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動向
最新消息
您 的助 養 資 訊

自由來往
野外攝影機讓更多老虎蹤跡曝光

精彩內容
不丹告捷
重修與大自然和諧共生之道

老虎動向

我們致力讓老虎能夠自由
覓食和繁殖，以實現在2022年
前將野生老虎數目增加一倍
的目標。有了您的捐助，我們
得以繼續推行KHATA走廊的
修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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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準備的
野外動向報告

主圖: Kalika 其中一隻幼虎
最左圖: 野外攝影機
在一個晚上追蹤到Kalika
中圖: Shahipur Pothi 在
森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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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負責Khata廊道（Khata Corridor）
修復項目的Maya Yogi為您報導
（有了您的資助，
這項目才得以進行！）

左右二圖：雄性老虎T10
留在同一區域，而雄性老虎
T12則正在擴大自己的地盤

您正幫助
老虎團隊
您的支持為監察老虎的
公民科學家增配野外裝備
堅固的鞋子和防水外套等基本裝備
能為監察團隊帶來莫大幫助。
在野外設置攝影機時，升級配備能夠
抵禦寒冷和下雨的惡劣天氣，
監察團隊非常感激您的捐助。

謝謝！

她兩隻幼虎。現時，幼虎約有12個月
大，開始長出犬齒，可以自己捕捉獵

物。Kalika每隔幾天就會出現在野外攝影機鏡
頭中，在走廊內的五個不同位置都能拍攝到她
的行蹤，看來她的足跡日漸擴大。

母親的悉心照顧
我們亦拍攝到Shahipur Pothi和一隻幼虎的照
片，估算這幼虎約有10至12個月大，仍要依靠

您知道
嗎？
老虎喜歡有
完整森林覆蓋
及人煙稀少的
地方，這也說明
了設立野生
生物走廊如
KHATA的
重要性。

區。但是，這次卻沒有發現之前拍攝到的4隻雄

與其他雄性老虎相遇。不過，我們觀察到T12

性老虎。牠們可能已經穿過走廊走到Bardia或

最近遊走到更遠的區域。我們認為T12擴大活

Katerniaghat。Khata走廊既是野生老虎的家園，

動範圍的原因是牠正在其他地方尋找伴侶。

也是一條讓野生老虎自由進食和繁殖的重要
虎數目增加一倍的目標，使老虎能夠自由覓食

個區域。如前一期《老虎動向》所報導，我們

和繁殖。有了您的捐助，我們就能夠繼續推行

懷疑他就是Kalika三隻幼虎的父親。他的領土

KHATA走廊的修復項目，例如最近復修了老虎

內有豐富的獵物，因此不用遠征也能覓食。

和其他野生生物經常使用的重要濕地區域。

Khata走廊將尼泊爾的Bardia國家公園與Katerniaghat野生生物保護區連接起來。從野外
攝影機的記錄中，我們知道一些老虎會停留

母親餵哺。Shahipur Pothi一直與雄性老虎T12

在走廊內，例如Kalika、Shahipur

分享地盤，所以Shahipur Pothi照顧幼虎時，都

和T10，而其他老虎則使用走廊來回2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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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我們一直努力希望在2022年前將野生老

另一隻雄性老虎T10似乎固定停留在走廊內六

Pothi、T12

走廊的Khauraha河和其他濕地漸漸乾涸枯竭，
可能是受到上游大規模砂礫挖掘而影響了水
流，加上草原亦受到外來入侵植物的威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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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次，我們拍攝到威風凜凜的Kalika和

會將牠隱藏起來，避免在幼虎完全成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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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野外攝機拍攝到Kalika和其他老虎的照片，
有助建立牠們有趣的行為模式

正積極與當地政府商討解決問題的方案，並會
及時與您分享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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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新聞

不丹老虎壯舉
好消息！不丹距離2022年前將野生老虎的數目翻倍的目標又更進一步

在

不丹宣布採納世界知名的老虎保育及 2015年，不丹在全國展開普查，
管理標準（CA | TS）的三年後，當地 估計約有100隻老虎棲息在不丹的原始森
林，更有一些棲息在高達海拔4,000米的地

希望之虎

級別認可。，分別是不丹歷史最悠長的Royal

方！不丹去年11月開展了全新的全國性老虎

雌性老虎Rewa（意為

Manas國家公園和Jigme Singye Wangc國家公

普查，評估老虎數量的變化。

希望）突顯出不丹是

其中2個國家公園成功得到了CA | TS

園，各自棲息了15隻和14隻老虎。

頂級標準
能夠取得CA | TS級別認可印證了這2個國家公
園都在保育管理方面達到了國際標準的高水
平。不丹的例子示範了行之有效的保育措施，

為了保護棲息在保護區外的老虎，不丹目前

「老虎避風港」。
在Jigme Singye

正致力在Paro、Sarpang 及 Zhemgang這三個

Wangchuck國家公園，

森林地區實施CA | TS，這個承諾確實令人讚

野外攝影機分別在2012

賞。全賴您的支持，我們將繼續竭盡所能，

年、2014年及2019年拍

幫助不丹和其他老虎分布國實現目標。

到她每次都跟新的幼虎
在一起！來看看到Rewa

能夠幫助13個老虎分布國在2022年前將野生老

和她的家人的蹤跡：

虎的數量增倍。

wwf.org.uk/re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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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圖: 2014年的Rewa
上圖: 2019年的Rewa
右圖: Rewa其中一隻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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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有70個註冊成為CA | TS標準地點，
分布在七個國家；包括孟加拉、不丹、中國、
印度、馬來西亞、尼泊爾及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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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帶來美好的寧謐，但《地球生命力
報告2020》揭示了大自然正以比以往更
快速度衰退。我們需要攜手合作令大
自然回復生機。您可以通過以下方式
參與其中：

《地球生命力報告》
是WWF每兩年發布一
次的旗艦刊物，報告全
面研究全球的生物多
樣性趨勢和地球的健
康狀況：

https://livingplanet.panda.
org/zh-HK/about-the-livingplanet-report

電影分享
如您還未觀看由
Netflix、Silverback
Films及WWF合製
的自然紀錄片「我
們的天與地」，不要
忘記與親友分享：

shorturl.at/eJLTX

自然
有聯繫
下載「自然有連繫」
手機應用程式，探索
香港不同的奇妙的自
然生境及參與本會
活動：

https://connectwithnature.
hk

參與聯署

主圖圖片來源：© SUYASH KESHARI / WWF；本頁圖片來源：主圖© CHARLOTTE SAMS / WWF-UK；插圖：DAVID ATTENBOROUGH © CONOR MCDONNELL

水和食物，更能調節氣候。它為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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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潔淨的空氣、

閱讀
《地球生命力
報告2020》

•

重塑
大自然
平衡

敦促香港政府在2024年
或以前，成立不受任何
人為因素發展影響的海
豚保育管理區：

https://form.jotform.
com/201281659072454

「這些問題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不過我們仍能攜手扭轉現狀。
小至日常生活中如何飲食或消費，以至重大抉擇諸如經營或
管理方針，恢復大自然生機可以說是人類21世紀的使命。」
大衛·艾登堡爵士，世界自然基金會大使

WW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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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幫助保護老虎，
您亦可以支持我們
其他重要保育工作，
以幫助守護我們的
地球及野生生物。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