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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马来熊保护中心 （BSBCC）

黄修德, BSBCC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创办人, 
正在帮助一只年轻的马来熊复育。

BSBCC是怎么成立的？

婆罗洲马来熊保护中心 （BSBCC）创立于2008年，
首位创办人黄修德是一位少数热忱于研究马来熊的
生物学家。

身为研究马来熊生态学的先锋，黄修德常在婆罗洲
热带雨林进行实地考察。这不仅让他亲身体验到
地球生态所面临的危机，也让他看见了恶劣环境
对马来熊所造成的伤害，因此黄修德萌起了成立
BSBCC的念头。

BSBCC成功在沙巴野生动物局、沙巴森林局与Land 
Empowerment Animals People (LEAP) 的协助下
设立。

在2008年，位于西必洛沙巴野生动物保护处的中心
首次收留了七只从恶劣环境拯救而来的马来熊。
 2013年，中心所收留的马来熊数量已高达28只。
虽然如此，在沙巴各地绝大部分的马来熊仍然
生处于恶劣的环境之下。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把这些马来熊从恶劣的
环境领至BSBCC专为马来熊所设备的优良环境下
居住。BSBCC 将会继续为保护、教育和研究马来熊
的宗旨而努力。2015年初，在BSBCC中心里被拯救
的马来熊数量已经增加到了37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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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保育

• 婆罗洲马来熊只分布于婆罗州地区并且频临
绝种。婆罗州马来熊保育中心的使命是要
与全世界分享马来熊的奥妙之处，让大家
一起来为马来熊保育计划尽一份力。

• 保育计划涵盖了动物福利、野放复育、
生态保护教育及研究。

动物福利

• 拯救身处于恶劣环境的马来熊
• 为马来熊提供适当的照顾

野放复育

• 训练马来熊回复自然习性
• 重新野放马来熊

生态保护教育

• 提供民众生态保护教育及提升民众对
 马来熊的保育意识
• 促进沙巴生态旅游业

研究

• 促进更多关于马来熊的研究

马来幼熊需要通过母亲来
学习如何在森林里生存。

生态保护教育活动提升民众
对马来熊的保育意识。

被收留的马来熊正在往森林
踏出第一步。

利用自动型的陷阱相机，
就能够在森林里拍摄到
野生的马来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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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熊的特征
身长：

体重：

尾巴长度：

毛发：

胸斑：

鼻口色泽：

耳朵特征：

舌头：

掌心：

爪子：

四肢特征：

120-150公分

30-60公斤（雄）
20-40公斤（雌）

5公分

短、光滑、
深棕色或黑色

乳白至橙、含斑点

灰至橙色

小而圆

20-25公分长

粉红色、无毛发

镰刀状

短、向内弯

马来熊拥有大且形似镰刀状的熊爪，
使它们稳固地抓住树木，并且让它们在
森林成为爬树高手。除此之外，尖锐的
熊爪也是挖掘或撕开朽木来寻找蚂蚁或
白蚁的重要觅食工具。

每一只马来熊拥有它们独一无二的熊斑。
也就是说，没有两只马来熊会拥有一样的
熊斑。

马来熊的熊掌非常柔软，就像我们的掌心
一样，能够让它们在森林地面安静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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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熊分布于以下几个国家： 

柬埔寨、印度东部、印度尼西亚、寮国、
马来西亚、缅甸、中国南部、泰国和越南。

马来熊主要分布在海拔高度2700公尺之间。

有2个亚种：

大陆亚种(Helarctos malayanus malayanus)
分布于亚洲大陆和苏门答腊。

婆罗洲亚种(Helarctos malayanus euryspilus)
只分布于婆罗洲。

婆罗洲亚种的体型只有大陆亚种的一半，
科学家认为，这是为了适应食物短缺的进化发展。

哪些地区会出现
马来熊？

分布区及栖息地
马来熊的生态环境
马来熊是依赖森林生存的物种。他们栖息于
东南亚地区各类森林中。

马来熊也被发现于次森林（曾经被破坏过又生长
出来的森林）。

在婆罗洲，雄性马来熊需要至少15平方公里的
森林栖息地才能有足够的食物来提供它们生存。

它们也必须花费很多的时间穿梭在树冠中，以及
森林的地面上。

在森林里，大树也为马来熊
提供食物。

在树上筑巢是马来熊其中一种
睡觉方式。图片显示的是一只
马来熊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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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
野果成为马来熊的主食之一 。

马来熊吃什么？
马来熊的食性

无花果

在树上，马来熊也会觅食森林果实 。

虽然马来熊被属类于食肉目一族，但是，它们的
食性却是被称为杂食性的，或被称为机会主义
觅食者。这是因为它们所食取的食物种类包涵了
果实、昆虫、无脊椎动物、小动物及蜂蜜。

果实

在野外，马来熊食取各式各样的森林果实，
例如：无花果、橡果、野生榴莲等等。在它们
所食取的众多果实当中，大部分的果实都是属于
季节性果实。在缺乏季节性果实的期间，无花果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由于无花果属于
常年结果的果实，因此它成为了马来熊的主要
食物之一。

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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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状马陆

扁背马陆

幼虫

马来熊会用它们的镰刀状的瓜子
来扒开树皮获取食物 。

马来熊会爬到树上食取
蜂蜜 。

无脊椎动物

马来熊的食物也包括了无脊椎动物，例如：白蚁、
蚂蚁、蜈蚣、马陆虫（千足虫）及蛴螬。无脊椎
动物也是马来熊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在缺乏
季节性果实的期间，马来熊会把大部分的时间
用于觅食蚂蚁及白蚁来充饥。

蜂蜜

在马来文里，马来熊又名为“Beruang Madu”，
意思是“蜂蜜熊”。马来熊性喜甜食，经常挖掘
蜂巢，吃下蜂蜜。但是，对马来熊而言，蜂蜜在
野外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食物。自然而然地，蜂蜜
成为了它们的高级享受食品。马来熊会用它们
非常灵敏的嗅觉来找出蜂蜜的所在地，然后用
它们尖锐的爪和犬牙把蜂蜜挖出来。



BSBCC仅允许下载此文档供教育目的。感谢您的合作。森林里的角色 1/2

马来熊在森林里的角色

为什么马来熊
很重要？

种子播迁者

在野外，马来熊食取各式各样的森林果实。
当马来熊在森林里活动时，未经消化的种子会
通过粪便被排出体外。这个过程称之为种子播迁，
这个过程可确保种子远离母树，进而提升种子
生存的机率。

森林工程师

马来熊是非常出色的攀爬高手。它们上树的原因
除了休息及筑巢以外，就是要寻找它们最爱的
食物 — 蜂蜜。强壮的爪子和犬齿是马来熊拨开
树干及获取蜂蜜的重要工具。被马来熊挖过的蜂窝
会在树上留下一个空穴，这些空穴会被犀鸟或飞鼠
拿来建巢居住。

马来熊在树上挖掘蜂窝会留下
一个空穴让其它动物建巢。

马来熊用它们尖锐的犬牙来
撕开树木觅食。

马来熊正在吃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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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医生

白蚁是一种群聚活动的社交昆虫。白蚁通常会觅食
于健康的树木或朽木。有些白蚁会在树上建巢，
并且渐渐腐蚀它们寄住的树，导致树木死亡。 
除了蜂蜜以外，马来熊也非常喜爱吃白蚁，它们会
破坏白蚁窝取食。马来熊寻食白蚁的习性，有助于
控制白蚁的群族数量，同时也为森林的健康
带来了一份保障。

森林农夫

马来熊也吃无脊椎动物（如蚯蚓、千足虫、甲虫
幼虫、蚂蚁和白蚁），它们会为了寻找些食物而
挖掘泥土。这个过程有助于将营养丰富的养分与
贫脊的土壤混合在一起，同时也促进了森林里的
养分循环。糅合土壤养分的行为就像是农夫在
种植之前的翻土作用。

通过食取白蚁，马来熊在控制
白蚁群族数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了寻食无脊椎动物，马来熊会挖掘
泥土，同时也促进了森林的养分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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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熊都在中心里的森林做什么？

挖掘

蚯蚓、蚂蚁、白蚁和甲虫都是马来熊的食物。
这些也是它们在森林里能够挖掘到的美味食物和
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攀爬

马来熊是个出色的攀爬高手。它们善于爬上树干
休息、摘果实充饥和寻找它们最爱的食物 — 蜂蜜。

社交

在野外，马来熊会因为食物短缺而成为独居性的
动物。群体活动只限于在繁殖期间或母熊托带幼熊
的期间。

社交活动在复育过程能够为马来熊
提供一个健康的习性。

马来熊正在爬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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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

为什么马来熊总是嗅探地上呢？这是因为它们正在
觅寻着森林的果实和昆虫。同时，它们也在寻觅
饲养员所给的水果和蔬菜。

日光浴/栖息/树上筑巢

马来熊常在树上栖息。它们一般会选择远离地面，
以避开血蛭或它们的天敌。如果您幸运的话，可能
会看见它们在树上筑巢或者正在享受着日光浴。

清洁/修饰 

马来熊会利用大部分的时间来修饰自己身体部位。
尤其特别注重脚掌心的部位，因为那是它们攀爬、
挖掘及进食的重要工具。

马来熊正在从巧木里挖出
它们的食物 — 白蚁

马来熊正在修饰着
它的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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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熊的复育过程

复育的过程是怎样的？马来熊在还未被中心收留之前，它们都被非法圈养
在环境恶劣的铁笼子里。在狭窄及不良的环境下，
许多马来熊都显示出严重的刻板行为，其中
最常见的刻板行为包含了踱步及过度自舔。

马来熊正在从熊舍里往森林踏出
它们的第一步。

马来熊在还未进入天然户外区之前，
与其它的马来熊进行互动。

BSBCC 正在为马来熊
进行健康检查。

1．马来熊一旦到达BSBCC ，将会进行全面性的
健康检查，以确保是否带有传染性寄生虫或
危险疾病。

2．健康检查后，马来熊将会被隔离一个月。

3．当隔离期结束后，我们会进行移笼，安置在
其它马来熊的附近，以便熟悉其它熊的样貌、气味
及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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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马来熊进入天然户外区前，它们必须先经过
电栏训练，以学习如何躲避电围栏。这个阶段对
马来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天然户外区被电围栏
包围着，以防止熊逃跑。马来熊拥有好奇的本性，
也别忘了它们是攀爬高手！

5 ．马来熊在户外天然区内，学会攀爬，觅食，
筑巢。大多数的熊在黄昏时会回到熊屋里。
有些熊选择呆在屋外过夜，他们有时候会开始
筑巢，或睡在树林的凹陷处。这是他们恢复
野生熊习性的一个好征兆。

6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帮助这些马来熊重新获得
自然的生存行为。到达这个阶段的马来熊将有机会
重返野外。

马来熊会在天然户外区里
互相学习野外生存技巧。

马来熊在树枝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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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森林消失了，马来熊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婆罗洲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生物多样性的森林，许多
动物都依靠着这片森林生存。当森林遭到破坏或者
过度砍伐时，许多动物就会失去它们的家园。

马来熊是依赖森林生存的物种。很不幸地，
大部分的热带雨林都已被伐木和农业活动
（如：油棕园和橡胶园）给取代了。

如果无法阻止森林砍伐，
马来熊将面临绝种。

过度的农业发展破坏了
马来熊的栖息地。

森林砍伐严重地破坏了
马来熊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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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熊肉和熊胆，马来熊惨遭盗猎！

在早期的婆罗州森林里，马来熊的肉是原住民的
传统食物来源之一。其他的部分如熊胆及胆汁则
制作成药物，而其爪子、犬齿及皮毛则当成了
原住民的装饰品。
如今，猎杀或盗猎马来熊已经被列为非法活动。

在1997年沙巴野生动物保护宪法下，马来熊属于
“完全被保护”品种。凡拥有马来熊或它的产制品
的人将面临五万马币的罚款或五年徒刑（或两者
兼施）。

尽管宪法给予马来熊保护，它们依然受到野味及
传统药物市场的高度需求而惨遭盗猎。

至今，马来熊依然惨遭
非法猎杀的命运。

摄影师：S.Yasuma
非法猎杀马来熊将会
遭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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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熊不适合当宠物！

马来熊是全世界最小的熊类。马来熊的宝宝是
理所当然地可爱。所以民众认为马来熊能够被
当作宠物来饲养。

但是，您可否想象过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吗？

当可爱的幼熊成年后，它将会成为拥有攻击性及
威胁性的马来熊。成年后的马来熊因为对人类
具有危险性，主人也不得不将它们关在坚固无比的
铁笼子里。

当在野外捕捉幼熊时，猎人就必须先猎杀它的
母亲！在森林里，幼熊须花上两、三年的时间从
母熊身上学会生存技巧。可是当人类把幼熊带离
母熊身边当作宠物的时候，熊宝宝就会因被困在
笼子里来饲养而无法从母熊身上学会生存技巧，
也无法回到了野外。绝大多数的民众在饲养马来熊
时，因对它们的习性一无所知而导致马来熊在
恶劣的环境之下成长。

BSBCC里的马来熊在还未被中心收容前都曾被当作
宠物来饲养。被收留的马来熊将会在这片森林里
重获属于它们的生存技巧，以便它们日后能够重新
野放到属于它们自己的森林。

马来熊是属于森林里的一份子！它们不应该被当成
宠物！

它们不应该被关在铁笼里！

被当作宠物来饲养的马来熊，一般
都活在恐惧及不健康的环境当中。

被当作宠物的马来熊，都是
被困在狭窄的铁笼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