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熊專題

我與臺灣黑熊
文＞臺灣黑熊保育協會 陳詩佳
圖＞臺灣黑熊保育協會 陳詩佳．黃美秀

認識臺灣黑熊是種緣份，否則一個在都市長大生活的人怎麼可能會認識這
麼多隻臺灣黑熊。這緣分來自於一股衝動、一個機會，來自一場理想與現實
的拔河…
2006年4月，筆者在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簡稱特生中心）眾多
的研究計畫中成為一名計畫助理，展開了一年密切接觸熊的日子。在此之
前，對於臺灣黑熊的認識真的非常淺薄，僅知道臺灣黑熊屬臺灣特有亞種、
臺灣有個縱橫山林研究黑熊的女學者黃美秀，以及可以就近到臺北動物園裡
看到熊，僅此而已。

烏石坑

「元元」、「Happy」和「Bingo」；雄性有「阿里」、

這個計畫的工作地點是在烏石坑。烏石坑是個

「卡特」跟「阿財」。有些是野生動物保育法通過

僻靜的小部落，順著小部落的蜿蜒路徑再進去才會

後，因民間無法飼養而轉送給收容單位的；有些是

抵達特生中心的低海拔工作站。雖然離臺中東勢鎮

受傷被送過來，評估後無法野放而收容；少部分是

約有20-30分的車程，但除了工作人員外鮮少有人

因研究繁殖行為，而在此出生。

會來此。特生中心裡設有野生動物急救站，急救後

熊舍可分成兩部份，內間光線昏暗模擬成洞穴

狀況良好的動物們就會將牠們野放回到大自然的懷

的涵洞，外間再分為高台水泥地區跟半露天泥土地

抱裡，但無法野放的動物就只能收容讓牠們頤養天

區。每四間熊舍圍出一個活動場，活動場內有倒

年。低海拔工作站裡收容了臺灣獼猴、白鼻心、山

木、草地和水池，每隻熊可輪流到這片活動場舒展

羌、環頸雉、孔雀等各式鳥類和動物，而鼎鼎大名

筋骨。動物照養員每天上午 7-9 點之間會來清潔籠

的臺灣黑熊也收容在此。

舍，並分發當日食物。臺灣黑熊的食物量會依每隻
個體的體重來調整，並計算各種食物的比例達到均

烏石坑的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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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營養。

低海拔工作站有 9 隻亞洲黑熊（臺灣黑熊為亞洲

第一次見到食物盆中的食物時，很驚訝臺灣黑熊

黑熊於臺灣的亞種之一，由於圈養部分個體尚未釐

的伙食中竟然有大量的水果與蔬菜，澱粉類則有口

清是否源自臺灣，故此文暫以亞洲黑熊通稱之），

感不同的饅頭與地瓜，而礦物質與維生素部分則用

這9隻黑熊中雌性有「小妞」、「黑妞」、「小熊」、

狗飼料來取代補充。

黑熊專題
我與臺灣黑熊

筆者近距離觀察及記錄幼熊的進食情形（黃美秀 攝）

除此之外，每周日會再增加一塊豬肉跟生雞蛋。

「小熊」跟「阿里」都是很小的時候就被送來低海

這些食物都是採買自市場，比起野外的植物果實，

拔工作站，牠們來自臺灣野外山林裡。「阿里」斷

甜度算高、也算可口。長期在熊舍觀察，也注意到

了趾頭、「小熊」斷了一隻腳，受傷的原因不外乎

一些很有趣的現象，原來臺灣黑熊也會挑食，好比

是捕獸夾或鋼絲吊子。「小熊」還因此練就只用三

「阿財」不吃玉米、「小熊」則是不吃柳丁，還有像

隻腳慢慢地走著，常見牠趴在高台上睡覺或者倚在

小朋友一樣不喜歡吃紅蘿蔔呢！

欄杆處看著某處。筆者經過時，牠會用不急不緩的

看熊吃生雞蛋也非常的有趣，有的會一口咬破
蛋殼後吐出、再慢慢舔蛋汁，有的是用前肢壓破再
吃。最富饒趣味的，則是觀賞「小熊」吃生雞蛋，
在筆者眼中，「小熊」是隻慵懶的熊，體型不算大
隻；但大家吃同樣的食物，但就只有「小熊」比較
圓潤豐滿。「小熊」會把生雞蛋溫和的含在嘴中，
移到矮牆邊坐下，把蛋完整吐放在矮牆上，然後前
肢長長的爪，一隻像手一樣扶住雞蛋，另一隻像個
鑽子輕輕地敲擊蛋殼，直到蛋殼破洞，再輕輕地朝
兩旁撥開，蛋白與蛋黃慢慢的流出來後，「小熊」
就可優閒地享受這顆完美的蛋。

低海拔工作站的臺灣黑熊伙食（臺灣黑熊保育協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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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撇過來看一眼，就不再理會。我們都笑稱「小
熊」是隻貴婦熊，不管在體態、態度或者是行走速
度上都充滿了貴婦的氣質。「阿里」則完全相反，
筆者眼中的「阿里」是隻青少年熊，身材高長偏
瘦；如同高中生的氣質，有著大人的身體但敏感易
受刺激的心。「阿里」或許是兒時的創傷太強烈，
對於人類的警戒心與懼怕感非常的顯著，常不時地
見到牠急躁的在熊舍裡裡外外衝來衝去。一旦有人
出現，牠會先盯著看然後快速地衝去躲起來，或者
面對著裡面的門反覆的左右踱步。
人會互相影響，熊也會。「阿里」跟「小妞」合籠
的期間，難得地表現出對人不焦躁、不過於緊張。
雖然一開始還是會跑去躲起來，但因為「小妞」的
關係，會再回到外間的籠舍活動。臺灣黑熊是獨居
型的動物，圈養的環境基本上也是單獨一隻一間，
各自到活動場活動，只有在母熊發情期間才會嘗試
合籠。合籠的風險很大，看對眼則會相安無事，但
力氣大的黑熊倘若彼此看不順眼一旦起爭執，就很
容易打架受傷。

幼熊跟母熊學習嘗試野外的食物（黃美秀 攝）

「小妞」是「黑妞」跟「卡特」的大女兒。「黑

長」的紀錄片中專門收錄了「小妞」的故事。這部

妞」跟「卡特」是來自民間單位轉送給政府收容的

片幕後的推手就是曾擔任特生中心前副主任的楊吉

一對成年亞洲黑熊。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出版的DVD

宗先生。他十多年來投入心血建立臺灣黑熊基本資

「臺灣黑熊繁殖的奧秘—黑熊「小妞」的誕生與成

料庫，對於國內了解野生黑熊的繁殖行為、性激素
周期性變化和親子關係等，實在是功不可沒。
跟「阿里」比起來，「小妞」因為是在圈養
環境下出生，從小就跟人有所接觸，對人
沒有什麼警戒心。看著「阿里」跟「小
妞」兩小無猜打打鬧鬧的畫面非常的
震撼，兩隻熊站起來都超過165公
分，玩耍的拉扯芭蕉葉，揮舞熊
掌撲打著對方。筆者雖然隔著
柵欄，但仍可深切的感受到熊
科動物發出的那種銳不可擋的
巨大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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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腳的「小熊」常常慵懶地倚在牆邊，享受日光浴。
（臺灣黑熊保育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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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與 Bingo
2005 年的冬天，「黑妞」產下了「 Happy 」與
「Bingo」這對雙胞胎姊妹花。牠們是因為繁殖計畫
而出生的，但成功繁殖的下一步呢？於是，一項為
了瞭解幼熊的成長與野外行為的「圈養幼熊野放試
驗計畫」因而展開，而前述的楊吉宗副主任就是此
計畫的負責人。
臺灣黑熊數量稀少，生性隱密、機警，棲息在人
煙罕至的山林裡。若這兩隻幼熊皆能成功野放，雖
不能保證對族群的增加一定有幫助，但是可以驗證
一系列訓練過程與方法，並藉著野放計畫進行地面
追蹤，廣泛收集鮮為人知、甚至一般研究方法無法
透究的黑熊生態習性資料。筆者有幸成為此計畫的
研究助理之一，也開始了那一年我們一起伴熊成長
的日子。
計畫一開始就設定以「野放」為目標。因為要野
放，就必須考慮到人與熊之間的關係。研究人員一
開始的定位很為難，因為必須要與小熊們保持距
離，卻又要貼近觀察。3-4 個月大的小熊開始可以
自己爬來爬去到處探索，但「黑妞」一見到人來，
會趕快呼喚小熊並把小熊帶開，讓小熊們有所警

「黑妞」正哺育雙胞胎小熊，小熊的胸背帶是為了區別個體之用。
（臺灣黑熊保育協會提供）

覺。但是，把小熊帶離媽媽身邊是野化訓練的重要
項目之一，熊媽媽雖能哺乳養育小熊讓牠們健壯的

但何時將熊媽媽與幼熊分開，是個大問題！因

長大，但長期被圈養的熊多少會喪失野性或者染上

為考慮到幼熊於發育早期需要媽媽哺乳，以及學習

一些野生動物不會有的壞習慣。如此一來，不禁擔

社會性的互動行為，所以決定採用漸進式的分離方

心「黑妞」雖是個很稱職的媽媽，但不一定能勝任

式，有點像是幼兒長大去上幼稚園的感覺。研究人

日後小熊面對野外生活的學習對象。

員將小熊們帶離媽媽身邊，先由 2個小時、4個小時
慢慢延長到整個白天，接著24小時。分離的時候，
由研究人員全程陪同，讓小熊們習慣研究人員在旁
邊。研究人員提供豐富的綠化環境、多樣的食物和
野外果實給小熊們探索，並記錄著小熊們的反應和
成長過程。
每回剛分離時，小熊們總是嗚咽的很傷心，媽
媽「黑妞」也會一直發出嗝嗝聲到處呼喚與尋找小
熊。但畢竟籠舍和沒有圍籬的野外是不相同的，如
何讓小熊們適應新的環境，這時環境豐富化就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在野外，緊張的小熊會爬到高處，
所以在訓練時就要有樹可以爬，樹上也要有枝葉可

豐富化的籠舍，能刺激幼熊探索與學習。（黃美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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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o」採食山棕果實（陳詩佳 攝）

「Happy」和「Bingo」盡情的在樹上玩耍、追逐。（陳詩佳 攝）

「Happy」炯炯有神的眼神（陳詩佳 攝）

以遮蔽和玩耍。幼熊的成長是顯著的，當小熊們小

馬上斷絕小熊們與媽媽「黑妞」的關係是正確的。

心翼翼開始探索新環境時，同時牠們也會非常好奇

因為，雖然「黑妞」已被長期圈養，但牠何時開始

研究人員身上的所有裝備；但當牠們習慣研究人員

被圈養、牠的野外經歷為何？卻都無資料可查。但

存在後，因為沒有互動也就會漸漸被當作籠舍的一

研究人員注意到，某些野外採回來的果實，起初小

部分了。

熊們並不吃，但在「黑妞」吃過後，小熊們會嗅聞

在小熊們剛學會跳躍這個動作時，牠們會非常

媽媽的嘴巴接著就主動去採食；有時是發現媽媽在

頻繁的嘗試這個新動作，在遊戲中加入原地跳、跳

吃，就會去搶著吃。就這樣，小熊們又多從媽媽那

撲或者爬到高處往下跳等動作。有一次，筆者坐在

兒，學會取食10種以上的野外食物。

童軍椅上記錄著一切，右手邊是各約60 公分高的

越密切的接觸熊，越能察覺個體的差異，和其

水泥涵洞，小熊們通常會爬到上頭往裡面的乾草堆

他成熊相處時，雖是隔著欄杆仍能感受到每隻熊的

跳，但那天小熊決定往左手邊水平飛躍一下，所以

個性，更何況是沒有任何隔閡的相處模式。兩隻小

就直接撲上了筆者的右肩，再由右走到左肩，然後

熊一起活動時，「Happy」可以說是較強勢的，在

再走下去。同樣的動作，成功的被牠完成了兩次，

兩隻小熊的互動中，牠明顯地占了主導的地位，警

直到筆者坐遠了，才讓牠放棄。當時深刻地感受到

戒心強、好奇心旺盛、無法忍受無聊；而溫和、羞

小熊不斷在挑戰自己的可能性，明顯地感受到牠們

怯的「Bingo」，總是很認真的打理自己晚上要睡覺

一天天的成長。

的窩，在吃東西搶輸「Happy」時，就靜靜地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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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畫在國內是首例，可謂計畫趕不上變化，

旁邊看，再趁機偷吃一點，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

整個研究團隊都上緊發條戰戰兢兢，密切觀察幼

的生存之道。雖然牠們常會為了食物吵吵鬧鬧，

熊的情況來修正規劃與進度。後來也應證，沒有

但晚上睡覺時又會尋找著彼此。當筆者朝夕面對

黑熊專題
我與臺灣黑熊

擁有多樣化自然植被的大熊舍，小熊們爬上樹幹歇息、怡然自得。
（陳詩佳 攝）

「Happy」與「Bingo」時，忍不住期待著有朝一日

氣質；不愛吃玉米的大公熊「卡特」，則先告別熊舍

牠們回歸山林的模樣。

到真正的熊天堂去了。

這個計畫隨著小熊們的成長，經歷小、中、大面
積不同的熊舍，大熊舍是半開放的森林空間，從低

續

海的灌木到高聳的喬木參雜其間。這個空間恰似牠

進入烏石坑部落的牌樓前，有隻臺灣黑熊抱著甜

們的天堂，搬到這裡才驚覺跟水泥籠舍比起來，熊

柿的塑像，那隻熊有種莫名的疏離感，或許是個不

是多麼適合野外的！從地面到樹冠、從高大的樹幹

認識熊的人所創作的吧？但瀕臨絕種的臺灣黑熊又

到細小的樹枝，都有牠們探索的痕跡，甚至連多刺

有多少人能接觸得到，去了解牠們並不是大家口中

的黃藤，也無法阻止牠們天生的好奇心。

的兇暴的猛獸？臺灣黑熊全身黑漆漆的，只有胸口

除了研究人員供應的野外食物外，牠們在這個大

有個白色的 V 領，印象裡還真的不太討喜。在一個

熊舍自行找到的蟻窩、蟲蛹。牠們睡在山蘇上面、

偶然的機緣下，筆者竟有幸認識了這些熊，甚至與

在山黃麻上摺了一個又一個睡覺的窩，讓筆者不禁

「Happy」和「Bingo」度過一段朝夕相處的日子。

產生置身野外、正觀察著野外黑熊生態習性的錯覺

每一隻熊給筆者的感覺都不同，但相同的是牠們都

呢！小熊們在這個大熊舍經歷過很多訓練，研究人

不該住在不屬於牠們的地方，牠們是適合山林、屬

員提供了210多種植物的根、莖、花、葉、果等野

於綠野的！

外的可能性食物與 30 多種動物性食物，不斷地提

計畫的終止不代表毫無所獲，研究團隊近距離

供小熊們學習與探索的新東西，來確定牠們在野外

拍攝了很多小熊們在擬野外環境的照片，蒐集了許

有覓食與狩獵這兩項重要的存活能力。圈養的熊野

多難得寶貴的資料。除了配合國家地理頻道拍攝

放後，最怕的就是跟人太過熟悉與親密，而造成人

「搶救臺灣黑熊」外，特生中心也出版「Happy 與

熊衝突的可能，然而小熊們經過一系列對陌生人的

Bingo—兩隻小熊的成長故事」DVD專輯。

負面制約訓練，最後可以成功地判別特定研究人員

臺灣黑熊保育協會希望透過教育宣導、透過影片

與陌生人之不同，在見到陌生人就表現出排斥的行

介紹、透過每一隻圈養黑熊的故事來化解一般大眾

為，就算陌生人拿食物引誘也會遠離與躲藏起來。

對於臺灣黑熊的猛獸迷思與誤解。讓大家更認識臺
灣黑熊，更了解臺灣黑熊進而珍惜臺灣黑熊。臺灣

終
這計畫因為黑熊的種源無法確定而告停止，兩

黑熊是臺灣森林的指標性物種，如果牠過的好，相
信森林裡其他的動物也能過得好。

隻小熊們雖然經過充分的訓練，仍需住回水泥鐵欄

黑熊媽媽黃美秀曾說過：「如果山裡沒有了熊，這

籠舍內，如同其他熊一樣，天堂生活畫下了句點。

座山就失去了靈魂。」。當你看著「Happy」那雙炯炯

2011年「Bingo」已經成長為熊小姐，有著溫和的

有神的眼睛時，有沒有發現到牠想要對你說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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