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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三大目標 (第一條)

(公約第一條)目標：「保護生物多樣性，持續利用其
組成部份，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遺傳資源所產生
的惠益」

1.保育生物多樣性 -- 保護區

2.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組成成份--永續利用、
生態旅遊、生物安全

3.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遺傳多樣性所產生之利
益--基因資源之取得與分享，資料交換機制
(Clearing House Mechanism; CHM)，能力建設，智慧
財產權、技術移轉與合作

註：生物多樣性危機- (1)物種消失 (2)累積的知識經驗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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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資料與人類生活及安全息息相關

環保部
科技部
農業部
地方政府
博物館
標本館
大學
公眾

生物多樣性資料--來源及使用

分類、保育、生物安全、國土規劃、氣候變遷、作物發展、資源管理、仿生學、檢疫

標本、野外調查、監測、基因體、公民科學、遙測、專家知識、歷史文獻

來源

使用

元資料

生物多樣性資料類型

分布 標本

名錄

哪一種?
哪裡發現?
何時發現?
證據在哪裡?
其他資訊
標本資料
操作資訊
序列
影像等

標準化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生物多樣性之資訊龐大--更難管理生物多樣性之資訊龐大--更難管理

全球物種數最新的估計為870萬
– 約190萬種已命名 (86%陸域及91%海洋生物尚未命名)

全球標本數1-3億
– 許多為未命名及未鑑定種

每年增加1.8萬新種
– 此速率在過去40年未見進步；但應用DNA協助鑑種之後已
有增加

– 然而投入分類工作的人力物力卻在減少

每年滅絕種數逾千種以上
– 100-1000倍相對於過去的自然滅絕速率

生物多樣性資料是什麼？

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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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坐標
Location coordinates

生態資訊學
Ecoinformatics

生物資訊學
Bioinformatics

地理資訊學
Geoinformatics

資訊學議題：
資料庫設計
存檔、倉儲
搜尋、檢索

互通性、中介軟體
協定、schema

標準
線上發布

視覺化
製圖
模擬
分析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Biodiversity Informatics)的3個面向與生物多樣性從基因到生態
系和環境面向之間的關係。每個部分都有其特質和與其他部分重疊之處。

Mark J. Costello （2015）Benefits of 
data publication and associated issues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 vs 生物資訊學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vs               Bioinformatics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基因多樣性研究中心/分子演化研究中心
生物多樣性研究的核心價值 演化 或 保育 ?

•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Biodiversity Informatics)是應用資訊學技術於生物多樣
性資訊(biodiversity information)，以改進管理，演示，發現，探索和分析。
它通常建立在已數位化的分類、生物地理或生態資料庫的基礎上，隨著資訊技
術的應用，可以用新的方法來重新檢視和分析現有的資訊，並可用預測模型去
推測出還不存在的資訊。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學科（這個名詞
在1992年左右才被提出），但全球已有甚多人參與，包括許多程式設計和建置
分類資料庫的個人。(反自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內容
•1 概述
•2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學科的歷史
•3 術語“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歷史
•4 當前生物多樣性資訊問題

• 4.1 所有物種的全球列表
• 4.2 存在的問題屬和種的學名是唯一和永久標識
• 4.3 達成共識生物的分類

•5 徵集主要的生物多樣性資訊
•6 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和協議
•7 目前的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活動
•8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項目
•9 參見
•10 參考資料
•11 延伸閱讀
•12 外部鏈接

何謂「生物多樣性資訊學(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根據Walter Berendsohn轉載，所謂“生物多樣性資訊學”
是取自於John Whiting在1992年加拿大生物多樣性資訊協
會的活動，將生物多樣性與環境經濟學和地理空間資訊
以GPS和GIS的形式呈現。隨後，它似乎已經失去了對GPS 
/ GIS的連接，轉而與生物多樣性資訊的資訊管理有關。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重要的相關計劃及組織

(2015.11 馬克平) http://taibif.tw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研討會，2012年7月

台灣獲得推薦參加

2012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研討
會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Conference, GBIC)。
會議主辦單位
(GBIF;BNHM;EOL;CBOL)邀集 100 
多位來自各國生物、生態、電腦資
訊科學、官方政策等各領域的科學
家，分組進行三天密集的腦力激盪
討論愛知目標 (Aichi Targets) 
重大的生物多樣性議題及其應用整
合科學方法的可能解決之道。分組
討論過程中所有科學家提出的想法、
建議，再經過綜合的整理和論述，
將集結成“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
展望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Outlook, GBIO)”做
為未來十年達成阻止全球生物多樣
性持續損失的跨領域整合科學方法
參考指引，以支援保育優先策略擬
定和政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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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家公園 9 National Parks

台灣的現況及問題─在2001年前臺灣各部會的資料庫均各自為政，未能

整合及分享。雖號稱公開但只有消化過的圖資，不提供原始資料。資料庫及網站
建置大多委外發包，且各自開發自已的系統，不用免費軟體，故日後難整合。計
畫結束後也難以承接及永續維運。

*墾丁、陽明山、玉山、雪霸、太魯閣、金門、台江、東沙環礁及南方四島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農委會--林務局、特生中心、漁業署、防檢局、各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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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永續會生物多樣性組行動計畫分工表
(2002-2013)

工作項目 具體工作內容 主(協)辦機關

壹一、建構及
整合國家生物
多樣性資料庫
及資訊網

04111及04113案合併為：D1201 案

建立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流機制，推
動與各機構資料庫之整合，定期增
修補充各項資訊，包括專家名錄、
物種名錄、典藏標本、地理分布、
時空分布、入侵種、物種解說、文
獻及生物資源等，並透過國家生物
多樣性入口網與國際接軌。

國科會/農委會
( 中研院、內政部、
經濟部、原民會、衛
生署、教育部、環保
署、交通部 )
持續辦理

新的行動計畫正依據2010愛知目標在修訂中；此案仍將保留及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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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臺灣開始執行《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為配合愛知目標
2012年進行增修訂，2016正式實施。其中有四項與監測與資訊有關

。具體工作 主(協)辦機關及執行期程 績效指標

D11010 就臺灣陸域及海域生物多樣性可能的熱
點(含重要遷徙路徑與廊道)進行調查並確認之

科技部(國科會)、農業部(農
委會)、環資部、(中研院、教
育部、內政部)/100年12月

1. 完成潛在熱點清單(包含地
點、範圍及原因)

2. 根據前項清單，完成調查
及確認的熱點數量

D12010 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換機制與各類或各機
構資料庫之建置與整合，並定期增修補充各項資
料庫之內容(持續推動生物多樣性資訊(含名錄、
生態分佈、物種百科、標本、文獻、影音等)之
公開及增修訂，與環境、海洋、國土資訊等其他
相關領域資料庫整合，並與國際接軌(GBIF, IUCN, 
OBIS, EOL GEOSS, GEO-BON等))

科技部(國科會)、(農業部(農
委會)、中研院、內政部、經
濟部、原民會、衛生署、教
育部、環資部(環保署)、交通
部)持續辦理

1. 各部會單位搜集及已公開
分享之原始生物多樣性資
料數量及增加的筆數

2. 生物多樣性資訊應用於政
策調整、擬訂行動計畫、
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永
續利用之件數

D12020加強分類學能力建設，逐年完成臺灣各類
動物、植物與微生物誌之編撰與修訂(加強分類學
能力建設，包括聘用分類人才、標本典藏(含遺
傳物質、組織標本)、生物誌編撰及增修訂、全
國或區域性物種多樣性之普查及編目)

科技部(國科會)、農業部(農
委會)、(中研院、教育部、內
政部、環資部(環保署)、文化
部、原民會、交通部)/100年
12月

1. 分類人才總數及增聘人數
2. 已登錄之典藏標本總數與

年增加數
3. 完成臺灣重要生物誌之數

量

D12030加強具指標性之動物、植物、微生物物種
族群變化之研究(加強生物多樣性價值及功能之研
究(特別是生態系服務、生態系暨生物多樣性經
濟學等)

科技部(國科會)、農業部(農
委會)、(中研院、教育部、內
政部、環資部(環保署)、原民
會、交通部)/100年12月

1. 生物多樣性價值及功能之
研究專案數

2. 提撥生物多樣性價值及功
能研究之經費比例

2015/6/9行政院永續會將討論及檢視國家永續發展目標(17;169)；綠色經濟國家策略
2015/6/18 生物多樣性工作小組將討論推動方案修訂

整合標本資訊--2001-2012– NDAP & TELDAP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中研院-魚類,貝類,植物
•台灣大學- 植物,昆蟲,鳥類,哺乳類
•自然科學博物館- 植物,昆蟲,鳥類, 真菌
•海洋生物博物館-甲殼類, 魚類
•海洋大學-甲殼類
•中興大學- 頭足類
•農試所、林試所-昆蟲,植物
•水試所-魚類,甲殼類,貝類
•台灣博物館-魚類、哺乳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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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物多樣性與地質資料庫》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生物與自然主題小組成果彙編

Published in Dec. 2012 by BRCAS

幾乎台灣各博物館和研究機構典藏的動植物標本均已數位化及整合

2012/11/06-07 at NMNS



至2016年2月止, the World Data 
System 在下列四類會員中，共計有
95個會員. 

61 Regular Members
10 Network Members
6  Partner Members

18 Associate Members

Organization Name Fish Database of Taiwan (Academia Sinica, Taiwan)

Membership Type Regular Member

Member Since 13 Dec 2011

Organization 
Website

http://fishdb.sinica.edu.tw

Host Organization 
Name

Biod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Representative 
Name

Shao Kwang-Tsao

Address
128, Sec. 2, Academia Rd., Nankang, Taipei, 
Taiwan 11525

Country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Network Affiliation GBIF, SciColl, CBOL, etc.

《台灣魚類資料庫》是台灣目前參與全球資料系統(WDS)的唯一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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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於2001年正式加入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2002)為副會員(Associate 
Participant)

* 台灣物種名錄 (TaiBNET = TaiCOL, Catalog of Life in Taiwan, 2002)

*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 (TaiBIF, Taiwan’s node of GBIF, 2004)

* 臺灣野生物冷凍遺傳物質典藏及生命條碼 (TaiBOL, Taiwan 
Cryobank and Barcode of Life, 2004)

* 臺灣生命大百科 (TaiEOL, Taiwan Encyclopedia of Life, 2011)

* 臺灣生物多樣性國家監測與報告系統(TaiBON, Taiwan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 2015)

2002年起開始建置臺灣生物多樣性的資料庫及網站

2000.5.15-23 CBD-COP5 in Kenya – Side event (GBIF)

(基因序列) (觀測網)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基因銀行
GeneBank

生命條碼
資料庫系統

全球生命大百科

全球物種名錄

亞太生物多樣
性觀測網

地球觀測系統群
生物多樣性觀測網

(資料發布、查詢)

(物種名錄)

(物種解說、圖片)

合作單位

林務局
Forestry Bureau

特生中心
TESRI

林業試驗所
TFRI

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計畫

其他機構資料庫
Other 

databases

台灣亟需在既有的
基礎上，配合愛知
目標來整合國內相
關機關生物多樣性
研究及成果，各部
會需能分工負責，
發展國家生物多樣
性指標與監測系統，
除掌握生態系現況
與變化情形，並希
望能並督促政府積
極推動生物多樣性
保育工作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建置、整合及與國際接軌之架構

為何生物之物種名錄這麼重要?
Specimen Data

(標本資料)

GenBank, etc.

BoL (基因庫等)

Ecological 
Databases EML

(生態分佈資料庫)

Tree of Life

ToL (生命之樹)

•物種學名係所有不同生物資料庫
內容中唯一之共同欄位

•為連結全球生物資源獨一無二之
「主鍵」(unique identifier, primary key)

• 若無學名，則將無從去尋
找其他資料庫中之資料

Encyclopedia of 
Life

EoL (生命大百科)

整合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方法與架構

搜尋引擎

Catalog of 
Life (CoL)

(物種名錄)

Catalogue of Life; COL
http://www.species2000.org

臺灣物種名錄 Catalog of Lif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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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1年開始建立

*病毒 495種，細菌 1,439種，古

菌 6種，原生生物 1,368種，原

藻 1,973種，真菌 6,325種，植物

8,675種，動物 37,895種

*總計：8界 61門 150綱 700目
3,341科 19,465屬 58,179種 (海洋

生物>12,500)

*資料提供者: 244 位

網站搜集臺灣本土種、外來種、特有種、瀕危物種、化石種等資訊

Catalogue of Life in Taiwan , TaiBNET TaiCOL
http://taibnet.sinica.edu.tw; http://col.taibif.tw

臺灣物種究竟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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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己出版臺灣物種名錄及物種多樣性研究，共兩冊; 2010名錄
再版。之後，光盤每年更新。

25
25

從2008年起每年
出版臺灣物種名
錄光碟

關鍵字查詢：整合同物異名查詢

SearchSearch 臺灣物種名錄
Catalog of Life in Taiwan

Trichiurus argenteus

Trichiurus lajor

Trichiurus malabaricus

Trichiurus nitens

Trichiuris haumela

…Trichiurus lepturus..

物種出現記錄資料庫
species occurrence data
物種出現記錄資料庫
species occurrenc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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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名錄提供國教院學術名詞網頁可連結查詢物種中文名
生命條碼Barcode of Life (CBOL + iBOL)

BOLD已有18萬物種；250萬筆基因條形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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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ryobank.sinica.edu.tw/
魚類 Fish-1120(>3,200), 

兩生爬蟲 Amphibian & Reptile-107(>1,500), 
鳥類 Bird-170(>1,300)

哺乳類 Mammal-73(>550), 
昆蟲及無脊椎 Insect & Invet.-1388(>3,900)

Cryobanking & BOL in Taiwan (TaiBOL)

目前已收集11,767件(620科3,461種)野生動物組織標本，包含魚類、兩生爬蟲、鳥
類、哺乳類、昆蟲及無脊椎)，另有959件真菌標本由自然科學博物館提供。

TaiBOL整合生命條碼資訊--台灣的野生物遺傳物質冷凍物質典藏及生命條碼資料庫

• 2014已收錄到文字資料18,125種
及照片22,672張

• 已於2011年10月與國際EOL正
式簽約合作。協助建立正體中
文版

• 2013年TaiEOL貢獻台灣魚類資
料庫2,827種魚類解說與2,850張
魚類照片給EOL

• 2015.12-2018.11將啟動第二期的
三年計劃(將增加6,000種)

TaiEOL整合物種解說資訊-台灣生命大百科網站建置計畫

(TaiEOL)

自2011年9月起,在林務局支助下開始推動,
在第一期的三年內已完成 18,000種,以
8,000+特有種為優先的物種百科資料庫 。



1.8 M +
1.3M +

全球生命大百科計畫 Encyclopedia of life; EOL (since 2007)
http://www.eol.org

「生物多樣性之父」E. 
O. Wilson倡導「生命
大百科」(Encyclopedia 
of Life, EOL)國際合作
計畫，呼籲全球科學
家，共同努力將地球
上已知的180萬種生物
的各類資訊能整合在
一個網站上

EOL的生物性狀資料庫

發現生命 Discovery Life

33

1.29 million species pages
0.64 million maps

生命地圖

OBIS雖已累積3000多萬筆資料，但只有5%的
海洋有較詳盡的調查，尚有20%的海洋完全未
被探勘過。目前僅命名25萬種，還有220萬種
(91%)尚未被發現或命名；還不含微生物在內

從水深及經緯度的剖面圖
來看，全球海洋的深海及
遠洋調查最少

目前的資料一半以上皆為甲殼類、軟體動物及魚類三類而已，微生
物多樣性及其功能仍然是謎，但歷史顯示90%的大型魚類已在快速
消失。

‧

(all photos from www.coml.org)

• 2014已收錄到文字資料18,125種
及照片22,672張

• 已於2011年10月與國際EOL正
式簽約合作。協助建立正體中
文版

• 2013年TaiEOL貢獻台灣魚類資
料庫2,827種魚類解說與2,850張
魚類照片給EOL

• 2015.12-2018.11將啟動第二期的
三年計劃

台灣生命大百科網站建置計畫(TaiEOL)

自2011年9月起,在林務局支助下開始推動,
希望在三年內完成 16,000種,以8,000+特有
種為優先的物種百科資料庫.



國際合作
 TaiEOL計畫於2012年9月正式由中研院與EOL 簽訂合作備忘錄，成
為目前全球16個合作單位之一

 陸續已整理發布約4,300餘筆物種分類群資料給EOL
 協助EOL翻譯英文網站與資料庫詞條，2013年10月正體中文介面
已經上線

 透過中國生命大百科(EOL-China)的協助取得中國動物誌物種分類
群資料120筆。

EOL前執行長Erick Mata博士來台討論合作事宜
37

China

Australia

Dutch

South Africa

Costa 
Rica

Mexico
Egypt

EOL已有20種語言的版本
(機器翻譯-translatewiki.org)

India

Colombia

Peru

Taiwan

Norway

USA

EOL在全球的簽約合作伙伴(16處)

Signed MOU in 2012

www.gbif.org
www.twitter.com/gbif
www.facebook.com/gbifnews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_GBIF--台灣是創始會員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 GBIF

http://www.gbif.org

652,449,276 species occurrence records
15,698  datasets
803  data-publishing institutions

迄 2016/2月，共54國家 (含38個投票會員與16個副會員) ； 42國際組織均為副
會員(含CBD秘書處及台灣(經濟體) ；803資料提供者; 15,698資料來源；超過6.5
億筆以上物種出現記錄資料。(Chinese Taipei 2001;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GBIF 之國家節點或入口網站(GBIF’s National Nodes or Portals)

GBIF合作備忘錄(MoU)
• 1999/6 OECD為配合CBD之决議；2001年正式成立

• 2000/8 J. Edward致函各國國科會翁政義主委邀請入
會；因會費高(USD $10萬)，且尚無成績，故決議
先以AP而非VP入會：Node在中研院。當年由NSC翁
主委簽MoU (Economy -- Taiwan)

• 為配合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GBIF)整合工作，
臺灣成立TaiBIF以加強國內生物多樣性資訊之整合
及積極充實內容，並協助各資料庫與國際交流與接
軌。(2002—TaiBNET=TaiCOL; 2003—TaiBIF)

• 2006年由我國首席代表國科會生物處長鍾邦柱與
GBIF續簽為期五年合作備忘錄(MoU—Chinese Taipei)

• 2011年底由郭處長明良代表與GBIF再續簽為期五年
(2012-2016)MoU。2012中國大陸以CAS名義加入為
AP。

• 台灣已在GBIF-Asian Node扮演重要角色，王豫煌出
任Asian Node副主席，並應邀出席ASEAN ACB(東南
亞國協生物多樣性中心)的相關會議及活動。

• 2016台灣應會再續簽MoU。
41 42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台灣的節點(node)，以整合生物

多樣性資料與國際交流為首要目標(http://taibif.tw )

林務局

1,451,43

0

林試所

236,407特生中心

120,626

TaiBIF

160,101數位典藏

450,089

生物資源

保存

研究中心

12,539

兩栖類資

料庫

25,706
臺灣國家

公園

4910

*8 data providers (資料提供者)

*60 datasets (資料集)

*292 萬筆出現紀錄

TaiBIF-整合生態分布資訊--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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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採集(調查)時間統計筆數

無資料

1900~1910
1910~1920
1920~1930
1930~1940
1940~1950
1950~1960
1960~1970
1970~1980
1980~1990
1990~2000
2000~2010

2010~

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中 研 院

林 務 局

台灣大學

林 試 所

特生中心

其 他

IPT

Darwin core 1.4

合作單位

Darwin core 1.4

整合資料方法

臺灣物種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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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設網格： 40 x 40 km. 出現紀錄在10 x 10 km網格內的分
佈情形(背景網格為40 x 40 km)

放大
(拉近)

每一網格的顏色代表紀錄筆數

將物種出現紀錄轉換為不同空間尺度的分佈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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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網路服務與工具開發 taibif.org.tw/BDTools/

TaiBIF團隊開發許多生物多

樣性資訊工具，以達到促

進、整合及分享生物多樣

性資料的目的

• 學名檢核 / 中文名比對

• 地理座標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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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誌出版書籍收集上載現況
• 已將陸續出版的「誌」類書籍上載至TaiBIF網站，累積至今「誌」類書籍共有27

本，包含類群有：
– 藻類（臺灣海洋底棲大型藻類誌）
– 苔蘚（臺灣的蘚類植物I. 細鱗蘚科）
– 種子植物（臺灣植物誌-龍膽科）
– 珊瑚（臺灣珊瑚誌 I. 複雜類群；臺灣珊瑚誌 II. 堅實類群）
– 甲殼類（臺灣蝦蛄誌；臺灣蟹類誌I.緒論及低等蟹；臺灣寄居蟹類誌；臺灣鎧甲蝦類誌；

臺灣騰壺誌I：圍胸總目－不含塔騰壺和綿騰壺亞科；臺灣蟹型異尾類誌）
– 昆蟲（臺灣昆蟲誌直翅目－蟋蟀；臺灣椿象誌；臺灣木虱誌I；臺灣生物誌六足總綱鱗翅目

－蛾 ）
– 環節動物（臺灣蚯蚓誌、臺灣蛭類誌）
– 真菌（臺灣真菌誌 II ）
– 哺乳動物 (鼩形目)

48

GBIF教育訓練手冊翻譯

已出版

翻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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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F GBits –報導來自臺灣的資料集

GBits_2013 September

GBits_2014 March

發佈慕光之城蛾類世界資料庫 發佈數位典藏資料集

50

手機版流覽模式

首頁
主題物種流覽

物種頁面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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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BIF 網站流量
根據 google analytics統計，目前每天約有1200～1800人次。

用物種學名或中文名查詢，TaiBIF 物種頁面大約都排在第一頁。

GBIF 5億筆、台灣 160萬/290萬(副會員中排名第2)

GBIF將定期出版每個會員國所提供資料的統計分析圖表
-每一個國家都有8頁

TaiBIF目前已完成的主要成果如下：
1. 協助各政府機構及不同的研究計劃利用國際免費的資料整合工具或平台

(Darwin CoreTAPIRIPT2)，成功地整合台灣生物多樣性的資訊，包括國

家地理資訊系統（NGIS）。

2. 代表科技部參加GBIF國際組織，引進國外新知識及新技術，在國內推動多樣

性資訊學及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整合、公開分享，並與國際接軌。

3. 在中研院成立「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中華民國委員會(GBIF-ROC)」推動

跨部會資訊的整合。

4. 透過行政院永續會由科技部主委發函要求各部會在用公務預算委託有關

生物多樣性的調查研究計劃，在計劃結束後所有的原始資料必須數位化建檔

交繳，並在限期內公開。

5. 協助GBIF推動資訊整合的相關工作，包括在台灣舉辦GBIF亞洲節點國際會

議兩次;亞太地區資訊整合資訊工具的訓練營和工作坊多次，以及資料開放

的國際會議。

6. 協助政府推動、執行及督導《生物多樣性行動計畫》中的四項資訊工作。

7. 人才培育部分--黃誌川（台大地理系副教授）；游元隆（雲林科技大學副

教授;台灣文化創意協會副理事長）；柯智仁（GBIF秘書處) ；賴昆祺（財團

法人國家地理資訊中心）；吳信輝（台大海研所資訊中心） 。

GBIF未來(2017-2021)發展規劃的五項優先工作

建構全球網絡

提供相關資料

改善資料品質

填補資料缺口

整理生物多樣性知識



第一優先--提供資料並鼓勵引用及發表 支持全球生物多樣性未來的規劃與發展

資料

目標

承諾

評估

模式

經由GBIF可以擷取到的物種分布資料的筆數

第二優先--改善資料品質 第三優先--填補資料缺口

第四優先--加強生物多樣性資訊
學的框架與整合分布分子生物名稱

病原 群聚組成

生物學及生態學

文獻

名稱

分布

分子生物

召集及整合

第五優先--建構全球網絡
推動國家生物多樣性
資料的收集與整合

支持國家生物多樣性資
料的改進及管理

滿足國家層級的需求

支持資料的自由與開放

Description. Carapace brown, male clypeus strongly 
raised with clusters of sulci (Fig 69A-D). Six eyes in three doublets 
(Fig. 69B). Sternum dark brown. Chelicerae fused near the base, 
with single prolateral tooth, fang furrow absent (Fig. 69E-F). 
Labrum not swollen, bearing single plumose seta, with ventrally 
rounded labral tongue (Fig. 70E-F). Female palp absent. Legs 
brown. Abdomen brown (Fig. 65A-D).

Male palp: Cymbium covers proximodorsal part of bulb 
(Fig. 66). Tegular region divided into numerous lobes (Fig. 68B). 
Embolus long, free, follows complex path (Fig. 66). 

Vulva: Cymbium covers proximodorsal part of bulb (Fig. 
66). Tegular region divided into numerous lobes (Fig. 68B). 
Embolus long, free, follows complex path (Fig. 66). 

Male (CASENT 9022356): Total length 0.69, carapace

Patu jidanweishi Miller, Griswold & Yin, sp. n.

Material Examined. Holotype: CHINA: Yunnan: Lushui
Co., Pianma Township, Chang Yan He, 9.3 km ESE Pianma, 
25.99363°N, 98.66651°E, 2470 m, 13-15 May 2005, mixed 
broadleaf deciduous and evergreen forest, dusting small webs near 
ground in forest understory, C. Griswold, CGY104 (CASENT 
9029293, HNU), 1 m.

Paratypes: [same data as holotype] (CASENT 9022356, 
CAS), 2 m, 4 f, 4 juvs; [same data as holotype] (CASENT 9029294, 

未來趨勢--傳統分類與資訊技術相結合

Descriptions

Images

Distribution

Nomenclature

Literature
urn:lsid:zoobank.org:act:1C8AF042-4D42-48BA-A072-1058266329FD

Lyubomir Penev-2012-CYBERTAXONOMY and BIODIVERSITY DATA PUBLISH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ZooKeys, PhytoKeys and MycoKeys

命名

描述

影像

分布

文獻

2014/11 — GBO-4指出各國現況仍遠後2010所訂的愛知目標，56項子目標中只有
5項未落後(陸域保護區、名古屋議定書訂定及執行、國家行動計畫、資訊整合分
享)，33項進度緩慢難達標，10項全無進展，5項惡化，3項未評估(污染對生態系
的影響、海洋酸化、遺傳多樣性)。

各國因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在建設
生物多樣性的國家資訊和監測系
統；以及GBIF及國家節點之積極
推動才能有具體的進展。
(A) 通過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發布的物種出
現記錄的增加；(B) 生物物種名錄年度核對表涵
蓋的物種數量的增加；(C) 生命條碼數據系統全
球參考資料圖書館中的動物物種數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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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BON (Taiwan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計畫緣由及目標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有許多指標。但迄今仍很少有指標可具體呈現生物多樣性的
變化趨勢，許多指標亦無法發揮預期的功能，故應再作檢討增修訂。

因台灣TaiBIF在蒐集整合資料的工作表現優異，故2014/9在GB21會中被選為四個代表國
家之一作示範性報告。台灣生多資訊整合自2001年起，開始實施行政院生多推動方案，
並加入GBIF，及數典國家型十年計劃之挹注。隨後，在科技部及農委會林務局之支助
下，陸續建置TaiBNET(TaiCOL)、TaiBOL、TaiBIF及TaiEOL等網站並與國際接軌。另，
為促進跨部會資料整合，乃在中研院成立GBIF國家委員會，推動公務預算支助計畫所蒐
集的原始資料應建檔交繳。我國的報告頗受各國代表之重視，並要求分享簡報資料，且
有代表提問為何台灣不由AP升格為VP，這也給我們一個解釋的機會。即GBIF必須先修訂
規章，取消「經濟體」不能升格為VP之規定後，台灣才能考慮。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全球節點訓練研習及管理者大會(Global 
Nodes Meeting)暨第22屆理事會(GB22)

2015/10/4-5 & 6-7在馬達加斯加首都安塔那那利佛Antananarivo舉行

1. 大多數均希望仍維持CC-BY，非CC-0以免影響未來的資料募集，也可以省去數月前
秘書處來函要求11月前清點各國提供資料之授權狀態的繁重工作。
2. 未來GBIF將會朝加強物種名錄之整合共用同一套開發物種名稱清理工具，加強與
COL、BOL、EOL之合作，以及與IPBES及GEO-BON之合作。這正好是臺灣從2001年加入
GBIF後所推動的方向，包括已建置TaiCOL、TaiBOL、TaiEOL之網站，及今年起推動
TaiBON，將著重在指標及長期監測的資料之搜集，包括含環境因數資料或取樣調查
(sample-based)資料在內。
3. GBIF研討會內容主要是如何支援節點的能力建設及對資料驅動與運用的發展，發展
中國家生物多樣性資訊(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or Development, BID)計畫、亞
洲生物多樣性基金(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und for Asia; BIFA)及由澳洲發展
的ALA(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工具對其他國家節點建置的幫助等。其中有關
BIFA之報告由臺灣節點代表王豫煌博士代表亞洲區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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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兩項合作項目：

1.國家物種名錄：包括對入侵種、紅皮書(Red list)瀕危物
種、特有種和遷徙鳥類做比較研究。

2.更新資料庫以評估亞洲區魚類生物多樣性降低之風險。

GBIF亞洲節點委員第四次會議- 2012/6/26-28臺北

GBIF亞洲節點的合作

1. 2009.9. Thailand
2. 2010.11. India
3. 2012.3. Japan
4. 2012.6. Taiwan (4th Asian

Node Manager Meeting in
Taipei) Strategy composed

5. 2013.3 Japan (Tokyo)
6. 2015.6 Taiwan (6th Asian 

Node Manager Meeting in 
Nantou, Taiwan)

7. 2016.6 Philippines

65 66

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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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目標：五大策略目標、20項子目標 --是否已達成?

2010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GBO3)

2014第四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GB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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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皮書Red list

保護區

土地利用
面積

海洋營養層數
MTL

遺傳資源

生態足跡
承載力
GDP

入侵種數 資金投入

中國履行《生物多樣性
公約》第四次國家報告
(2009/11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

GBO彙整各國所繳交的國家報告進行彙整分析--以中國為例

指標面

資料面

監測系統

系統規劃

國家/保護區
生物多樣性指標架構

國家/保護區
生物多樣性指標草案

指標訂定與篩選原則

國內已有指標 國外廣用指標

資料檢核機制 跨部會資料提供之協調

資訊架構 國家監測與報告系
統網站設計與規劃

行動計畫KPI管考
線上稽核網站建置

監測機關

跨部會資料
整合與分享機制

調查方法

資料庫系統

報表格式

指標計算

愛

知

目

標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SDGs 需求分析 紅皮書網站
設計與規劃

報告系統
目標、指標定義

指標趨勢呈現

現況分析與檢討

指標達成度評估

TaiBON-生物多樣性的變化趨勢--指標與系統規劃

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與報告系統規劃 (TaiBON)

緣由--因鑒於推動方案中少有指標能具體呈現我國生物多樣性變化的趨勢，也未能充
分發揮預期的功能。須進行方案中可量化指標之增修訂，並建立績效指標(KPI)之管考
系統，以便了解管理措施是否有效，期能達成保育與永續利用的目的。

過漁

沿近海漁業別及魚種
組成及產量資料公開

FiB(漁獲平衡指數)

PPR(基礎生產力)

MTL(平均營養階層

運用VDR(船位紀錄
器)估算漁業分布

D31060每年減
船的總噸數之
比例

D31060
每年減
船的總
船數

污染

D31060經評估而
調整有益於生物
多樣性永續利用
之漁業補貼金額
或獎勵政策數目

對資源負
面及正面
的漁業補
貼

棲地破壞

D31070取締違規作業出
勤航次、漁船艘數

D31070地方參與管理而具體改善
漁業資源之案例數目

公告限漁措施(漁期、漁獲、
魚種及總量管制之件數)

外來入侵種

D31100執行教育宣導
(文宣品,出版品,預
算..)及經營管理工作
之場次及參加人數

D31100社區漁業巡守隊
之數量及人數

宣導資源保育及永續漁業政策及
相關觀念的次數

海洋生態系統失衡，漁業產值下降?

漁業資源議題

D31060建立完善的休
漁制度

D31040定期定
點蒐集漁業資
源變動之資料

D31040公開漁獲
調查資料的總筆
數與增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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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 管理是政府的職責，但管理是否真的有效卻很少人會去探究，特別是很多
的管理措施並不是立竿見影，可能要好多年後才會呈現效果。這就好比建
設下水道工程不如修路造橋可以讓民眾看見政績一樣，漁業的管理也是要
幾年後才會看見成效。(TaiBON –國家生物多樣性監測及報告系統)

• 海洋保育還有三大困難：

(1) 公有物的悲劇，海裡的魚誰先抓到就是誰的，就會造成大家競相捕撈的
現象；

(2) 海納百川，陸上保育作不好，如山坡地濫墾濫伐，陸上的垃圾及污染亂

丟亂排，海洋遭殃；

(3) 一般人不會認為海洋生物也是野生動物，吃起來也沒有罪惡感，遠不如

陸域野生動物這麼受到大家的愛護和保護。

動力漁船船數與噸數
雖自1989年後開始逐
年遞減，但漁船馬力
數卻是逐年增加。

經國際SAUP計算後呈
現的台灣海洋營養指數



一、互補性內容充實：
增進科技大觀園與生物多樣性相關內容的深度

*「科技大觀園」網站中，已存在不
少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文章或專題
報導，但甚少提及物種分類位階、
分布（以地圖方式顯示）、照片
（少數教材具有多張照片）、參考
文獻、何處借閱標本…等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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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物種名
錄

TaiCOL

臺灣生命大
百科
TaiEOL

臺灣生物多
樣性入口網
TaiBIF

分類位階
分布資訊

照片

物種解說標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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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斷詞系統
使用臺灣物種
名錄資料

找出文章
中所提到
的物種中
文名

黑面琵鷺 櫻花鉤吻鮭

石虎 竹雞雲豹

分布 物種描述

物種更多
照片

二、增進科技大觀園內容廣度

*與臺灣環境資訊學會合作，第一年先取得生物多樣性專欄
439篇文章創用CC授權，匯入至科普資源資料庫中

7
5

Taiwan China

TaiCOL

TaiEOL

TaiBOL

TaiBIF

COL-China

EOL-China

BOL-China

BHL- China

GBIF-China

COL

EOL

BOL

BHL

FishBase

GBIF

海峽兩岸生物多樣性資訊各自且平行地與國際合作
兩岸科普的內容與資訊技術亦可合作與分享

Taiwan Fish 
Database

FishBase- China

物種名錄–COL;標本數據(含組織標本及標本分佈) –BOL;物種解說(含標本及
照片) –EOL;文獻–BHL;生命條碼–BOL;中文名詞對照–COL;科普數據

兩岸的物種多數相同及親緣關係相近。2010年起已推動海峽兩岸物種名錄、標本(植物及
魚類優先)、生物多樣性學術名詞三部份資料庫的合作與交換資料，建立物種及學術名詞
中文名對照的詞庫，提供正、簡體字及英文三種文字，服務華人社會。

GEO-BON Sino-BONTaiBON

Global

整合及開放資料的重要及進展-為了下一代(往者已矣、來者可追)

• 政府所投資之龐大科學研究及調查經費所獲得之原始
資料，應建檔保存及繳交，以免在計劃結束後，無法
取得或流失。

• 資料可再利用新技術及方法來分析或作預測，可作今
昔比較，才能得到更有用、更新、更好的成果或發現

• 可避免重複架構，與確定明確分工

• 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經營管理政策之重要工具，如
生物多樣性量化指標、過漁指標、生態系平衡指標

• 協助資料備份（異地備份）及資料品質的檢核

• 回饋社會，學術服務，納稅人的權利(公帑)

資訊的交流、整合、公開是未來趨勢
為何要開放科學數據?

• 保持科學體系自我糾錯的能力
• 對數據的重新分析，可以驗證結果，可以獲得新的知

識和發現

• 使得數據可以被廣泛的重新利用
• 不僅可以減少數據蒐集的總成本，而且能夠產生極大

的價值

• 可以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 美國向公眾領域開放天氣相關數據，帶動的相關企業

在氣象方面的服務，產生的經濟效益預計可達十五億
美元



IUCN－Conservation Commons
保育之創用

• 理念(purpose)：公開並公平的使用保育及
生物多樣性之相關資料與數據 (Free and 
open access & equally use the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data,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 http://www.conservationcommons.org/

有長期的資料才能發表重要及突破性成果，而能刋登在Nature 
或 Sciences等期刋

慧

2014年第52屆十大
傑出青年的得主，台
大海研所謝志豪教授

美國西南漁業中心（Southwest Fisheries Science 
Center, NOAA）退休的老教授約翰（John 
Hunter）。約翰手中有一筆累積50 年的加州魚類
資料，想找人幫他分析這些資料，希望對漁業有
幫助。他說「I should give this treasure to a 
good hand」，而謝志豪則成為這雙「good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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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料(數據)不願公開的各種理由或藉口

1. 研究成果尚未發表

2. 若干敏感保育物種不能公開

3. 智慧財產權不清楚

4. 只授權給計畫的委辦單位，不能開放給其他網站用

5. 擔心外界或環評公司誤用

6. 或擔心因資料品質不佳而被質疑

7. CC 授權的等級不同

8. 各機關的本位主義或希望自己是頭(整合單位)

9. 要付費、要註冊、要成為會員、或要被授權

10. 調查研究成果會被國外直接使用

11. 個資法

12 ……

一、科學資料(數據)共享的困境

(改自黎建輝)

各利益相關方的共同責任
• 科研人員
• 發表學術論文同時，需開放共享數據

• 在使用自己或他人的數據，需規範引用數據

• 科研機構
• 營造數據開放共用的文化，將數據共享作為研究成果的重要部分，納入

到對其職位升等和學術評鑑的標準中(如數據被引用的量)

• 科研項目資助的機構
• 要求數據共享，並將數據整理，元數據編寫和數據保存等成本可納入可

研成本中

• 將數據出版或被引用的情況作為對其學術貢獻的評鑑指標之一

• 學術出版機構
• 加強在論文發表時，相關數據應同時發表

• 要求作者將數據提供到可供長期穩定訪問的數據庫中

• 學術評鑑機構
• 逐漸將科研人員數據開放的成效納入他學術評鑑的範圍中(不僅僅是學

術論文)

二、科學數據的引用

• 可再次研究(Reproduce research)

• 可重複科學的發現(Replicate findings)

• 數據可重新被使用(Reuse data)

• 數據貢獻被認可(Credit)

• 如果出版社是「科學宇宙」(scientific universe)中
看得到的星星，那麼數據就是看不見的「暗物質」
(dark matter) 。他在被使用的過程中常被忽略，但
卻甚具影響力。

• 科學數據被引用的三個要件：(1)係唯一標識(unique 
identifier);(2)可被持續擷取(persistence 
access);(3)有標準引用格式(citation standard) 。



三、科學數據的出版

• 數據出版資料工作者的角度是創新科學
數據開放的共享模式

• 智慧財產權清楚

• 來源清楚、品質可信

• 全球統一標識、可以持久被取用

• 可在學術出版物中正式被引用

• 可以對數據引用的情況進行追蹤與統計
分析，從而客觀評價其對科學發現的價
值和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

Source: Chavan and Penev (2011). Data Paper: 
A mechanism to incentivise data publishing in 
biodiversity science. BMC Bioinformatics 
(special supplement), in press

資料論文之推廣

資料整合發布平臺(IPT) v. 2.0.2 促進編寫元資料
(metadata)及自動產生資料論文(data paper)草稿

H.Y. Chen, Y.C. Liao, C.Y. Chen, J.I. 
Tsai, L.S. Chen & K.T. Shao (2015) 
Long-tern monitoring data of fish 
assemblages impinged at nuclear 
power plant in northern Taiwan. 
Sci. Data 2:150071 doi:
10.1038/sdata.2015.71

K. T. Shao, Jack Lin, H.M. Yeh, L.S.
Chen (2014) A Dataset of Deep-Sea
Fishes Surveyed by Research
Vessels in the Waters around
Taiwan. Zookeys 466: 103-110

K. T. Shao, Jack Lin, C. H. Wu, H. M.
Yeh, T. Y. Cheng (2012) A dataset
from bottom trawl survey around
Taiwan. ZooKeys 198: 103–109,

http://taibif.tw 87

從2014年3月至今已發表數據論文93篇

科學數據的出版的態勢

在Nature的參與下，國際科學數據出版進展迅速，科學資
料出版已成為大勢所趨

地球系統科學數據

2009-2014年累計發表數據論文105篇論文，累計引用次數達到
916次認為平均也有率達到12次

生態數據歸檔

2000-2013年累計發表數據論文80篇，論文累計引用次數達到
889次，論文平均已用率達到11次

台灣北部海域魚類的數量正在快速
的減少 (1987—2014)

Scientific Data 是Nature 2014剛發行的
子期刊，是以刊登資料論文為主的學術刊物

魚種數

魚尾數

要有長期監測的資料才能看出生物多樣性之真正變化趨勢

2008

2006長江大壩截流；
2007-2008反聖嬰；
2008中國雪災及澎湖寒
害

Andrea et al (2005)

海洋基準線/背景值的改變 (The Ocean Shifting Baseline)

沒有過去留下的科學數據(資料)來作比較，科
學家就不能道聽塗說來寫學術報告發表。

Shifting Baseline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Ocean Fisheries (2011);  Island Press 

每當海洋基準線下降，人們總把它當成
是新的正常的基準線，而不願意去停止
向下調整這個基準線。 透過努力，如MPA，我們可以

使基準線逐漸提升及恢復往
日水準，但這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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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GBIF) 中華民國委員會

• 在2010年2月5日召開常務委員會，會議中達成數項決議，
– 請行政院永續會科技與評估分組（國科會）儘速依據本次會議及

上次（98年7月20日）會議之決議，函請相關部會署著手研擬相關
辦法與增列合約條文。

– 至於資料繳交之格式、蒐集及管理單位、公開及管考辦法，可另
行擇期以工作坊的方式，邀請各相關部會的承辦人員來說明及討
論。林試所及中研院目前受國科會所委託的資料繳交及倉儲辦法
可提供其他部會參考採用。



• 開放資料倡議者伊夫斯（David Eaves）提出三個
準則，來驗證政府開放的資料是否符合開放精神：

• 一、資料如果不能被自動程式查找，或被搜尋引擎索引，等
於不存在。

• 二、資料如果不是開放且機器可讀的格式，等於不能用。

• 三、如果法律上不允許使用者改變用途，等於沒有授權。

• 這是國外推動開放資料四、五年來累積的血淚智慧
。在這一點上，台灣政府還有很多功課要補，才能
趕上「開放資料」的數位落差。

• (陳穎青。2013。開放資料也有數位落差。科學人雜誌 132：24)

公開資料 == 開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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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International Open Data Conference
2013/11/20~22 Taipei

Day2: 11月21日

開放資料的五種星級
(5 star deployment scheme for Open Data)

(1)資料上網並取
得開放授權(如CC)

(2)結構化的資料(如
Excel的spreadsheet
而非PDF、DOC或資
料的掃瞄圖檔)

(3)使用非
專屬格式
如CSV而
非Excel

(4)使用
URI標註資
料，使之
能夠被指
涉。

(5)建立資
料間的連
結以提供
脈絡

(0)需取得委辦單
位或資料提供者
的同意

開放生物多樣性資料未來的作法

• 優先審視資料之著作擁有權歸屬，並採用適當的
開放授權條款（如CC授權條款）

• 再以IPT進行資料發佈，達成IPT三星級之Open 
Data

• 與國內外學者、機構合作，以建立生物領域的
ontology

• 逐步將資料發佈成Linked Open Data(LOD)

The End

結語：除要學會如何利用網路資源的資料，也要學會願把自己的

資料和他人分享。生物多樣性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要保育；因此生物
多樣性的資訊應是「公共財」 ；地球上的環境及生態為一體的，
應不分你我、海域及彊界需一體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