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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入口網站推出新功能
新版GBIF 入口網站啟動之後，經由GBIF存取的出
現紀錄已開始提供更豐富的資訊。

GBIF 最近採用新的流通技術(distributed 
technologies)可以同時使用多個伺服器，因而入
口網能夠從詳盡的出現紀錄頁面中存取更多的資
訊欄位。

達爾文核心集(Darwin Core standard)共計有150
條術語，舊版的入口網站僅能展示其中的30條，
但使用者現在已能存取發布者提供的其他詳細資
料，包含採集方法、採集者姓名和田野筆記。

舉例來說，由愛丁堡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 in Edinburgh)發布的plum-fruited yew出現
紀錄，提供智利採集棲地的詳細描述；另一個展
示堪薩斯植物標本館地衣標本的網頁，提供記錄
者姓名和土壤情形資訊，以及標本採集地點其他
資訊。

所有已發布的出現紀錄，目前都可以下載相關的
「新增」內容。

過去一年中許多使用者要求的一個檢索功能，是
能以「模式地位」搜尋出現紀錄。「模式」指的
是一個物種以之命名的實體標本，保存於某博物
館或植物標本館內；此資訊對於分類學研究人員
而言極為重要。目前GBIF出現紀錄的搜尋頁面已
可使用此篩選功能，譬如「標記為正模式標本的
紀錄」查詢。

此為入口網準備將資訊的提供做某些改進的第一
階段。未來數週內將推出入口網站的第二階段更
新，讓使用者能瀏覽影像，並存取與出現紀錄相
關的聲音和影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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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發布
分類學研究資料即時發布
一個新的精簡系統將分類學研究與經由GBIF 和其
他網絡發布的開放資料連結，使研究人員和民眾
都能即時存取與新物種發現相關的基本資料。

鑑於許多支持研究結論的「小量資料(small 
data)」往往在文章於學術期刊發表後的數年內即
缺失，因此由GBIF和Pensoft出版商合作的這個計
畫，可為發現和保存這些小量資料的工作鋪路。

新推動的合作計畫第一個例子是：生物多樣性
資料期刊(Biodiversity Data Journal)發表了一篇同
儕審查的文章，介紹一個蜘蛛新種(Crassignatha 
danaugirangensis)。該新種是一個月前才在婆羅
洲的一個戶外學習課程中發現，並在現場透過
衛星做其描述。當期刊刊登新種論文的同時，
蜘蛛的田野出現地點資料已由GBIF自動彙集，並
將影像和物種描述等其他資料匯至生命大百科
(Encyclopedia of Life, EOL)。

閱讀完整文章……

葡萄牙首次發布資料文章
葡萄牙的研究人員首次以GBIF所分享的生物典藏
資料為基礎，發布資料文章。Miguel Monteiro
及其同事共同於Zookeys 期刊發表一篇文章，
介紹國家節點里斯本的熱帶研究所(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 Tropical)安哥拉鳥類典藏
資料。熱帶研究所是葡萄牙的國家節點機構，
共計藏有1,560個鳥類標本，包含受威脅的肉
垂鶴(Grus carunculata)與安哥拉黑鵙(Laniarius 
amboimensis)等161個物種和361個亞種。

資料文章是用來介紹一個或數個資料集的後設資
料文件，發表於同儕審查的學術期刊，可供人搜
尋檢索。

新資料
貝南共和國
貝南共和國GBIF 節點已發布超過10,000筆該國
植物普查紀錄，資料集包含紅紫丁香(Burkea 
Africana)、非洲樺木(Anogeissus leiocarpa)、刺
蝟紫檀(Pterocarpus erinaceus)等文化經濟重要物
種。非洲樺木是人們用來製作馬里共和國的泥染
布料的其中一種植物，而刺蝟紫檀則能提供醫療
用途。

貝南共和國GBIF 節點亦發布Bonou & Itchèdèm 與
Pobè森林的樹種名錄，這兩處森林皆位於貝南共

和國的東南部，目的在於收集更多資訊，達成森
林的永續經營管理。

臺灣
GBIF的臺灣節點已發布超過100,000筆植物標本
紀錄的資料集，包含玉山龍膽(Gentiana scabrida 
Hayata)、台東蘇鐵(Cycas taitungensis)、溪頭秋
海棠(Begonia chitoensis)、紅斑松蘭(Gastrochilus 
fuscopunctatus)等植物，紀錄時間可追溯至1895
年，資料取自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系標本館典藏。
此標本館典藏的維管束植物約佔台灣的95%，收
藏的260,000筆標本大部分已經被數位化處理。

玉山龍膽(Gentiana scabrida Hayata) 廖俊奎/攝 CC-BY-NC

捷克共和國
布拉格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in Prague)已
成為捷克共和國內首次透過GBIF 發布資料集的機
構，所收藏的56,300 筆紀錄包含植物、昆蟲、真
菌、動物和古生物學典藏資料。雖然捷克共和國
尚未成為GBIF 會員國，但博物館仍獲歐洲分類
學機構聯盟(Consortium for European Taxonomic 
Facilities, CETAF)認可為合格的資訊發布機構，
且典藏資料也透過歐洲生物典藏品檢索服務
(Biological Collection Access Service for Europe)而
有所流通。

荷蘭
阿姆斯特丹市已從該市港口區域所進行的都市魚
類監測計畫中，發布8,900筆紀錄。由阿姆斯特市
從事商業性捕捉鰻魚的Piet Ruijter進行魚類的生
物多樣性調查， Ruijter 從15歲以來，就已經在該
市的水域中捕魚，調查時，他使用的是平常即用
來捕捉鰻魚的待袋網，是一個圓錐狀的魚籠，以
一端的鐵環作為閉合的開關。

http://biodiversitydatajournal.com/
http://biodiversitydatajournal.com/
http://dx.doi.org/10.3897/BDJ.2.e1076
http://dx.doi.org/10.3897/BDJ.2.e1076
http://www.gbif.org/dataset/6a771467-656b-44c2-b48e-53e27681f9de
http://eol.org/pages/39660477/overview
http://eol.org/
http://eol.org/
http://www.gbif.org/page/3071
http://dx.doi.org/10.3897/zookeys.387.6412
http://www2.iict.pt/
http://www2.iict.pt/
http://www.gbif.org/dataset/0eac2479-e5d8-4e9d-bc7d-9dc689c159d5
http://www.gbif.org/dataset/0eac2479-e5d8-4e9d-bc7d-9dc689c159d5
http://www.gbif.org/dataset/826b42a2-5794-4c97-97ce-4b2dfd218a1c
http://www.gbif.org/dataset/e1fc23b5-0ef7-4510-8026-67a83305d1d9
http://www.gbif.org/dataset/29d56be4-2b76-4a05-887d-633a3c6a9a83
http://www.gbif.org/dataset/29d56be4-2b76-4a05-887d-633a3c6a9a83
http://www.nm.cz/
http://www.gbif.org/publisher/17e8fde5-9144-49c8-a893-87138e95b0b7
http://cetaf.biodiv.naturkundemuseum-berlin.de/index.php
http://cetaf.biodiv.naturkundemuseum-berlin.de/index.php
http://cetaf.biodiv.naturkundemuseum-berlin.de/index.php
http://www.biocase.org/
http://www.biocase.org/
http://www.nlbif.nl/nl/projecten/amsterdamse-havenvissen-als-open-data?destination=nlbif-projects
http://www.nlbif.nl/nl/projecten/amsterdamse-havenvissen-als-open-data?destination=nlbif-projects
http://www.gbif.org/dataset/ebbe25bd-c0ce-4c14-9608-3a55fed82620
http://www.vismetpiet.nl/Over_Pi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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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巴塞隆納植物園(Barcelona Botanical Garden)已
從其種子銀行發布近3,000筆紀錄，作為地中海
植物群保育的諮詢資源中心，大多數資料來自於
南歐、北非與中東，其餘有些則來自於澳洲、智
利、美國和南非。

同樣來自於巴塞隆納的貢獻，包含保育計畫評
估期間所發布的資料：自然歷史博物館(Natural 
History Museum)所發布的資料集，以及位於加泰
隆尼亞區，與地中海岸平行的Serralada Litoral山
脈自然保護區(Natural Park of Serralada Litoral)所
發布陸域軟體動物觀察紀錄。

伊比利半島北部的研究人員採集了9,000筆地衣紀
錄，交由位於西班牙西北部的萊昂大學植物標本
館(Herbarium at the University of León)發布。

法國
法國國家農業技術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 INRA)已發布2 份農業研
究的資料集。

INRA 擁有重要的地中海地區原生豆科苜蓿屬
(Medicago)植物典藏，而其中一份資料集的主要
是蒺藜苜蓿(Medicago truncatula ，或稱為barrel 
clover)的標本紀錄，是一種用於染色體研究的物
種，其他物種包含苜蓿屬的Medicago littoralis和
Medicago tornata。

第2份資料集的內容，包含INRA 保存於試管裡面
的馬鈴薯(Solanum tuberosum)幼苗，或田裡出產
的塊莖，現在已能作為遺傳資源使用。這些活標
本來源主要是法國以前培育的馬鈴薯作物，由
INRA 研究人員或法國的種子公司的培育者所採
集。

法國同時也發布了若干具歷史重要意義的紀錄，
包括位於法國中部克雷盟-費洪(Clermont Ferrand)
的Henri-Lecoq博物館2份資料集，一份包括1970
年至1913年採集的薔薇科(Rosaceae)標本，另
一份資料集由採集自19世紀中期的淡水軟體動
物紀錄組成。史特拉斯堡動物博物館(Zoological 
Museum of Strasbourg)亦發布19世紀採集的海綿
動物紀錄資料。

德國
萊布尼茲微生物與細胞培育中心(Leibniz Institute 
DSMZ)已發布6,900筆黏液細菌(myxobacteria)紀
錄。黏液細菌是一群棲息於土壤中的生物，以不
可溶有機質為主要食物來源，中心的典藏組成包
含7,000類型的細菌。

哥倫比亞
國際熱帶農業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已發布中心記載於1975 至
2012年間的1,500筆草食性蟎紀錄。

有些木薯單爪蟎屬(Mononychellus)的物種被視為
木薯的害蟲，而木薯卻是許多熱帶地區的主食
作物。資料集的內容包括以觀測和標本為主的
出現紀錄，多數來自於該屬的南美洲原生地，
其他資料則分別取自於6個南美洲國家、4個非
洲的國家，以及2個亞洲國家。

亞歷山大馮洪堡研究學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Institute)已發布2,700 筆高山稀疏草原
(páramo )地形動植物紀錄。高山稀疏草原是一
種中南美洲特有的高山凍原生態系，上述的資
料採集自哥倫比亞西南部的Sotará行政區，計畫
目的在於繪製出未受保護的生物多樣性豐富地
區。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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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ror 生物聲學實驗室(Borror Laboratory 
of Bioacoustics)的鳥類、動物和昆蟲所錄製的聲
音，發布42,700 種觀測紀錄，該實驗室擁有全
世界數一數二的動物聲音資料庫。

加拿大
亞伯達大學維管束植物標本館(University of 
Alberta Vascular Plant Herbarium)已從其中超過
半數所收藏的標本中發布69,000筆紀錄。雖然這
些資料大多來自世界各地，主要來源仍是亞伯
達和北極的西部地區。

Pensoft Publishers 
GBIF 已分享了經由分析17個保存於北美的
Megophthalmidia屬物種檔案所取得的資料紀
錄，包括了8個新種 。關於物種相關描述可參酌
ZooKeys 期刊發布的其中一篇同儕審查文章。
Megophthalmidia屬屬於蕈蚋科，主要包括真菌
蚋。真菌蚋得名自因將幼體產在植物根部或真
菌的習慣，且有助於真菌進行分解作用。

網絡新聞
「特徵資料庫」啟動 
生命大百科(The Encyclopedia of Life, EOL)已推出
「特徵資料庫(TraitBank)」的新服務。特徵資料
庫是一個典藏資料庫，可搜尋生命大百科資料

http://w110.bcn.cat/portal/site/MuseuDeCiencies/menuitem.a5e780716128291a1b69d9d1387409a0/?vgnextoid=0000000418870099VgnV6CONT00000000000RCRD&lang=en_GB
http://www.gbif.org/dataset/c3937703-e166-402a-9826-556206aaa1f4
http://w110.bcn.cat/portal/site/MuseuDeCiencies
http://w110.bcn.cat/portal/site/MuseuDeCiencies
http://www.gbif.org/dataset/ab51623c-d96f-4b94-a94b-d2cfaf240d7c
http://www.gbif.org/dataset/2a89fac8-e079-419e-8883-70a4cd9c25e1
http://www.gbif.org/dataset/2a89fac8-e079-419e-8883-70a4cd9c25e1
http://herbarioleb.unileon.es/index.htm
http://herbarioleb.unileon.es/index.htm
http://www.inra.fr/
http://www.inra.fr/
http://www.gbif.org/dataset/d74a4963-4f71-45a5-82ca-1d81d1ce4321
http://www.gbif.org/dataset/d74a4963-4f71-45a5-82ca-1d81d1ce4321
http://www.gbif.org/dataset/1fa7b6d4-01c7-4fcb-a67d-f245854ebb5e
http://www.clermont-ferrand.fr/-Museum-Henri-Lecoq-41-.html
http://www.gbif.org/dataset/c050578a-1473-49ed-b7b7-c9a9d5da34fa
http://www.gbif.org/dataset/7c11bdec-5c4f-4f3f-9c62-2ce2b7285ac7
http://www.gbif.org/dataset/7c11bdec-5c4f-4f3f-9c62-2ce2b7285ac7
http://www.musees.strasbourg.eu/index.php%3Fpage%3Dmusee-zoo-en
http://www.musees.strasbourg.eu/index.php%3Fpage%3Dmusee-zoo-en
http://www.gbif.org/dataset/6cdfe092-cd6a-4f80-8d21-523c9f4a75e8
http://www.gbif.org/dataset/6cdfe092-cd6a-4f80-8d21-523c9f4a75e8
http://www.dsmz.de/
http://www.dsmz.de/
http://www.gbif.org/dataset/6d837ace-1934-492b-bbfa-b3ef4a01f007
http://www.gbif.org/dataset/6d837ace-1934-492b-bbfa-b3ef4a01f007
http://ciat.cgiar.org/
http://ciat.cgiar.org/
http://www.gbif.org/dataset/785cf038-7b79-4c2f-9e9e-eb940fcd4c0c
http://www.gbif.org/dataset/5152f65f-ec13-4847-a02e-3cb454ae6dd5
http://www.gbif.org/dataset/5152f65f-ec13-4847-a02e-3cb454ae6dd5
http://mbd.osu.edu/
http://mbd.osu.edu/
http://blb.osu.edu/
http://blb.osu.edu/
http://www.gbif.org/dataset/f11db245-3f9f-4fc6-a0cc-12b4124d081b
http://www.gbif.org/dataset/2429287b-ef65-4cfd-afcc-11cc3ba95cca
http://www.gbif.org/dataset/33fdde8c-6db5-452a-8e98-c7673f73312e
http://www.gbif.org/dataset/33fdde8c-6db5-452a-8e98-c7673f73312e
http://www.pensoft.net/journals/zookeys/article/6913/the-megophthalmidia-diptera-mycetophilidae-of-north-america-including-eight-new-species


GBits

4

庫中物種的特徵、測量數值、交互作用和其他屬
性。特徵資料庫擁有272,000個分類群的250種屬
性資料，共有300多萬筆紀錄。

詳情請見……

OpenUp! 促進160萬多媒體物件流通
歐盟的OpenUp!計畫自啟動之後的三年內，就
已促進超過160萬筆與自然史物件相關的多媒體
物件的流通與存取，且能透過歐洲數位圖書館
Europeana 存取。Europeana 的資料建立奠基於
BioCASe 以及GBIF 工具，而上述資料的流通，使
OpenUp!計畫成為Europeana前十大資料提供者之
一。

OpenUp!的其中一個特色，是俗名搜尋功能，目
前維管束植物已增加27種以上不同語言的俗名新
增的後設資料功能，使自然歷史的內容更能在語
言意義上與其他領域連結，並且使典藏物的存取
操作更加簡易。

OpenUp! 已於今年2月20-21日，於斯洛伐克的首
都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舉行今年的第三次與
最後一次年度會議，包含以虛擬是界的典藏為題
的研討會，以及探討相關智慧財產權議題的工作
坊，會中特別強調OpenUp!的其中一份文件「關
於自然歷史物件的智慧財產權問題與解答」(IPR 
problems and solutions for the domain of natural 
history objects)。

OpenUp!計畫從2011年開始，至2014年結束，歷
時3年，是歐洲分類學機構聯盟(CETAF)成員以及
許多歐洲GBIF 節點所發起的計畫。CETAF 確信，
即使計畫結束，OpenUp!也仍會持續提供多媒體
資料內容給 Europeana使用與流通。

基因體入口網站白皮書已發布
全球基因體生物多樣性網絡(Global Genome 
Biodiversity Network, GGBN)的白皮書已發布。

GGBN 成立於2011年，是GBIF的合作夥伴，透過
GGBN資料入口網站，達成生產紀錄完整且經過
驗證的高品質典藏資料的目標。這些高品質的資
料包含生物多樣性的DNA 或組織樣本，供生物多
樣性資料庫的網絡社群的研究人員搜尋。GGBN
資料入口網站連結了分佈於全球各地的資料庫，
且彌合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自然歷史典藏、組織
銀行、DNA 銀行、文化典藏）與序列資料庫、研
究成果三者之間的鴻溝與差距。另外，目前透過
GBIF 分享的，還包含了所有的基礎標本資料。

西班牙節點舉行GBIF 新入口網站工作坊
西班牙GBIF節點於2014年3月5日舉行的供工作坊
中介紹GBIF新的入口網站新推出的諸多功能，包
括提高分享資料的國家與機構的可見性、改善搜
尋和製圖功能、展示資料庫的活動與統計數據資
訊、解除下載限制、即時檢索、以及利用網站服
務建立資料搜尋基礎，並特別強調各種API介面帶
來的不同可能性。 

活動共16人參加，線上直播的觀看人次約100人
以上，並即時透過推特(Twitter)提問。請至西班
牙GBIF 網站觀看活動影像。

相關機會
改善GBIF 資料內容與使用功能人才招募
GBIF 秘書處開放兩名職缺，主要負責改善網絡
可存取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品質，並技術支援研究
與政策中的資料使用功能，職缺名稱分別為資料
流通計畫人員，以及資料內容分析與運用計畫人
員。

申請截止日：4月22日  
詳情請見……

 

http://eol.org/traitbank
http://open-up.eu/
http://www.europeana.eu/
http://www.europeana.eu/
http://www.biocase.org/
http://open-up.eu/sites/open-up.eu/files/C141_IPR deliverable OpenUp C1_4_1 ver 2-3.pdf
http://open-up.eu/sites/open-up.eu/files/C141_IPR deliverable OpenUp C1_4_1 ver 2-3.pdf
http://open-up.eu/sites/open-up.eu/files/C141_IPR deliverable OpenUp C1_4_1 ver 2-3.pdf
http://open-up.eu/sites/open-up.eu/files/C141_IPR deliverable OpenUp C1_4_1 ver 2-3.pdf
http://nar.oxford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13/10/16/nar.gkt928.full
http://nar.oxford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13/10/16/nar.gkt928.full
http://data.ggbn.org/
http://www.gbif.es/formaciondetalles.php?IDForm=123&amp;descargas
http://www.gbif.es/formaciondetalles.php?IDForm=123&amp;descargas
http://www.gbif.org/newsroom/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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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的使命：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生物多樣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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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45 35 32 1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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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newsletters/

開始受理2014 GBIF 科學獎提名
GBIF 已開始受理2014年Ebbe Nielsen 獎與青年研
究者獎(Young Researchers Awards)提名申請。

GBIF 每年都會頒發Ebbe Nielsen獎，肯定結合生物
多樣性資訊學與生物系統學研究方面表現優異的
個人或團隊。得獎者將獲頒30,000 歐元的獎金，
補助他們於國之外從事3個月至半年的生物系統
學/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研究。

青年研究者獎旨在促成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創新
研究與發現，青年研究者獎有兩個名額，分別可
獲得4,000歐元的獎金，對象為GBIF投票會員或副
會員國家的大學碩士或博士研究生。 

2014年的Ebbe Nielsen獎與青年研究者獎提名申請
將於2014年5月31日截止。

詳情請見……

近期活動
會議與研討會
開放性資料庫研討會(Open Repositories 
Conference)
芬蘭，赫爾辛基：2014年6月9-13日
詳情請見……

澳洲生物地圖集研討會(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Science Symposium)
澳洲，坎培拉：2014年6月11-12日
詳情請見……

訓練課程
運用NetLogo建立個體生態模型傳播科學研討
會(Introduction to individual based models in 
ecology using NetLogo)
科學傳播委員會(Transmitting Science)主辦
西班牙，Els Hostalets de Pierola：2014年5月
26-30日
詳情請見……

Iberoamericaan 生物多樣性資訊基礎設施工作
坊：物種分佈模型的評估與展望(I3B Workshop: 
Foundations, evaluation and future of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墨西哥，Tepoztlán：2014年6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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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newsroom/opportunities
http://or2014.helsinki.fi/
http://seek.hosting.exacttarget.com/EventManagement/EventPage.aspx?ispbk=clear&SUBID=-1&JOBID=20198297&MID=84905
http://www.gbif.org/page/448
http://www.recibio.net/taller-modelos-distribucion-especies/?postTabs=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