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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summary of the talk

• I think the answer to the title is “probably” yes.

•But a review of our progress reveal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move forward we need help on getting answers, which will be 
addressed in the end.



三年前的RDMW
跟大家分享2016年12月我和張慧玲進入特生

共同承辦「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料庫網站的一些想法跟經驗



政府組織的幕僚研究單位

主要職責是研究與了解

臺灣的野生生物的自然資源現況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TBN
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
資料管理與應用平台

長期由國發會與農委會資訊中心支持（2007~）
重點任務聚焦於野生動物時空分布資料的

管理、開放，以及應用。



2016年時
面對的
挑戰

1對資料管理的態度消極

2資料量十年來成長緩慢

3給錢單位期待資料應用



First you need data
再不符合給錢單位的期待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資料應用迫在眉睫

= 「讓資料的價值被看見」迫在眉睫



1對開放資料的不信任
2對資料結構化的不擅長
3對資料標準的不熟悉
4沒有時間分配在資料管理上
5資料管理與開放的優點沒有被認同
為了快速讓資料量成長以促成應用

我們認為造成當時資料管理與開放的5個困境



1對開放資料的不信任
4沒有時間分配在資料管理上
5資料管理與開放的優點沒有被認同
TBN決定針對這3個困境進行應對



Find datasets who are in nature more 
willing to be opened 
對開放資料的不信任 公民

科學



宣傳CC授權 & 相關著作權知識
宣傳 Data paper 資料論文
對開放資料的不信任



Find people with the least resources 
on data managements
沒有時間分配在資料管理上 公民

科學



基本資料管理技巧（成就感建立）

推薦去任何開放資料庫（方便優先）

我們來做（提供工具或直接協助上傳）

沒有時間分配在資料管理上



Find people who want their data to 
be seen and used as fast as possible
讓資料管理與開放的優點能被更實際的感受到 公民

科學



Visible 資料視覺化

Simple 資料彙整與簡單查詢

UsefulFind the most basic and universal unfulfilled needs
of all ecological people or conservationists 

讓資料管理與開放的優點能被更實際的感受到



Fast and Plenty
Focus on data with the most simple but critical components = 
Occurrence data that puts aside other measurements and focusing on 
metadata which describe credit
讓資料管理與開放的優點能被更實際的感受到



Occurrence Data
野生生物時空分布資料
一個物種（野生生物）

什麼時候（時）

在哪個地點（空）

出現（分布）的資訊。



We implemented our ideas on TBN open data platform



or 我們來做B（提供公民科學資料管理工具）

協助研究人員作基本資料管理
or 我們來做A

加強對開放資料授權
& Data Paper 的介紹

推薦去任何
開放資料庫

Visible
Simple
Useful

Fast & Plenty

All arranged under a data flow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at each stage



查



找



看



Citizen science data management tools provided by TBN



2018
>3M
data



So, after 3 years,
how did it all go?
After 2018…



Occurrence data: 383% increase compared with 2021 
(we are expecting to exceed 15M in the end of 2021)



Occurrences: 3.8 fold (3M vs 12M)

Datasets:    21.0 fold (46 vs 1,001)

Cumulative statistics of the TBN Open Data Platform
2018 vs 2021 (2021 only till September)



生態檢核
環社檢核
自然資源調查
縣市政府生物多樣性資源盤點
「讓資料的價值被看見」

「讓資料管理與開放的優點被認同」

看來似乎是有被「資料使用者 Data-Users」支持的



Visits: 3.6 fold (8,685 vs 31,601)

Downloads: 8.3 fold (311 vs 2,573)
Annual statistics of the TBN Open Data Platform
2018 vs 2021 (2021 only till September)



GBIF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DATA.GOV.TW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OPEN APIs 國內其他單位資料庫 
看起來很棒！

不過事實上大量的資料來自GBIF
如eBird, iNaturalist, 各國的博物館典藏（如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等）

而且我們更好奇特生中心自己管理發布的資料成長狀況



由特生中心發布的資料
Occurrences: 2.8 fold (1M vs 3M)

Datasets: 1.7 fold (33 vs 57)

由特生中心發布的資料包括：

中心內部的研究計畫

外部單位（民間公司、NGO、其他學術單位或政府組織）的資料集

外部單位的資料集通常代表認同了「資料的價值」而希望將資料開放



特生中心自己的研究計畫
Occurrences: 1.8 fold (0.75M vs 1.37M)

Datasets: 1.4 fold (33 vs 47)

這裡僅限特生中心的研究人員們自己主持與管理的研究計畫

（包含公民科學計畫與專業人員的調查與學術研究計畫）
*including only TESRI-based projects, excluding other organization-based projects that were published by the help of TESRI 
data team



特生中心發布： 83.2% (of 1.37M)

臺灣所有開放資料： 88.7% (of 12M)

因為我們從一開頭就明確設定公民科學計畫為主要對象

所以我們來看看公民科學計畫所佔的比例

公民
科學



特生中心發布： 16.8% (of 1.37M)

臺灣所有開放資料： 11.3% (of 12M)

反過來說以專業人員為主要調查對象的學術研究計畫所佔的比例

學術
研究



全球來說，公民科學計畫的資料佔比雖然也很強勢（65% in 2020, 11% in 2007）

但學術研究的資料也有35%的比重（其中比例最高的是標本典藏14%）。

（Figure from:  Citizen Science on GBIF – 2019. John Waller. 2019-08-02. GBIF data blog.）

https://data-blog.gbif.org/post/citizen-science-on-gbif-2019/


此外，隨著全球野生生物時空分布資料的提升，運用這些資料的學術發表的數
量與領域範圍也大量提升，顯示「資料的價值」在國際研究社群也是有被看見與
認同的。

Heberling et al. 2021. Data integration enables global biodiversity synthes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e2018093118.



目前的價值、工具、方法設定的
使用者是公民科學社群，
而研究者社群並沒有買單。 （至少不完全買單）

所以在以TBN為代表的特生中心的資料管理與開放來說

公民科學領域是有跟上全球趨勢的（TBN 83% > 全球 65%）

學術研究領域雖然也有所成長，但有很多進步空間（TBN 17% < 全球 35%）



What now?
We don‘t know yet.
But we may know there are certain questions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And the target audiences (TA) are now 國內研究者社群。



使用開放資料進行學術發表的比
例？

認識與認同資料論文的比例？
To promote Values 
提升價值



資料管理與開放最大的技術門檻是
什麼？（資料標準、資料清理、工具操作）

最需要的資料管理服務或能力建設
（capcity building）是什麼？
To lower barriers
降低門檻



進行資料管理最希望獲得的回饋是
什麼？

既有計畫管考流程中最適合
以資料管理取代的步驟是什麼？
To encourage Engagements
促進參與



提升價值
降低門檻
促進參與
本質上還是跟之前以公民科學社群為主要資料使用者做的方向一樣

但是我們需要一些研究才能知道研究者社群的確切需求。



Take home message

•讓資料的價值被看見能否鼓勵資料的管理與開放？

•Probably Yes
• very successful when regarding crowd-sourcing citizen-science data.
• But currently not quite so for expert-based research data, but possibly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

•Challenges
• Values appreciated by the current data-users are not shared with researchers.
• Supporting tools do not solve the critical thresholds faced by researchers.
• Researchers are in fact not really the targeted “users” of the system (yet).



Research the needs of the 
Researchers!

What they value
What barrier they face
What encourages them to engage

Take home messages - Help needed to move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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