiki/DETECTED_OUTLIER_JACKKNIFE
http://ap30-ala.blogspot.com.au/2012/06/webservices-support-for-ap03-one-of.html
http://ap30-ala.blogspot.com.au/2012/07/duplication-support-in-biocache.html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project-websites/biodiversity-research-training/2012-identification-workshops/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project-websites/biodiversity-research-training/2012-identification-workshops/
http://iti.ms/Pyzp6n
http://www.irishtimes.com/newspaper/weekend/2012/0825/1224322937030.html
http://www.irishtimes.com/newspaper/weekend/2012/0825/1224322937030.html
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2/sep/04/plants-new-deal-kew
http://www.gbif.es/
http://www.cenpat.edu.ar/index.html
http://www.cenpat.edu.ar/index.html
http://www.sndb.mincyt.gob.ar/
http://www.gbif.es/NoticiaDetalles.php?idNoti=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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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分享區域性生物多樣性資訊的計畫是由 JRS 
Biodiversity Foundation 所資助。

JRS Biodiversity Foundation 另外資助一項非洲生物多
樣性資訊學能力建設的為期三年計畫，美國堪薩斯大
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教授 A. Townsend Peterson 將領
導在加納、南非、肯亞和埃及等四個非洲國家進行的
多個培訓場次。此計畫並將開發一個生物多樣性資訊
學的全球線上培訓課程。與該計畫相關的活動可以在
Facebook 的頁面查閱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BiodiversityInformatics/。

以生態棲位模型為內容的第一次課程，將於 2013 年 2
月 25 至 28 日在肯亞的 Nairobi 舉行。

GBIF 附屬會員「國際山區整合發展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 ICIMOD)」
於 8 月 23 至 24 日在尼泊爾的 Kathmandu 舉辦了為
期兩天的「興都庫什 - 喜馬拉雅山區 (Hindu Kush-
Himalayan region) 生物多樣性資料發布」培訓課程。

共有 22 位受訓人員學習資料發布、資料共享平台及
IPT 的運用。這些與會者分別來自 8 個 ICIMOD 成員國
( 阿富汗、孟加拉、不丹、中國、印度、緬甸、尼泊爾
及巴基斯坦 ) 的政府機構、大學、研究院所和非政府組
織。

此活動是在 2012 年取得 GBIF 資助的 4 個區域培訓計
畫之一。

新資料

芬蘭

芬蘭自然史博物館出版了可以追溯到 1956 年的冬季鳥
類普查的將近 900,000 筆紀錄，這些資料來自志願監測
在芬蘭越冬鳥類的觀鳥者。而在 2011 至 2012 年的那
個冬天，資料第一次透過網際網路收集。

參加普查的志工自己設計 5-15 公里的路線，然後在冬
季時作三次監測；希望如此做法可以監控所有列舉的
鳥類，包括沒有資料的鳥種。志工的報告會被送到協
調團隊去，依棲地分群和登錄。這些冬季鳥類調查，
對常見鳥種增加或減少的監測特別有幫助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54)

挪威

8 月時挪威發布了 800 多萬筆紀錄到 GBIF 網絡上。大
多數的資料是常民科學家報告的挪威境內魚類、鳥類、
哺乳類動物、植物和昆蟲紀錄；其他新資料集包括：
北極圈 Svalbard 群島的維管束植物紀錄、Stavanger 博
物館館藏昆蟲紀錄、Helgeland 博物館館藏蝴蝶、馬蠅
與蜘蛛紀錄、以及 Bergen 博物館館藏蝸牛與蛞蝓紀錄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77,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80,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81)。

瑞典

Gothenburg 自然史博物館從其館藏發布了 48,600 筆無
脊椎動物紀錄以及 55,800 筆脊椎動物紀錄。此博物館
的館藏包括一些稀有物件，如自 1933 年以來即滅絕的
塔斯馬尼亞狼 (Tasmanian Wolf) 的皮膚、滅絕的旅鴿
(Passenger Pigeon) 標本、以及大海雀 (Great Auk) 的亞
化石骨骼。博物館收藏的瑞典魚類可追溯至1840年代，
它並有瑞典最大的寄生蟲收藏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9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84)。

英國

英國環境部已出版經由調查和監測收集的 37,000 筆
無脊椎動物、植物、藻類和魚類紀錄。資料集裡包括
稀有與保護物種，如不列顛群島唯一本土種螯蝦的白
鉗螯蝦 (Austropotamobius pallipes) 和歐洲鰻  (Anguilla 
Anguilla)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89)。

白鉗螯蝦 (Austropotamobius pallipes)

http://www.jrsbdf.org/v3/home.asp
http://www.jrsbdf.org/v3/home.as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BiodiversityInformatics/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BiodiversityInformatics/
http://www.icimod.org/
http://www.icimod.org/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events/training-event-details/?eventid=130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events/training-event-details/?eventid=130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plans/regionaltraining/
http://www.gbif.org/participation/training/plans/regionaltraining/
http://www.luomus.fi/english/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54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77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80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81
http://www.gnm.se/Kultur_Default.aspx?id=41708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9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84
http://www.environment-agency.gov.uk/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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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愛爾蘭的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 (National Biodiversity 
Data Centre) 已經發布了 193,000 筆愛爾蘭的飛蛾紀錄，
其中大部分的紀錄是由燈光誘捕器 (light traps) 而來，
其目標是提供蛾類物種的分布圖。被紀錄的蛾類有
1,350 多種，其中有 570 多種是巨蛾，亦即體型較大的
蛾種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85)。

美國

芝加哥的費爾德自然史博物館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Chicago) 發布了 120 多萬筆的動植物紀錄，
此博物館的魚類和哺乳類動物館藏可以追溯到 1890 年
代，而其鳥類館藏是全美第三大的。

此博物館是全世界哺乳類動物最大收藏者之一，並有
很好的來自菲律賓、秘魯、智利、馬達加斯加、坦桑
尼亞、埃及和伊朗的收藏 
(http://data.gbif.org/datasets/provider/49)。

加州科學院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由其昆蟲
館藏發布了將近 20 萬筆的紀錄，資料集裡重要的代表
地區有馬達加斯加、聖多美與普林西比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中國和緬甸的邊境等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64)。

脊椎動物館藏資料全球網絡 VertNet，經由其安裝的
GBIF 整合性發布工具 (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kit, IPT)
發布了許多新資料集，包括華盛頓州立大學 Charles R. 
Conner 博物館約 30,000 筆的脊椎動物紀錄、德州 A&M
大學維護的自然史館藏「德州合作野生動物館藏 (Texas 
Cooperative Wildlife Collection)」的 219,000 筆紀錄、位
於加拿大 British Columbia 省「Cowan Tetrapod 館藏」
的 18,700 筆鳥類紀錄、德州大學 El Paso 分校館藏的
31,500 筆脊椎動物紀錄。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63,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79,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86,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96)

加拿大

又有兩個資料集經由 Canadensys 典藏機構 的 GBIF 整
合性發布工具 (IPT) 發布。魁北克 Laval 大學的 Louis-
Marie 植物標本館發布了 66,000 筆維管束植物紀錄，
這些植物是從加拿大和北半球採集的極地高山、亞北
極和寒帶植物物種。British Columbia 大學植物標本館
發布了佔其館藏 95% 的 22,000 筆真菌紀錄。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61,
http://data.gbif.org/datasets/resource/14362)

近期活動

第 14 屆 BIOECON 年會：資源經濟學、生物多樣性保
育與發展 (14th Annual BIOECON Conference – Resource 
Economic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英國，劍橋，Kings 學院；2012 年 9 月 18 日至 9 月 20
日 
【更多資訊…】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第 19 屆理事會暨學術研討
會 (19th meeting of the GBIF Governing Board (GB19) and 
Science Symposium)
挪威，Lillehammer ；2012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21 日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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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性識別碼工作坊 (PersistentIDs workshop)
比利時，布魯塞爾，Libre de Bruxelles 大學；2012 年
10 月 3 日 
【更多資訊…】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1 屆締約方大會 (11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COP 11)
印度，Hyderabad；2012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9 日 
【更多資訊…】

2012 年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年會 (2012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Standards (TDWG) annual conference)
中國，北京；2012 年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6 日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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