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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資料之自由與公開存取
GBIF 通訊 第40期-2014 年 8月

2014年Ebbe Nielsen 獎得主是
CSIRO的Tony Rees

2014年GBIF 的Ebbe Nielsen獎得主是Tony Rees 
，他所研發的資訊學工具有突破性的成果，已大
幅推進地球上生物相關資料的傳遞。

Rees 是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的
海洋研究資料中心經理，他將在GBIF第21屆理事
會(GB21)中獲頒Ebbe Nielsen 獎的獎金30,000歐
元。GB21的開會地點為印度新德里，時間是9月
16-18日。

GBIF 科學委員會每年都會頒發Ebbe Nielsen獎，
表彰那些以新方式結合生物系統學與生物多樣性
資訊學的研究者。GBIF的澳洲代表團提名Rees，
是肯定他的四項創新成果促進了全球在生物多樣
性資訊學方面的進展。

 詳情請見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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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青年研究者獎
GBIF青年研究者獎今年得主是一位愛爾蘭的碩士
班學生和一位印度的博士班學生。前者的研究能
幫助檢測生物多樣性資料的偏差和找出差距；後
者則是探討社交網站是否具有提供有價值生物多
樣性資料的潛能。

兩名得主分別是都柏林大學學院的Caoimhe 
Marshall(左上)以及身兼Bangalore地方健康傳
統復興基金會(Foundation for Revitalisation of 
Local Health Traditions, FRLHT)研究員和美國堪
薩斯大學博士班候選人的Vijay Barve，兩人皆獲
頒4,000歐元的獎金，表彰他們的研究創新性、
對生物多樣性科學作出重大貢獻的可能性和運用
GBIF 資料的創意。
Marshall的研究計畫旨在驗證一個統計方法，即
是根據由GBIF分享的資料，來預測在不同地方記
錄物種所需的工作量。Barve則是研究如Flickr, 
Facebook和Picasaweb 等社交網站，是否可能成
為大量以影像為依據的物種出現紀錄的來源，特
別是在發展中的國家。

 詳情請見YRA winner Caoimhe Marshall

 詳情請見YRA winner Vijay Barve

GBIF出版2013年科學評論
GBIF 已將利用其 全球基礎建設發布的資料、經
過同儕審查的各項研究編輯成冊。

此年度科學評論刊物收
錄逾250篇科學論文，
探討的各項議題包括：

入侵種、氣候衝擊、人
類健康、生態系統服
務、生物多樣性保育，
以及糧食、農業和生物
燃料等，其中幾篇摘
要，突顯的研究是大量
運用以GBI為媒介的資
料或是反映了科學和決
策社群較為關注的議
題。

GBIF 秘書處維持一個搜尋科學文獻的計畫，以瞭
解哪些論文利用並探討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可
於網路上找到這類論文引用文獻之歷史檔案庫。

 下載GBIF 2013年科學評論

資料發布
活化物種紀錄
GBIF網站已提供搜尋和篩選含有視覺和音檔的物
種出現紀錄。GBIF.org 網站的檢索顯示超過150
萬筆附有照片、聲音和錄影的物種出現紀錄。

這個新的多媒體篩選功能，方便訪客存取在GBIF.
org發布的紀錄與其相關的更詳細資訊。這些改
進除了突顯數位媒體在實務上能有效地記錄物
種—無論牠們受人喜愛與否—也可以支援那些促
進和延伸科研人員工作的實際應用。

柏林自然博物館的動物聲音檔案室負責人Karl-
Heinz Frommolt 博士表示：「多媒體典藏是提
供生物多樣性研究的重要工具，特別是在改善田
野技術方面，讓生物多樣性的清查和監測工作能
夠自動化。」

 閱讀完整新聞報導 

http://www.ucd.ie/
http://envis.frlht.org/frlht.php
http://envis.frlht.org/frlht.php
https://www.flickr.com/
https://www.facebook.com/
http://picasaweb.google.com/
http://www.gbif.org/page/3119
http://www.gbif.org/page/3118
http://www.mendeley.com/groups/1068301/gbif-public-library
http://www.gbif.org/resources/3094
http://www.gbif.org/occurrence/search?MEDIA_TYPE=*
http://www.gbif.org/occurrence/search?MEDIA_TYPE=*
http://www.naturkundemuseum-berlin.de/
http://www.animalsoundarchive.org/
http://www.gbif.org/page/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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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合發布工具2.1 版釋出
GBIF 秘書處的開發人員於4月時釋出資料整合
發布工具(Integrated Publishing Tool, IPT)2.1版
本，新版說明概略描述11項使用者驅策的改進和 
38個錯誤修復，包括下列主要改變：

 ˙ 讓發布者能確認資料集中的每一筆紀錄都有
唯一識別碼(藉此改善整個GBIF 網絡中紀錄層
級識別碼的穩定性)。

 ˙ 支援微軟Excel 檔作為在地資料的來源。
 ˙ 日本國家遺傳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Genetics)的Yukiko Yamazaki 博士已將介面翻
譯成日文。

 詳情請見GBIF開發人員部落格 

 詳情請見IPT 使用手冊

治理新聞
發布者認可及資料授權之社群諮詢
GBIF秘書處在6月時結束兩項社群諮詢，秘書處
是徵求社群對GBIF 改變新增資料發布者到其網絡
的程序以及透過網絡發布資料的授權程序，提出
相關意見。

第一項諮詢檢視目前所訂資料發布者認可制度模
式的擴展，此制度若納入專家社群的參與，可提
供潛在使用者每個資料集價值的更完整評估，並
促進非GBIF 會員國的機構發布資料。
至於資料授權的諮詢，則是延續2013年GBIF 推廣
其自由與公開存取生物多樣性資訊使命的諮詢活
動；此份建議書簡略的說明一個標準化方式，讓
使用者能清楚明白資料集的使用規範和重複使用
的限制。

秘書處已對這兩項諮詢社群所提供的意見作分析
和總結，並將於9 月時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GB 21 
理事會中提出有關此二議題的建議，作為未來方
向的參考。

 閱讀完整發布者認可諮詢報告

 閱讀完整發布者認可所有諮詢意見

 閱讀完整資料授權諮詢報告

 閱讀完整資料授權所有諮詢意見

印度棲地中心之內景，照片提供者：Phillip Kalantzis 
Cope, 2011 CC BY-NC-ND (flic.kr/p/9nQa4J)

新德里GB21理事會開放報名
正式代表團和受邀的觀察員都已經可以報名參
加第21屆GBIF理事會(GB21)。GB21由印度野生
動物研究所(Wildlife Institute of India)和環境、
森林暨氣候變遷部共同舉辦，會議地點於新德
里的印度棲地中心(India Habitat Centre，見上
圖)，時間是9月16-18日。 

「經由GBIF帶來之創新與影響」科學研討會將
於9月17日舉行，開放一般民眾和記者免費報名
參加，請留意將於8月初公告的2014年講者名
單。

 閱讀完整GB21 活動訊息

能力建構
法、葡、西導師計畫最新進展
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GBIF 節點人員於4月
28-30日在里斯本的熱帶研究所(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Tropical)舉行合作導師
計畫的第二次會議。議題包括：

 ˙ 利用GBIF的IPT產出資料文章
 ˙ 籌備線上學習課程 
 ˙ 發表資料文章的期刊選擇與相關要求
 ˙ 探討那些想要利用澳洲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ALA)入口網站程式的其他節點們
面臨的挑戰和機會。

 ˙ 利用 Open Refine 清理資料。

他們將於10月14-16日在巴黎舉行第三次會議，
以探討典藏品分類的群眾外包平台，以及法國
節點研發的生物多樣性資料空間視覺化工具。

閱讀完整活動訊息

http://www.gbif.org/ipt
https://code.google.com/p/gbif-providertoolkit/wiki/IPTReleaseNotes21
http://www.nig.ac.jp/english/index.html
http://www.nig.ac.jp/english/index.html
http://gbif.blogspot.dk/2014/04/ipt-v21.html
http://code.google.com/p/gbif-providertoolkit/wiki/IPT2ManualNotes
http://imsgbif.gbif.org/CMS_NEW/get_file.php?FILE=004bfeff64eed0b6cc5e5ca55c9f97
http://imsgbif.gbif.org/CMS_NEW/DMS_list.php?ID=1230
http://imsgbif.gbif.org/CMS_NEW/get_file.php?FILE=368b7c3e812c52a405418fc2b0f500
http://imsgbif.gbif.org/CMS_NEW/DMS_list.php?ID=1230
http://flic.kr/p/9nQa4J
http://gb21.gbif.org/GB21/GB21reg/stage0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a19e429-8f13-478e-86d7-93adb7534524
http://envfor.nic.in/
http://envfor.nic.in/
http://www.indiahabitat.org/main.htm
http://gb21.gbif.org/GB21/
http://www.gbif.pt/node/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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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茅、多導師計畫最新進展
多哥、茅利塔尼亞和比利時的GBIF節點人員於6
月18-19日在多哥的洛梅大學(University of Lomé)
共同舉行了一個資料工作坊。

來自多哥境內使用法語的學術和政府單位的約25
名學員，藉由這次機會瞭解GBIF、資料公開運
動、資料發布與用途，以及資料適用性。

經過這次對外開放的活動以後，這三個節點的資
訊部門人員即開始合作進行一場實做，準備資料
和透過GBIF 的IPT 發布資料。學員們發布了兩個
資料集，一個是多哥蛇類和爬蟲類的名錄，另一
個是西非蕈類的出現紀錄；他們同時開始準備更
多的資料集以發布。學員們計畫於9月初在茅利塔
尼亞的Nouakchott再繼續開次工作坊。

新資料
巴西
GBIF的巴西節點巴西生物多樣性資訊系統
(Brazili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System, 
SiBBr)已成功促成Belém的帕拉省立Emílio 
Goeldi紀念博物館首次發布資料的流通。從19世
紀開始採集的亞馬遜河流域生物多樣性典藏量極
為龐大，這些資料僅代表了其中的一小部份。
此首批10個資料集包含30,000多筆紀錄，其中有
22,000筆蜘蛛目(Araneae)資料，是全世界第二大
多樣性的蜘蛛典藏。

SiBBr 同時協助Manaus的國立亞馬遜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mazonian Research, 
INPA)首度成功發布資料。首度出現在GBIF.org上
的這兩個資料集，是INPA 長期以來為了增加本身
研究典藏的存取而在數位化、基礎建設以及資料
發布的發展上投注許多承諾和投資的象徵。

中國科學院
中國科學院的生物多樣性委員會已透過GBIF.org
發布其歷史性植物典藏的一部分，此資料集包含
163,199筆雲南各地物種出現紀錄；位於中國西南
方的雲南省是中國的生物多樣性熱點之一。這些
資料是中國科學院自2013年10月加入GBIF 全球網
絡成為副會員以來，首度發布的資料。

Pleurospermum arometicum模式標本，由蘇格蘭植物
學家George Forrest於1910年採集於雲南麗江。 
圖片提供者：中國科學院

 閱讀完整新聞報導

哥倫比亞
森林與濕地基金會(Fundación Bosques y 
Humedales)與哥倫比亞生物多樣性資訊系
統 (SiB)合作，發布了Magdalena-Cauca 盆
地2,000多筆變色鴨嘴鯰(Pseudoplatystoma 
magdaleniatum)紀錄。這些資料能幫助大家開始
瞭解這個新描述的特有種；做為牠們棲地的盆地
是位於安地斯山脈和加勒比海兩個豐饒的生態系
統裡。

SiB並認可由哥倫比亞教育暨科技大學
(Universidad Pedagógica y Tecnológica of 
Colombia)的Luis Gonzalo Andrade 自然史博物
館發布1,200筆甲蟲紀錄，這些初步發布的資料僅
代表博物館內標本的一小部份，約40%屬於鞘翅
目。

http://www.sibbr.gov.br/
http://www.sibbr.gov.br/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f1aa16c-ac1f-4e25-95fa-70bd71b7a0b4
http://www.gbif.org/publisher/4f1aa16c-ac1f-4e25-95fa-70bd71b7a0b4
http://www.gbif.org/dataset/eb521f93-d62d-4332-a5f0-989ed94d9cc4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0d9c91a-0f83-4819-bf7e-bb5e1184eb6b
http://www.gbif.org/publisher/c0d9c91a-0f83-4819-bf7e-bb5e1184eb6b
http://www.gbif.org/dataset/d9309bc6-e48c-4a92-a0a5-cb538a8096cd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2fa5b68-3ebf-4845-abc5-f456d251386f
http://www.gbif.org/dataset/1b412457-43cf-4a6f-b5c2-7acf01be5977
http://www.gbif.org/page/2952
http://www.gbif.org/page/2952
http://www.gbif.org/page/310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e174384d-ee9a-4ed8-b4f4-0ec3a8fa5e3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e174384d-ee9a-4ed8-b4f4-0ec3a8fa5e39
http://www.sibcolombia.net/
http://www.gbif.org/dataset/a77fe17a-6678-4996-b998-206c7c8430b3
http://www.gbif.org/dataset/a77fe17a-6678-4996-b998-206c7c8430b3
http://www.gbif.org/dataset/a77fe17a-6678-4996-b998-206c7c8430b3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d3f9c5f-5021-45a3-a7c4-3e64895f6f79
http://www.gbif.org/publisher/ad3f9c5f-5021-45a3-a7c4-3e64895f6f79
http://www.gbif.org/dataset/c59e89fc-2fec-4fd8-8c3c-073843eb6441
http://www.gbif.org/dataset/c59e89fc-2fec-4fd8-8c3c-073843eb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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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
丹麥節點DanBIF 協助發布了經由公民科學家為
丹麥自然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Denmark)所採集的資料集。一群兒童、大人、
學生和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於一天當中，在哥本
哈根中部的Østre Anlæg公立公園進行Bioblitz活
動，他們共同採集了582筆紀錄 ；經博物館的研
究人員和專家學者鑑定出342個物種，並登錄於
專門為此建立的註冊系統中。

德國
波昂的德國脊椎動物資料 節點Alexander Koenig
動物研究博物館，已發布1900年迄今150,000多筆
的蝙蝠繫放紀錄。

FLORIVON 資料集包含Ophrys 屬51筆出現紀錄；Ophrys
屬也稱為「蜜蜂蘭，bee orchids」。 
圖片版權聲明：© 2011 Jurgen Rotteveel

荷蘭
荷蘭植物研究資金會(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Botanical Research, FLORON)已發布FLORIVON 
資料集，包含將近600,000筆維管束植物的觀察紀
錄。這些資料主要來自於1901至1949年間的全國
性普查；當更多的紀錄被數位化之後，資料集即
會更加龐大。

美國
北卡州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一個資料集，原來
有來自4個典藏的85,000筆資料，如今已快速擴
充為包含來自8個典藏216,000筆標本紀錄。

網絡新聞
愛爾蘭的BioBlitz 2014突顯NBDC的公民
科學拓展成果
愛爾蘭一年一度的BioBlitz於5月23-24日舉行，
由國家生物多樣性資料中心召集了200多位科
學家和記錄員，分散在愛爾蘭島上四個不同地
點，看哪一個地點能在24小時的時間記錄到最
多的物種。BioBlitz是全歐洲規模最大的這類型
活動，提供公民科學家和專業人士一個互相交
流和交換技能的寶貴機會。

愛爾蘭北部Antrim郡Glenarm Estate的志工登
錄了1,116筆物種紀錄，超過Dublin郡的Howth 
Head、Kerry郡的Derrynane 的國家歷史資產和
Galway郡的Clonbur/Cong 森林等三個地點。
BioBlitz 活動利用由資料中心研發的動態即時
紀錄系統(dynamic real-time record capture 
system)，將資料在網路上提交和管理，方便
愛爾蘭的公民科學網絡運作。此系統至目前為
止，已從民眾取得80,000多筆的紀錄。

 詳情請見BioBlitz 2014 報導
 詳情請見NBDC提交物種紀錄

GBIF挪威節點徵求謄寫標籤志工 
GBIF挪威節點在奧斯陸自然歷史博物館植物園
的200週年紀念會中，發起一項新的公民科學群
眾外包活動，邀請志工們協助謄寫博物館內大
量非洲地衣標本的標籤。

 參加非洲地衣志工活動

http://danbif.dk/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e7df380-8356-4533-bcb3-5459e23c794e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e7df380-8356-4533-bcb3-5459e23c794e
http://www.gbif.org/dataset/2fce3ac5-5bd1-4c11-82c8-68bfb937399a
http://www.gbif.org/publisher/6e1cad80-bdf5-11d8-84ea-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publisher/6e1cad80-bdf5-11d8-84ea-b8a03c50a862
http://www.gbif.org/dataset/c5c2542c-408f-442f-97d0-3a97562fe5ec
http://www.gbif.org/dataset/c5c2542c-408f-442f-97d0-3a97562fe5ec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d08e940-df21-45b4-9d17-1eff118907ff
http://www.gbif.org/publisher/2d08e940-df21-45b4-9d17-1eff118907ff
http://www.gbif.org/dataset/20e3fcbb-c285-49ee-a93d-cc6ccd06ca9e
http://www.gbif.org/dataset/20e3fcbb-c285-49ee-a93d-cc6ccd06ca9e
http://www.gbif.org/publisher/69e7f900-ed5b-11dd-ac7e-b8a03c50a862
http://www.biodiversityireland.ie/
http://bioblitz.biodiversityireland.ie/
http://records.biodiversityireland.ie/index.php
http://gbif.no/tran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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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節點會議
GBIF 的2014年工作計畫包括贊助區域性節點會議
的舉辦，以促進網絡的共同計畫目標。GBIF 的6
個區域中，已經有4個地區舉辦了2014年的節點
會議，而拉丁美洲的會員們則是預計於2014的
下半年在巴西的Petrópolis開會。以下是最近舉
行過的非洲、亞洲、歐洲和北美洲區域會議的摘
要。

非洲GBIF 
13個非洲會員已於7月時參加在貝南共和國
Cotonou舉辦的第五屆非洲節點會議。會議獲得
Abomey-Calavi 大學農業科學院、GBIF貝南節點
和貝南環境部的支持，緊接著在第一屆GBIF 非洲
科學委員會大會以及第三屆「非洲政策相關生物
多樣性資料流通」的區域合作工作坊之後舉行(請
見第7頁)。
與會者先是報告資料回歸、外來入侵種和都市生
物多樣性等新計畫，再討論之前通過的9個資料流
通區域優先計畫，並建立邁向共同目標的合作協
議。節點人員概述因應GBIF 相關活動而需建立的
非洲協調機制和需採取的步驟，並指定負責人員
確保參與活動、資訊學研究和相關內容的進度，
以使非洲進行的工作與GBIF 策略性計畫一致。

亞洲GBIF
由GBIF的日本 節點 JBIF負責和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贊助主辦的第五屆亞洲區域節點會議在日本茨
城縣筑波市(Tsukuba)召開。
8個參與節點和1名觀察員探討目前區域科學計
畫的最新進度。第一個計畫將利用亞洲地區最全
面性的名錄資料庫之一的FishBase來改善亞洲地
區海洋與淡水魚類的紀錄文檔；將先以東南亞國
協(ASEAN)國家、他們的方言和物種出現紀錄為
主。

第二個計畫將同樣先以東南亞國協國家為主，目
的在於促進入侵種和紅皮書物種名錄資料的流
通。雖然這項工作可能需要外界的分類學家幫
助，亞洲節點預期能透過資料分析、資料比較和
其他資訊學的技術和程序自給自足。他們並將與
GBIF 秘書處合作，以改進GBIF的分類學主要架

構，並增進國家名錄的比較與同步化服務(如錯誤
名稱的修正)。
會議中並舉行投票，投票結果為：由日本節點 
的Tsuyoshi Hosoya 博士接任亞洲區節點代表，
台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TaiBIF)的王豫煌博
士為副代表。卸任的是亞洲生物多樣性中心的
Sheila Vergara 博士以及國際山區整合發展中心
(ICIMOD)的Nakul Chettri博士；GBIF 網絡感激
Vergara 和Chettri所做的貢獻。

歐洲GBIF
來自24個GBIF會員的40名人員於4月6日參加在
布魯塞爾舉行的第6屆歐洲節點會議，此會議由
比利時生物多樣性平台和比利時聯邦科學政策辦
公室共同資助。與會者不僅分享了幾個跟歐盟有
關的計畫和倡議，同時也分析了一些之前在入侵
淡水種資料流通、節點入口網工具(Nodes Portal 
Toolkit)和導師計畫合作等區域性和全球性的合作
經驗。

節點管理者和工作人員也確定了歐洲地區的優先
事項，包括與東歐的可能新成員接觸以增加GBIF
的涵蓋範圍、通過大規模的數位化讓資料流通以
縮小此區的資料缺口、以及連結整個歐洲大陸的
其他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倡議。某些節點已同意共
同致力於歐洲森林和植被資料的發布以支援歐洲
環境機構(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北美GBIF
北美地區在加拿大Guelph舉行第四屆區域會議，
由國際生命條碼聯盟(International Barcode of 
Life)和安大略生物多樣性研究院(Biodiversity 
Institute of Ontario)支援。與會者在會場或透過
網路的參與，探討目前進行中計畫的相關新聞以
及北美地區管理模式的調整是否可以促進未來的
區域性合作。其他會談主題包括：名古屋議定書
(Nagoya Protocol)對典藏和資料版權可能造成的
影響、每筆紀錄需要其各自的識別碼、以及經由
GBIF納入其他資訊(如遺傳學資料和樣本資料)的
模式與機制。

北美地區的節點同時繼續選出Bob Hanner擔任接
下兩年的北美地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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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會員具體規劃一件促進生物多樣性資
料流通的企劃案
20多位非洲專家學者於7月1日在貝南Cotonou
的 Pantagruel 飯店開會，設計一套培訓課程和
一件企劃案，以期流通與政策相關的生物多樣性
資料。此培訓工作坊是在GBIF 非洲科學委員會
(2014年6月30日)與GBIF非洲節點會議(2014年7月
2-4日)之間舉辦。
工作坊是由南非國家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SABIF)
籌劃，是促進非洲與政策相關之生物多樣性資料
流通計畫一系列工作坊的第三場，由JRS 生物多
樣性基金會(JRS Biodiversity Foundation)資助，
將GBIF 的非洲會員們結合一起。計畫的目標在
於發展並落實非洲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的策略方
針，同時強化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區域性合作和
能力。

工作小組試圖設計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訓練課程的
實用要素，希望能緩解長久以來不足的能力，並
簡化「資料–科學–政策價值鏈」。會議議程並包
括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保育監測中心(UNEP-
WCMC)Nadine Bowles-Newark 的演講，最後更
由學員們討論在2015年舉辦一個大型非洲資料–
科學–政策研討會的可能性。

貝南啟用國家資料來源
GBIF的貝南節點與哥斯大黎加的國家節點(InBio)
密切合作，建立一個展示以GBIF為媒介資料的、
單一來源的全新國家入口網。gbif-benin.org是根
據節點入口網工具入門(NPT Startup)利用Drupal
執行，並獲得JRS 生物多樣性基金會的支持。

BGBM啟動生物多樣性資料註解系統
Berlin-Dahlem植物園暨植物標本館(BGBM)已釋
出一套新系統，讓使用者能在網路上加入生物多
樣性資料方面的留言。

AnnoSys註解資料庫(AnnoSys annotation data 
respository)讓使用者可以辨識出現紀錄的錯誤
和遺漏 之處，並提出更正。對每一筆含有註解的
紀錄，AnnoSys資源庫會保留原始紀錄和新增註
解，兩者透過永久識別碼連結。這些紀錄可以透
過AnnoSys 使用者界面和網頁服務界面存取。
AnnoSys 已整合並放入Berolinense 虛擬植物
標本館、歐洲生物多樣性資料SYNTHESYS入

口網和歐洲分類學研究中心標本探測者(EDIT 
Specimen Explorer)。

語言小組消息：法、西、葡萄牙語
之前共同翻譯社群諮詢到不同語言的工作，附
帶產生了一個好效應：建立最常見GBIF和生物
多樣性資訊學詞彙的法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
語術語表。

雖然術語表還在建構之中，卻已經減化了GBIF 
網絡成員以不同語言溝通的過程；對此秘書處
人員衷心感激對這個工作做出如此寶貴貢獻的
社群成員。

 詳情請見英法GBIF術語對照表
 詳情請見英西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術語對照    

 表
 詳情請見英葡生物多樣性資訊學術語對照 

 表

全球海洋物種分布模型和視覺化資料集

全球海洋環境資料集(Global Marine 
Environment Datasets, GMED)是為了現在、過
去和未來海洋環境條件而匯集的全球氣候、生
物和地球物理環境層資料。

GMED的資料涵蓋從海洋表面至最深層環境層
的廣泛範圍，並提供標準化、可即時使用的資
料集，具高空間解析度的均勻空間延長(5 弧分
(arc-minute)，赤道附近約9.2 公里)。 

http://www.sanbi.org/
http://www.sanbi.org/node/8647
http://www.sanbi.org/node/8647
http://jrsbiodiversity.org/
http://gbif-benin.org/
http://gbif-benin.org/
http://www.gbif.org/capacityenhancement/npt
http://jrsbiodiversity.org/
http://www.bgbm.org/
http://www.gbif.de/annosys-online-en
http://www.gbif.de/annosys-online-en
http://ww2.bgbm.org/herbarium
http://ww2.bgbm.org/herbarium
http://search.biocase.org/europe/index
http://search.biocase.org/europe/index
http://search.biocase.org/edit
http://search.biocase.org/edit
http://community.gbif.org/pg/pages/view/42560/glossaire-anglais-franais-pour-les-termes-utiliss-par-le-gbif
http://community.gbif.org/pg/pages/view/42527/diccionario-ingls-gt-espaol
http://community.gbif.org/pg/pages/view/42527/diccionario-ingls-gt-espaol
http://community.gbif.org/pg/pages/view/42619/glossrio-ingls-portugus
http://community.gbif.org/pg/pages/view/42619/glossrio-ingls-portu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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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Leigh 海洋研究室的 Mark 
Costello(兼GBIF 科學委員會副主席)表示：「研
究人員能將以GBIF為媒介的資料在這些環境層
上製圖，很快就能將物種發布的環境因子視覺
化。」他又說：「MaxEnt和其它物種分佈模型軟
體也能輸入GMED，藉以預測一個物種的地理範
圍以及一個引進種會在什麼地區找到適合生長的
條件。」

 詳情請見全球海洋環境資料集

相關機會
BeBIF職缺 
做為GBIF比利時國家節點的比利時生物多樣性平
台(BeBIF)目前有兩個職缺，一個全職、一個兼
職。BeBIF 是以布魯塞爾為基地的科學–政策界
面，提供從事生物多樣性研究的科學家和政策決
策者的各項服務。

 詳情請見生物多樣性科學–政策溝通之科學 
 人員(全職)

 詳情請見科學–政策界面議題之生物多樣性 
 專家(兼職)

CESAB   徵求計畫申請
提供經費給高層次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的生物多
樣性綜合暨分析中心(Center for Synthesis and 
Analysis on Biodiversity, CESAB)，目前開放一年
一度徵求的研究計畫申請。

CESAB是法國生物多樣性研究基金會(French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on Biodiversity)經營的
一個倡議，提供資金支持專家小組所需的資源和
基礎建設，使他們能分享資料集和進行有關生物
多樣性概念的深入研究。計畫通常會獲得三年的
經費，但是不能有收集新原始資料的需求。初選
階段的申請截止日期是2014年9月16日。

 詳情請見計畫書申請事宜(英文)

人事異動
秘書處數月來新聘了三名人員，近期內將增聘另
外兩位。

Siro Masinde博士將於
9月初加入秘書處，成
為新的內容流通計畫人
員。Masinde不僅是肯
亞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s of Kenya)的
資深研究科學家，也曾
經擔任過博物館植物部
門的主任；此博物館
包括東非植物園(East 
African Herbarium)
和奈洛比植物園(Nairobi Botanic Garden)。
Masinde擁有豐富的數位化和資料庫經驗，曾經
擔任過JSTOR/ITHAKA的非洲地區主持人，協助
全球植物倡議(Global Plants Initiative)的發展。

Dmitry Schigel 博
士將於10月中加入
擔任內容分析與利
用的計畫人員。
Schigel是俄羅斯
人，目前是芬蘭赫
爾辛基大學真菌學
的兼職教授(講師)，
同時也是芬蘭自然
史博物館(GBIF的芬
蘭國家節點)資訊與
通訊科技團隊(ICT 
team)的分類學計畫

主持人，並為赫爾辛基大學關聯族群研究小組
(Metapopulation Research Group)運作一個朽木
菌研究計畫。

此外，Maheva Bagard Laursen 也加入了GBIF 
，在Sampreethi Aipanjiguly 產假期間，暫代
其訊息發布人員的職位，直到2015年2月為止。
Maheva 曾在歐洲和中國任職於傳播、建立關係
網絡和計畫管理等部門，最近也曾於歐洲環境署
(EEA)擔任拓展傳播顧問。未來這幾個月期間，
Maheva將是提供GBits新聞建議的聯絡人，她的
電子信箱是 mblaursen@gbif.org ，Skype 帳號
是mahevalaursen。

http://gmed.auckland.ac.nz/
http://biodiversity.be/2690
http://biodiversity.be/2690
http://biodiversity.be/2687
http://biodiversity.be/2687
http://www.cesab.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Itemid=105&lang=en
http://www.museums.or.ke/
http://www.museums.or.ke/
http://www.museums.or.ke/content/view/116/83/1/4/
http://www.museums.or.ke/content/view/116/83/1/4/
http://www.museums.or.ke/content/view/116/83/1/1/
http://www.jstor.org/
http://plants.jstor.org/
mailto:mblaursen@gbi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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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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e Copas 於五月開始
擔任秘書處的科學撰稿
人員，他主要負責GBIF.
org和其他通訊平台內容
的撰寫，以及草擬和領
導GBIF 傳播策略的落
實。Copas在生物多樣
性保育和永續領域擁有
豐富的經驗；過去7年，

他在GBIF副會員的美國機構NatureServe擔任內
容、通訊和策略方面的工作。Copas的電子信箱
是 kcopas@gbif.org，Skype 帳號是kylecopas。

最後一位新進人員是
Marlene Dalsgaard 
Nielsen，她於3月1日成
為秘書處的行政助理。
Nielsen曾在哥本哈根的
外交部受過訓練，並在
倫敦的丹麥皇家大使館
(Royal Danish Embassy)
和歐洲藥物管理局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任職，
她的上一份工作是在哥
本哈根的諾和諾德藥
品公司(Novo Nordisk)。Nielsen的電子信箱是
mdnielsen@gbif.org 。

近期活動
會議與研討會
北極圈研究科學委員會(SCAR) 2014年開放科學
會議
紐西蘭．奧克蘭：2014年8月27-28日

第四屆拉丁美洲GBIF節點會議
巴西．里約熱內盧：2014年9月1-3日

2014年長期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與認知研究
網絡(ALTER-Net)暑期課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
系統服務之跨領域觀點
法國．Peyresq：2014年9月3-13日

GB21：第21屆GBIF理事會
印度．新德里：2014年9月16-20日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2次COP 大會
韓國．Pyeongchang：2014年10月3-17日

2014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研討會(2014 TDWG 
Conference)
瑞典．Jönköping：2014年10月27-31日

IUCN 世界公園大會
澳洲．雪梨：2014年11月12-19日

第二屆國際海洋研究研討會
西班牙．巴塞隆納：2014年11月17-21日

北極圈生物多樣性大會(Arctic Biodiversity 
Congress)
挪威．Trondheim：2014年12月2-4日

培訓課程
運用Marxan 軟體規劃空間保育
西班牙．Els Hostalets de Pierola：2014年8月
18-22日

生物多樣性診斷課程
貝南．Cotonou：2014年9月1-9日 

http://www.gbif.org/
info@gbif.org
http://www.gbif.org/newsroom/newsletter
mailto:kcopas@gbif.org
mailto:mdnielsen@gbi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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