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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吉宗

前言

您對台灣黑熊的認知有多少?牠們因數

量稀少而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列為瀕臨絕

種的野生動物，生性隱密、好奇、機警、動

作敏捷，棲息在高山的森林裡。因此，欲在

陡峭崎嶇且布滿植被的環境裡看到其生產

及仔熊成長的過程，可能性幾乎等於零。

2005年的冬天，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圈養繁殖試驗的母熊產下了2隻雌性小

黑熊，為了瞭解幼熊成長及其野外行為生

態，由筆者與幾位專家學者研擬了一項研究

計畫，其成員包括有台灣師範大學王穎老

師、屏東科技大學黃美秀老師及特生中心何

東輯前站主任、鄭錫奇組長及動物組同仁張

仕緯助理研究員、林宗以研究助理，並請了

2位計畫助理陳詩佳小姐及張秉元先生。本

文的熊隻成長過程主要參考詩佳及秉元的工

作日誌，加上筆者實際參與觀察及感受而撰

述。藉此機會有幸瞭解幼熊從小到大、從籠

舍到近乎野外環境，伴隨著牠們成長，窺知

牠們的行為與習性。牠們一舉一動所呈現的

情景，深深觸動了我的心。牠們的未來，我

們曾經吶喊過，幾近聲嘶力竭，最後功敗垂

成。願將此經歷與感受提供出來，也藉此期

望大家能對台灣黑熊多一點認識，進而關心

並愛護牠們。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 

小熊的誕生

小熊出生後不久，立即被母熊抱在懷

裡，從監視器只能看到母熊的背影，母熊抱

著小熊，隨時保持在警戒狀態，非常敏感。

黑熊乳汁中的固形物約占45%，約為人的4

倍，幼熊吸起來聲音蠻大，可藉由其吸奶聲

來判斷初生仔熊是否健在。另仔細聽吸乳的

節奏聲，也大約可判斷幼熊是1隻或2隻。

偶而會聽到幼熊高吭的叫聲，可能是受寒、

飢餓或被擠壓到，此時母熊會調整一下身軀

或餵乳，安撫或照顧幼熊。數天後，母熊會

稍作挪動，側身或面對巢外。此時，才可偶

見到小熊，呈現無毛狀。

母熊呵護小熊成長

母熊產後會專心照顧幼熊，襁褓中的幼

熊會與母熊互相抓、咬、拍打與嬉戲，一方

面享天倫之樂，一方面幼熊可藉機學習自衛

的技能。幼熊到2個多月大時，還只能朝著

目標跌跌撞撞蹣跚爬行。

產後的母熊必須以其儲存的能量哺育小

熊，若儲存的能量不足時，小熊可能面臨被

遺棄甚或被食的噩運。於3個月大時，我們

把小熊隔離出來進行健康檢查，發覺其中有

一隻比較虛弱，於是，當機立斷地把牠帶回

到特生中心的野生動物急救站進行緊急照

護，並另對母熊增加給飼以改善營養。在急

救站期間，小熊於清晨與傍晚均會傳出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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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後，評估其體力約已恢復，於是決定

讓小熊回到母熊的身邊。為恐母熊不再接受

小熊，在送回母熊身邊之前，以沾有母熊糞

尿及體味的毛巾擦拭小熊，並用母熊的飼料

餵小熊，讓仔熊有著媽媽的味道。送回時，

母熊毫不遲疑地接受了小熊，不知是母熊還

認得小熊或認得其熟悉的氣味?總之，我們

也因而化擔憂為欣慰。

建立人與熊初步的互信  和藹相待

2隻小熊的誕生，帶來給我們興奮與喜

悅，但卻也帶來了一項沉重的目標與無形的

責任。興奮的是雙胞胎的來臨，將會讓我們

瞭解許多未知的一面。責任是該如何以熊的

角度，帶牠們走向不確定的未來。我們的計

畫無可諱言，一開始就設定了野放的目標。

考慮到野放，首先就必須考慮到人與熊的關

係，欲與之相處，必須取得彼此之間的信任

與容忍。

把小熊帶離母熊是野化訓練的第一步，

研究人員連哄帶騙地想把小熊誘入小搬運籠

再帶開，初期並沒那麼容易，牠們就是不領

情，常花了數個小時才誘入，所花費的耐心

可想而知。入籠，是在幾分信任之下被誘

騙的，但這是種人與熊連結建立的起歩。

後來，小熊可能認為研究人員並不會傷害

牠們，漸漸地取得牠們的信任，後來於幾

分鐘內就可以請其入籠了。為建立特殊的

連結，我們分別給2隻小熊取了名字，一為

Happy，一為Bingo。這個名字，只准許特

定人員才可稱呼，其他人不可亂叫，避免小

熊產生混淆，是我們之間的通關密語。

小熊隔離一段時間後，母子聚時立即授乳情形。(楊吉

宗 攝)

母熊隨時均注意週遭以保護小熊。(楊吉宗 攝)

小熊隔離之後，母熊常在籠舍內仰頭聞嗅，似在尋找

小熊。(楊吉宗 攝)

聽過的叫聲，當人靠近時，聲音立即歇止。

後來，以錄影監測才確認是小熊的呼叫聲。

我們錄下了叫聲，並測試母熊對此叫聲的反

應，發現母熊急於欲往聲音的方向跑，這或

許是小熊的召喚或求救聲吧？小熊經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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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熊探索外面的世界

小熊4個月大之後，隨其年齡的增長，

將小熊帶到小、中、大面積不同的熊舍。在

小型熊舍與中型熊舍各約留置2及3個月，

其間讓其母仔分分合合，其目的一方面帶離

小熊離開母熊，讓其適應新環境，一方面把

小熊送回母熊身邊，讓母熊繼續給予母愛及

教導求生的技巧。

小型熊舍及中型熊舍均為封閉型空間，

分別布置有涵洞、平台、水池、樹枝、樹

幹、吊籃、繩梯及小水池等，以期豐富化環

境。小熊每到新的籠舍均會小心、好奇地探

索每一個新的事物，並會緊張而警覺性地躲

開或爬上屋簷。俟熟悉環境之後，各種行為

包括探索、覓食、攀爬、遊戲、互摔咬等始

陸續出現，展現了牠們的本性。到中型熊舍

時呈現緊迫現象而迅速爬到菱形網之屋頂，

四肢倒掛躲來躲去，久久不敢下來，在研究

人員幾度安撫之下，過了2、3天才緩和下

來，牠們對新環境總是小心翼翼的。

母性的偉大  目睹親情

當把小熊帶離母熊後，母熊剛開始時似

乎顯得有些鬱鬱寡歡，偶而佇立、偶而漫

步、偶而抬頭嗅聞空氣中的氣味，似在尋找

牠的小熊。給予的飼料幾乎原封不動或沒

吃完，是思女心切?沒有食慾?抑或要留給

小熊吃?我們不得而知。當小熊以搬運籠帶

回接近母熊舍之前，小熊會有「嗚咽」的

叫聲，母熊也會立即靠近欄杆邊，並發出

「喀、喀--」回應。打開搬運籠，小熊立

即朝母熊的方向奔去，目睹母仔重聚的喜

悅，其情難以言喻。幾乎於每次的重聚，母

熊均立刻給予餵乳，這種行為讓研究人員一

直吶悶著，明明小熊餵的飽飽的，於重聚時

總是要先吃奶，難道小熊沒吃飽?或是母乳

較具營養?或是母乳是溫熱的?或則，是一

種親情的表現?

重聚餵乳之後，母熊會帶小熊去吃牠沒

吃或沒吃完的飼料，母熊也在旁陪著食用。

之後，母熊帶小熊到較寬大的運動場，小熊

會到處跑、跳、躍，並試探一些可食的食

物。此刻，母熊總是會在附近，不會遠離，

隨時注意著小熊及週邊的狀況。重聚後剛

開始的1、2時內，小熊會回熊身邊吸奶2~3

次，母熊隨時就地敞開胸懷授乳，看了此景

及聽到陣陣的吸奶聲，讓人感受到牠們的親

情。兩隻小熊吸奶時會各佔固定的一邊，後

來發現母熊的乳房有不少留有血跡的疤痕，

那是小熊的利爪所留下的，卻未曾發現母熊

有疼痛或不悅的反應。

小熊漸漸長大，母熊偶會離開窩巢到室

外喝水或叼食物回到巢邊吃，母熊到外面覓

食之際，隨時不忘照顧小熊，一有叫聲，母

熊立即回防。隨著時間的過去，母熊離開巢

位的次數愈多，時間也愈拉愈久。於母熊離

開或回巢時，時有發出「喀、喀」的叫聲，

似在安慰著小熊「你們不要亂動、亂叫，我

就在附近」。

母熊教導仔熊自衛

小熊還在母熊的襁褓時，就常對母熊

咬、拍、打，因為不關痛癢，母熊多沒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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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但有時也會回應撥打仔熊，母熊愈有動

作，仔熊則玩得愈起勁。母子似在遊戲，實

則蘊含許多「寓教於樂」的成份。

小熊約3個月大之後，漸漸地也會離開

窩巢向外探索。起初，母熊也不會讓小熊走

得太遠或太久，超過了一定的限度，母熊就

會把牠們叫回或用腳攔回，甚或用嘴叨回。

日久，小熊似已知悉母熊傳達的旨意，在巢

外走動時，母熊一有呼喚，立即回到身旁。

有人說：「小熊好像母熊的影子」，如影隨

形地跟著母熊。小熊的好奇是無止境的，隨

著其年齡的長大，向外探索的範圍愈來愈

大，承擔的風險也愈來愈增加，自衛逐漸要

靠自己，長大後是獨居的。

小熊從母熊處  學習覓食及獵食

小熊自跚跚學步開始，母熊就會將叼回

的食物咬碎後散落於地，讓小熊嗅聞、試

咬。這些食物碎片有母熊的味道，藉此傳遞

了訊息告知小熊「這是媽媽吃過的，是可

以吃的!」讓小熊與母熊重聚，目的是希望

由母熊教導覓食及獵食的技巧。例如，野

外植物那麼多，什麼樣的可吃或不可吃?母

熊如何教導?在母仔分合的過程中，共試了

200餘種植物，經由母熊教導而食用者有10

餘種，其教導的方式包括小熊看到母熊吃才

吃，或聞嗅一下母熊的嘴後再去吃，聞嗅可

能是在傳遞一種訊息。

至於獵食中、小型動物，研究人員首先

給予小黑豬嘗試，小熊經2次的追逐未能如

願，約幾分鐘後，打開鐵門讓母熊進入，母

熊立即將小豬逼進角落，「卡嚓」一聲一口

把小豬咬死，隨後留給小熊處置。小熊一下

聞嗅母熊的嘴是小熊學習選食的途徑之一。(楊吉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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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未能咬破小豬的皮膚，後來始從皮膚較薄

軟的肛門處下手。另外，我們亦試放了一隻

小山羊，小熊乍看到時會如犬般尖叫一聲，

隨後兩隻小熊一起撲進合力將小羊壓住並亂

咬，一時之間無法將小羊咬死，研究人員看

了不捨小羊的掙扎，於是放入母熊一口把小

羊咬死。可見此時小熊的獵食能力還不夠，

仍需母熊的協助或教導。

進一步建立人與熊的連結

小熊成長所表現的各種行為包括有覓

食、獵食、築巢、禦敵等，為近距離觀察其

行為的發展，從小就開始建立與人的連結關

係，期望小熊容許特定人員近距離存在。這

種關係若等熊隻長大了才要做，將會事倍功

半，而且較具有危險性。

雖然2隻小熊各取了名字，但從外觀

上並無法分辨牠們，於是分別給予戴上了

不同顏色的肩帶，紅色為Happy，藍色為

Bingo，以作為個體的辨識。約於4個月大

時，呼叫Happy或Bingo，牠們跟本不知道

你在叫什麼，沒有反應。配合食物的引誘，

且讓小熊知道特定人員是無敵意的，漸漸

地，對特定人員的呼叫開始有反應，或朝著

聲音的方向看，或朝著聲音的方向走來，但

走過來的並不一定是所呼叫的那一隻，或是

兩隻同時走過來，至少，牠們對呼叫已有反

應，似也漸漸並容許特定人員的存在。筆者

對牠們算是陌生人，曾親自測試牠們的反

應，於進入籠舍後隨意亂叫「小黑、小白

…」，牠們看也不看一眼，玩牠們自己的，

隨後有一隻靜靜地靠過來，冷不防突然伸頭

張嘴咬一口。此時心想，應該算是走上成功

上圖：在小籠舍內觀察小熊。(楊吉宗 攝)

下圖：夜間的活動如白天一樣有勁。(黃美秀 攝)

的步階了，對陌生人已有不同的反應。直到

6、7個月齡之後，牠們漸漸能分辨自己的

名字，特定人員與熊彼此的連結似乎愈來愈

穩固。

日夜相隨  觀其行為及食性

小熊的活動力相當驚人，白天尋覓一些

可吃的或好奇的的東西，且常有攀爬、跳躍

甚至撲擊的行為，拌倒、摔下都無動於衷，

似有用不完的體力。若有新的設施，會有新

一陣的好奇探索甚至破壞，吊藍就是一個例

子，小熊們很快就適應它的晃動，靈活的

身軀叫人折服。玩膩了，白天也照樣愛睡就

睡，2隻小熊通常相依而眠，睡足了，重新

又恢復如一個過動兒。雨天也不會阻礙牠們

的活動或覓食，淋濕了，甩一甩身上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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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筆者親眼看到2隻小熊冒著大雨在搖

晃的繩梯尋找藏在竹梯端筒內的芒果，一手

抓住繩梯，一手探入抓取，靈活的身軀及高

超的技術，好像沒什麼可難倒牠們的。

牠們動作之快，真的目不暇接，看牠們

首次吃蟻巢所錄下的動作，還以為是鏡頭操

作快轉呢!放進籠舍內的小雞，很快小熊就

被追捕到，經一翻爭食後，被吃得連毛帶骨

屍體無存；對於腐肉，乍聞時立即站立注視

而後退，再趨前小心翼翼地探摸，最後也

是吃得一乾二淨；對水池裡的魚，初期2、

3天並沒有引起牠們的注意，後來經玩弄後

也成為牠們的美食之一；對小動物如鼠類、

兩棲類，只是好奇地撥弄而不吃，我們並不

建立人與熊連結的初期，誘熊入籠不成，屋頂也是小

熊逃脫的地方(楊吉宗 攝)。

知道為什麼。對植物的枝葉或果實，有時無

視於它的存在，有時則會聞聞或咬咬嘗試後

吞下，不可食的含在口裡後會再吐出。堅果

似乎是牠們的最愛之一，小熊在7、8月齡

前，對較硬果實如青剛櫟殼尚沒能力咬破，

若將其敲破，牠們會立即靠過來享用；對芒

草也會嘗試去咬其莖葉，看到牠們啃食芒草

時，心想，在野外大概已不致於餓死了。

另外，為了觀察其行為，研究人員每週

至少有一次24小時與小熊同住。在白天，

小熊常會有意無意去去干擾研究人員，逼

近、抓或咬研究人員；在晚上，研究人員裹

著睡袋或穿著厚衣在籠舍內，可能是好奇

吧，小熊有時會靠近並探抓，沒幾次，研究

人員的睡袋很快就被抓破得不堪使用。牠們

睡了之後有時會醒來一下，若沒有其他干

擾，就繼續再睡，但有時三更半夜也會起來

玩，玩的勁並沒有比白天差，顯然牠們的夜

視能力很好，且日夜均會活動。研究人員也

曾趁牠們熟睡之際，為牠們穿上或調整一下

肩帶或頸圈，過程中，牠們偶而會動一下或

翻身，只要溫柔一點，不以強制的方式，儘

管牠們偶而會有抬頭張口沒目標地摔頭亂咬

一下，會立刻倒頭再睡。如果小熊有夢，醒

來時會發覺昨晚朦朧中的事，怎會真實地發

生在牠們的身上? 

逐漸長大 安排自然的環境

小熊在8個月大時已可自行選食且飽

食，母熊有時對於歸來的小熊已呈現拒絕授

乳的情況。於是，我們決定此時把小熊斷

奶，將小熊與母熊完全隔離。在中籠舍期

半開放森林空間的籠舍，黃美秀老師爬上樹修剪樹枝

的情形。(楊吉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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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Happy曾多次出現短暫來回走動的刻板

行為，可能是籠舍空間已不夠大，或籠舍豐

富化已未能滿足牠的需求，於是我們考慮把

牠們搬入大籠舍。

大籠舍是半開放的森林空間，屬於近自

然的棲地，從低矮的灌木到高聳的喬木參雜

其間，週邊約長40m寬60m，圍以2m高的烤

漆板，範圍內之樹枝幹若延伸到圍籬外者予

以修剪，或於其樹幹厎部以烤漆板包住，使

小熊沒有攀爬的著力點，以防攀越，另外，

圍籬內亦附設了小水池及水泥涵管。於是，

我們麻醉了小熊，做了健康檢查，並在小熊

身上戴上附有發報器的頸圈，先讓其先行適

應並於必要時作追蹤用，預定1、2週後把

小熊移入半開放的森林空間。

自然的空間  恰似小熊的天堂

小熊9月齡的某一天，大夥兒小心翼翼

地把牠們移入半開放的森林空間，以食物誘

出搬運籠，經短暫探索後立即竄入灌木叢消

失不見，仔細索尋才發現牠們已爬在樹上，

並靈活地在樹林中移動，忽隱忽現。看了此

景，心裡雀躍著，好像帶牠們走向牠們本來

的生活空間，此時，在筆者身旁的王穎老師

輕聲地說：「在那裡可以看到台灣黑熊在樹

上的情形?」，似乎，我們已充滿希望地向

前踏上一步!

這個空間恰似牠們的天堂，從地面到樹

冠、從林緣到林內、從高大的樹幹到細小的

樹枝或搖晃的藤蔓，牠們都來去自如。人類

怕碰觸的咬人貓對熊來說沒什麼作用，多刺

的黃藤勾住了皮膚但勾住不了牠們的行動，

因為，牠們有繭化的足底、靈活的利爪、粗

糙的被毛、厚實的皮膚、矯健的身軀及快速

的刮傷癒合能力，天生是活躍於森林中的動

物。

築巢、休息

台灣黑熊是善於利用環境棲息的動物，

幼小時選擇籠舍角落或棲架相互依偎而眠，

上圖：攀上樹頂，山蘇是牠喜愛休息的地方。

      (楊吉宗 攝)

下圖：雙胞胎幼熊於地面角落相依而眠。(楊吉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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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休息則各自為之。半開放天然林裡的

涵管，終於在雨天也看到牠們的利用，樹洞

或洞穴本是野外熊隻所常用的。

隨著年齡的增長與獨立性的養成，在自

然的環境，二姊妹睡覺就沒有相靠在一起，

通常就地取材席地而眠。在樹上，利用折下

之枝葉置於枝幹交叉處，並以身體躺一躺、

壓一壓，完成一個巢位約需10幾分鐘，一

次或分次完成。巢位的形狀有點下凹，但並

不完美，可睡就好。樹上處處可見到簡易的

巢位，高度在8~14m不等。所築的巢也沒有

專一使用性，可相互使用。巢位雖多，晚上

睡覺時2隻小熊並不會相離甚遠，互為知道

對方所在。在地面上的築巢行為也一樣，拉

藤、折枝、壓實，研究人員首次近距離觀

察到了黑熊築巢實況。利用天然的窩巢最

省事省力，山蘇是躲在上面睡覺或休息最自

然的窩巢。同一樹幹上下的山蘇，可分別由

牠們居住，共享自然的空間。小熊們似乎到

處都可休息，地面、灌叢、巢位，只要認為

安全、不被干擾，掛在樹幹上一樣可安枕無

憂。

補充多樣性食物 增強覓食及獵捕能力

儘管半開放的空間有天然的食物存在，

但畢竟能讓小熊果腹的食物還是不足。野外

黑熊攝食的食物中，植物性食物約占80%左

右，我們提供共約210餘種植物之根、莖、

葉、花、果等，各部位都有可能取食，觀察

結果以選食果實較多。此時正值秋季入冬之

際，不同植物之成熟度亦有異，少數未成熟

的果實也吃，多數還是較喜好成熟者。熊隻

提供多樣性食物讓小熊自行覓食。(楊吉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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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食的食物有趨向能量較高者，甜度較高者

亦為其所嗜好。

熊隻是機會主義覓食者，堆放的食物容

易被遇見而探食，但撒在樹叢間或樹枝上的

食物，有時走了幾趟才發覺而食之。但放置

在山蘇上的，竟可發覺而爬上取食之。小熊

也會自行到處探索食物取食，有時候看不清

楚牠究竟在吃什麼，可能包根莖類或小昆

蟲，吃的「咔嚓」有聲，似乎津津有味，顯

示小熊對野外食物自己已有選食的能力。

熊隻為雜食性動物，因此我們嘗試另提

供動物性食物約30餘種。小熊對大多數常

見的昆蟲接受度很高，幾乎遇到就會捕食，

但對具保護作用異味的昆蟲如台灣紅星天牛

〔Rosalia (Euyhatus) formosa conviva〕，含

在口中嘗試後就棄之不食，日後遇見也沒捕

食。在半開放森林內小熊們會展現其覓食本

能，到處嗅聞找尋朽木，以爪刨挖內含的鞘

翅目幼蟲而食之。位在樹冠上約30m高的舉

尾蟻巢，亦可順利發現並取食。捕食能力隨

年齡增大而有進步，雞或兔等小型脊椎動物

均可以獨立迅速捕獲。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小熊與小豬就是

個例子。在小熊還沒進駐半開放的森林之

前，小豬就先進駐，俟小熊移入2、3個星

期之後，小豬仍佔據了涵洞棲身，二者相安

無事。約二週後，研究人員發現小豬背上有

幾個抓痕，才知道並非小熊對小豬沒興趣，

而是抓不到，雖然先前母熊曾教過，可能技

術還不嫻熟。後來，才在2隻小熊合作之下

捕殺成功，血腥的物競天擇呈現在眼前。小

熊對獵捕到的動物，若一次沒全部吃完，會

將剩餘的以土或樹枝葉掩蓋之，呈現了「埋

食」行為，餓了再來吃，也有把剩餘的獵物

拖拉到樹枝幹上，樹上的巢位常是被利用作

為享受獵物的好地方。

人與熊的連結  小心為要

每當有人到半開放的森林之前，小熊早

已知有人來臨，經驗告訴牠們，人來了，食

物也來了，因為管理者幾乎每天都來，在其

翻越圍籬進入時，小熊早已在圍牆下等候。

這種反應，若在野外必定嚇壞了人，並可能

產生人與熊的衝突，它也常是野放失敗的重

要因素之一，因為熊一直想靠近人，特別是

饑餓的時候。為要避免熊隻見到人就趨前索

食的習性，飼養施了小策略，以「調虎離

小熊啃吃芒草，在野外已不致於餓死了。(楊吉宗 攝)

倒吊於屋頂是小熊遊戲或逃避的地方。(楊吉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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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計，一人先空手或攜帶空袋子由一邊

進入，小熊自然靠過來，翻開空袋子或拍拍

口袋，表示裡面沒有食物。另一人悄悄從另

一邊把食物帶入並撒放於各處，俟小熊過來

時人的身上已無食物，讓小熊有”不是有人

就有食物”的印象。

與小熊間的連結，儘管研究人員呼叫小

熊就過來，適時給予食物或摸摸其背，稱讚

牠「good girl,…]以示獎勵。通常有食物

可吃時，小熊比較會容許特定人員的觸摸。

但一有索食行為，對人來說，可能就造成了

一種傷害，人是受不了熊的輕輕一抓、扒

或咬的，就是只有稍微玩一下，人也不堪

其玩，皮肉之傷在所難免，野化訓練的辛苦

及壓力可見一般。小熊對人造成傷害的行為

是難以預測的，光是2隻小熊彼此間，就曾

見過突然不知何故互相激烈地打鬥，我們並

無法瞭解其衝突源，冷不防突然咬人是可能

的，我們無法確知激起動物攻擊人的底線，

還是小心為上。

建立此特殊的連結關係也是一樣，並非

無止境地與熊斯混在一起，必須跟熊保持一

定的限度，不跟牠們玩。當牠們過度地接觸

到人欲以拍、打、咬的方式與人玩樂時，特

定研究人員一律拒絕。拒絕的方式是站立

並張開雙臂，手掌面向著牠，大聲說「No 

!」表示拒絕，這種方式訓練為共同的語

言。開始時就略見有效，後來成為真正的彼

此溝通語言，對研究人員的安全也有了一定

的效用。

對陌生人的負面制約訓練

小熊與特定人員產生連結尚且需保持距

離，何況是陌生人?尤其在考慮將來如果野

放時，熊看到人就會想要接近，則人與熊之

間可能發生衝突，因此，負面制約訓練是必

要的。以人的立場告訴熊：「人是可怕的、

是不具善意的，看到陌生人時你要趕快躲

避、逃離」，這是多麼諷刺的一件事?「人

是熊的天敵」的說法，好像人類也沒什麼辯

詞，某種程度上是個事實，因盜獵事件還

在，因此我們要用行動的訓練告知熊，看到

陌生人就趕快逃吧!這種行動採取的刺激方

式包括以哨聲、金屬聲、鞭炮、胡椒噴劑、

彈弓、吼叫或追逐牠們等。

訓練初期，可能因圈養或建立的連結關

係，小熊認為人是可以接近的，因而會主動

接近人，並不會有逃匿避離的自我保護行

為。其實，熊的嗅覺與聽覺均優於人類，人

尚未到達，早就已知有人要來，牠們就在遠

處或在樹上注視著來者。陌生人到達之後，

小熊仍會朝著陌生人逼進，俟陌生人對其追

逐並給予負面不舒服的刺激後，小熊才會悻

然離去。訓練中期，小熊仍有好奇心會接近

陌生人，但給予刺激後，小熊則會退離，在

約10m外的距離觀察陌生人。訓練後期，當

陌生人將進入場內時，即見到熊離去的背

影，有時直接竄入林中，有時則先待在樹上

觀望一下，再爬下樹離開。熊隻逃離的反應

會自有判斷，在急迫的狀況下，先迅速爬上

樹，被逼得在樹上也感覺不安全時，隨即

趁機滑下樹，鑽入林中。前後的訓練每隔

7~10天一次，持續了3個月，小熊最後對陌

生人已表現出相當的排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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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熊尋求更寬闊的自然空間

伴熊成長的目標是走到野外，可是，

那裡才是小熊較適當的家?研究小組現勘了

2個地點，分別為台灣南部藤枝地區及中部

大雪山地區。擬野放地點的選擇，考量的因

素包括該地是否為黑熊潛在的分布地、動植

物資源豐富度(包括潛在的食物來源)、交

通狀況、人為活動可能的干擾、非法狩獵壓

力、距離部落的遠近等。就動物資源而言，

兩個地區難分軒輊，其中一處近期有紅外線

自動相機拍攝到野外台灣黑熊的紀錄，叧一

處勘查時當場目擊到母熊帶小黑熊；就植物

資源而言，兩個地區潛在動、植物的食物資

源均豐富。此外，由狩獵跡象、道路狀況及

天然屏障等進行整體考量，兩地雖均認適

合，但研究小組成員的內心大概有了目標，

希望在野放評會議時再作最後決定。

野放可行性評估  兩難的結局

我們對台灣黑熊野外族群量多少並不確

知，只知數量並不多，而且有些地區還存在

著獵捕壓力。2隻黑熊的野放，不代表希望

能對族群大小的增加有所助益，而是要驗證

一系列訓練過程與方法，並藉著野放的計

畫，進行地面追蹤，近距離觀察其野外行

為，廣泛蒐集鮮為人知甚或一般研究方法無

法探究的生態習性資料。同時，也希望藉著

衛星即時的無線電追蹤，透過宣導，呼籲人

們共同關心野生動物，喚起國人對台灣黑熊

保育之認知與重視。

野放可行性的評估是一項重要的過程，

評估野放工作是否準備好了?可行性又如何

?經過專家學者討論的結果，肯定野化訓練

的成效、野放個體健康及年齡狀況適合、預

定野放季節適宜、野放後續追蹤監測有了安

排、計畫的目標做了修正、資訊的蒐集備

妥、宣導教育及必要採取的措施有了考慮、

人力及行政的支援也有了溝通，似乎已經萬

事俱備，只欠東風?可是東風在那?評估的

重點轉集中在於種原，就當時蒐集有限的樣

本所分析的初步結果，2隻小熊不與玉山地

區為主的為同一族群，但也無法排除是台灣

黑熊。因此，引起了台灣是否有不同族群之

疑慮，也讓野放與否陷入了兩難。「種原未

確定，野外族群未明，暫不野放。」這是經

2次可行性評估的最後結論。

時間無法暫停，小熊繼續長大，如果野

放，背負著可能對野外族群基因產生影響的

疑慮，不野放，野外的實驗必須就此打住。

因此，計畫陷入了困境，保育等於科學?科

學等於保育?專家所提的問題一連串，挫

折、沮喪的心情油然而生，科學之外或比科

學更深遠的思維似乎沒有存在的空間，於是

開始感到疲憊，努力暫時到此為止。第2次

評估會議於2007年2月1日在特生中心的低

海拔試驗站舉行，開完會之後天已黑，儘管

山路崎嶇但還熟悉，從山上下來，氣溫應是

隨著海拔降低而愈來愈暖和，但是，那天一

直感覺那麼冷，還直打嗦著。下山之後，還

打電話給相關人員，彼此互相安慰，大家都

裝著堅強樣子，其實，內心的感受天曉得?

說聲抱歉  Happy and Bingo

伴熊走到這裡，我們累了，至少當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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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們要向Happy與Bingo說：「對不

起，你們必須回到籠裡，外面的天空只是一

個夢，我們已盡力了」。為了不讓工作人員

太過沮喪，筆者給了相關人員一封電子信件

安慰大家，藉聖嚴法師的一句話「面對它、

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希望共同以這

種心境面對。

決定不野放一個多月後的某一天，

Happy演出了一齣逃家記，從一顆樹搖晃的

樹枝，攀吊到另一棵樹，再藉由伸展到圍籬

外的樹枝，翻爬出去。逃出時沒人知道，頸

圈上的發報器派上用場，經由無線電追蹤

器偵測出Happy還在附近且有輕微移動的跡

象，再依其方向前往追蹤，確認在懸崖邊一

顆樹底下的樹叢裡。再逼進，有可能導致牠

墜下數百公尺深的懸崖。此時，特定人與其

建立的連結關係奏效，經由詩佳的呼叫、安

撫，慢慢地接近，終於把牠誘入籠並搬入籠

舍。

回籠了，有些人感到幸運，因為沒有惹

生事端，也就沒有責任問題。有人這麼想，

Happy 你為什不逃遠一點，走愈遠愈好，

當作是一種無意的野放，藉口說：「抓不到

嘛，有什麼辦法呢?」如此，我們就可解脫

一下因不能野放對你的愧疚!!

搬入的籠舍並非天然林的籠舍，而是水

泥磚造加鐵欄杆的籠舍，沒有灌叢、沒有樹

木，沒地方躲藏，情緒激動、緊張，躲在

牆壁的監視器上不敢下來，焦慮與緊迫是

此時的寫照!幾天後，籠內布置了一些樹枝

幹，焦慮與緊迫的狀況似乎緩和下來。為防

Bingo也步入Happy的後塵逃走，牠也被關

進了另一個籠舍。

無言的結局

研究小組早就設定，若第2次的評估仍

決議不野放，不準備再繼續提出評估，未來

2隻小熊將作其他實驗用，並考慮設置熊隻

園區的可行性。熟料，Happy在回籠20天左

右突然撒手人寰，聞者莫不震驚。經病理檢

驗報告指稱，其硬腦膜、大腦及腦幹實質部

出血，這是牠的致命傷。背後真正的死因是

什麼，沒人知道。人為的外力敲擊?不可能

!不適應環境自己摔傷?以其矯健的身手似

也不太可能!關在籠裡，不安的環境讓牠緊

迫亂撞致死?也沒人知道。

總之，牠不再活躍了，我們再也不必擔

心牠逃走了，或到野外影響到什麼，牠，

靜靜地躺在那兒，難道說，這是無言的抗

議?計畫也隨之結束了，大夥兒心裡多少

有點感傷，詩佳在離職時整理的資料中留

下一片光碟，裡面有個短片，片名為「獻

給Happy」，紀錄著2隻小熊的點點滴滴，感人

的，除認識一些未曾見過的熊的行為之外，

對熊有著難以忘卻的情懷。經歷過程中所蒐

集的資料並沒有放棄，它有其珍貴之所在。

除了配合國家地理頻道拍攝「搶救台灣黑

熊」之真情演出外，我們已整理出一個DVD

短片，片名「Happy與Bingo─兩隻小熊的

成長故事」，紀錄了小熊們成長中的各種行

為，適度地呈現一些難以觀察到的特性。它

並非「伴熊成長」所獲得的全部，但至少

沒有辜負我們之前所付出的，也沒有辜負

Happy and Bingo的奉獻。希望藉此片呼籲大

家關心台灣黑熊的未來，共同為牠們盡一點

心力，唯有如此，犧牲才值得安慰、才有價

值，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