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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以下簡稱	GBIF）入口網站提供一網絡平台，而這些資料來

自全球各研究機構及組織供其流通與分享數百萬筆的科學資料記錄。可透過	data.gbif.

org/dataset/	網址所公布的清單，查看入口網站的資料提供者及資料集。

目前在	GBIF	網絡上流通的資訊可分為兩類	:

•	 物種出現記錄（標本與觀測記錄）	-	特定時間與地點的物種出現記錄。

•	 生物名稱與分類	-	包含了物種名稱（學名與俗名），以及物種的分類系統階層。

GBIF	的分類系統並不只使用單一生物分類學的機制，而目前也尚未有一完整的電子物

種名錄可供	GBIF	使用。然而使得分類系統與學名呈現在搜尋物種出現記錄上，仍是極

為重要的檢索機制。若要瞭解	GBIF	處理這項問題的做法，請見第2頁「GBIF	入口網站

的學名與分類系統」。

GBIF	網站最強大的功效在於透過地理空間資訊將資料轉換成地圖以有效地作資料分

享，並可進行各種分析處理，進而對社會各界有所助益。在第4頁的「GBIF 入口網站的

地圖」（Maps in the GBIF portal）將會解釋其特色與用途。

GBIF	入口網站的檢索功能設計精良，得以讓使用者快速而有效率地從	GBIF	網絡內數百

萬筆資料中，查詢或尋找想要的資料。GBIF	的資料可以按照生物分類學、地理或時間

等機制來分類。在應用各種篩選項目後，能夠找出符合特定地理、時間與分類學條件的

資料，以供進一步研究之用。（參見第16頁「搜尋出現記錄」（Searching	for	Occur-

rences））

這份實務操作並不打算說明所有的搜尋方式，而是簡介網站的主要功能，提供網站搜尋

參數組合的檢索範例，以便使用者搜尋其感興趣的資料。

若您正在閱讀或是線上瀏覽此份說明手冊，可按照手冊的說明逐步操作。若您使用的是

單機	CD	版本，可看到案例的示範，但必須要有網路連結，才能查詢入口網站的資料。	

GBIF 入口網站注意事項: 

•	 瀏覽	GBIF	入口網站的建議最佳螢幕解析
度為	1024x768	或以上。若您的電腦解析
度較低，建議連結至入口頁面，在"	Look-
and-feel"	選單設定，選用較適合您現況的
顯示模式。

•	 GBIF	入口網站支援最新的	Firefox	（www.
mozilla.com）、Opera（www.opera.com）、Internet	Explorer（www.
microsoft.com）與	Safari（www.apple.com）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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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入口網站的學名與分類系統

GBIF	入口網站建置之目的是要協助使用者搜尋特定物種與類群的資訊。為了達成此一目
標，需要資料提供者分類系統階層。

GBIF	入口網站內的每一資料集都包含有名稱與該物種的分類系統資訊。每一筆物種的出
現記錄都會有生物鑑種後的學名，通常也包含高階的分類系統階層，在大部份資料中，會
提供詳細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的整套分類系統資訊，但有些資料僅包含部份的
分類系統資訊。

生物的學名可能會因為分類的依據不同而有差異。尤其是在生物學家對一群生物與一物種
有更深入的瞭解之後，會將這些生物列為不同的屬，或是區分成為不同的種，甚至是將數
個物種合併成一新種時，生物的學名就可能因為這些研究的進展而產生改變。而學名的改
變，可能會讓同一種生物擁有不同的名稱，在生物學中稱這些不同的名稱為「同物異名」
（synonyms）。

還有些名稱的變異是因為有
些資料集是以該類群之標準
現代分類方法來建構的（意
即在此資料集內所有記錄的
分類方法都是一致的），但
是在其他資料集中，可能僅
是記載蒐集到標本或是觀察
時的資訊。在這種狀況下，
即便在同一個資料集中，同
一種生物也可能會有不同的
名稱，甚或是排放在不同的
分類系統階層中。

這意味著在不同的資料集
中，生物可能會以不同的方
式來命名與分類。為了要解
決這個問題，GBIF	入口網站儘可能採用「權威分類系統」（authoritative	classifica-
tions）。將以這些權威資訊為網站資料建構出一個工作架構，並且嘗試在這架構中，組
織其他學名與分類方式套用至最合適的生物多樣性資料中。

這類權威分類系統資訊主要來自於「年度物種名錄清單」（Catalogue	of	Life	Annual	
Checklist）（參見	data.gbif.org/dataset/provider/218）。此清單透過科學方法以檢
視不同類群物種清單，並整合到同一平台當中，目前已經有超過一百萬筆的資訊。此清單
中的物種，有許多還包括了其俗名與同物異名資訊。GBIF	入口網站使用了物種名錄清單
作為資料庫運作的結構核心，同時也採用同物異名資訊來整合適當的記錄。							

此外，入口網站亦採用「國際植物名錄索引」（International	Plant	Names	Index）（
參見	data.gbif.org/dataset/provider/3）作為植物名稱的權威資訊來源，以及「菌類
索引」（參見	www.speciesfungorum.org/Names/Names.asp）作為菌類名稱的權威
資訊。

這些學術參考資源，涵蓋了	GBIF	入口網站中相當大比例的資料量。然而，資料庫中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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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筆記錄的名稱尚未整合至這些參考資源。因此，GBIF	入口網站提供了索
引的自動化處理流程，嘗試為不在這些名錄索引中的名稱找尋其在分類系
統階層中最恰當的位置。

當然，GBIF	承認目前這套自動流程錯誤率高，其檢索結果仍處於試驗階
段，但是這套流程的確可以增加使用者找到相關資料的機率，即使是學名
尚未完全整合在生物物種名錄清單、國際植物名錄索引與菌類索引當中。

在自動化處理流程中插入的名稱，會以灰色字體出現在網站的「分類系統
瀏覽器」（Classification	Browser）中，置於分類樹狀以圖中「未確認名
稱」（“unconfirmed	names”）標示。	

「分類系統瀏覽器」（Classification	Browser）讓使用者得以操作這套自
動產生的工作架構，也可以進入每一資料來源網站所採用的分類系統。若
要利用這種功能，請進入資料集的「總覽頁面」（Overview	Page），
點選頁面頂端「行動欄」（Actions	box）中的「名稱與分類系統」（
Names	and	classification）連結，這會開啟「分類系統瀏覽器」，顯示

此資料集所採用的名稱與分類系統。

「分類系統瀏覽器」（Classification	
Browser）還可以將正在檢索的物種
或類群與入口網站中所有資料集的分
類系統進行比較。請點選頁面頂端粉
紅色「行動欄」（Actions	box）中的
「…的分類系統」（Classifications	
of	…）。

此連結會開啟一表格，顯示出正在檢索
的物種或類群在入口網站中所有資料集
的分類。若要瀏覽特定資料集內的全部
分類學資訊，請按下表格右方的「顯
示」（view）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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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地圖下方之小地圖可顯示大地圖在
全球範圍的位置

2.	 每一張地圖影像的邊緣，都會顯示10進位的經緯度數據，而在下方還會有一個較小
的世界地圖，顯示目前瀏覽的地圖在世界地圖上的位置。

GBIF 入口網站的地圖

GBIF	入口網站中有許多出現記錄的分布地圖，無論是單一物種、類群，或是特定國家、
特定資料提供者，甚至是特定資料集網絡的地圖都包含在	GBIF	入口網站的地圖中。而在
瀏覽出現記錄的搜尋結果時，也會提供類似的地圖。

只有包含地理參照（georeferenced）資訊的資料才會顯現在地圖上，而在一筆記錄中若經
緯度資料與國家的經緯度不符合，也會排除在外。

地圖大多數是以經緯度1度的方格來繪製，但是在某些圖資中，其解析度可能會提高至以
經緯度0.1度的方格來呈現。GBIF	入口網站地圖的首要目標是顯示生物分布，為了要保持
搜尋速度，解析度不會高於0.1經緯度見方，以免網路使用者在讀取圖資時等候過久。要取
得高解析度的地理空間資訊，可透過其他電腦程式來讀取此資料。

GBIF	入口網站產生的地圖，並不會提供精密的地理資訊。此類詳細的地理資訊可在Goog-
le	Earth	中搜尋（參見第28頁的「蜂鳥範例」，或第26頁的「植物物種」），或是下載資
料配合	GIS	圖層製圖。

Step-by-step guide 步驟說明
1.	 任選一有地圖的頁面，比方說任一物種的「總覽頁面」（Overview	Page）（參見

第6頁「尋找物種資訊」（Finding	information	about	a	species））。

3.	 每張地圖都會附上色標，說明不同顏色在地圖上所代表的意義。這些顏色的
意義在所有	GBIF	的地圖中都是一樣的。基本上顏色越深，就代表記錄筆數越
多。

4.	 網站所提供的地圖尺度可能涵蓋全球，也可能侷限在某一筆資料所限定的小
區域（例如此地圖查詢的是特定國家的記錄、或是分布侷限的特殊物種的資
訊），端看當時搜尋的類型為何。

5.	 地圖的單位方格一般都會先呈現經緯度1度見方的。而涵蓋區域經度1度×緯
度2度的最高解析度地圖，其每單位方格為0.1度見方。比例尺區塊（Scale	
box）（在色標下方，地圖右邊）會顯示每張圖的方格尺寸。

6.	 在地圖上移動滑鼠游標，會出現一紅色方框。移動滑鼠，就可移動紅框。按
下滑鼠，地圖就會放大至紅色方框所定義的區域（若目前地圖顯示的是經緯
度1度見方的方格），若為最高解析度的地圖，可打開「搜尋出現記錄」（
occurrence	search），顯示出0.1度方格內的出現記錄。

7.	 按下地圖右上方有四個箭頭的按鈕，就可以再次放大地圖。

8.	 按下地圖上下左右任一方向的箭頭圖示，就可以平移該地圖。

9.			在某些例子中，地圖下方會出現「顯示全部…」（View	all…）的連結，能開啟
目前地圖顯示區域內物種出現的地理參照記錄。在其他的例子中，則會出現
地理參照記錄總數之統計，以及所有記錄的總數（無論是否有經緯度座標資
料），也有部分例子（例如在目前的這個例子）是兩種資料都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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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物種或類群資訊

GBIF	入口網站所提供的物種分布資料有其出現記錄（特定物種於特定地點、時間之詳細
出現記錄）的捷徑，還有每個物種的名稱、分類系統資訊，可能的話還提供額外的資訊連
結。正因為包含有物種的分類系統資訊，因此可以用作尋找一個或多個物種類群的憑藉。

有兩種方式可以尋找一個物種或是類群的資訊，可以直接「搜尋」（Search），或是使用
「分類系統瀏覽器」（Classification Browser）。

搜尋特定物種或類群

想要尋找一個物種或類群的資料，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運用入口網站每一頁的「搜尋欄」
（search	box）進行資料查詢。 

步驟說明

1.	 在首頁或任一頁面頂端的「搜尋欄」（Search	box）中鍵入一個要查詢的學名或俗
名，之後點選「搜尋」（Search）	（或是直接按下鍵盤上的Enter/Return鍵）。

範 例：沙漠跳鼠

1.	 首先，在入口網站（
data.gbif.org）的「搜尋
欄」（search	box）中鍵
入「跳鼠」（kangaroo	
rat）。

2.	 將會顯示前10筆俗名符合「跳鼠」
（kangaroo	rat）的搜尋結果，可以
點選下方的「顯示全部」（View	all	
…）來瀏覽所有俗名符合「跳鼠」（
kangaroo	rat）的搜尋結果。俗名將
會出現在學名後的括弧中，右方也會
顯示其對應的分類系統階層之連結。

  尋找學名與關聯的發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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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此「總覽頁面」
（Overview	Page）
的地圖中，會提
供附有地理參照資
訊的沙漠跳鼠出現
記錄總結。注意：
地圖下方會有列出
用於地圖上的資料
筆數，以及資料總
數。

2.	 在點選「資料使用協議」（Data	Use	Agreement）下方的「同意」（Agree）後
（點選	“Agree”後，資料使用協議視窗就不會再出現），入口網站將會列出所
有符合搜尋條件的字串，包含搜尋條件所使用的字串在內。為了便利在眾多筆
資料中選擇，會列出該學名在整個分類系統中的位階。

3.	 搜尋結果會依下列四類區分（可能需要下拉捲軸來瀏覽所有的結果，或是點選
頁面頂端該類標題）：

a.	 學名（Scientific	Names）

b.	 俗名（Common	Names）

c.	 國家（Countries）

d.	 資料集（Datasets）

4.	 若某一類別中搜尋字串符合資料太多，則僅會顯示出前10筆資料。若要瀏覽其
他未顯示的資料，可以點選清單末端的「顯示全部」（View	all	…），然後從完
整的資料清單（可能有數頁）中選擇。

5.	 點選學名或俗名項目內的任一名稱，就可以連結到該物種或類群的「總覽頁
面」（Overview Page）。

3.	 點選搜尋結果中任一名稱，就可進入該物種的「總覽頁面」（Overview	page），「
行動欄」（Actions	box）同時會提供補充資訊的連結。「行動欄」下方，則是入口
網站資料庫中該物種現有的分類系統資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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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物種或類群資訊 

瀏覽分類系統資訊

若要透過「分類系統瀏覽器」（Classification	Browser）
來瀏覽入口網站中所有的生物分類，以尋找一物種或類
群，可選擇首頁上的「探索物種」（Explore	Species）
或是點選每頁上方欄位中的「物種」（SPECIES）連結。

請注意: 

這裡所顯示的分類系統資訊，是根據「年度物種名錄清單」（www.catalogue-

oflife.org/）、「國際植物名錄索引」（www.ipni.org）、「菌類索引」（www.

speciesfungorum.org/Names/Names.asp）等分類權威資訊的資料自動產生

的。說明參見第2頁的「學名與分類系統」（Scientific	names	and	classifica-

tions）。而這些由自動產生的權威分類系統資料，可以確保	GBIF	網絡中所有

的資料具有分類系統資訊。若這項自動化過程出現任何問題，請通知	GBIF（

portal@gbif.org）。

步驟說明

1.	 在入口網站首頁點選「探索
物種」（Explore	Species）。

2.	 接下來網站會顯
示最高的分類系
統階層（界）。
有兩種方式進入
這些生物界：

點選名稱左邊的「+」號，將出
現隸屬於此類群或物種的分類系
統階層（若有任何資料存在），
透過這項功能可以直接檢索生物
的分類。

						點選該物種或類群名稱右邊的「
總覽」（overview）連結，就可
以打開其「總覽頁面」，瀏覽所
有在	GBIF	入口網站中與這筆資
料相關的所有出現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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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要以瀏覽分類系統階層的方式來
查詢科摩多龍的生物，請按照以下的
分類系統資訊：
Kingdom:	Animalia：動物界
Phylum:	Chordata：脊索動物門
Class:	Reptilia：爬行動物綱
Order:	Squamata：有鱗目
Family:	Varanidae：巨蜥科
Genus:	Varanus：巨蜥屬
Species:	Varanus	komodoensis：科摩
多巨蜥

按下「見總覽頁面」（see	overview	
page），就可以連結到該物種的「總
覽頁面」。從此頁面還可繼續查詢出
現記錄，列出提供物種記錄的資料集
並且下載記錄或地圖。

「探索出現記錄」（Explore	Occurrence）會打開出現記錄頁面，
使用者可進入出現記錄的檢索欄位。

「探索分類系統」（Explore	Classifications）則提供分類單位（
Taxon）檢索頁面，可以比較所選物種或類群在入口網站內不
同資料集所採行的分類系統。

3.	 在分類系統資訊頁面也有一「行動欄」（Actions	box），讓使
用者能快速連結到現在所選擇的物種或類群資料：

4.	 在「行動欄」（Actions	box）下方的搜尋欄中鍵入任一生物名
稱，按下「搜尋」（Search），就可以開啟分類系統瀏覽器視窗中
該筆生物資訊。

Information about	opens	the	Overview	Page	for	the	current	
selection.

範 例：以分類系統瀏覽器找尋科摩多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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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稱與分類」（Names and Classification）部分，提供此生物的各種名
稱，若為權威資訊也會加以標明出處。

物種或類群總覽頁面
 
無論是查詢物種，還是瀏覽分類系
統資訊，都會連結到該筆資料的「
總覽頁面」（Overview	Page）。
點選高於此筆資料分類系統階層的
類群（例如界、門、綱、目、科、
屬），會開啟此類群生物中所有物
種記錄的總覽。

「總覽頁面」總結所有的資料總覽
資訊，並且提供詳細資料的檢索與
連結。

「總覽頁面」的部分資料會連結到
「出現記錄搜尋」（Occurrence	
Search）網頁。該網頁的使用詳
見第16頁的「搜尋出現記錄」（
Searching	for	Occurrences）。

當可取的照片或其他附加資料及資訊
時，會包含這些連結。

尋找物種或類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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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記錄總覽」（Occurrence	overview）將會提供所有包含地理參照記錄的
分布圖，以及該生物之出現記錄搜尋頁面的連結。

此地圖僅有包含地理參照（即有經緯度座標）資訊的記錄，也可能會有其他無地
理參照的記錄。每類記錄的數量都會顯示在地圖下方。

更多地圖的使用資訊，詳見第4頁的「GBIF	入口網站的地圖」（Maps	in	the	
GBIF	portal）。

若有其他圖檔、資訊或相關資料，亦會提供其連結。

在「名稱與分類」（Names and Classification）部分，提供此生物的各種名
稱，若為權威資訊也會加以標明出處。

在這個頁面中有一「行動欄」（Actions 
box），提供目前查詢物種或類群資料的快
速連結：

在「總覽頁面」頂端會顯示此物種或類群的學名，同時也提供其在分類系統階層中的定
位。這些分類系統資訊可以作為這類生物其他類群的快速連結。

「探索出現記錄」（Explore	occurrences）將會開啟「出現記錄
搜尋」（Occurrence	Search）頁面，顯示出與此物種或類群
相關生物的所有出現記錄。

「探索名稱與分類系統」（Explore	names	and	classification）將
會開啟此物種或類群的「分類系統瀏覽器」（Classification	
Browser）頁面。

除了上述功能，還可製作國家與資料集清單，並且下載相關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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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1.		在入口網站首頁點選「探索國家」（Explore	countries）。

尋找特定國家之資訊
GBIF	入口網站以「物種出現記錄」（species	occurrence	records）（也就是一個物種在
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出現記錄）來提供物種分布詳細資訊的查詢。在入口網站提供了瀏
覽特定國家所有的出現記錄之功能。

搜尋特定國家之物種
要查詢特定國家的物種資料，最簡單的方式是在每個網頁的「搜尋欄」中鍵入想要搜尋的

國家名稱。

步驟說明

瀏覽國家清單
除了直接鍵入國家名稱外，也可以透過英文字母表來選擇
國家。要進入「國家瀏覽器」（Country	browser），
請點選首頁上方的「探索國家」（Explore	countries）
連結，或是每個頁面上方欄位的「國家」（COUN-
TRIES）。

2.	 入口網站將會顯示所有字母	A	開頭的國家，以及其他字母開頭的國家連結
資料。清單中的每一個國家旁邊，都會顯示出能夠透過入口網站查詢的該
國出現記錄總筆數。

3.	 點選一國家，就能進入該國之總覽頁面（Country overview）。

1.	 GBIF	入口網站的首頁或其他頁面的「搜尋欄」
（Search	box）中鍵入欲查詢的國家名稱後按「
搜尋」（Search）。搜尋結果將會自動列出所有
符合檢索字串的國家，若鍵入的是「幾內亞」（
Guinea），那麼幾內亞、幾內亞比索、赤道幾內
亞、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家的物種資訊都會顯示出
來。

2.	 入口網站會列出所有符合檢索字串的名
稱。將以下列四大類來區分搜尋結果：

a.	 學名（Scientific	names）

b.	 俗名（Common	names）

c.	 國家（Countries）

d.	 資料集（Datasets）

3.	 從「國家」（Country）這一項目下點選任一國
家，就可以瀏覽該國家的「總覽頁面」。



12 1312 13

國家總覽頁面

						國家總覽頁面總結該國的物種資訊，此網頁中的幾項連結會進入出現記錄的搜尋頁面，該頁
面的使用資訊詳見第16頁的「搜尋出現記錄」（Searching for occurrences）。

步驟說明

1.	 國家總覽頁面會提供該國所有具地理參照記錄的地圖（所有物種）。點選地圖之後將會
連結到高解析度的地圖（網格可以精細至經緯度0.1度x0.1度大小）。若繼續放大，會
直接連結到出現記錄網頁，可以查詢選定之地理區塊的出現記錄。

2.	 此圖僅含有該國境內具有經緯度座標的記錄	（註：該國可能存在不具備經緯度座標的記
錄，故無法被標示）。可以選擇「顯示全部出現記錄」（View	all	occurrences）來檢視
該國家所有地理參照記錄的相關資訊。這些地圖的使用詳見第4頁的「GBIF	入口網站的
地圖」一節。

3.	 此網頁有一「行動欄」（Actions	box）提供國家資料的快速連結。	

「探索出現記錄」（Explore	occurrences）頁面會開啟「出現記錄搜尋」頁面，查
詢確定為該國的出現記錄。這個記錄頁面整合國家的出現記錄並包含座標位於這
個國家內的其他記錄。

「列出出現記錄資料集」（List	datasets	with	occurrences	in…）則會列出分享
該國物種資料的資料提供者清單。可以從這份清單選擇一個或多個資料提供
者，從中檢視選取國家的資料。範例見第20頁「尋找資料集資訊」（Finding 
information about datasets）中含有您所選擇國家記錄的資料。

4.		下載選項有下載記錄、下載	Google	Earth	檔案、取得更多提供該國出現記錄機
構的資料、以及該國所有的資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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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厄瓜多植物物種

基於種種理由，使用者可能會想要自己國家的物種或是特定類群的清單。在這種情況下，以
一位對於自己國家植物感興趣的厄瓜多使用者為例。這裡是他透過「國家總覽頁面」（Coun-
try	Overview	Page）與「出現記錄搜尋」（Occurrence	Search）取得清單的範例：

9.	 點選清單中的任一物種名稱，就可以開啟
該物種的總覽頁面，內含該物種全球的相
關資訊。

10.	點選「顯示出現記錄」（View	
occurrences	of	...）就可以看到該物種在厄
瓜多境內的出現記錄。

2.	 從國家欄位的搜尋結果中選
取厄瓜多，就能進入厄瓜多
的國家總覽頁面。

1.	 在	GBIF	資料入口網站中的「搜尋欄」
鍵入「厄瓜多」（Ecuador）。

7.	 點選搜尋（Search）
鈕，在搜尋中套用新的
篩選項目。

4.	 為了精簡植物物種的搜尋結果，再將
「分類系統」新增至篩選項目。在「
增加」（Add）的下拉選單中點選「
分類系統」（Classification）的搜
尋篩選項目，開啟完整的分類系統選
項。

5.	 在選定的節點中，點選「植物界」（Kingdom:
Plantae），展開樹狀圖。這將會產生一「包含
植物界之分類系統」（Classification	includes	
Kingdom:Plantae）的篩選項目。	

6.	 點選「增加篩選項目」（Add	
Filter）來加入目前顯示的篩選項目。
新的篩選項目將會顯示在「您目前的
搜尋」（Your current search）中。

8.	 點選「行動欄」（Actions	box）中的「搜尋結果的物種」（
Species	included	in	results），就能取得	GBIF	網站中厄瓜多
植物出現記錄的清單。

3.	 點選厄瓜多「行動欄」中的「探索出現記錄」（Explore	
occurrences），開啟厄瓜多出現記錄搜尋。

尋找厄瓜多植物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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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查詢印尼境內的出現記錄

這個範例將透過「國家總覽頁面」（Country	Overview	Page）來使用印尼境內物種的
「分類系統瀏覽器」（Classification	Browser），並且將利用「國家總覽頁面」與「出
現記錄搜尋」來尋找全世界擁有印尼出現記錄資料的資料集。

尋找印尼的物種

3.	 要搜尋特定資料集中印尼的出現記錄，
點選在名稱旁邊的小方塊（也可以同時
選擇好幾個資料集），再點選頁面末
端的「過濾搜尋」（Refine	search）即
可。

尋找印尼的生物資料集
1.	 點選印尼「行動欄」（Actions）中的「列出含有印尼出現記錄之資料集」（List	datasets	with	

occurrences	in	Indonesia），開啟
與此相對應的「出現記錄搜尋」（
Occurrence	search）頁面。

2.	 此頁面會顯示出所有提供印尼出現記
錄的資料集，以灰色字體表示資料提
供者。點選資料集名稱就能開啟「資
料集總覽頁面」（Dataset	Overview	
Page），獲得更多相關資訊。

1.	 在	GBIF	入口網站點選「國家」（COUNTRIES）以瀏覽國家清
單。

2.	 點選「地理瀏覽器」頂端的英文字母「I」來開
啟所有以	I	開頭的國家。

3. 點選“Indonesia”（
印尼）來開啟其國家
總覽頁面。

4.	 點選「印尼行動欄」（Actions	for	Indonesia）
中的「探索印尼物種記錄」（Explore	species	
recorded	in	Indonesia），開啟僅限於印尼物
種記錄的「分類系統瀏覽器」（Classification	
browser）。

	5.	點選物種名稱左邊的「
+」號，開啟該物種的分
類系統階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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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出現記錄
GBIF	入口網站的核心功能便是提供出現記錄的檢索。「出現記錄搜尋」（Occurrence	
Search）頁面提供進行複雜搜尋的功能，可以檢索及尋找感興趣的出現記錄。只要點選入口
網站內任一頁面頂端的「出現記錄」（OCCURRENCES）就可以進入此頁面。入口網站中的
許多其他頁面都有連結此網頁，並且設定有一些初始搜尋的篩選項目。例如一物種的總覽頁
面中的「探索出現記錄」（Explore	occurrences）也同樣可開啟該物種的「出現記錄搜尋」
（Occurrence	Search）。

使用篩選搜尋

在進入「出現記錄搜尋」頁面後，還可以再新增或移除篩選項目，以繼續修正搜尋結果。舉
例而言，可以用禾本科（Poaceae）作為第一個篩選項目，在第二個篩選項目中以「南非的
物種記錄」作限制。隨著篩選項目的增加，會不斷修正搜尋結果，減少符合條件的記錄數
量。

在進行過濾搜尋時，頁面右上方會列出所有的篩選項目。可以點選篩選項目右邊的負號
「－」作刪除。

若是某一類篩選項目用了兩次（例如設定學名為獅子（Panthera	leo）與老虎（Panthera	
tigris）的篩選項目），那麼入口網站會將其視為二選一的條件，只要滿足其中一項條件的結
果都會顯示（意即，搜尋的是獅子或老虎）。在對頁可找到篩選項目的列表。

步驟說明
1.	 在任一頁面頂端選擇「出現記錄」「OCCURRENCES」來開啟「出現記錄搜尋」（

Occurrence	Search）。

2.	 在「增加搜尋篩選項目」（Add	search	filter）的下拉式選單中選擇任何一種篩選項目
（例如學名、分類系統、國家等，可參見第14頁的「厄瓜多植物範例」）。入口網站會
自動顯示出過濾條件中所有可供選擇的條件。

3.	 點選「增加篩選項目」（Add	filter）來設定篩選項目。這項選擇會顯示在頁面右上方的
「您目前的搜尋」（Your	current	search）的「搜尋定義」（search	definition）中。

4.	 當選定好所有的篩選項目後，點選篩選項目末端的「搜尋」（Search）。

5.	 入口網站會顯示符合條件的資料量的估計（資料數少時，會直接顯示實際數字，若資料
筆數超過1000筆，就會先顯示大致的估計），同時也會顯示幾筆結果（最高5筆）。

6.	 這時可以改變或重新定義篩選項目，再進行一次搜尋，或者開始使用這些結果。入口網
站會顯示出一組可用的功能：		

a.	 地圖顯示（View	records	on	a	map）：將搜尋結果顯示在地圖上，以「縮放」（
zooming）方式進一步查詢其他地區的資訊。這些地圖的使用，詳見第4頁「GBIF入
口網站的地圖」（Maps	in	the	GBIF	portal）一節。

b.	表單顯示（View	records	as	a	table）：搜尋結果頁面可以開啟「出現記錄細項」（
Occurrence	Detail）來檢視任一出現記錄（有該筆記錄的詳細資料、顯示位置的地
圖與額外功能的連結，參看第18頁「顯示出現記錄詳細資料」（Viewing details of 
an occurrence record）一節）。

c.	 下載結果（Download	results）：以	XML	或逗點分隔文字檔案（commadelimited）
等格式下載搜尋結果。

d.	精確檢索（Specify）：僅選擇檢視特定國家、資料提供者或資料集的記錄。
e.	 清單（List）：列出搜尋結果的物種清單。



16 1716 17

篩選項目的類別
•	 學名（Scientific name）：鍵入學名的全名或部分，選擇「是」（is）或「類似」（is	like），將會篩選出符

合名稱的記錄，無論其分類狀態為何。
•	 俗名（Common name）：篩選符合俗名條件的所有物種記錄（若GBIF中有該俗名與其他同等之科學名稱）。

•	 分類系統（Classification）：自分類樹上選擇一物種或類群，會篩選出該範圍內所有的物種記錄。
•	 模式狀態（Type status）：搜尋模式標本（types）。
•	 國家（Country）：從選單中選擇國家作為篩選項目。將會篩選出所有符合該國家條件的記錄，不論是否有經

緯度座標資料，但若是增加一經緯度座標篩選項目（如「邊界框」（（Bounding	box）、經度或緯度），將
會只篩選有地理參照的記錄。

•	 區域（Region）：從選單中選出一地理區域，將會篩選出該選定大陸或海洋區域中所有國家的記錄。
•	 邊界框（Bounding box）：在地圖上以經緯度來訂出一矩形區域，這僅會篩選出該選定區域中含有地理參照

的記錄。
•	 緯度（Latitude）：鍵入一個緯度數據後，從「等於」（is）、「大於」（greater	than）、「小於」（less	

than）等條件中選擇，這僅會篩選出該選定區域中含有地理參照的記錄。
•	 經度（Longitude）：鍵入一個經度數據後，從「等於」（is）、「大於」（greater	than）、「小於」（less	

than）等條件中選擇，這僅會篩選出該選定區域中含有地理參照的記錄。
•	 座標狀態（Coordinate status）：選擇「包含座標」（includes	coordinates）以篩除沒有地理參照的記錄，或

是選擇「不包含座標」（does	not	include	coordinates）來篩除所有含有地理參照的記錄。若要看全部記錄，
就不需要選用這個篩選項目。

•	 座標問題（Coordinate issues）：選擇「偵測問題」（issues	detected）標示出所有座標資訊有疑義的記錄；
不然就選擇「不偵測問題」（issues	not	detected）。

•	 資料提供者（Data provider）：從選單中選擇一個資料提供者，這將會篩選出該選定之特定資訊提供機構的記
錄。

•	 資料擁有國（Host country）：從選單中選擇一個國家，將會篩選出該選定國家的資料提供者的記錄。
•	 資料集（Dataset）：從選單中選擇一個資料網絡或資料提供者，再由第二個選單中選出一資料集，將會篩選

出該選定資料集的記錄。
•	 出現記錄日期（Occurrence date）：鍵入一個起始與結束日期或選擇「使用特定日期」（use	specific	

date），將會篩選出該選定日期範圍內的記錄。
•	 年代範圍（Year Range）：篩選出該年份的記錄。
•	 年份（Year）：選擇一個年份，再從「是」（is）、「之前」（before）、「之後」（after）等條件中選擇一

項，這將會篩選出該年份的記錄。
•	 月份（Month）：從清單中選擇一月份，這將會篩選出該月份（年份不限）的記錄。
•	 機構代碼（Institution code）：鍵入一個機構代碼，並且選擇「是」（is）或「類似」（is	like），這將會篩選

出該機構代碼的記錄。
•	 收藏代碼（Collection code）：鍵入一個收藏代碼，並且選擇「是」（is）或「類似」（is	like），這將會篩選

出該收藏代碼的記錄。
•	 目錄編號（Catalogue number）：鍵入一個目錄編號，並且選擇「是」（is）或「類似」（is	like），這將會

篩選出該目錄編號的記錄。
•	 記錄基本項目（Basis of record）：從選單中選出一種記錄項目（例如標本、觀察、現生種、種原、化石），

電腦會自動列出所有符合該條件的資料。



18 1918 19

2.	 點選表單右方的「顯示」（View），來檢視「出現記錄細項」（Occurrence	

detail）。這將會開啟一新頁面，其顯示：	

a.	 資料提供者所提供的許多原始數據。

b.	 這筆資料某些部分的說明，讓使用者可以進行跨資料集的記錄搜尋	。

c.	 每筆記錄可能有明顯的不一致之處（例如國家與經緯度座標不一致）。

步驟說明
1.	 以「出現記錄搜尋」（Occurrence	search）（第16頁）檢

索，然後選擇「以表單顯示符合記錄」（View	matching	
records	as	table）。   

查看出現記錄詳細資料

透過「出現記錄搜尋」（
Occurrence	search）（參
見第6頁的「搜尋出現記
錄」（Searching	for	occur-
rences）），可以檢索出現記
錄。在表單中，每一筆出現
記錄的右側，都會有一「顯
示」（View）連結，這個連
結會開啟「出現記錄細項」
（Occurrence	detail），由此
可以連結到每筆資料的原始
資料提供者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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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Dataset）-	原始記錄與其所代表標本的後設資料（metadata）。這
個部分含有與該記錄相關的全部鑑定者，以及資料提供者和資料集頁面的
連結。同時也會顯示出「記錄之基本項目」（Basis	of	record）。這會說
明資料提供者顯示該生物所採用的出現時間與地點（例如，此藏品中為標
本，或是野外觀察、化石等資訊）。入口網站會顯示資料提供者的原始資
訊（例如：S）	，作為此記錄的基本項目，同時也顯示入口網站如何詮釋
此數值（例如：詮釋為標本）。若入口網站無法詮釋該數值，或是沒有任
何資料值，那麼記錄基本項目將會顯示為「未知」（Unknown）。	

4.	 每筆記錄的資訊會展現在一系列的次標題下：

5.	 在「行動欄」（Actions	box）中有幾個連結，包括讀取資料提供者的原始記錄（這可能含有
額外的資訊，或是有可能經過修正，因為這是經由入口網站索引），以及尋找相關記錄中的
選項。

分類學資訊（Taxonomy）-	與記錄該資料之鑑定相關的分類學資訊，包括了	
GBIF	入口網站所使用的分類系統，與資料提供者所提供的其他分類系統
資訊。在每個例子中，入口網站都會顯示資料提供者的原始資訊，同時
還提供總覽頁面的連結，由此可看到入口網站中與該物種或類群相關的
連結。這種方式對於處理不同物種有同樣名稱，或在	GBIF	入口網站與資
料提供者之間採用不同分類系統時特別有用。在這一節也會提供該物種
鑑定者的基本資訊（若資料提供者有提供的話）。		

地理空間資訊（Geospatial）-	物種出現時間與地點的資訊。入口網站同樣會
顯示出資料提供者的原始資料，以及入口網站對該資訊的詮釋。若該記
錄有經緯度座標資訊，也會有一	Google	地圖顯示該地點的位置。此部
分還會納入收藏者或觀察者的資訊（若資料提供者有提供的話）。	

3.	 在頁面頂端，可能會出現「警告」（Warning）工作欄，這個工作欄會註明該
筆資料中所有明顯不一致的地方，或是突顯某些重要的資料，例如缺少記錄基
本項目，或是入口網站無法自動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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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資料集資訊

GBIF	入口網站提供查詢不同研究組織與機構的方法，其中一項是提供每個資料提供
者、或是每個資料集或一跨機構資訊網絡間共享資料的摘要說明。GBIF	的資料提供
者，有以下幾種類型：

1.	 生物名稱與分類系統資訊的提供者。
2.	 不同地點與時間的出現記錄的提供者。
3.	 生物影像或其他資訊的提供者。

GBIF	的資料集（Datasets）提供這三種類型資料提供者與其資訊集（datasets）的詳細
資訊。

搜尋資料集
在資料集、資料提供者或資料網絡中尋找資訊最簡單的方法是使用每一頁面上的「搜尋
欄」（Search	box）。

步驟說明

1.	 在	GBIF	入口網站首頁或任何
頁面的「搜尋欄」中，鍵入資
料集的名稱，點選「搜尋」（
Search）。

2.	 會得到符合或包含搜尋字串的
名稱清單，並依下列四類區
分：

a.	 Scientific	names學名

b.	 Common	names俗名

c.	 Countries國家

d.	 Datasets資料集

3.	 在「資料集」中選擇名稱，就
可以連結到一特定資料集、
資料提供者或資料網絡的「
資料集總覽頁面」（Dataset 
overview）。

1.	 在本網站首頁點選「探索資料集」（Explore datasets）。

步驟說明

瀏覽資料集清單
或者，也可透過瀏覽英文字母排列的清單來選擇資料集、資料提供者或資料網絡。要進入
「資料集瀏覽器」（Dataset	browser），請選擇首頁或是每一頁面頂端的「探索資料集」
（Explore data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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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口網站會顯示資料集、資料提

供者與資料網絡的清單，由英文
字母	A	開始，及其他英文字母的
連結。以三種類別來顯示資訊（
並非所有的英文字母都會顯示這
些類別）：	

資料網絡（Data	networks）（
跨機構）：包含數個資料提
供者所分享的資料集之資訊
網絡。

資料提供者（Data	providers）：
透過	GBIF	網絡提供資料的機
構與組織。

資料集（Datasets）：由一資料提

資料集總覽頁面
「資料集總覽」頁面（Dataset	Overview）提供相關的機
構、組織與資料集的資訊，摘要一資料集或是一資料網絡
中的出現記錄資料。頁面中有和「出現記錄搜尋」（Oc-
currence	search）的連結，此頁之使用詳見第16頁「搜尋
出現記錄」（Searching	for	occurrences）。

步驟說明
1.	 每一「資料集總覽」頁面（Dataset Overview）

都有一張地圖，提供該資料集、資料提供者或資料
網絡（所有物種）中包含地理參照資訊的記錄。點
選地圖將會連結到高解析度的地圖（可以顯示出每
格為經緯度0.1度x0.1度大小的記錄密度），並且
可以直接連結到「出現記錄搜尋」（Occurrence	
search）頁面，來搜尋該網格內的記錄。

2.	 地圖只會顯示出擁有經緯度座標的記錄。

						點選在地圖下方的「顯示全部」（View	all…），開
啟「出現記錄搜尋」（Occurrence	search），檢視
該資料集內目前地圖顯示地區中的地理參照記錄。
地圖的使用詳見第4頁的「GBIF 入口網站的地圖」
（Maps in the GBIF portal）一節。

3.	 此頁面有一個「行動欄」（Actions	box），其中有
前往資料集、資料提供者或資料網絡的快速連結。

「探索出現記錄」（Explore	occurrences）將會從
資料集、資料提供者或資料網絡中開啟「出現記錄搜尋」（Occurrence	search）頁面。	

「探索物種名稱與分類系統」（Explore	names	and	classification）（只有在「資料集總覽」
頁面）開啟資料集中的物種或更高類群的頁面。資料集中列出物種或國家出現記錄清單
的選項也包含在內。

4.	 每一「資料集總覽」頁面（Dataset	Overview）都會呈現相關組織與機構的詳細資訊。資料
提供者與網絡頁面則會提供進入相關資料集的連結。資料集頁面則會連結回資料提供者或任
何相關網絡頁面。



22 2322 23

範 例：尋找含有地理參照記錄的資料集

要解決一特定問題，環境規劃者可能會需要大量可以製成地圖的資料記錄。可以按照下列步
驟，尋找所需要的資訊。

1.	 點選入口網站任一頁面中的「出現記錄」（OCCURRENCES）開啟「出現記錄搜尋」
（Occurrence	Search）頁面。

2.	 在「出現記錄搜
尋」（Occurrence	
Search）頁面中
「增加搜尋篩
選項目」（Add	
search	filter）的
下拉選單中選擇「座標狀態」（Coordinate	Status），將狀態選定「包含座標」（
Includes	coordinate）後按下增加「增加篩選項目」（
Add	filter）。

3.	 在右邊的「您目前的搜尋」（Your	current	search）下點
選「搜尋」（Search）。將搜尋結果限制在製成地圖的記
錄中，因為只有它們含有座標資訊。其中一些資料會列在
一「樣本結果」（Sample	result）表中。

4.	 接下來，在「行動欄」（Actions	box）中選擇「選定資料
集」（Specify	Datasets	to	include）。

5.	 在結果頁面的「行動欄」（Actions	box）中，選擇「要納入的資料集」（Specify	
Datasets	to	be	
included）。在開啟
的頁面中，點選資料
提供者或資料集的
名稱，進入其「總覽
頁面」（Overview	
Page）。若只想瀏覽
特定幾個資料集的記
錄，可以點選其左側
的方盒，然後再點選
「過濾搜尋」（Refin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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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尋找丹麥的資料提供者

一位丹麥生物系的學生，可能會需要知道在她的國家中有哪些機構在	GBIF	網絡上分享生
物多樣性資訊。以下是她尋找的操作流程。

1.	 在入口網站中點選「國家」
（COUNTRIES）。

2.	 在「地理瀏覽器」（Geography	Browser）頁面中鍵入英文字母	“D”來開啟所有
以	D	開頭的國家清單	（請注意，目前這些國名是以其英文名稱來排列）。

3.	 點選「丹麥」（Denmark）來開啟其「國家總覽」（
Country	Overview）頁面。		

4.	 在「動作」（Actions）欄中點選「下載丹麥資料提
供者之後設資料」（Download	metadata	for	data	
providers	in	Denmark），以讀取丹麥所有資料提供
者的清單。

6.	 在「提供者網路服務回應」（Provider	Web	Service	
Response）的「GBIF	資料提供者後設資料」（Metadata	
for	GBIF	data	providers）中，會先列出資料提供者清單，
資料集列於其後。每個資料提供者都會有一段簡短的描
述，並附上資料提供者網站的URL連結、提供資料筆數
與分類單位。點選「GBIF	入口網站資料提供者」（Data	
provider	page	in	GBIF	portal）頁面，就會開啟「資料提供
者總覽」（Data	Provider	Overview）頁面。

7.	 在「提供者網路服務回應」（Provider	Web	Service	
Response）中，會列出每一資料提供者的資料集。資料
集都有一簡短的描述，並列出所提供的資料筆數與使用資
訊。點選「GBIF	入口網站資料集頁面」（Dataset	page	in	
GBIF	portal），開啟「資料集總覽」（Dataset	Overview）
頁面。	

8.	 在相對應的資料集中會列出相關的分類單位概念（taxon	
concepts），提供此分類單位概念的名稱、階層與資
料來源。點選「GBIF入口網站分類單位頁面」（Taxon	
page	in	GBIF	portal）來開啟「分類系統總覽」（Taxon	
Overview）頁面。

5.	 在「提供者網路服務回應」
（Provider	Web	Service	
Response）頁面頂端的查詢結
果顯示丹麥有兩個資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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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候鳥

對鳥類感興趣的使用者，可能想知道春天與夏天在他家房舍築巢的燕子到哪裡去過冬。解
答此一問題的範例正好可以說明如何將一年當中不同時間的記錄製成地圖。

1.	 在入口網站的「搜尋欄」（search	box）中鍵入「家燕」（Barn	
Swallow）。

2.	 點選搜尋結果頁面「俗名」（Common	names）
欄位的“Species:Hirundo	rustica”（家燕英文為
Barn	Swallow），開啟此物種的總覽頁面。

4.	 若要將搜尋範圍限制在一特定季節，可建立月份的篩
選條件 （參見第16頁「搜尋出現記錄」（Searching 
for Occurrences））。從「增加搜尋篩選項目」
（Add	search	filter）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月份」
（“Month”）。從月份下拉式選單中選擇「一月」，
點選「增加篩選項目」（“Add	filter”）按鈕。

5.	 選擇「座標狀態」（Coordinate	status）中的「納入座
標」（Includes	coordinates），增加一個新的篩選項
目。.	

6.	 選擇「座標問題」（Coordinate	issues）中的「未偵測到問題」（No	issues	
detected），增加一個新的篩選項目。

3.	 點選	Hirundo rustica 行動欄
中的「查詢出現記錄」，就可
以開啟	Hirundo rustica 的「
出現記錄搜尋」（Occurrence	
Search）頁面。

7.	 點選「搜尋」，提取篩選結果。

8.	 在行動欄中點選「顯示符合記錄於地圖」（
View	matching	records	on	map），就會顯示一
張家燕一月份的出現記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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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在「改變您目前的搜尋」（Change	your	
current	search）上按滑鼠右鍵，在新的
視窗中開啟家燕的「出現記錄搜尋」（
Occurrence	Search）頁面。在原視窗中，
保留原來一月份的家燕地圖。

10.	在新的「出現記錄搜尋」（Occurrence	Search）頁面中，點選
「一月」旁邊的「-」號	，就能從原本的搜尋中移除月份篩選
項目。

11.	新增一個「七月」的月份篩選項目，點選「搜尋」（Search）
來讀取新的結果。

12.	在行動欄中點選「在地

圖上顯示記錄」（View	

records	on	map），就

可以開啟七月份家燕出現

記錄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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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oogle Earth 上顯示 GBIF 出現記錄 

 

下載並安裝	Google	Earth	（http://earth.google.com/download-earth.html），
取得檔案與操作指示。

範 例：含羞草

這個範例將會介紹如何找尋並下載一屬之物種（以含羞草屬為例）的地點標記（placemarks），並
且顯示在	Google	Earth	的視覺化工具中。

1.	 在頁面上方的「搜尋」（search）欄鍵入「含羞草」（mimosa）。

2.	 在搜尋結果頁面點選「屬：含羞草」（“Genus:	Mimosa”）（分類為植物界（Plantae）-	
被子動物門（Magnoliophyta）-	木蘭綱（Magnoliopsida）-	豆目（Fabales）-豆科
（Fabaceae）-	含羞草（mimosa）），開啟含羞草屬的「總覽頁面」（Overview Page）。

3.	 在含羞草（Mimosa）行動欄的「下載」區中點
選「Google	Earth	地點標記」（Placemarks	for	
Google	Earth）。

4.	 以	Google	Earth	的應用程式開啟下載之檔案。

5.	 使用	Google	Earth	右上方的操作介面，來調整圖像，進行旋轉、傾斜與縮放。轉動	Google	
Earth	至美國，放大影像直到顯示出物種名稱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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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儲存「地點標記」（placemarks）。

a.	 若要儲存整個含羞草屬的地點標記資訊，在「地點」（Places）欄位中的「GBIF	
入口網站出現記錄搜尋」（GBIF	Data	Portal	Occurrence	Search）上按滑鼠右鍵，
再點選「儲存至我的地點」（Save	to	My	Places）。		

b.	 要儲存個別物種的地點標記，在該物種名稱上按滑鼠右鍵，選擇「儲存至我的地
點」（Save	to	My	Places）。 

7.	 可以使用在	Google	Earth	介面左框「地點」（Places）中的檢查欄（check-
boxes）來開啟或關閉個別物種的資料顯示。下拉捲軸，找到	Mimosa	nuttallii，點
選物種名稱左邊的檢查欄，就可以關閉	Mimosa	nuttallii	的顯示。

8.	 點選地圖上任何一個圖
標。			

a.	 若這個圖標代表的是
一筆資料記錄，將會
開啟一對話視窗，
顯示資料提供者的
資訊，以及此圖標
代表記錄的「入口
網	URL」（portal	
URL）。

b.	 若這個圖標代表多筆
記錄，將會出現一個
分支圖，每個分支的
端點代表一筆記錄。
點選其中一個。

9.	 點選對話視窗內的「入口網	URL」（portal	URL），在	
Google	Earth	的視窗底部將會開啟一個新的網路瀏覽
窗格，顯示	GBIF	入口網站中該筆記錄的出現記錄細項
頁面。

更多關於	Google	Earth	的使用資訊，可見「Google	Earth	使用指南」（
Google	Earth	User	Guide）(	earth.google.com/download-ear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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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位生態學家想要尋找指標物種來進行生物多樣性狀態評估，因此需要確定	GBIF	入
口網站中蜂鳥資料的記錄筆數是否足夠。以下的步驟會顯示這位生物學家如何在	Google	
Earth	的	GBIF	入口網站中繪製結果圖表，以取得北美蜂鳥的出現記錄密度（即找出有多
少筆蜂鳥記錄的資料）。

1.	 在入口網站中任一頁面的「搜尋欄」中鍵入「蜂鳥」（Trochilidae）。

2.	 在搜尋結果頁面中點選「科：蜂鳥」（Family:	Trochilidae）並開啟蜂鳥科的「總
覽頁面」（Overview	Page）。

3.	 在蜂鳥科的行動欄中點選「下載經緯度1度網格密度之Google	Earth圖層」（
Download	1-degree	cell	density	overlay	for	Google	Earth）。

4.	 轉換至	Google	Earth，開啟下載檔案。

5.	 旋轉	Google	Earth	至北美洲，並套疊該地區蜂鳥的出現記錄圖層。	

6.	 以左側框中「地點」（Places）區塊中，可用滑標來調整圖層的透明度。注意每格
的記錄密度是由不同色碼來表示，就跟	GBIF	入口網站產生的地圖一樣，參見第
4頁「GBIF	入口網站的地圖」一節。

7.	 若要儲存此圖層，在左側框中「地點」（Places）區塊中按滑鼠右鍵，點選「儲存
至我的地點」（Save	to	My	Places）以儲存資料。

範 例： 蜂鳥密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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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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