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貓動向
最新消息
您 的助 養 資 訊

大熊貓
的最新狀況
您的助養行動
正帶來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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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圖：您幫助我們建立了
圖中的大熊貓樂園
小圖(左)：大熊貓在龍溪 ─
虹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川金絲猴及亞洲黑熊

山 脈．中 國

山 脈．中 國

龍

堰國營林場均位於四川省，它們就
在大都會成都的西面，是通往新的

大熊貓國家公園的大門。我在2014年首次到
那裏，而在2019年年初，我再回去探望那裏
勤奮的員工，看看在您和其他助養者支持下
的工作進度。

熊貓樂園
龍溪─虹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於1997年成立，
沿着橫斷山脈的邊緣綿延310平方公里，四周
為高山峽谷、湖泊和瀑布所環繞。那裏居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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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熊、羚牛（一種大型羚羊）和其他許多不
可思議的野生動物。植物生態也相當奇妙，

你知
道嗎?

其中包括30種杜鵑花。當我參觀時，杜鵑

大熊貓偶爾
會在農田找
南瓜、腰豆、
小麥甚至家豬
的飼料來吃！

除了有美麗動人的景致外，龍溪─虹口也

花正在爭艷盛開，為整個保護區添上紅色、
粉紅色、黃色和白色的豐富色彩。

是至為重要的野生動物走廊。它連接着
國際知名的臥龍大熊貓自然保護區、西
南面的白水河保護區和其他北部重要的
大熊貓棲息地。很高興見到您支持的新
項目得以落實，包括重新種植竹林以改善
大熊貓棲息地，並用相機裝置拍下牠們的
一舉一動等。

盡心的保護工作
© FRITZ PÖLKING / W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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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九隻大熊貓，以及川金絲猴、豹、亞洲

您正支持着各項關鍵工作，幫助保育
重要的大熊貓棲息地
溪─虹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都江

很高興見到您支持的
各種新項目得以落實，
包括重新種植竹林、
改善大熊貓棲息地及
用相機裝置拍下牠們的
一舉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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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轉化

中

由世界自然基金會
大熊貓專家
Nicola Loweth
為您報導

．陝西 省

為您準備的
野外動向報告

面對每年數以千計的遊客來訪，保護區採取了
新措施幫助工作人員減少干擾、噪音和垃圾。
員工也在區內定期巡邏，並與當地社區及政府
合作保護重要的天然資源和減少森林大火的
風險。這些行動均有助確保保護區的環境健
康完好無損。
在2008年毀滅性的汶川大地震中，都江堰是

您幫助改善了都江堰市國營林場的森林管理，令大熊貓有
充裕的糧食供應。

大

熊貓一天可以吃多達39公斤的新鮮竹筍。由於各類竹

受災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地震摧毀了重要的野

子的生長和枯萎時間都有所不同，因此大熊貓的覓食

生動物供水點，但在您的幫助下已經有九個恢

地至少需要兩種竹樹以避免牠們捱餓。不幸的是，當我們剛

復，為大熊貓、川金絲猴和藏獼猴等15個不同

開始在都江堰林場工作時，森林某些地方生長太茂密，無法

物種提供水源。大熊貓正在該地區繁衍生息，

養活足夠的竹子，因此需要緊急大修。我們幫助清除了灌木

希望您也為自己一直帶來的巨大改變而感到自

叢並在那裏種植了超過30公頃的美味竹子，它們現正蓬勃

豪。謝謝。

生長。非常感謝您幫助實現這些「綠色工作」，令大熊貓擁
有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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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
推動力
善心的Minecraft玩家們透過在遊戲裏放置
超過1,000萬個竹方塊，籌得近80,000英鎊
幫助保護大熊貓

去

年，廣受歡迎的電玩遊戲Minecraft將
大熊貓引入了3D虛擬世界。主辦方挑戰玩家種植
1,000萬個竹方塊，並建立虛擬的熊貓棲息地。一旦

達到目標，Minecraft承諾將支持我們的大熊貓保育工作，
結果反應非常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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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樹大豐收
在全球種植狂潮中，出色的Minecraft玩家在短短一天之內就
放置了所有1,000萬個竹方塊。為了籌得更多捐款，Minecraft
更售賣「Paws and Claws Cosplay套裝」，提供打噴嚏
的熊貓和其他野生生物為主題的服飾，讓玩家在虛
擬世界裏扮演相關角色。
這筆可觀的捐款將支持各種保護熊貓棲息地的
工作，包括修復和重新連接零散的竹林、幫助當地
社區發展可持續的養蜂和旅遊民宿等業務。非常
感謝Minecraft及其所有玩家的熱心和慷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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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遊戲
接下來的兩年內，
所有來自
「Paws and Claws Cosplay套裝」
的利潤將支持我們全球
的保育工作。
您仍然有時間參與
這有趣的遊戲，為大熊貓
建立更美好的世界。

聰明的毛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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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護大熊貓，
您的「助養」還支援
我們其他重要的項目，
守護着美麗的地球
和野生生物。謝謝！

白色部分讓熊貓
可以隱藏在雪地中，
而黑色部分則幫助
牠們躲在陰暗的地方。

溫柔的大熊貓

「備用」部分
大熊貓有一塊
延長了的手腕骨頭，
可以像人類的
大拇指般幫助牠們
抓緊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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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熊貓很脆弱，
熊貓媽媽只會用口
小心翼翼地移動
牠們，因為口相比爪
更準確俐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