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象動 向
最新消息
您 的助 養 資 訊

與KIRUBA
近距離接觸
您助養的亞洲象最新、最有趣片段
以及我們的未來計畫

精彩內容
神奇的族群領袖
大象小知識

大象動向
向KIRUBA
致敬
我一直喜歡照顧這不可思議的
大象及牠的家人，
並與您分享牠們的故事。
您可以在第六頁閱讀到
一些我最珍重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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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準備的
野外動向報告

主圖：Kiruba及牠的族群
正大快朵頤

由世界自然基金會
亞洲大象專家
CHRISTY WILLIAMS
為您報導

把牠的族群從Shivalik丘陵帶到科比
特國家公園（Corbett National Park）

的草原，作為每年遷徙的一部分。當牠們在茂
密的草原上大飽口福時，我會嘗試尋找並拍
攝牠們，讓您瞭解牠們的美好生活。

時速
25英里
大象的衝刺或
快跑時速可達
25英里

ba。牠當時站在森林一片空地，同伴則零聲地站
在牠身後。我要求司機駛近一點，好使我能拍得
好照片。怎料當我拍了三張照片後，他就突然倒
車離開──原來一群大象正衝向我們！
當初見到Kiruba及後方的幾隻大象時，我誤以為
整個族群都和牠在一起，但實際上有些大象正從
我們後面跑來，準備和Kiruba牠們會合！由於牠
們被茂密的灌木叢遮蓋，所以我事前完全沒有注

無聲無息的象群

意到。撤離途中我又迅速拍了幾張照片，最終幸

這次，因為草叢長得很高，尋找Kiruba及牠的族

運地逃離險境。

群就比較困難。在某些地方，草長得幾乎和大象

難得一見的畫面

一樣高！公園內的工作人員過往會用火燒來防止
草叢過度生長，但幾年前他們已停止這種方式，
希望令所有依賴草原為生的物種受益。

我從不厭倦在野外觀看Kiruba和其他宏偉的亞洲
象。牠們的行為非常有趣，這次我又有非比尋常
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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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開車前往拉姆甘加河（Ramganga
river）去找Kiruba，卻沒發現牠。不過，我看到
一群雌象和牠們的幼象。當時幼象正躺在草叢
中熟睡，而大象則一邊進食，一邊看守着牠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整群幼象同時睡覺。不過，有
趣的事情接着才發生。大象竟然一隻接一隻躺
下，並在幼象旁入睡，這是極不尋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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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您助養的亞洲象Kiruba都會

經過兩天的搜索，我終於找到了族群領袖Kiru-

在多年的野外工作中，我只見過這景象兩次。不
過，另一次的象群是睡在森林深處，因為那裏
被滋擾的可能性很小。科比特大象想必感到非
常安全，才會安然入睡，這令我們十分安慰。
因此，我由衷地感謝您，在您的支持和助養下，
科比特大象成為亞洲最健康的大象種群之一，
其中九成以上的成年雌象能成功繁殖。但遺憾
地，並非所有亞洲象都獲得相同的保護，因此我
們要作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決擇。請您繼續閱讀
下去，我會告訴您更多大象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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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圖(右上小圖)：
強勢的族群女領袖Kiruba

在您的支持下，Kiruba的族群可以有安全的家園繁衍
生息。我們同時正採取緊急行動，幫助其他亞洲象。

每

成年大象一邊進食，
一邊守護小象，
令牠們可安心躺在草叢睡覺。

小圖(中圖)：
小象舒舒服服地休息

緬甸任務
亞洲象在科比特國家公園得到充分保護，生養眾多；但在緬甸
卻受到嚴重威脅。

盜

獵活動在緬甸非常猖獗，每周就約有一頭野生大象因非
法野生生物貿易而被殺害。這必須停止，因此世界自然基

金會（WWF）正採取緊急措施。現時我們正積極運用專業知識
和努力去保護緬甸的亞洲象，能成為團隊一員，令我無比自豪。
我們會繼續為您帶來更多新資訊，同時希望您能繼續助養以
支持這項重要的保育工作。助養大象並不僅僅是幫助一隻大
象，而是為亞洲和非洲所有大象建設更安全、更美好的未來。
因為有您一樣的助養者，我們才可以將精力集中在最需要的
地方，並攜手帶來巨大的改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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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新聞

主圖：Kiruba與牠的長子
小圖：與牠的女兒，Tula

神奇領袖
Christy已照顧Kiruba和牠的族群16年。
現在他會和您分享一些最珍貴的回憶。
最美好的回憶發生在Kiruba的長
子還是小象的時候。當時象群正
在森林附近過路，而我的車偶爾
地泊得很近。Kiruba最初沒有看見我，但
當牠一發現，就立即本能地保護小象。牠
捲起象鼻、張開耳朵，然後向我衝過來！
可以想像，我當然馬上開車高速離開！

我

慈祥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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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難忘經歷是在2005年，當時我第
一次看見Kiruba的初生女兒Tula。我一直
懷疑Kiruba是不是懷孕了，而當看到牠與
健康的小象時，不由得感到非常自豪（雖
然不是我的功勞）。多年以來，我見證着
Tula成長。牠可能快將有孩子，用自己的
一分力量令亞洲象群在科比特國家公園
中蓬勃繁衍。
正如我在〈野外動向報告〉中提到，公園
裏有許多成年雌象正在繁殖下一代。實際
上，超過九成雌象都帶着5歲以下的小象。
這表明大象種群十分健康，有足夠的雄性
大象跟所有雌象一起繁殖後代。此外，在
您支持下，我們為公園內的雄性大象種群
編製了獨特而重要的數量紀錄，這是一項
了不起的成就！
這份紀錄就是我們為科比特國家公園工作
人員首創的成年雄象身份識別手冊。它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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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了Dhikala草原的所有成年雄象的特徵，
而該地是園內重要的夏季覓食區。因為有
您的助養支持，這份手冊才可以面世。
能夠同時監察雌象及雄象非常重要。
隨着時間過去，這可以幫助我們確定
雌象及雄象的比例，並識別任何可能
受盜獵威脅或與當地人發生衝突的
雄象。該手冊將使公園工作人員更
輕鬆地識別每隻雄象，以便紀錄其活動
和行為。

展望未來
令人放心的是，Kiruba的家比1994年我剛
開始在那裏工作時已有更好的保護。這份
保育成就得來不易，相信一直支持我們的
您也會感到自豪。我有信心Kiruba的家族
會繼續成長，而這一切都要感謝您一直幫
助保護牠們。您的助養不僅在幫助一隻大
象，也為世界各地的野生大象帶來更美好
的未來。J

你知道嗎?
雄象通常獨來獨往，
比雌象更難監察。

熟悉的
雌象
我從2003年開始監察
Kiruba，當時牠只有大約
30到35歲。這樣說來，
牠現在的年齡就在46歲
到51歲之間。野生大象
一般可以活到60歲，
因此牠這個歲數已是相
當長壽。Kiruba養大了
四隻小象，更成為了
族群之母，決定在何時
何地遷徙，及尋找水源
和糧食。正如我親身經
歷般，牠還有很強的
保護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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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護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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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生物。
再次衷心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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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記憶力
大象腦內的顳葉
（與記憶相關）
比人類的更大和
密集，所以人們常說
「大象永不忘記」。

靈敏的聽覺
大象能辨別來自
100位同伴的不同
叫聲，更能聽到
四公里外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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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的鼻子
大象的鼻子裏約有
150,000條肌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