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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及所有老虎助養者的支持，
讓我們能不斷培訓年輕公民科學家
和增添裝備，幫助我們在KHATA走廊
進行重要保育工作。

盤

可愛的年幼雌虎

為您準備的
尼泊爾

．

TA走廊
HA

Khata走廊區棲息着不少老虎，該區的居民對保護這些大貓扮
演重要角色。

．K

(有了您的資助，這項目才得以進行！)

老虎T10
現時
擁有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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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裝置

盤

謝您及所有老虎助養者的支持，讓我們

有折返，他們才馬上飛奔回家，連相機裝置也

能不斷培訓年輕公民科學家及增添裝

沒檢查了。面對如此驚嚇的場面，他們未能完

備，幫助我們在Khata走廊進行重要保育工作。
有12位居住在附近村落的年輕人，他們跟老虎
和其他野生動物為鄰，平日負責檢查和確保野
外的相機裝置運作良好，並巡查森林內有沒有
捕獸陷阱和其他盜獵的跡象。其中兩位成員
Khakendra Thapa和Santosh Tharu，最近便分享
了一些鮮為人知的驚險經驗。

虎紋驚現
一次Khakendra和Santosh深入森林檢查相機裝置，
一隻老虎突然出現面前，然後迅即跑回樹林！二人
嚇得呆若木雞，只懂屏息靜候。幸好老虎最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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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透過
野外相機裝置
進行調查，發現
17隻老虎在區內
生活 ─ 當中
12隻為雄性、
5隻為雌性。

Hari Rani（中）和其他村民
小圖: Panna Ram正在設置

的
美麗

老虎的懷孕期一般只需三個半個月左右。若

成任務，也是情有可原。還好我們的野外相機

Kalika真的懷孕，我們應可在下一期為大家帶來

裝置仍捕捉到很多Dalla、Kalika及其他老虎的

小老虎出生的喜訊。我們會密切留意相機裝置拍

生活照，當中更有不少有趣新發現呢！

到的照片，並盡快向大家報告。

如前一期《老虎動向》所報導，威武的雄性老

提到幼虎，我們亦拍攝到一對老虎母女在森林中

虎Dalla仍然留在尼泊爾和印度的邊界。一隻

溫馨踱步的照片。其中幼虎約六個月大，暫時未

雄性老虎原先蠢蠢欲動，希望佔據Dalla以前
在尼泊爾的地盤，但最近牠終於放棄。另一隻
成年雄虎T10現時在Khata走廊區內擁有最大
地盤，部分範圍甚至跟漂亮的雌虎Kalika的地
盤重疊。從照片可見，牠們已進行交配，團隊
上下為此都十分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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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非常期待！

能自行捕捉獵物，需要靠母虎餵哺。待牠長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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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ATA走廊
尼泊爾

由負責KHATA走廊復修項目的
Prakash Thapa及Sikha Shrestha為您報導

KH

．

．

野外動向報告

至18個月大，長出永久的犬齒後，才能自行覓食。
見到新的幼虎在走廊上出現，我們都喜不自勝，
您也應為保育老虎作出的巨大貢獻而感到自豪。

棲息地研究
因為您支持，我們的公民科學家最近在野外
開展了一個重要的調查項目，以更準確地找出老虎棲息地上
的變化。

老

虎和牠的獵物能否生存，與森林的健康狀況息息相關。但人類
放牧牛隻、砍伐樹木和收集木柴等活

動卻可以破壞脆弱的生態系統。此外，
入侵性植物亦可能會迅速侵佔整個
森林，令原生植物難以生存。在計
劃中，公民科學家們會透過野外
相機裝置在五個地區進行監察，
希望長遠地了解野生動物棲息地
有何好壞變化，從而讓我們制定
更有效的保育計劃。

認識
兩位卓越
老虎保護者

HARI RANI和 PANNA RAM是其中兩位
在KHATA走廊上監察及保護野生老虎的
年輕人。他們的老虎保育工作
都得到您的支持，
請到以下網址觀看其分享：

wwf.org.uk/hari and
wwf.org.uk/panna

再次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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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時Pavel和他的團隊成功將兩隻康復
的幼虎放回野外。

早

前，隊員們分別發現一隻雄性及一
隻雌性的受傷幼虎。雄性幼虎是被

俄羅斯建立新的流動獸醫團隊，

獵人所傷，而雌性幼虎則單獨在村莊的

替受傷的老虎及東北豹急救。

垃圾堆旁遊盪，估計牠的母親已死去。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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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地茁壯成長

待已久的俄羅斯流動獸醫團隊正式開始運作，令我們非常高興。
他們能迅速地抵達現場為虎豹進行急救，大大提高了牠們生存
的機會。

經過數個月在康復中心治療及隔離後，兩
頭幼虎被放到一個寬敞的圍籬內一起生
活。到了五月，Pavel和他的隊員在野外

老虎及東北豹不但面對盜獵者的威脅，村民也往往因為牲畜被殺而對這些大

同一地點將牠們放回，這也是團隊首次

貓展開報復。正如我們的貓科專家Pavel Fomenko指出：「每年在俄羅斯發生

將兩隻老虎同時放生。期望牠們可以一起

大概500宗人類跟野生動物的衝突，當中涉及老虎及東北豹的就多達60宗。因

展開新生活，最好能交配繁衍下去，化不

此，我們與位於Primorskyi Krai的Alekseevka康復中心合作收留和治療受傷的

幸為大團圓結局。

野生動物。新的流動治療室能讓我們進行實地急救，爭取時間拯救生命。」

流動裝備就緒
流動獸醫團隊設備齊全，包括有手術工具、特製手術枱和升降裝置，令拯救隊
能快速治療及運送受傷的野生動物。
經初步治療後，隊員會將虎豹送到康復中心作更徹底檢查，若有需要將進行手
術。然後，牠會被送到特殊的野生動物保護區慢慢休養，直至確保牠能在野外
生存，才會將牠放回野外。感謝您和所有老虎助養者資助我們的康復中心，讓
這些虎豹可以得到適當治療。您的支持對這個計劃可以說是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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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麻醉的幼虎
安 全 地被 送 到
放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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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衷心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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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幫助保育老虎，
您的「助養」還支援我們其他重要的保育項目，
以守護地球及珍貴的野生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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