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協助台灣黑熊研究的
排遺偵測犬
■

黃美秀、潘怡如

台灣黑熊的鼻吻部延長，與狗相似，因此又名「狗熊」。這樣的稱呼其實還另
有深意，因為二者在分類上都屬於食肉目動物，我們更因為台灣黑熊的生態研
究，利用狗來協助追蹤稀少且行蹤飄忽的黑熊。

最忠實的朋友與工作伙伴
狗不僅是人類的寵物，有些還協助人類工作，稱
為工作犬，最為人熟知的有導盲犬、牧羊犬及獵犬。
有一種工作犬是藉由與生俱來的靈敏嗅覺，協助人們
尋找各式各樣的目標物，例如穿梭災難現場搜尋人類
氣息的搜救犬，在機場或海關偵測違禁品的緝毒犬及
檢疫犬。而偵測犬近年來在野生動物的保育工作上，
逐漸受到重視和利用。
大約從 1890 年開始，紐西蘭的保育學者便已用狗
來尋找飽受外來掠食者威脅的珍稀鳥類，像飛行力差
的大鸚鵡和奇異鳥，再把牠們移往安全的棲地保護。
至於利用狗來尋找各種野生動物的糞便，則可追
溯至 1970 年代。近年來，由於遺傳及內分泌的研究

瀕臨絕種的台灣黑熊是台灣唯一原生
的熊，俗稱狗熊。

技術有長足發展，研究者能自排遺中獲得更多寶貴訊
息，對於野生動物的了解也得以更詳細及多樣。因此，
1990 年代末，研究者和訓練師便進一步合作，利用狗的
敏銳嗅覺，訓練成為專門尋找特定動物的排遺，稱為「排

近年來，由於遺傳及內分泌的研究技術有長足發展，研究者能自排遺中
獲得更多寶貴訊息，對於野生動物的了解也得以更詳細及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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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遺就是一般所稱的糞便，是研究者眼中的「黃金」，蘊藏著關於動物的各種資訊。

遺偵測犬」，並利用牠們有系統地收集目標

萃取其中的 DNA 後，利用遺傳分析就可辨

物種的排遺進行研究。

識動物的 種類、個體及性別，可進一步探
討族群的數量、遺傳多樣性。

排遺學問大
排遺其實就是野生動物的糞便。糞便
除了是動物消化後的殘渣之外，還蘊含很
多珍貴的訊息，因此有所謂的「糞便學」。
問題是為什麼要利用排遺來研究野生動
物？
不同於看似在開闊大草原上自在活動
的成群鳥獸，森林性的野生動物多半習性
隱蔽且害羞，要見到本尊並不容易。雖然
可以利用捕捉繫放的方式研究牠們的活動，
但數量畢竟有限，而且捕捉也容易造成動
物，甚至人類的緊張或傷害。因此，若能
儘量避免侵擾野生動物，另利用動物的各
種痕跡，如足跡、爪痕、食痕或排遺等非
侵入性的方法來了解動物的生態習性，以
安全、研究倫理或效率的角度來看，有時
更容易讓人接受。
在各類痕跡中，排遺可以提供最多的

排遺中的動物荷爾蒙，包括糞孕酮的
濃度變化，可以了解個體的生殖周期。而
腎上腺皮質醇可探討動物的生理緊迫程度，
甲狀腺激素則可反映出動物的營養狀況。
同時，排遺中所含的體內寄生蟲，是探討
野生動物疾病的重要線索之一。另外，排
遺出現的地點可提供有關動物的移動、活
動範圍、棲息地、分布，以及資源利用的
訊息。
既然排遺對於研究者來說是揭露野生
動物祕密的珍貴素材之一，能夠收集到愈
多且新鮮的排遺，就愈能了解想研究的目
標物種。但若是這個物種的族群數量稀少，
再加上活動範圍很大，如台灣黑熊，要如
何在幅員廣闊又崎嶇的山區中找到黑熊的
排遺呢？

尋找排遺的新方向

訊息。排遺的食物殘渣透露出野生動物曾

以往這樣的工作都是靠有經驗的調查

吃入哪些食物，排遺中的種子則透露出動

人員憑著敏銳的眼力，在黑熊可能出沒的

物在森林演替的種子播遷過程中可能扮演

地區四處找尋，但成效通常十分有限。因

的角色。排遺中混著動物的腸黏膜細胞，

為排遺可能會被落葉掩蓋、被水沖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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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有系統的訓練，讓狗學會辨別目標動物排遺的氣味，
就可以協助研究者在野外尋找並收集排遺。

其他動物改變了形狀，或已部分分解，而使
人不易察覺。
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排遺，一般人的
印象就是「臭」。這正表示排遺內可能含有
動物個體的細胞，因此不僅有味道，且不同
物種排出的氣味也不同。若可利用氣味標示
排遺的所在，再找到嗅覺靈敏的高手，就可
以大大增加找到排遺的機會。

偵測犬的特性
狗長久以來就是人類狩獵時的好伙伴，
正是有賴牠靈敏的嗅覺及活動能力。某些大
型犬的鼻內有高達 2.5 億個氣味接收細胞，

排遺偵測犬組除了需要有愛球如命的犬隻之外，
還需要有專業訓練師以及領犬員、嚮導和研究者。

的學習動機及工作欲望，且能每天專心工
作數小時仍樂此不疲。
除了發育良好與健康之外，還需具備

遠遠高於人類的約只有 5 百萬個細胞，狗的

穩定的性情及好脾氣、對人友善、專注及

嗅覺靈敏度更是人類的百倍至百萬倍以上。

耐力。因為在野外可能遭遇險惡地形或惡

正因有如此敏銳的氣味偵測系統，狗不但可

劣天候，若是體力不佳或耐力不足，都會

嗅聞並區別多種不同氣味，而且對於氣味有

讓排遺收集的成效大打折扣。

極佳的記憶力。
狗在陸地上的偵測距離雖受各種因素影
響，但一般在 1 ∼ 100 公尺之間，有時可超
過 1 公里，偵測犬搜尋的距離更是研究者的

除了狗之外，還要有一位領犬員搭配

兩倍以上。狗在野生動物領域上的應用，等

成為一組，彼此相輔相成以發揮最大效率。

於為觀察者增加了一個新的感官。

領犬員的工作不僅是把狗帶到工作地點，

因此，透過有系統的訓練，讓狗學會

還必須了解狗的行為所傳達的訊息，並做

辨別目標動物排遺的氣味，成為合格的「野

適當的回應，以強化狗的工作表現。一個

生動物排遺偵測犬」，並搭配一位受過訓練

好的領犬員能夠適時引導及鼓勵狗的表現，

的領犬員，就可以協助研究者在野外尋找並

並解決狗在工作上遭遇的問題，例如在工

收集排遺。

作中決定狗的飲水及休息時間，並在日常

一隻好的偵測犬必須具有一些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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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犬員的條件

照養中維護狗的健康。

特質，並受過完整的訓練，才能在艱困的環

由於必須長期與工作犬工作，愛心、

境中執行搜尋排遺的任務。最重要的特質就

耐心、細心及獸醫常識是一位稱職的領犬

是必須對玩具有近乎狂熱的喜愛，以至於可

員必備的，而且個人的體能狀況和工作熱

以忽略其他所有的干擾，才能激發牠們強烈

誠，也必須能應付艱苦多變的野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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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犬找到目標物後，會以坐下或趴下的方式，告訴領犬員：「我找到了！」

有系統的訓練
除了犬隻及領犬員的挑選必須符合以
上的條件外，還需要進行有系統的訓練。
首先是氣味認知訓練。取得台灣黑熊
的排遺後，先把球跟熊排遺擺在一起，讓
最喜歡玩球的狗在找到球的同時也聞到熊
排遺的味道，使狗產生熊排遺氣味等於可
以玩球的連結。同時，教導狗在找到熊排
遺時做出特定的指示動作，例如坐下、趴
下等，告訴領犬員找到排遺了。熊排遺則
由固定樣本逐漸增加為餵食一般蔬菜或野
外食物的圈養黑熊與野外黑熊的排遺，訓

其次是偵測犬與領犬員的配合訓練。
訓練師指導領犬員與偵測犬一起參與訓練，
教導領犬員正確觀察偵測犬的動作，並對
犬隻做出正確的回應，以加強偵測犬的服
從性，以及兩者的合作關係。一旦偵測犬
找到目標排遺，並做出正確的指示行為，
領犬員就要立即給予獎賞。
以上的訓練約需 2 個月，在這個階段
中，人、狗培養出的默契也會反映在未來
的任務執行成效上。

「威利」開始發威

練地點也從單純的室內到戶外，以及鄰近

目前已完成訓練的台灣黑熊排遺偵測

的淺山林地等較複雜的地形。這樣的訓練

犬的名字是威利，屬於德國短毛波音達犬，

大約需要 1 個月。

現在 4 歲，體格健壯，出生在屏東科技大

訓練過程必須按部就班，若發現狗的

學的檢疫犬訓練中心。牠自小就接受基本

表現不佳，就應該退回前一個階段，等狗

的服從訓練，也展現出熱愛玩具的瘋狂特

確實能執行這階段的任務後再進階。

質，因此很快地便從 6 個兄妹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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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中的熊排遺偵測犬（威利）臨危不亂地等待團隊跟上牠的腳步。

威利從一歲半開始便以台灣黑熊排遺

兩側搜尋熊排遺，擴及樣線兩旁至少 30 ∼

進行氣味認知訓練，並持續加強服從訓練。

40 公尺的範圍。當然，最終也不負眾望地

直到兩歲性情較穩定後，才開始展開密集的

完成牠的處女秀。

訓練，同時持續增加訓練環境的複雜度及困
難度。
玉山國家公園「大分」地區位於花蓮
縣玉里鎮、卓溪鄉，是國內長期研究野外台
灣黑熊生態習性的據點。從南安遊客中心的
瓦拉米步道進入，路程 40 公里，步行需 3 天。
出任務時，威利一馬當先地走在團隊
的前方，保持二、三十公尺的距離，時而駐

2011 年 7 月，台東海端鄉發生自強號
火車疑似撞到台灣黑熊的事件。雖然當時火
車駕駛回報看到黑熊，但一頭黑熊不在山上
而跑到火車鐵軌上，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因
此，台東縣政府及台東林管處人員第一時間
便聯絡上筆者，同時出動了偵測犬威利。

足等著團隊跟上。牠總是精神奕奕地四處嗅

事發現場位在台東海端鄉台鐵新武呂

聞各種野外氣味，來回跑著，走的路幾乎是

溪橋上，當領犬員與威利沿著鐵橋搜尋時，

人的 2 倍。雖然牠已受過完整的服從訓練，

威利走到一灘類似植物的橘紅色殘渣旁，

但為了避免因一時興奮而追逐野生動物，還

雖然一開始有些猶豫，但最後還是堅定地

是幫牠佩戴了電擊項圈，把騷擾野生動物的

坐下來，就是明確地告訴領犬員：「我找

可能性降至最低。

到目標了！」隨即再經研究者鑑定，證實

在大分停留 5 天的期間，沿著研究樣

線調查，威利以 Z 字形的路徑在樣線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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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端火車撞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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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是台灣黑熊的排遺。由於前一晚的大雨，
原本應該呈圓柱狀的排遺已經散成一灘，

除了傳統的調查方法外，須不斷嘗試發展新的調查技術，使用野生動物排遺偵測
犬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嘗試。

台灣山區地勢崎嶇，研
究大型且稀有的動物如
熊，充滿挑戰。

難怪還被記者誤認為嘔吐物。當然，威利

研究者已積極推動偵測犬計畫，有系統地

的出擊也讓牠登上了報紙版面，差點搶了

發展並應用偵測犬增進研究效能，尋找形

黑熊的新聞話題。

跡隱蔽、數量稀少的野生動物排遺或其他
痕跡，或者應用於保育上查緝非法的野生

生態保育新助力

動物貿易，成效顯著。

台灣的山區險峻陡峭，且天氣多變化，

因此，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偵

每一次的調查任務不僅人力物力的花費不

測犬穿梭在台灣山林裡，有效協助保育研

貲，也帶著相當的風險。如何有效率地蒐

究工作，或在機場、港口為我國的保育工

集到所需資料，自然成為野外研究者的重

作把關，成為台灣生態保育界的生力軍！

要課題。
因此，除了傳統的調查方法外，須不
斷嘗試發展新的調查技術，使用野生動物
排遺偵測犬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嘗試。雖
然偵測犬的使用在國外已行之有年，且成
效良好，但在台灣需面對複雜危險的地形
及高溫多雨的天氣，對於偵測犬組而言，
仍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訓練有素的偵測犬可同時肩負強化研

黃美秀、潘怡如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究及保育宣傳的功能。近年來，國外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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