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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聯絡 info@gbif.org以訂閱此份通訊

GBIF 新入口網吸引超過15萬人次
造訪
GBIF 新的全球入口網在10月時啟用，兩個月來已
有將近157,000人造訪。

瀏覽人次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其次是英國、西班
牙、墨西哥和德國（請見下表）。

入口網站結合了所有經由GBIF 網絡分享的資料存
取功能，並提供GBIF 社群的新聞與資訊，以及資
料在研究工作中被運用的情形。入口網站使用新
的即時檢索系統，使資料集在被資料持有者發布
之後的數小時或數分鐘以內，就能出現在入口網
站。

此入口網站是在10月9日於德國柏林GBIF 舉行的
第20屆理事會中推出，迄今使用者的下載次數已
達9,659次，下載的資料量多達528億筆紀錄。

按此觀看入口網啟用典禮錄影片http://vimeo.
com/7778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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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第20屆理事會於柏林舉行
GBIF之2014年目標：處理資料品質與適用
性問題
GBIF 第20屆理事會（GB20）通過一項新的工作計
畫，該計畫將直接解決長久以來大家對經由GBIF
網絡發布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其品質的疑問。

新工作計畫的主要內容包括資料品質和存續性、
新資料流通優先順序，以及改善資訊來源；請見
公開說明文件。

2014年列出的活動是三年計畫的一部分，依循
2012-2016年 GBIF 策略計畫的主要項目：改善資
料內容、資訊學和參與，這些都是GBIF 提供科學
界和社會服務的基礎。

請見部份計畫項目……

選出新任理事會主席
GBIF 理事會選舉結果出爐，由Peter Schalk 擔任新
主席。

Schalk 是荷蘭位於萊頓的自然史生物多樣性中
心（Naturalis Biodiversity Center）資訊與通訊技
術部門（ICT）的管理主任，並是「物種2000」
（Species 2000）的創辦人之一；「物種2000」
計畫的宗旨在於建立正確有效的全球物種名錄：
Catalogue of Life。

在被投票會員們（有繳交GBIF會費的國家會員）
選舉為新主席之後，Peter Schalk 說：「GBIF這十
幾年來的成績斐然，我們都應該要意識到這點，
並為此感到驕傲。到目前為止，已有將近五億筆
的紀錄獲得廣泛運用，成為科學進步和環境政策
的基礎，並使地球有更美好的未來。

GBI 服務數百萬名的使用者，且使用者人數不斷
快速攀升，但成功的背後是有代價的。越來越多
的人會開始仰賴GBIF的各項服務，而我們承擔的
責任也會更加沉重。」

Schalk 認為所有與GBIF相關的人員都必須確保此
網絡的服務具有可靠性與長久性，而這就需要制
定一個有效的業務計劃。

Schalk 接替Joanne Daly 成為新任主席；Daly 至10
月為止，已完成四年的主席任期。

理事會並選出GBIF 科學委員會（Science 
Committee）的新任主席，由英國Glasgow大學分
類學教授Roderic Page接替Lenonard Krishtalka的職
務。

閱讀完整內容……

舉辦2013年 GBIF 科學研討會
一年一度的科學研討會「運作中的GBIF—促進生
物多樣性科學，達成永續的社會」於GB20期間舉
辦，時間為2013年10月9日。

研討會中的講者展示了GBIF 網絡資料的各種運
用，而專題演講的講者Miguel Bastos Araújo 是
2013年Ebbe Nielsen獎的得主。

研討會的簡報內容已上網；並可透過http://
vimeo.com/78160183觀看Miguel Araújo 的演講錄
影片。

培訓與會議以加強節點能力
GBIF 節點委員會於GB20 之前舉行第12屆全球大
會和其他各種活動，時間為10月4-7日。

首先由為期兩天的互動式訓練課程揭開序幕，共
有來自40個國家及組織的59位代表參加。課程內
容是根據2011年和2012年節點們的建議而設計，
著重於節點管理、資料運用推動，以及GBIF 研發
新工具介紹。

於10月6-7日舉行的第12屆節點委員會全球大會，
促進了與節點有關的一些主要議題的經驗分享：
資料品質處理、節點入口網站研發、節點發展計
畫和合作聯繫平台。

從活動最後的回饋中可知，與會者們對於培訓的
課程內容、訓練方法和課程中的互動情形，以及
節點會議的組織情形和探討主題極為滿意。

培訓課程報告可取得於http:// community.gbif.org/
pg/file/read/38195/，會議檢討報告請見http://
community. gbif.org/pg/file/read/39963/evaluation-
report-12th- global-nodes-meeting。

http://gb20.gbif.org/GB20/
http://www.gbif.org/resources/2970
http://www.gbif.org/resources/2569
http://www.gbif.org/page/2971
http://www.naturalis.nl/en/
http://www.naturalis.nl/en/
http://www.catalogueoflife.org/
http://www.gbif.org/page/2958
http://www.gbif.org/page/182
http://www.gbif.org/page/2980
http://vimeo.com/78160183
http://vimeo.com/78160183
http://www.gbif.org/governance/standingcommittees
http://community.gbif.org/pg/file/read/38195/
http://community.gbif.org/pg/file/read/38195/
http://community.gbif.org/pg/file/read/39963/evaluation-report-12th-global-nodes-meeting
http://community.gbif.org/pg/file/read/39963/evaluation-report-12th-global-nodes-meeting
http://community.gbif.org/pg/file/read/39963/evaluation-report-12th-global-nodes-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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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s 提到GBIF 去年於哥本哈根舉辦「里程碑會議
（landmark conference）」，促使此份全球生物
多樣性資訊學展望（GBIO）文稿的產出。Dias 結
語道：「我的建議是，我們應該將之轉變為能延
續夥伴關係或倡議的一個架構，以協助「愛知目
標」第19項目標 『強化與分享生物多樣性知識』 
的執行，同時促進所有其他目標的實現。」

詳情請見……

IPBES 同意資料評估與成立資料工作小組
新的跨政府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平台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 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已啟
動一系列的主題式評估，目的是為了能在一些急
迫的環境議題上提供決策者相關資訊；IPBES並成
立一個工作小組，來滿足此平台的資料和資訊需
求。

IPBES的第二場全體大會已於土耳其的Antalya舉
行。期間通過了第一個IPBES 工作計劃，該計畫涵
蓋2014-2018年，總預算有4,350萬美金，並有跨
越IPBES 四個功能的一連串活動；這些功能為：評
估、能力建設、知識產出和政策支持工具。

與GBIF 社群特別有關的一些決策當中有IPBES 知
識與資料工作小組的成立，此小組的責任包括：

•• 發展資料與資訊管理計劃，以便找出對
IPBES工作計劃資料和資訊需求的最佳因
應；

•• 協助IPBES 秘書處監督在研發IPBES產品過程
中運用的資料、資訊和知識方面的管理，以
確保這些資源的長期可用性；

•• 找出任何能增加存取現存資料、資訊和知
識的機會，以確保這些資源可以長期幫助
IPBES工作的進行；

•• 提供在資料標準方面的諮詢，以及

•• 協助IPBES 在知識需求和落差方面進行審
查，並促使新知識和資料的產生。

詳情請見……

在GBIF已 服務了11年的GBIF 秘書處副秘書長Hugo von 
Linstow，已於2013年12月退休。Hugo 曾經積極投入2001年
GBIF 創立和2002年於哥本哈根設置秘書處的過程，GBIF 社
群將時常想念他帶給我們的寶貴經驗。

國際政策
CBD 強調GBIF 於達到生物多樣性目標過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
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科學諮詢委員會的政府
專家們指出，若要達到愛知目標（Aichi Targets）
中減少生物多樣性喪失的目標，就必須擁有更易
存取的資料。

此科學、科技與技術諮詢委員會（Subsidiary Body 
on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TA）10月時於加拿大蒙特婁開會，與會者認
定「更容易取得、更可負擔、更全面、更可信、
更有相比性」的資訊流是與執行2011-2020 生物
多樣性策略計畫（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相關的關鍵需求之一。

SBSTTA 在會議報告中，呼籲CBD 的執行秘書長
Braulio Dias與GBIF 和其他相關組織合作，建構區
域性和國家性的生物多樣性資料、資訊與知識的
流通、管理和分析能力。

Dias 在會議的開幕演說中要求「持續的夥伴關
係」，以便按照GBIF協同整合的全球生物多樣
性資訊學展望（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Outlook, GBIO）架構，提高生物多樣性資料的存
取。

http://www.gbic2012.org/
http://www.gbic2012.org/
http://www.gbif.org/page/2961
http://www.ipbes.net/
http://www.ipbes.net/
http://www.ipbes.net/
http://www.gbif.org/page/3022
http://www.biodiversityinformatics.org/
http://www.biodiversityinformatics.org/
http://www.biodiversityinforma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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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發布
為生物多樣性資料發布者提供新期刊選擇
之合作計畫
這個新的合作計劃旨在增加研究者的選擇，使他
們在經由GBIF 網絡發布生物多樣性資料集時，可
以提高能見度和獲得肯定的機會。

GBIF 目前正與「科學資料（Scientific Data）」的
編輯們進行合作。「科學資料」是新的線上公開
存取期刊，預計由《自然》（Nature）出版集團
於2014年5月推出。

該期刊將推出一種新的、名稱為「 資料描述符
（data descriptor）」的內容形式，旨在促使具有
科學價值的資料集能更容易被發掘、被解讀和重
複利用。

「資料描述符」與GBIF和Pensoft Publishers推動的
「資料論文（data paper）」概念極為類似。此項
合作將發展出相似的方法，讓資料發布者可以採
用GBIF推薦的透過其網絡分享資料的後設資料標
準格式來投稿新期刊。 

閱讀完整內容……

字彙管理工作小組報告書完成
TDWG的字彙管理工作小組（Vocabulary 
Management Task Group, VoMAG）其2012-2013年
的工作成果，已呈現於報告書中。

GBIF 在召集與協調此工作小組的過程中扮演主
導角色，並運用由ViBRANT（Virtual Biodiversity 
Research and Access Network for Taxonomy）經
費所支持的工作；ViBRANT本身是由歐盟資助。
GBIF在許多相關字彙/本體論管理議題方面，提
供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Standards, TDWG）一些建議。

字彙管理工作小組的成果也於TDWG年度大會的
一場專門研討會中呈現；該大會於2013年10月在
義大利佛羅倫斯舉行。

新資料
南極
南極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Antarctic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ANTABIF）已發布2004 年採
集於南極沿岸羅斯海的軟體動物紀錄。標本採集
使用的工具是Rauschert挖泥機，它是由一個金
屬框架和兩張網子組成的採集設備。發布的資料
包含海蛞蝓、蚌、貽貝和螺類動物，如捻螺科
（Acteonidae）、核螺科（Cancellaridae）、

偏蓋螺科（Capulidae）、玉螺（Naticidae）、小
塔螺科（Pyramidellidae）和骨螺科（Muricidae）
等。

法國
公民科學平台Diveboard 已發布15,000多筆來自
「電子日誌」的紀錄，提交上述資料的社群擁有
將近100,000名註冊潛水員。資料集包含世界各地
海洋和許多內陸水域經潛水觀察到的物種出現紀
錄。

資料的更新將來自於潛水員持續進行的物種觀
察。在資料發布者使用GBIF新推出的即時檢索系
統登錄新資料或修改資料之後的數分鐘或數小
時內，這些資料就會出現在GBIF入口網站上。
Diveboard 是第一個利用此系統進行檢索的新資料
集。

Diveboard詳情請見……

西班牙
內華達山脈全球變化觀測台（Sierra Nevada Global 
Change Obseratory）發布了西班牙南部靠近
Granada地區內華達山脈的森林的將近8,000筆植
物紀錄。這些資料是2004 年調查的內容，屬於一
個長期研究計劃的一部分，計劃目的是研究全球
變遷對該地區的生態衝擊。內華達山脈被認為是
地中海西部區域中，植物多樣性非常高的地方。

瓦倫西亞大學（University of Valencia）的微生
物學與生態學系已發布甲殼動物介形綱的3,500
筆地理參照紀錄；介形綱（Ostracod）俗稱seed 
shrimps。 

隸屬於西班牙海洋學研究院（Spanish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的Gijón 海洋中心（Oceanographic 
Centre of Gijón），已從西班牙多次前往南極探險
所蒐集的資料中，發布了超過700筆海綿動物資
料；採集方法包括挖泥機、拖網和魚籠等工具。

挪威
卑爾根大學博物館（University Museum of 
Bergen）已從自身的昆蟲學典藏中發布了72,000
筆昆蟲與蜘蛛標本紀錄，這些發布的紀錄都經過
地理參照，並與1987至2012年挪威所收集的標本
相關。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的觀鳥者國家網絡（La  Red Nacional de 
Observadores de Aves de Colombia – RNOA）發布
了1948到2011年間400,000多筆鳥類觀察紀錄。

http://www.nature.com/scientificdata/
http://www.pensoft.net/
http://www.gbif.org/publishingdata/datapapers
http://www.gbif.org/page/2997
http://www.gbif.org/resources/2246
http://vbrant.eu/
http://vbrant.eu/
http://www.tdwg.org/
http://www.tdwg.org/
https://mbgserv18.mobot.org/ocs/index.php/tdwg/2013/paper/view/528
http://www.biodiversity.aq/
http://www.biodiversity.aq/
http://www.gbif.org/dataset/6c808b65-184a-4ec2-a658-d55d5e1f9ba5
http://www.diveboard.com/
http://www.gbif.org/dataset/66f6192f-6cc0-45fd-a2d1-e76f5ae3eab2
http://www.gbif.org/dataset/66f6192f-6cc0-45fd-a2d1-e76f5ae3eab2
http://www.gbif.org/page/2991
http://obsnev.es/noticia.html?target=_blank&id=5307
http://obsnev.es/noticia.html?target=_blank&id=5307
http://www.gbif.org/dataset/db6cd9d7-7be5-4cd0-8b3c-fb6dd7446472
http://www.gbif.org/dataset/db6cd9d7-7be5-4cd0-8b3c-fb6dd7446472
http://www.uv.es/uvweb/microbiology_ecology_department/en/microbiology-ecology-department-1285859733104.html
http://www.uv.es/uvweb/microbiology_ecology_department/en/microbiology-ecology-department-1285859733104.html
http://www.gbif.org/dataset/05d46db0-71db-42c0-b5cb-b81120093f1d
http://www.gbif.org/dataset/05d46db0-71db-42c0-b5cb-b81120093f1d
http://www.ieo-gijon.es/
http://www.ieo-gijon.es/
http://www.gbif.org/dataset/2f58500b-b776-4fe6-b2b9-cbb32e8cd615
http://www.gbif.org/dataset/2f58500b-b776-4fe6-b2b9-cbb32e8cd615
http://www.uib.no/universitymuseum
http://www.uib.no/universitymuseum
http://www.gbif.org/dataset/6ce9819a-d82b-41e1-9059-0dd201f15993
http://www.gbif.org/dataset/6ce9819a-d82b-41e1-9059-0dd201f15993
http://rnoa.org/
http://rnoa.org/
http://www.gbif.org/dataset/9850b85a-793f-429d-a437-2d5b46282a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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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料來自於全國各地的各種監測活動，觀
察的鳥類有特有種如瀕危種考加冠雉（Penelope  
perspicax）以及極危物種藍嘴鳳冠雉（Crax 
alberti）和紅肩鸚哥（Hapalopsittaca fuertesi）。
這些資料已可透過GBIF 全球入口網和哥倫比亞國
家資料入口網站取得。

狄瓦耶大學（Universidad del Valle ）從對安地斯
山西部Farallones de Cali 國家自然公園中一個被人
類干擾的環境所做的鳥類觀察中，發布了2,300筆
鳥類紀錄。這些觀察記錄於2008年8月到2009年7
月間，記錄地點是El Topacio 和 El Pato。共觀察到
157種鳥類，其中12種為當地的新鳥種。1978年於
El Topacio記錄到的9種鳥類已不復見，被認為是易
危物種或已地方性滅絕，顯示棲地破碎化對鳥類
族群造成的負面影響。

狄瓦耶大學也發布了超過3,000筆螞蟻紀錄，這些
物種與哥倫比亞加勒比海沿岸的柑橘作物有關。
資料來自該地區四個行政部門的採樣研究，地點
包含38個果園，提供對水果農場中螞蟻多樣性的
初步了解。

網絡新聞
英國野生動物地圖繪製系統更新
英國的國家生物多樣性網絡入口網站—NBN 
Gateway—已更新，提供更佳的性能和穩定性。

入口網站提供將近一億筆資料的存取，其中有超
過4,200萬筆資料是經由GBIF網絡分享。

改善的內容包括資料搜尋篩選、一個能讓使用者
同時查詢多筆紀錄和建立兩個物種以上分布圖的
互動式地圖、資料安全提高以及提供資料提供者
詳細的資料運用資訊。新的伺服器讓Gateway有能
力處理越來越大的資料量和使用量。

使用這些資料必須遵循NBN Gateway 使用者條款
與細則，以確保資料提供者與記錄者都能因為分
享資料而獲得肯定。

NBN Gateway的資料符合歐盟的歐洲空間資訊基
礎建設（Infrastructure for Spatial Information in 
Europe, INSPIRE）規定。INSPIRE的政策旨在使公
家單位持有的環境空間資料集能更容易被存取和
整合，用以支持全國與國際層級的環境政策和落
實工作。

NBN 是GBIF的英國節點，由英國的政府單位、研
究機構、在地紀錄中心、保育慈善團體以及進行
觀察紀錄的團體共同組成。

欲取得詳細資訊，請聯繫NBN 人員Mandy 
Henshell, support@nbn.org.uk。

GBIF愛爾蘭節點啟動五年策略規劃
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NBDC）是GBIF的愛
爾蘭節點。愛爾蘭藝術、文物暨愛爾蘭語區部長
Jimmy Deenihan 已正式啟動此中心的「2013-2017 
策略規劃」，制定中心的策略目標，並詳細呈現
未來五年的工作計畫。

中心的七項策略目標與GBIF 的目標緊密重疊：
資料流通、追蹤變更、制定資訊決策、發展策略
夥伴關係、國際合作、通訊傳播以及加強紀錄基
礎。

NBDC並發布了瀕危物種紅皮書制定指南：愛爾蘭
紅皮書—國家標準。

NBDC 計畫要出版一系列「發展國家生物多樣性資
料標準與指南」（Developing national biodiversity 
data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的報告，而上述指
南即是該系列的第一個出版品。

鑑於Angus Tyner對於愛爾蘭蛾類紀錄的卓越
貢獻，NBDC將2013年卓越紀錄者獎（2013 
Distinguished Recorder Award）頒發給他。

詳情請見……

http://data.sibcolombia.net/publicadores/provider/25
http://data.sibcolombia.net/publicadores/provider/25
http://www.univalle.edu.co/english/
http://www.gbif.org/dataset/f3f10afc-257f-47ef-8b0c-4bcaebdc09dc
http://www.gbif.org/dataset/f3f10afc-257f-47ef-8b0c-4bcaebdc09dc
http://www.gbif.org/dataset/90e99b1e-6ae4-4577-9679-ba4603e24f5c
http://data.nbn.org.uk/
http://data.nbn.org.uk/
http://www.gbif.org/country/GB/publishing
https://data.nbn.org.uk/imt/#3-17.368,48.678,10.757,60.339!G94yj4S,2apD/!093Cv
https://data.nbn.org.uk/Terms
https://data.nbn.org.uk/Terms
http://nbn.org.uk/News/Latest-news/NBN-Gateway-to-deliver-INSPIRE-compliance-for-spec.aspx
http://nbn.org.uk/News/Latest-news/NBN-Gateway-to-deliver-INSPIRE-compliance-for-spec.aspx
http://nbn.org.uk/News/Latest-news/NBN-Gateway-to-deliver-INSPIRE-compliance-for-spec.aspx
mailto:support@nbn.org.uk?subject=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Irelands-Red-Lists-a-national-standard1.pdf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Irelands-Red-Lists-a-national-standard1.pdf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distinguished-recorder-award-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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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開放資料國際研討會簡報上網
「2013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研究開放資料國際研討
會暨工作坊」的會議簡報現已可透過GBIF的臺灣 
節點TaiBIF網站取得。

研討會於11月20-22日舉行，吸引了超過100位台
灣科學家、研究人員、學生以及國際專家參與。
研討會同時舉辦了培訓工作坊，訓練與會者運
用GBIF的整合性發布工具（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kit, IPT）發布名錄和物種出現資料。

地理參照課程內容上網
地理參照課程的簡報、錄影片和實際操作，已製
作成套可供下載，請經由GBIF西班牙節點虛擬教
室取得。

這些教材是為了2013年10月由西班牙節點主辦
的線上工作坊所準備，工作坊教導大家如何使用
GEOLocate 的軟體應用程式進行自然史採集資料
的地理參照。

此套訓練教材編入有2009和2010年工作坊的錄影
片和簡報檔，以及最近的線上影片教學，所以更
為完整。

機會
GBIF 徵求科學撰稿者
GBIF 秘書處正在徵求一位充滿活力的科學撰稿
者，協助GBIF 將組織的工作價值傳達給相關群
眾。

有意應徵這份工作的求職者必須具備出色的英語
（GBIF 的主要使用語言）寫作和溝通能力，以及
5年以上的新聞媒體與/或公關經驗，具備科學傳
播的經驗尤佳。工作地點位於丹麥哥本哈根，可
提供搬家費用。

詳情請見……

近期活動
第十屆地球觀測（GEO）大會暨部長級高峰會議
瑞士，日內瓦；2014年1月15-17日
詳情請見……

pro-iBiosphere 工作坊
德國，柏林；2014年2月10-13日
詳情請見……
10月工作坊成果報告……

EMODnet 
12-13 February 2014, Paris, France
歐洲海洋觀測及資料網之生物物種特性詞彙工
作坊（EMODnet Biology Species Traits Vocabulary 
Workshop）
法國，巴黎；2014年2月12-13日
詳情請見……

http://www.gbif.org/
info@gbif.org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letter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letter
http://taibif.tw/en/opendata2013/en/program
http://taibif.tw/en/opendata2013/en/program
http://www.gbif.org/ipt
http://elearning.gbif.es/AContent/home/index.php
http://elearning.gbif.es/AContent/home/index.php
http://www.gbif.org/page/3017
http://www.earthobservations.org/geo10.shtml
http://wiki.pro-ibiosphere.eu/wiki/Workshops_Berlin%2C_February_2014
http://wiki.pro-ibiosphere.eu/wiki/Workshop_Berlin_1:_How_to_improve_technical_cooperation_and_interoperability_at_the_e-infrastructure_level_Minutes
http://bio.emodnet.e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