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野生動物

瀕危的
台灣黑熊
在台灣，或許很多人會有疑問：
「台灣有熊嗎？」不要懷疑，
台灣黑熊可是台灣原產的熊類喔！

■黃美秀

⦺ӸŋटોⅷʄҊ⊔ปӸѮ⳥ᅡᱻ⑥⑥ᲀᏏ߹ྺ㇕┯ᙺ⪒ᲀսᏏŋຖש׃
ᲀὍኛゐःŌट⪤ŋˈ∍ゞᗰⴘྺ㇕ⲫᜁ㍫㌾ᲀ፠Ȱᯎᤌŋʭሸˑሴ⦢ˬᣆ
׳ଏԾӵᑌ┥ᲀᤁଝᙪⵤᆰㆪȰɻ⎸ˑᅡⳇˁ߹ʁሲटࠤ㇕⊦Փᲀ⦔
⨰ŋⳈʭЦᔌᅡᔎȰᮛ⎐߲תᢖŋሸˑሴۋřȶתᢖሸܝŞȷ

台灣明星動物
ᖂߢ 87 ⎐ 89 ౻ŋתᢖʁ㈫ᓞ
ⳗ⠘ྺྰ↚ᄎ⸇ख㓻ᲀᶈἅȰ㓻
߲ᶈἅ≜ᲀटԼ›لŋˬהਅ㋥ᲀὋ
ࢋଅറŋីワㆋ⤒Ȱ߲ᖂߢ 90 ౻
ȶқᖂṡⴇתᢖሲҤ˪⠨⸇ᮞՓȷ
ᲀᙚՓʒŋתᢖ㓻ᮛ⎐഻֕┌ᖂ᳸
༽ṡʒृҵ≠ӜȰറ↳ᲀʋᮺᲤ፝
⫷ِқߢׇ̧ᖂ⳦ՓሴŋʭⵤˬϞ
ᣆटሴṟȰ
ⲗ౻͘ŋתᢖ㓻ᲀȶˑᖏ྇ᄳȷ
ⳁី࣒Ծŋ̠ᆰɻ⎸ˑᅡⳇớ⡖ӭҙΏ⋁ㆪᲀቐ᫃߮Ếȯሲटࠤᲀ㇕⊦ㆪՓᲀʵ
⤠ŋң૫֔ӡሸぐŋሸᆺⴓ҃ឋ⦢⤠Ȱᮛ⎐ߍᣆማ҇᪔࣒Ծŋ⩖≠זˑ⦢ˬᣆתᢖ㓻
ᲀΏ⋁ⳗମㅰӵŋ≠ᮠᮞ㓻⬥͘⬥ङᲀ⼃⤍Ȱⳇˁ⦢⤠ሴໟᣆ͘Ώ⋁ᡙ֮ớ
ᲀあḦȰ

瀕臨絕種的黑熊是台灣陸地上最大型的食肉動物

世界盃棒球賽（左）
和全國原住民運動
會（右）的吉祥物
－台灣黑熊。

由於體態的緣故，黑熊
的動作看起來略顯笨拙

新月黑熊

ˑȰ഻⸇ख⎟ʄ

人們常會問「遇到熊

ቆ≠ⳣᲀ㊺͘

該怎麼辦？」其實黑

或遲緩，但事實上牠們

תᢖ㓻ᆰתᢖڲɻׇᮠᲀ

᳗ŋ㓻ङ֛ሴ⎋

熊一般不會主動攻擊

能涉水、游泳，也善於

ㆪŋʭᆰʋᮺ 8 ớㆪʡɻ - ˂ᙑ

Փ⬖ⴎȰˑሲ⳻ᯎ

人，所以與熊不期而

爬樹，當然也跑得比人

㓻ӡళᅡתᢖᲀሸ˂ớȰΪ

ᲀັזŋⒺ⳨ᅡ߲

遇時，最適當的反應

還要快。牠們也擁有靈

㋥ࠤअᷠ⊹⋖ŋㆋߦ㆑ᵭŋᳶଆ؝

ʄ㊼რᲀԋတ

莫過於在不驚擾牠的

敏的嗅覺和聽覺，若遇

ŋ㋥⸆ᣆ 50 ⎐ 200 Ҟᅐŋ߉⊷

ʂŋય߹ザ

前提下，安靜地離開

危險，通常會迅速逃

⁐अŋ㋥ᣆ120 ⎐ 190 Ҟӡŋᵭ

ࢎȰȶΏ྄⭢ザŋ

現場。「保持距離，

避。

ଝబԆʄ ה10 ҞӡȰᮬᅡ㕇⎟ⵓ؝

ˬᾌયқȷକໟʵ

以策安全」就成了人

̚ŋגΉỞȶȷȰ㓻қⰀ

ˑҡઐᲀሲ㋨྇

熊共存的最高指導原

ངሸ⁐⁴̠ᣐ㓻ˍ㓛ᲀᲀᕝ㋲ŋʂㆆԋὊᱻ

ଅׇԆȰߍᔎŋ

則。

⏩ŋ⋭ԋʭሸᆚㆵᲀᛈ㓴⏩ V એᅙሷᅁ

Ϊ૫߲ʄド⣭ሸȶන᯾ȷŋᤁὊ߹ૈඈሴ⡖

ₖŋߍᔎʭỞȶሷȷŇmoon bearňȰ

ᄌႼŋ࣒⦀ັ≠זԾᲀʵ⤠ŋ┌ɻᨰ⭱

ᮬᅡ㋥๘ᲀℴᄒŋ㓻ᲀՓ̴᳗⬛͘ᯇㆵ

ⳐᆺŋͶ⋲⳻טᯎᲀᾌȰ

Ὤཪⴁℸŋ̠ʷ૫ʁΪ⋲ᚋᖜȯᜁᘧŋʭ
ۨᅡᦩᑌŋᯎᤌʭ⭘ശᕘˑⴓ⣭൭ŋᆺⳍ⬣ש
⳨ 30 Ҟ⸅ȰΪʭႵሸーᄗᲀ⤍⊞ِ⤍ܔŋ

㓻߲ӡㆪʁଽ㇕⊦᳀ấŋഭङˑ⦢ˬ

ⳣ֮れŋⳈሴⲑⳍⲹⴎȰԾʁ㓻ᄳ⸈Ế

ᣆ㓻⊦׳פȰ߹זŋ⸇खᶈἅ⫐ᅇㆵḼ

ଈŋߍᔎ߲⸇ख᳗Ӹ㓻ᲀᑩ᪔Ꮟ̦Ȱ

Ϊᆰᐼᲀケ㇕ՓŋʐʉˬᎌŇկ

恐熊症
カ⦧ⳣʄᆟŋ̠ˑΪ˝ሴۋӸřȶⳣ
Ӹ⦀ඁ㓰ⲅŞȷȯȶሴʄሴᄌႼˑŞȷ

非法狩獵是威脅

雜食性的食肉動物

␡ȯ┥ȯ⒨ȯዿȯ␖ȯኟ૫ňᣆʚ㇕ŋ֦㇕
ᲀ 80 ńˬʁȰסखʭ׳ᆒ⟒ȯڔʯՓ⌝
⊦ŋⴓۺᔋྔ⟙ἦِ✚డ͘׳Ȱ
Ϊʭᆰᑩሴʚ−⣵㇕≜ŋ㇕りગῄ

ᆰᩆ᪆ŋ߲⎋ᤌᮺ⡺ଈሸठᄰˬשল⋷

ʄ⩑≠ՓȰᆩગᆺŋ㓻ङˬᅙ㍬ङᖣᲀಁ

ȰそㄅᆰיМᲀΥ㋥˞ᲀᕓⰲ⋲ש

␡ȯ⑾┥הᣆʚ㇕ȰऒગŋԆˬؑᷧᖜռ

ᣆ҅ᩆᄗ฿ʡखŋ㓻ɻ⎸ʄሴʚՓᄌႼ

ӡᲀ״ớኟ૫ِើኟᣆʚ㇕ŋ͜ॗ໌

黑熊存續的主因

ઉȯୁኁȯ᪉ᩕጇȯ״הớᑀấᎌᲀኟ
૫ȰạȯҺગῄŋ㓻Ԇᄋˬ⋶⊻ؑ⸈⩵ᲀ
ኟᣆʚ㇕ŋ͜ॗୁ⋠ጇȯᕅᅆấᲀᑫ૫Ȱ

獨行俠
㓻ᆰ᩹ଢᲀՓŋそʵⅻᔫቆʡखŋ
౺ᅻ⎋״Ӹ⚡⳥◰⣵㇕ŋʐᗟሸߘᲀడἃȰ
ِңˠᝑ߹֓ŋॗᅻቐȯㅐߢȯʒߢᾁᲀ㓻
∴ʄŋ⸇खᲀתᢖ㓻౻ⵤሴᙚՓŋ
ᗟሸҺ᳢ᲀ∴Ȱ㓻カᤌᇈचⵤሴᙚՓŋ̠
ᆰ˝ˬᱻठᣆʚŋ߲ᑫઉ૫↴↴ᲀạȯҺᆺ
ῄŋΪᲀᙚՓ⸈ʭሴ࣒Ծŋʄӡᇈ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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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ザడറŋⳈ⭣りᕓӸ⚡ᙚՓŋ᳆Ӹ
Ὧ2౻ᕓҫಚᱺᆺ༈ザȰߍᔎŋᕓⳈ
ᆰま౻ᮞᔫŋʐㄅᕔ౻ⵤשᮞᔫȰⳇᑃᲀᮞ
ᔫŋʭ͑ശ㓻ഭ્ᆟיӸ֮ૈȰ

瀕臨絕種的宿命
㓻ሰೋᘓӡళ߲תᢖŋ̠ⲗಃ֔౻͘⎋
ᤌ᭕ࣁ⳨ಚᱺהˑᣆᙚՓ㆓ⅻŋ͑ശ㓻ᲀ
ᄳ⸈ِӡళῆߤⵤटౙⅨᛨŋ᳀ԋङଟぐᅡ߹
ⰲ௨ずஈˑᣆᙚՓⰲଈᲀୁ֓ŋᲀᅮ
∍ʭ⚡ᅡיল⋷ᡙ⎉ᝦ⃒ᲀᨋ๘Ȱ㓻⎋ᤌ
≠ᤌ߹ໟʵᘎȶᡙ⎉⃒ớȷᲀΏ⋁ㆪՓŋ
台灣黑熊生殖率低，幼獸晚熟。

⠨Ḽᲀᅮ∍ᄳ⸈పき⎐֮れᐼŋ͘⋲ש

㇕ŋᗟሸߘᲀ්̇ᆺ⿶Ȱ

ㄈ⎉ᝦ⃒ᲀ֮ᑩȰ

ሸˁׇ̧ᖂ᪃ˑ⦔ᣆ㓻ʄሴ⡖ȶ།҇

㓻߲˂ᙑңˠ߹ᅟ⳽Ⳑᲀתِ⳦مᢖ

҇ȷŋߍᣆሴ⎋ⅻ⠙ŋᕔ౻ⵤᮞᔫȰʷ૫ʁ

ధᤁಃŋ߹״ᲀᄳ⸈ِӡళῆߤⵤሸᛨଈᲀ

ֵʄᲶᤌŋ㓻ᲀᮞᔫ᪔ഭ̦ŋᕓᕔᓞפᮞ

⬺՜Ȱߍᔎŋ߲Ᾰӽ⸇ᮞߢゃ⫉ᆟᲀȶᡙ⎉

ᮠɻ⎐ʀ˞ŇⳈʸ˞ňŋઍቆ 6Ɲ7 Υሷŋڔ

⃒ớ⸇ᮞՓᎌߢゃ⫉ᆟҞȷŇגⓨᲱㅻ

ʯቆᣆ֛౻ణȰಁԒӜᮞᆺഭ⋸ŋᳶ

Ҟ↉ŋCITESňʁŋ㓻⡖ӭᣆぉ⻟Ưᾁ

ᕝẛŋᮛ⎐ശ⎐ʸȯʀΥሷटᆺ༈ᦩש⠘Ȱ

₥ᲀՓŋᆚᱻ⣴ṯᔌ˷̭ۅᏉˆᆟŋ،

瀕
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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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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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剛會爬行的兩個半月齡黑熊幼仔

科學發展

2006 年2月，398 期

29

人熊共存之道
߲⳨אŋתᢖ⥔ङׇ̧ᖂᲀᨨ᪃И⃦⡺ŋ
ⵤሸṯ᪃㓻ᲀ∴Ήِṯ൘ŋ⿶߹ⴎҊ⎟
ᱺᮞᔍㄈᲀ⠣ἍȰᘤゝᅮȯड㍈ᅮȯళⲌᅮ
ᾁⵤ⦔ᣆ㓻ᲀ∴ॗˑŋ᪃ॗ᪃ˑɻ⎸ŋ
⦔ᣆᆰୁኛᲀમ⩃ṙŋߍᔎŋ⳯זṯ൘
᪃ŋԆሴᣆ᪃ˑң⤄ᅮֹ͘⳦ŋॗᮞ
᯽ȯᔙ˄ŋଅ⎑ụᓺᄈȰߍᔎŋᅾቆᲀׇ
̧ᖂⵤ⣷།ᣆȶʄӵȷȶഭ㓯ȷᲀ

非法獵殺黑熊的
新聞仍時有耳聞

Ԇሴ⸆ޱল⋷⦀ớᲀઐ↳Ȱסखŋʋᮺ⎋ᤌ

ʷŋԆཊ┯ᄫ≠ʡᲀ๘ಚŋそㄅൖ⣭ŋ

Ώ⋁⊔ᲵŇ U C Nňʭ༵ΪӭᣆₐᲘርʁᲀ

،Ԇʄሴԁำא᪃Ȱ

ȶᆟ֮ớȷŋ⠨Ḽॗኟⲧૈᅮ∍ᲀߍ₫↨↳̴
ᮣŋ߲ᵭቆҚሴㄈ⎉ᡙ⎉ᝦ⃒ᲀߕࣁȰ

カ⦧ɻ⎸ׇ̧ᖂ᪃ˑഭଈʚՓ᪃ŋ㓻
ֵ˝ሴ϶ᱺ߹⡖ˑᐌᕄྺ᪁ŋⳇᆰߍᣆ᪃

カיᘎ˫ᲀΏ⩃ŋ̠˫ˑⴉຨᲀᆰŋ᪃ᕄ

ˑሸᆺڲනȶॗኟʄᕄŋକሴᄌႼȷ
ŋ

⪶⫣㓻ᲀᚊ්˝ᆰ϶ሸ⊐ŋㆵḼ㓻˝

ሸᆺᆰߍᣆ㓻⦢ʒʵңˠՓᲀな〾≠⳽ྺ

⳽יᯎễಚᲀㄅᘎ᪃ྺࣲԼŋⳇʭሁワӜ

᪁Ȱᤁ⧅ॗ̭ŋሸำᤁำᲀۅᏉռ᪃ᙚ

˛ᲀἽᘎࡡהᘎŋ˝⋲ሸᄔᛨⱁⳇˁՓ

Փŋֵᮬᅡ⸇ᮞՓ⫁⫣లࢎᲀᙚ⃙≠ី⬺Ჱ

ㄈ⎉ᲀᝦớল⋷Ȱ

⠘Ȱ⥐ዎʭᱺŋⲗ౻ׇ̧͘ᖂ᪃ˑ⫣Ӝᲀ

תᢖㄅᘎᨨ᪃㓻ᲀᗽŋ߲᪖ୁߢોҞ

⊦ŋ1Ҟᅐڱыⳮש1,000⎐1,400ҁʄᾁŋ

ߥᔖᆺ 3 ౻ᲀྺྰ↚ᄎᶈἅʒŋሪӜ˫ˑჃ

⬣⳨లࢎʁ⪇⊦ᲀ 1 0ΧыጂȰᮛ⎐߲ᖂߢ 8 5

ᲀኟȰᶈἅʒྺྰӸᲀ 15 ゕ㓻ŋͶሸ 8

౻ŋሸ᪃ˑ༵᪃ྺᲀˬ 16┌ҁᲀ㋨ы⫣Ӝŋ

ゕሸᅝᅝ⭊ᲀŋⳇᆰ㓻⳨אሰ⡖᪃

᳡⧩שȶᔙറыሪ㋨ȷȰ

ˑな〾ྺ᪁ҫⲹ⌊ᲀ⨣Ȱⳇʭᆮㆵㄅᘎᨨ᪃
ׇቐᄳ⸈ప֔ӡẾଈᲀ㓻ŋ⋲שᮠᮞᲀ
⎑مജㅩŋ૫ʄ્Ϊᾁ⿵⣷ʡȰ

國人與熊的愛恨情仇
ʒߢˑ⎟ሸɻᕁᙠᲀᔖŋңʒ
ሲᣆˑᐫⳭᲀⒺ⳨ᅡŋપᲀҥᄒᝓⲳש
⎐કઉᲀȶ㌾⎟ʄשҦശȷȰ߲И⃦ʒߢˑ
ᲀʒ♒ה㇕⡶ᄾռ⡺ŋ㓻ᆰɻớ⬣ϋᲀ
ᠱՓŋ഻ㆋӸଝқⰀⵤᆰȰዿⷫ♒ट
ҥȴቐ⑾ℐ᳀ȵᲀ⥇ⰷŋᲀ⍧ȯ⋶ȯ㋊ȯ
⊦ȯ⠑ⵤשҙ♒Ȱ⍧କᆰʰᲀ⍧߀ŋҤሸ
ᛥᥗȯ⽖ȯᆚ᳀ȯ⤠ᕖᾁԽᄔŋᆰ⪾ᲀʒ
♒ቩŋыጂᮛ⎐⭂ˬਚ⇿㓴⸊Ȱ⋶ʭש⡶⚤
ᾃה៕⊩ᕄ⟒ŋ㋊Ԇש㊫ㆻそᠫȰ⎋
͘ˬןକ⡖⣷ᣆ᫃㈗ŋ㇕ʡȶ㊫ㆻŋᲪᖏ
ԼȷȰ

誤中陷阱受傷的台灣黑熊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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ᯎᤌŋʒߢˑⴓሸⲮΓؼ⸇׳ᲀȶ㇕⡶ȷ

我們沒有理由不去擔心台灣陸地上最大
型的食肉動物，可能會在很多人還在問
「台灣有熊嗎？」的無知中，或是害怕
牠們會攻擊人的莫名恐懼中，不知不覺
地從台灣島上銷聲匿跡。這絕對不是我
們所樂見的！

⊗֒⭥ŋॗタ⪒ȯጫ␖㓊ɻ⎸Ȱⳇ⃒ʄᆰ
Ϊᐫ⣳ᲀŀ

中藥熊膽的使用讓黑熊身陷重重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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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獵捕及

᭕ŋפሴ⩖˛పᛐᅡ߹

販賣黑熊

ʂռ⳦̴ᲀୁᮠ⸇ؼ
ㇰೖሪᣆᩂᩫŋתᢖ㓻

獵人

הңˠᲀ⸇ᮞՓනሴᖞ

黑熊研究

ᤁ૬ᅻȰ

提供
市場

支援

媒體、民間

研究野外的黑熊

保育團體

提供科
學資訊

ΪᗟሸᮬʄאჃ
ൕתᢖに߹ʁሲटࠤᲀ㇕

一般社會大
眾
（消費者）

⊦Փŋ⋲שሴ߲ഭङˑ
非法購買及使

ᲀᤁᵨʒŋᆰૈඈΪ

用熊類製品

ʄᵨʄ⤍߹഻תᢖʁ⺩

宣導保育教育
國家公園及相關
資源管理單位

ⴓ߲ۋȶתᢖሸܝŞȷ
ሴᄌႼˑᲀⒺන໐ʒŋ

擬定政策、

落實台灣黑熊保育的層級關係圖，顯示出科學研究及動員全民和各階層推
展保育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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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推展瀕危物種的保育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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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野外研究
黑熊是保育成
功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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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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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森林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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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鬱的山林是台灣黑熊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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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因素
●
●
●
●
●

瀕
危
的
台
灣
黑
熊

生物因素

政府結構
經費基礎
現有的經營管理計畫
各部會間的合作
知識基礎

物種生物學
棲息地需求
● 族群結構及數量
● 棲地品質及破碎化程度
● 人類對棲地環境的利用
●
●

ᕄ༇Ȱ
ߍᔎŋॗ̭တ֘қ㋥ߢᖂᲀᮞ๘Ώ⋁ำ
⨰ŋˬהԾቐ߮⸇ᮞՓᲀᶈἅِΏ⋁ŋ
ʄЦᆰתᢖ㓻͘ԋⳃʡ↚ŋʭᆰȶṶᦳ

成功的

保育

黑熊
政治因素
政府對保育計畫的承諾
可能涉及的跨疆界關係
● 政治結構中援助的部門
●
●

ၸᗥȷʡᆰ،ԟң૫ᲀ〧⼬Ȱ
⥙řᓦʵ⤠ሪङ㓻ᲀ〧⫐⤼ŋ⦽ⳑ

社會因素

ȶתᢖ㓻Ώ⋁ᶈἅℑȷř

大眾對物種保育的
支持
● 人與動物的文化關係
● 當地經濟的影響
● 當地居民感受的威脅

http://www.ysnp.gov.tw/welcome.asp

●

Ț

黃美秀
成功的熊類保育計畫所應強調的議題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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