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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聯絡 info@gbif.org以訂閱此份通訊

植物如何禦寒
一個研究團隊利用數百個學術機構經由GBIF共享
的近30,000個物種的資料，以研究植物如何移入
寒冷地區。

在《自然》期刊發表的這個研究匯集了最大的生
物演化時間樹(timetree)，闡釋開花植物遷入寒
冬的地區時，其演化策略如落葉機制等的先後順
序。 

該國際研究團隊使用經由GBIF存取的4,700多萬
筆觀測資料推測27,000多種植物的分布情形，再
搭配Worldclim 氣候資料庫的最低溫數據，以標
誌哪些植物分布於氣溫零度以下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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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密蘇里州Eureka的聖路易華盛頓大學Tyson研究
中心，陽光穿過落葉性橡樹和山胡桃木森林的樹冠層。
Jonathan Myers提供。

此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喬治華盛頓大學哥倫比
亞藝術與科學學院的助理教授Amy Zanne說：
「如果沒有GBIF，就不可能有這項研究，因為我
們沒有其他方法能取得這麼多物種的分布資料。
這些分布地點讓我們能決定物種是否曾暴露於嚴
寒。」

作者之一密西根州立大學的Nathan Swenson，
曾獲頒2012年GBIF的Ebbe Nielsen 獎。

詳情請見……

mailto:info%40gbif.org?subject=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06/n7486/full/nature12872.html
http://www.onezoom.org/vascularplants_tank2013nature.htm
http://www.worldclim.org/
http://www.gbif.org/page/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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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資料
美國
新發布者Cheadle生物多樣性暨生態復育中
心(Cheadle Center for Bio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已從諸多典藏中發布
了24,500筆兩棲類、鳥類和哺乳類的紀錄。

此中心擁有加州西南部San Luis Obispo、
Kern、聖塔芭芭拉、Ventura和洛杉磯等縣的兩
棲類珍貴典藏；標本中有一大部分是浸製品並附
有田野筆記。這些資料成為該地區兩棲類數量減
少及分布變化模式的部分憑證。 

鳥類典藏包含南加州極具代表性的鳥類及科
學文獻中佔有顯著地位的物種，如白冠麻雀
(White-crowned Sparrow)、棕頭牛鸝(Brown-
headed Cowbird)、鷈(grebes)、橡實啄木鳥
(Acorn Woodpecker)、鷦雀鶥(Wrentit)、稀
樹草鵐(Savannah Sparrow)和斑唧鵐(Spotted 
Towhee)等。此典藏包含約8,000個皮膚和骨
骼，其中有400個是教學用標本。

哺乳類典藏也是以地區為主，標本來自聖塔芭
芭拉縣的Point Conception地區和南加州的
Transverse Ranges山脈。

另一個新發布者俄亥俄州立大學生物多樣性博
物館(Museum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已從其館藏及中佛羅
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UCF)的
Stuart M. Fullerton典藏中發布了20,000筆的動
物資料。

紀錄中超過半數來自UCF的Bug Closet昆蟲典
藏。昆蟲學家Stuart Fullerton 基於熱愛寄生蜂
和佛羅里達州中部的昆蟲類，創辦了UCF的昆蟲
典藏，他至今還在持續典藏的工作。發布給GBIF
的紀錄大多數是有關佛州的昆蟲類。

其他紀錄是來自俄亥俄州立大學生物多樣性博物
館四足動物部門的兩棲類、爬蟲類和哺乳類標
本；該部門是俄亥俄州和北美洲物種的重要典
藏機構，其典藏自1870年大學創立後不久即已
建立。發布給GBIF的紀錄包含郊狼(Canis latrans 
Say)和美東金花鼠(Tamias striatus)等俄亥俄州的
本土動物種類。

日本
GBIF的日本節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Nature and Science)，已從博物館
的典藏中發布了30,900筆環節動物(annelids)紀
錄，包括從日本西南方琉球(又名Nansei)列島附
近發現的深海蟲Sigalion lituus。

葡萄牙
波爾圖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Museu de História 
Natural - Universidade do Porto)將其第一個
資料集 – Augusto Nobre教授的海洋軟體動物 – 
發布給GBIF網絡。

紫螺(Murex brandaris Lim)，攝影者：P. Ribeiro

發布的 880筆紀錄為博物館前任館長Augusto 
Nobre自1887年到1939年間在葡萄牙沿岸採集
的標本；這些標本是《葡萄牙海洋軟體動物》
1940年版作為根據的一個更大典藏的一部分，。

荷蘭
荷蘭首度發布至GBIF 入口網站的物種名錄是一份
與荷蘭內陸水域管理相關的物種名單，此《荷蘭
水域管理分類群(Taxa Watermanagement the 
Netherlands)》清單包含16,000多個物種，由負
責荷蘭公共工程和水域管理的Rijkswaterstaat部
門其專家學者定期更新。

http://ccber.ucsb.edu/
http://ccber.ucsb.edu/
http://ccber.ucsb.edu/
http://www.gbif.org/dataset/1050a336-b87a-44b1-b0ec-6fe5fcb3d298
http://www.gbif.org/dataset/1050a336-b87a-44b1-b0ec-6fe5fcb3d298
http://www.gbif.org/dataset/4ada1c77-3895-47d8-8dc9-9ce44e1df802
http://www.gbif.org/dataset/383f8172-fcf3-481d-b2fa-decd9e54bb69
http://mbd.osu.edu/
http://mbd.osu.edu/
http://mbd.osu.edu/
http://www.gbif.org/dataset/262f8270-f9c2-4bc6-a562-8ed71c0790e6
http://bugcloset.cos.ucf.edu/
http://tetrapods.osu.edu/
http://www.gbif.org/dataset/3d84f407-8a76-473a-b8c8-54a58d5f581b
http://www.gbif.org/dataset/51fa0155-a545-4154-ac20-b89dbb2c312b
http://www.gbif.org/dataset/78dcfcbd-03c4-4d47-8618-830aac6f2ee5
http://www.gbif.jp/v2/en/
https://www.kahaku.go.jp/english/
https://www.kahaku.go.jp/english/
http://www.gbif.org/dataset/4965c6a0-338c-4b27-8cf0-523abe237fac
http://www.gbif.org/dataset/4965c6a0-338c-4b27-8cf0-523abe237fac
http://www.fc.up.pt/fcup/contents/php/transform.php%3Fopt%3Destdependentes%26id%3D1http:/www.fc.up.pt/fcup/contents/php/transform.php%3Fopt%3Destdependentes%26id%3D1
http://www.fc.up.pt/fcup/contents/php/transform.php%3Fopt%3Destdependentes%26id%3D1http:/www.fc.up.pt/fcup/contents/php/transform.php%3Fopt%3Destdependentes%26id%3D1
http://www.gbif.org/dataset/622f5dd7-f626-4364-9932-ce785cacd9ec
http://www.gbif.org/dataset/79f243f4-9c38-4305-997f-fa8ac3089dba
http://www.gbif.org/dataset/79f243f4-9c38-4305-997f-fa8ac3089dba
http://www.gbif.org/dataset/79f243f4-9c38-4305-997f-fa8ac3089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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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最近也發布了2,200筆國內蚯蚓紀錄。自
1997年到2011年之間，每年從390個不同地點
採集的土壤樣本中找出蚯蚓，藉此提供密度資
料。該資料集是由國立公共衛生暨環境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發布。

網絡新聞
荷蘭與瑞典大尺度數位化計畫
荷蘭計畫已達一半目標
位於Leiden的荷蘭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is，有一個要將其典藏中700萬個物件數
位化的五年計畫，目前已達成一半目標。

計畫中某一部份的紀錄資料已能透過GBIF取得，
未來將釋出更多資料。

該計畫有九個項目：木材樣本、地質與古生物學
典藏、植物臘葉標本、軟體動物典藏、乾裱無脊
椎動物、儲存於溶劑內樣本、顯微鏡玻片、繪圖
和照片等2D材料、以及昆蟲典藏，分別由專業的
數位化技術團隊負責。透過他們的協助，目前已
有350萬筆物件被數位化。

每個物件都以條碼標記，記錄其後設資料，並有
物件與標籤的高解析度影像。團隊已開發出一套
供志工們使用的群眾外包應用軟體，有助於志工
們謄寫顯微鏡玻片典藏的標本標籤。

Naturalis 共收藏了3,700萬個物件，其他3,000
萬個物件未來將以容器層級的方式登錄，概述儲
存這些物件的抽屜和盒子其內容。

一個展示前述數位化典藏資料的入口網站將在
2014年啟用。

詳情請見……

瑞典自然歷史典藏數位化規劃中
瑞典的自然歷史機構正在籌劃一個預備將國內
所有典藏品數位化的龐大計畫。1月9日在瑞典
自然歷史博物館(Swedish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中討論了此計畫。研
討會是由GBIF的瑞典節點和Digisam （文化遺產
數位化、數位保存及數位存取國家整合中心秘書
處）共同主辦。

研討會中由邀請的講者做了14場演講，內容涵
蓋進行國家數位化工作的挑戰和利益。GBIF 秘
書處的Olaf Bánki也是當天講者之一。

瑞典的自然歷史典藏估計有3,300萬份標本，其
中只有極少部份有數位化資料能提供使用，瑞
典自然歷史博物館的Frederik Ronquist在演講
中將此歸咎於「經費缺乏以及傳統數位技術成
本過高。」

他補充說：「最近幾年被國外博物館界採用的
創新大量數位處理技術，開啟了許多新的可能
性。」

瑞典的數位化工作將包含建構一套基礎建
設，希望從歌德堡植物標本館(Gothenburg 
herbarium)內的100萬筆物件開始，將全瑞典
的典藏品都數位化。

閱讀演講內容摘要……

荷蘭啟用新的國家入口網站
荷蘭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已啟用新的荷蘭語入
口網站，此網站提供的內容包括新聞、活動訊
息、荷蘭發布至GBIF 網絡的生物多樣性資料集
總覽、國內負責管理生物多樣性資料的組織和
機構清單、工具、以及其他線上發布資料的相
關資訊。

網站未來將新增英文介面。

http://www.gbif.org/dataset/1eaf5f7a-8f76-43eb-82f3-44979a433f0e
http://www.rivm.nl/en/
http://www.rivm.nl/en/
http://www.rivm.nl/en/
http://www.naturalis.nl/en/
http://www.gbif.org/publisher/396d5f30-dea9-11db-8ab4-b8a03c50a862
https://science.naturalis.nl/en/collection/digitization/digitization/
http://www.nrm.se/
http://www.nrm.se/
http://www.nrm.se/
http://www.digisam.se/
http://www.gbif.se/blog/article/digitization-symposium-summary
http://www.nlbif.nl/
http://www.nlbif.nl/


GBits

4

哥倫比亞 期刊發行資料論文
由GBIF的哥倫比亞節點Humboldt研究所發行的
Biota Colombiana，是拉丁美洲第一個出版生
物多樣性資料論文的期刊。

該期刊包含六篇資料論文（如下表所列）及供新
作者參考的投稿指南。這些論文中引用的資料都
可從GBIF取得。

透過GBIF資料整合發布工具(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kit, IPT)匯集後設資料（描述資
料的資料）時會產生一份原稿，經過嚴格審查過
程後，若被接受發表，即成為資料論文。

西班牙語論文的出版，是GBIF秘書處支持三個計
畫的成果，鼓勵研究人員撰寫資料論文，對提供
研究資料給科學的作者們，給予肯定和獎勵。

下載期刊……

論文發表清單
Species Anacroneuria (Insecta: Plecoptera: 
Perlidae) of Colombia, deposited in the 
Museum of Entom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Valle (Cali, Colombia)
作者： María del Cármen Zúñiga, Bill P. Stark, 
Carmen Elisa Posso
發表機構：Universidad del Valle和Mississippi 
College

Ants on orange crops (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of the Caribbean Coast of Colombia
作者：Juan Carlos Abadía Lozano, Ángela 
María Arcila Cardona and Patricia Chacón de 
Ulloa
發表機構：Universidad del Valle and 
CORPOICA

List of spiders of Colombia (Arachnida: 
Araneae) 
作者：Javier C.Barriga and Ana G. Moreno
發表機構：Instituto Humboldt and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Avifauna in the Andean forest disturbed 
in Farallones National Park, Cali, village of 
Pance, Valle del Cauca area
作者：Julio César Bermúdez-Vera, Sebastián 
Duque López, Manuel A. Sanchez Martínez 
and Elkin Tenorio
發表機構：Universidad del Valle and 
Fundación Calima

The Neotropical Waterbird Census in 
Colombia (CNAA): 2002 - 2011
作者：Jeisson Zamudio and Yanira Cifuentes-
Sarmiento
發表機構：Red Nacional de Observadores de 
Aves RNOA and Asociación Calidris

Bats (Chiroptera) of “El Vínculo” Regional 
Natural Park and its buffer zone (Buga, Valle 
del Cauca, Colombia)
作者：Daniela Arenas and Alan Giraldo
發表機構：Universidad del Valle

愛爾蘭已製作入侵種ID表
GBIF愛爾蘭節點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
(National Biodiversity Data Centre)已完成一系
列外來入侵種的資料表，有助於發現與回報這些
物種，作為發展物種入侵預警系統的一部分。

下載ID 表……

此資料中心與負責管理愛爾蘭內陸漁業資源的
愛爾蘭內陸漁業署(Inland Fisheries Ireland)合
作，評估入侵種的風險；此評估將有助於提供必
要的證據和宣傳活動，希望能促進落實禁止交易
該國高風險物種的相關法規。

訓練活動
GBIF 西班牙節點 分享數位學習與資料品
質專業知識
法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節點的人員在馬德里舉行
會議，這是一個導師計畫的一部分，讓此三節點
可以交流不同地區的專業技術和知識以彼此互
惠。

此能力交流活動舉行於1月21-23日，是2013年
GBIF導師計畫經費補助的三個計畫之一。GBIF西
班牙節點於活動中示範如何使用他們的數位學習
平台和建立數位課程，並提供目前的平台ATutor
給其他節點使用和改寫。西班牙節點建立的發布
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的工具和流程也一併在會議
中展示和探討。

觀看活動相關資料……

下一場導師計畫活動將於4月28-30日在葡萄牙里
斯本舉行，主題是GBIF IPT及生物多樣性資料論
文。

http://humboldt.org.co/
http://www.gbif.org/ipt
http://www.gbif.org/page/158
http://www.gbif.org/page/158
http://www.humboldt.org.co/component/k2/item/212-revista-biota-colombiana-vol-14-2-suplemento-especial-articulos-de-datos
http://www.gbif.org/dataset/01c5963f-25c7-4361-8ee8-30f6a6ff98e4
http://www.gbif.org/dataset/01c5963f-25c7-4361-8ee8-30f6a6ff98e4
http://www.gbif.org/dataset/01c5963f-25c7-4361-8ee8-30f6a6ff98e4
http://www.gbif.org/dataset/01c5963f-25c7-4361-8ee8-30f6a6ff98e4
http://www.gbif.org/dataset/90e99b1e-6ae4-4577-9679-ba4603e24f5c
http://www.gbif.org/dataset/90e99b1e-6ae4-4577-9679-ba4603e24f5c
http://www.gbif.org/dataset/e45d425d-2404-40a5-b784-3634adc76d08
http://www.gbif.org/dataset/e45d425d-2404-40a5-b784-3634adc76d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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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f10afc-257f-47ef-8b0c-4bcaebdc09dc
http://www.gbif.org/dataset/6d5fced1-6e85-4d9e-88f4-e1459772d2fd
http://www.gbif.org/dataset/6d5fced1-6e85-4d9e-88f4-e1459772d2fd
http://www.gbif.org/dataset/96e5a2f0-d008-4136-955c-83cd139b23c6
http://www.gbif.org/dataset/96e5a2f0-d008-4136-955c-83cd139b23c6
http://www.gbif.org/dataset/96e5a2f0-d008-4136-955c-83cd139b23c6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
http://invasives.biodiversityireland.ie/id-sheets/
http://www.gbif.es/formaciondetalles.php?IDForm=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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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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F西班牙與愛爾蘭節點宣布2014年培
訓計畫
GBIF的西班牙和愛爾蘭節點已公佈2014年培訓
工作坊的詳細內容。西班牙節點今年預計舉辦
10場工作坊，包含整合GenBank內的生物多樣
性資料庫、網際分類學(cybertaxonomy)、根據
Plinian Core 標準發布物種資訊、生物多樣性資
料永久辨識碼等不同主題。

瞭解計畫內容……

愛爾蘭的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將舉辦22場
工作坊，旨在幫助從事田野紀錄的公民科學家和
專業人員改進他們的鑑定和田野技術。今年的計
畫也會包含一套針對專業生態人員設計的進階訓
練，幫助他們達成「專業持續發展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計畫的要求。

詳情請見……

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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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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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資料品質V eLearning工作坊
GBIF西班牙節點主辦

線上；2014年2月19日 - 3月5日

詳情請見……

研究資料聯盟(Research Data Alliance)第三屆
會員大會

愛爾蘭，都柏林；2014年3月2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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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bif.es/Plan_formacion_in.php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NBDC-Workshops-2014_WEB1.pdf
http://wiki.pro-ibiosphere.eu/wiki/Workshops_Berlin%2C_February_2014
http://wiki.pro-ibiosphere.eu/wiki/Workshop_Berlin_1%3A_How_to_improve_technical_cooperation_and_interoperability_at_the_e-infrastructure_level_Minutes
http://bio.emodnet.eu/
http://www.gbif.es/formaciondetalles.php?IDForm=122
https://www.rd-alliance.org/rda-third-plenary-meetin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