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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手 牽 手 擁 抱台灣黑熊

黃美秀，在台灣專業研究設備簡陋、經費拮据的情況下，以其當時一位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保育生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身份，一個平地女子，與當
地原住民及志工組成簡單團隊，深入玉山國家公園連原住民都不願到達的大
部份地區，以斷壁、崩石、危橋之蠻荒境地為道路，無畏颱風、大雨、毒蜂
之種種惡境的苦楚，歷時三年時間，追縱行蹤飄忽的台灣黑熊，成功創下台
灣第一個成功捕捉繫放15隻台灣黑熊紀錄，為台灣特有物種「台灣黑熊」之
研究及保育觀念之推廣，開啟一扇關鍵之門。她，被媒體譽稱為『台灣的珍
古德』，一個布農族人口中人人敬重的「熊媽媽」!

黃美秀演講精華重整：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屬於台灣這片土地的故
事，一個「自己家」的故事。

家最常見到，應該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特有品種「貓
熊」，或稱「大熊貓」，這是世界上僅存最少的
熊，約1000多隻。另外就是完全食肉、全身純白的
「北極熊」。其次仍有分佈在美國、加拿大的、歐

大家都知道台灣特有的地理環境即是叢山峻

洲、中國、日本的「棕熊」，生存於北美洲之「美

嶺、連綿的山巒與壁立的縱谷，因此在今天演講

洲黑熊」，以及主要分佈的南美洲、眼睛旁佈瞞一

中，如果你期待看到（幻燈片）或聽到，如同國家

圈白色毛髮如同戴眼鏡一般的「眼鏡熊」等。

地理雜誌、DISCOVERY頻道常見的動物奔馳在廣

至於亞洲方面，則有馬來西亞的「馬來熊」、

大草原上，研究人員坐著吉普車在後面追蹤的浪漫

以印度、斯里蘭卡為主要分佈區域的「懶熊」，

美麗的畫面，那麼你可能要失望了！在台灣，特殊

以及活動分佈在亞洲地區如中國、韓國、日本、

的地形與惡劣的研究環境，使得生態研究工作較其

越南、泰國、印度、台灣的「亞洲黑熊」等8種。

他歐美先進國家要困難許多，為了幫助大家能夠更

「台灣黑熊」即是亞洲黑熊一支系，為特有台灣亞

深入了解我們今天所要談的主題，首先來看看世界

種，由於胸前有一呈V字型或新月型的白色或淡黃

現存的熊的概況。

色的毛髮，又被稱做「月熊」。

世界現存的8種熊

你所不知道的「台灣黑熊」！

熊是世界上僅存最大型的哺乳動物，圓胖的

「台灣黑熊」在1998年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被列

身體、無辜的眼神，常令人覺得非常可愛討喜，大

入「瀕臨絕種動物」名單，2000年更被台灣民眾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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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為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動物，但是我們對於台灣黑

吃人的印象，是相當不同的！
我過去在美國跟著指導教授大衛．賈塞利斯

熊的真實面目所知卻是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於過
去並沒有任何研究資料記載之故。

進行研究時發現，美洲黑熊在冬天時是會冬眠的，

首先，就形體上觀察，台灣黑熊的體長約

但是台灣黑熊卻不會，原因不明。另外，熊會爬

120~180公分，體重約50~200公斤，由於眼小吻

樹，所以記得，千萬別再相信過去童話中有兩人遇

長，側面看上去很像一隻「狗」，V型白領或一彎

到熊，一人爬樹、一人裝死的故事了，因為熊是會

新月型斑紋，有著典型食肉科動物的牙齒、四肢並

爬樹的！在野外，若看到樹上有五條爪痕（或許因

行，偶會二隻站立，前後腳掌都有五根指頭（請先

斷指只有3、4條也有），請趕緊走開，表示附近有

注意！因為在往後圖片中，我們將發現台灣黑熊因

熊。

誤入陷阱之故，斷掌或斷指比例相當地高），指甲
約長5公分。

遇到熊時，切記不要跑給它追，因為台灣黑熊
時速30~40公里，等於一台小摩托車，最好的方法

我們的研究除了捕捉繫放黑熊之外，在黑熊

是慢慢的走開，因為黑熊並不會主動攻擊人，遇上

被麻醉之後，則必須幫黑熊做「全身健康檢查」，

人時牠比你還要害怕，只要不隨便激怒熊，靜靜走

量身高體重、三圍、做少許牙齒切片（可看出年

開是最好的方法，當然遇到熊的機率微乎其微，即

齡），並且幫它載上人造追蹤器頸圈外，平常最

使是我，除了設陷捕捉的，也只遇過一次，所以能

主要的工作就是撿黑熊的「大便」。這些俗

夠遇熊，可說相當難得機運呢！

稱「大便」的東西在學術上稱
做為「排遺」，在一般人眼
中是避之危恐不及的東
西，在我們眼中「撿大
便」卻是相當幸福而興
奮的事。事實上，根據
我們研究台灣黑熊的排遺
發現，台灣黑熊乃雜食性
動物，主要食物為植物而非
動物，植物佔90%比重，其中
又以季節性台灣高山植物如春天的
箭竹筍、山櫻桃、夏天的台東柿、秋冬的
青剛櫟、台灣蘋果、台灣胡桃等為主，另
外，黑熊也吃雜草與嫩草，由於愛吃蜂
蜜之故，也常會見到被搗毀的蜂巢，
與一般人認為熊是食肉性動物，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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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熊研究小組
這次的研究是由玉山國家公園贊助，主要是

圈便會自然脫落，一個人造頸圈造價10~15萬元之
多，在繫放的15隻黑熊中有5隻套上人造衛星發報
器頸圈，所費不貲！

以玉山國家公園的瓦拉米及大分兩地為主要研究地

如果說捉熊的過程危險而艱辛，無限電追蹤

點，瓦拉米自登山口進入約一天的路程，大分要走

才是最累人、最麻煩的部分，為了做三角定位，24

三天，是連原住民打獵都不肯到達的地方，主要因

小時記錄熊的作息，往往要翻山越嶺追熊去，追牠

為路程遙遠難行，一路上懸崖、斷壁、危橋等，因

跑到這個山頭，牠又再翻過另一座山了，行行復行

為沒人會到，常常需要在一片及腰的植物中自行開

行，這一翻可能就要一、兩天的路程，台灣保育研

路，可以說相當地「古意盎然」。選擇大分的因素

究之路窒礙難行，其特殊地理環境也是一個相當重

主要是因為當地盛產青剛櫟，一旦秋冬結果豐碩，

要的因素，因為研究野生動植物，還得具備一身上

就會引來為數眾多的黑熊前來覓食，在那裏前後三

山下海的好體力，以及於山巒壁石間與野生動物無

年的研究期間，我們自行搭建簡易工寮、在沒電、

盡追逐之毅力與勇氣！

沒水、沒有補給站、沒有熱水洗澡的日子，一同合
作的夥伴提供給我相當大的協助與幫忙。這一個由

吃熊的迷思

我、玉山國家公園提供專家多為原住民、志工（大

就目前全世界僅存的熊的生存現況來看，普

學登山社員）組成的小組成員，奇跡似的，完成了

遍的困境是「沒地方住」，意即棲地被破壞，以

許多台灣第一的「創舉」。

及「狩獵威脅」兩項因素，然而全世界則以亞洲地

為了捉熊，我們自創了台灣第一份「熊的菜

區的熊受到生存威脅最大，不少已經被列入「瀕臨

單」，你們猜猜有些什麼東西呢？蜂蜜一罐是熊

絕種動物」之列，如亞洲黑熊、懶熊、貓熊都是，

所喜好的、香腸或臘肉是容易保存、且香味四溢，

其中貓熊剩下一千多隻了，然而美洲黑熊仍有60、

都是很好的答案，許多先進國家也都是採用這幾項

70萬隻，甚至開放民眾合法打獵，大家知道原因何

東西捕熊，但我們還多加了一道菜，即用蝦米、小

在嗎？主要因為華人特別迷信「熊掌」與「熊膽」

魚干加入炒得半生熟的「米飯」，又便宜又香，乃

中藥療效之故，事實上，現在已經有科學家研擬出

台灣特有獨家配方，並將它擺入自美國學來的「陷

取代這些野生動物的藥品了，但絕大多數的人仍然

阱」設計，開始前所未有的「生擒黑熊」計劃。

存在野生的功效最佳的迷思。我曾經一度走在越南

擒得黑熊後為了採集最基本的資料，我們得

的街上，當場見人在我面前攤開一塊布問我要不要

先將黑熊以麻醉，再一一全身檢查、測量三圍、

買，裏面就是一隻野生熊的「熊掌」，市價約台幣

拔一顆不影響咀嚼的小牙齒（做切片之用），之

一千元，所以想要保護台灣黑熊，首先要杜絕這些

後上耳標及套上發報器，過程約2個小時左右。這

經濟需求，不要因為好奇或者迷信，而造成又一隻

個發報器置入頸圈之中，創下台灣第一次以人造衛

台灣黑熊被捕殺的命運。

星做為保育追蹤之用，其頸圈的一部分由天然牛皮

我要在這裏鄭重的聲明，在布農族的傳統狩獵

製成，一旦黑熊長大了或者自然經歷2~3年後，頸

文化中，「殺熊」是一件不吉利的事，他們認為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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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的習性很像，「殺熊」如同「殺人」，會遭到

料不完整而報導不實，在我試圖協助媒體發出正確

惡運或農作物欠收，而且捕捉黑熊相當危險，因此

的保育之聲後，有一天，便發生了一件令我相當感

見到黑熊多半靜靜避走。後來因為時代變遷，平地

動的小故事。

人對於「熊掌」與「熊膽」的迷信，使得殺熊風氣

去年除夕夜裏，我二姊氣急敗壞地打電話給正

再起，一個熊膽可賣到一、兩萬元，一隻熊最多可

在美國滿心不甘願的寫著論文的我，她劈頭便說：

賣到15萬台幣，如此豐厚的利潤，讓原住民不再默

「美秀，有人要殺你的熊！」，原來是住在板橋

默的讓熊自眼前走開，因此，我們與其叫原住民不

的一位范姓先生發現，新竹山上一個鱒魚場附近，

要狩獵，還不如從自身做起，抵制殺熊的一切經濟

因有人表示見到台灣黑熊，且村民組成「獵熊小

活動，如此才能真正讓「台灣黑熊」被捕殺的命運

隊」，打算馬上把熊「幹掉」維護村子的安全！
在此我必須先聲明二點，第一是，漢人普遍存

改寫。
在我捕捉到的15隻黑熊內，有8隻不是斷掌就

在的「恐熊症」，以為熊一出現便會傷人，與其被

是斷指，超過五成以上有破相的情形，熊掌是黑

傷，不如先聲奪人！第二便是，台灣一向是問券調

熊生存相當重要的工具，爬樹、進食都需要它，

查回收比例最低的國家，回收比例低於5%。此外

誤入陷阱的黑熊在脫逃之後鋼索仍套綁在腳上無法

主動打電話「報案」的，大概除了家裏遭小偷外，

拿下，久了以後血循不良、組織壞死，因而斷掌、

也是不會有的吧！更何況是一通輾轉過好幾人的

斷指。有些熊為求逃生，往往會自己將陷入陷阱的

「報案」電話！

腳指頭咬斷而去，雖然不是為了捕捉黑熊設下的陷

於是我馬上打越洋電話通知志工煜慧帶追蹤器

阱，卻對黑熊造成嚴重傷害，值得思考的是，黑熊

追查，隔天一早全村的人都知道有一個女孩遠道為

誤入陷阱的比例如此的高，台灣劃下的國家公園保

了黑熊而來，搞得大夥兒似乎很不好意思，表示：

護範圍究竟對牠來說夠不夠用？安不安全呢？在研

「我們沒有要殺熊啦！」之後甚至煮了一頓鱒魚大

究追蹤結果出爐後發現，一隻黑熊活動範圍是玉山

餐請她。真相最後竟是......那個看到黑熊的人是一

國家公園的1/5，且時常跑出國家公園範疇之外，

個患有（不知是青光眼或白內障）的阿伯，傍晚時

面臨狩獵者嚴重地威脅！

看到的到底是一個「熊影」或一團「黑影」根本不

每個人都是一顆保育的種子
在這裡我要講一個真實的故事給大家聽，過

可得知，(黑熊自玉山國家公園的黑熊長途跋涉到
新竹的可能性雖然是有，不過可能性不高)，因而
不了了之。

去我自許為一研究人員，選擇遠離人世、走入山林

許多故事都再再告訴我們，地方民眾之所以停

的科學研究生活方式，而今在為了宣導台灣黑熊正

止殺熊，與研究人員進駐的嚇阻作用有關，許多實

確觀念的責任下，我開始配合媒體攝影報導，做著

例也證實一點，每個人都是一顆保育的種子，唯有

許多違背個性的曝光行為，完全是因為一個轉念：

發揮力量才能夠真正杜絕不當濫殺行為一再發生，

「與其讓記者亂寫，不如提供正確的資料」因為當

台灣黑熊才會真正擁有永續生存的機會。

時社會民眾對於台灣黑熊所知甚稀，記者又常因資

32

林業研究專訊‧第十一卷第二期

200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