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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賴您的支持，
讓我們完成另一份重要的
野外紅外線相機調查

由負責KHATA走廊重建項目的

Prakash Thapa為您報導
(這是在您的支持下才得以進行的項目)

從野外紅外線相機最新拍攝所得的相片中，
可以看到野生老虎在Khata走廊上自由穿梭，
反映出走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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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完成了另一份重要的野外紅外線相機調

查，結果充份證明了威猛的野生老虎會利用走廊往來
不同的保護區。我們再次衷心感謝您的捐助。

森林棧道的連繫
若你還有印象，Khata走廊是位於尼泊爾Bardia國家公
園和印度Katerniaghat野生動物保護區與之間的一片
狹小森林。我們於Bardia進行了另一次的野外紅外線

老虎於夜間
覓食時一般會
跨越9-19公里
的路程

的；而豹則相較明顯較細小嗎？與豹相比，老虎擁有粗壯的

動物才能獵食並生存。您的支持除了幫助我們添置紅外線攝錄器
材、觀察野生動物的活動外，更重要是協助管理及修復野生老虎

老虎日記重點

在上一份《老虎動向》中，我們曾報導發現Sushma

機，在Khata走廊觀察野生老虎。當中出現一張令人驚
嘆的相片－ 一隻老虎拖行著一頭大野豬，相信您也有

讓Sushma便於覓食、結識異性和孕育下一代。

興趣一睹為快吧！

我們同時發現另外三隻老虎的身影，相信其中一隻就
Sushma一樣，那隻幼虎利用Khata走廊往返保護區，
牠現在亦身處Bardia國家公園。我們熱切期待牠日後
動向。而另外兩隻老虎則是新訪客，但因為拍的相片

張熟悉的臉孔 ─ 一隻漂亮的雌性老虎Sushma。

頗為模糊，所以我們無法辨認牠們的性別。

我們再次衷心感謝。

們支持下所成立的地區監察小隊將繼續透過紅外線相

用該走廊，我們為此感到欣喜，亦樂見Khata 走廊能

是我們在上一期《老虎動向》中提及的雄性幼虎。跟

的棲息地，包括森林、草原及水源，為野生老虎建造一個安樂窩，

隨著Bardia野外紅外線相機調查項目持續進行，在您

影。Sushma的頻繁出現進一步證明野生老虎經常使

相機調查。令人鼓舞的是，我們在走廊範圍內發現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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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和豹同為貓科動物，但你知不知道老虎是當中體型最大

老虎與豹有另一重要的共通點，牠們都仰賴森林供給充裕的野生

在K h at a走廊上，我們分別在7天裏拍攝到牠的身

19公里

老

均在夜間獵食，獵物包括鹿及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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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您的捐助不僅守護了Bardia國家公園內的老虎，
我們的小隊亦從相片中發現一隻威風凜凜的雄豹

脖子及寬闊的肩膀，而豹的尾巴相對身體比例而言則較長。兩者

在Katerniaghat野生動物保護區附近活動。而最近
上篇野外動向報告出刊之後，有賴您的支持，

「斑點」與「虎紋」

老虎通常會先收藏獵物再慢慢享用，相信這次的老虎
已大快朵頤。翌日小隊重返該處檢查紅外線相機，但

5倍
老虎可以
捕獲比自己
重5倍的獵物

那裡已毫無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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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90年代末，受人為因素如森林砍
伐及非法獵捕等影響，東北虎在大陸

境內幾近絕跡。經過多年的保育工作，牠們
的數量開始上升，但這逐漸影響附近村民的
日常生活。有見及此，內地吉林省政府在多
個地方建立保護區，同時將8千戶居民「生態
遷移」，許多人都願意配合政府遷村，讓野生
動物有個更好的家。
然而保育是一項長期工作，有您的支持，我們
的項目才得以持續進行，使野生老虎的數目
日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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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村‧
保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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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的勝利

主圖：一隻英姿颯颯的野生老虎
插圖：全新的國家公園將保育老虎
的主要棲息地

中國成立全新大型國家公園的計畫將為保育瀕危
野生老虎的工作寫下新篇章

野

生東北虎主要於中國東北部、朝鮮半島和
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一帶活動。然而，由

於早年除了被非法捕獵之外，過度伐林、山林火
災、道路鋪設、農業和工業發展等人為威脅破壞了
牠們的生境地，使牠們面對瀕臨絕種的危機。1930
年代，俄羅斯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地區只剩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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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0隻野生東北虎。

野生東北虎的希望
全賴有像你一樣的支持者，我們一直長久以來的
保育工作終於讓野生東北虎的數量得以回升。至

「大貓」的搖籃
如果國家公園落成，它將會發揮連接作
用，將現時多個保護區、國有林地以
及未受全面保護的區域連結起來，使
各方管理團隊得以交流和學習彼此
的知識經驗。這更可能促進中國與俄羅
斯之間進一步跨境合作，讓雙方以最有效的方
法及技術去保育野生老虎。我們在中國的同事
正與俄羅斯相關單位合作、互相分享監察和反
盜獵的重要資訊。

今，我們已在俄羅斯記錄得約430隻野生成年老

這是一個絕佳機會，讓我們為野生老虎建立更

虎，而在中國亦錄得少量老虎。中國政府提出成

美好和安全的未來。我們期待為您帶來更多關

立國家公園的計畫將有助擴大野生東北虎的棲息

於國家公園發展的好消息。

地，為牠們提供更多的活動、繁殖和覓食的空間。
自去年正式落實國家公園被批准之後，WWF中國
分會的同事便一直協助構思園區的規劃。在這之
前，憑著多年來在地區保育和監測野生老虎的經
驗，他們更促成了成立國家公園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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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0 平方公里
中國正計劃在東北吉林
與黑龍江省之間
成立一個佔地
14,600平方公里的
國家公園，預計面積
將大於美國的
黃石公園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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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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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育老虎，
您的「助養」還支援我們其他重要的項目，
以守護美麗的地球和野生動物。

WWF.ORG.HK

© 1986 Panda symbol WWF ® “WWF” is a WWF Registered Trademark
© 1986 熊貓標誌 WWF, ® “WWF”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註冊商標
WWF-Hong Kong, 15/F Manhattan Centre, 8 Kwai Cheong Road,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8號萬泰中心15樓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Tel 電話：(852) 2526 1011 Fax 傳真：(852) 2845 2764 Email 電郵：wwf@wwf.org.hk
Registered Name 註冊名稱: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Hong Kong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with limited liability by guarantee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擔保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