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公象醫療訓練-張志華
臺北市立動物園
》摘要
在動物園內對所飼養的動物進行管理及醫療訓練，可提供多元化的照顧動物方式。動物可被訓練
聽從管理員的飼養管理操作，移動位置變換欄舍、測量體重，亦能自動配合獸醫師的理學檢查與醫療
操作，在較無緊迫的情形下幫動物注射疫苗、採血及進行動物醫學研究。經由對動物的醫療管理訓
練，飼養者與動物近距離的接觸及與動物親善信任的關係，可提早發現動物異常或生病的訊息。然而
此一訓練過程必須要在每日或不間斷的固定時段操作下完成，利用正面加強印記的訓練原則，訓練者
可鼓勵生病的動物在極度不願意的情形下接受治療。
本文以動物園非洲公象訓練為例，利用正面鼓勵增強印記的動物訓練方式，使得非洲公象藍波從
動物管理員無法靠近，到對訓練人員逐漸信任；從見到人就揮鼻丟糞，到聽從訓練人員的指令。在經
由短短的五個月，每日20分鐘的訓練後，公象藍波已學會了在固定位置站立、抬腳、轉身、側身等動
作。此外，也可將前腳放在鐵欄架上讓獸醫修磨腳趾。整個訓練過程中，訓練人員均以正面鼓勵的方
式，耐心引導藍波學習，捨棄過往用負面懲罰、威嚇的管理方式；即便藍波偶而發個脾氣，亦僅使用
暫停訓練的方式處理，符合動物福利原則，且訓練效果良好。

》前言
本園大象的疾病醫療問題，自民國86年初亞洲母象馬蘭陰部排出血樣液開始，大象的醫療保定需
求亮起紅燈警訊。隨後馬蘭腳趾炎的穿鞋治療，非洲象百代的後腳骨折，乃至林旺的退化性關節炎，
如何適時提供醫療協助，減輕動物疾病的痛苦，在在都令大象管理員及獸醫困擾不已。
由於馬蘭過往曾有攻擊管理員致死的事件發生，以及當時全球動物園的動物回歸自然習性的風
潮，倡導不接觸動物、不訓練動物，讓各種類展示動物儘量保有野性和原始風貌。使得原本經過訓
練，甚至可以表演的馬蘭和林旺，如脫韁之馬，再也不受管理員的束縛。然而當馬蘭、林旺罹患疾病
需要診治時，管理員無法靠近牠們，使得檢體採樣、病情診斷、治療投藥的問題隨之而來。獸醫為了
要給馬蘭做血液檢查，必須五花大綁的保定馬蘭抽血；為了投藥治療，必須把藥丸包覆在巧克力中哄
騙吃藥；為了檢視馬蘭腳趾病情，必須動用四十餘名工作人員進行麻醉保定；為了腳趾傷口的每日換
藥，必須在牆壁鑿孔以鐵鍊牽引馬蘭就範。於此，在在都令獸醫及動物管理員大傷腦筋，人類騎在大
象身上搬運木頭，馬戲團中大象的優異表演動作，一幕幕浮現在大夥心中，「大象不應該是這麼不乖
的」！
為了探究大象的訓練與象腳醫療的神秘面紗，本園大象相關工作人員特別走訪泰國北部大象原棲
地。在東南亞各國亞洲象訓練均以傳統負面懲罰壓制性的方式訓練，於大象三歲齡剛斷奶時，以繩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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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圈飼野生動物管理新趨勢

將小象五花大綁的束縛在木樁保定架中七到十天，讓小象無法掙脫動彈不得。訓練組人員以壓制、禁
食、懲罰的方式施以嚴格的服從訓練；象伕則於每日訓練休息時段，以食物、言語安撫小象，與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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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互信認的夥伴關係。亞洲幼象經由此一軋落底（台語）的負面懲罰壓制性訓練後，大多數終其
一生都會聽從象伕的指令。然而此一負面懲罰壓制性的訓練方式只能適用於三歲齡小象，超過三歲或
成年大象即無法適用。
諺語「望梅止渴」以及生物學裡的「狗搖鈴與胃酸分泌的實驗」，動物行為學中所指的「條件
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當一事件發生時，動物就會伴隨著一種反應的串聯，狗聽到搖鈴—餵給
食物--胃酸分泌，係相隨出現的動作，當經過一段時間重複的引導後，狗一聽到搖鈴就會直接分泌胃
酸。
『條件制約作用』是一種學習的形式，藉由持續不斷的練習以改變動物行為。當動物做出訓練時
要求的某種行為時，即給予獎勵。這些獎勵包括牠們喜愛的食物、玩具或主人口頭上的稱讚、撫摸。
這些獎勵品的穫得，會使得動物更願意配合訓練者的指令與要求，經由不斷地重復操作，將會使得動
物對被要求的行為指令快速而正確的達成。
在動物訓練時我們可以藉由一種訊號當做彼此之間的溝通橋樑，如：當動物做對時，訓練人員可
發出一固定的聲音（拍手、吹口哨或響板聲等）。當訊號聲發出後，動物就會得到獎賞。如此每天不
斷的操作，動物經由鼓勵與獎賞，我們期望動物的『條件制約』反應就會發生。
正面鼓勵增強印記（positive reinforcement）的動物訓練方式，源自於1940年代的海洋哺乳類動物
訓練。海豚、殺人鯨生活在水中，動物訓練員無法以以壓制、懲罰的方式施以嚴格的服從訓練。但是
用獎勵的方式卻得到很好的效果。1990年初，正面鼓勵增強印記的動物訓練方式被應用於實驗動物特
殊的診斷及醫療用途上。由於訓練方法簡單功效良好，有助於動物管理及醫療，同時又能直接提升動
物福祉，而於2000年後如雨後春筍般的應用於美國及其他先進的動物園。

》 非洲公象藍波的訓練背景
24歲的非洲公象藍波，年輕氣盛，經常出現脾氣暴躁的舉止，如破壞欄舍設施、對遊客擲石甩糞
，造成動物管理上的困擾。藍波於木柵新園成立時引進，當時只有六歲，隨行尚有三隻小母象。在國
外動物園即受過訓練，隨後由本園資深動物管理員－陳德和技正接手訓練工作。年幼的小藍波十分溫
馴乖巧，會抬腳、臥下、會跟著管理員在作業區散步。隨著年齡增長，公象狂暴期的生理性變化，讓
原本溫馴乖巧的藍波進入叛逆期。在七、八年前的一個午後，藍波將身體碩壯的大象管理員撞倒在地
上，所倖在旁的管理員立即予以嚇阻和懲罰，未釀成災難。但藍波初嚐勝出的果實（原來人類這麼不
堪一擊），從此再也無人可以靠近藍波，即便是管理員拋擲甘蔗、蘋果等美食給牠，藍波硬是不領情
的把食物扔向管理員。
92年夏日，管理員發現藍波右前腳趾甲有一處縱向裂隙，然而動物管理員無法靠近仔細觀察，獸
醫更無法近身修整趾甲裂隙與予治療。要如何取得巨無霸藍波的合作，完成腳趾醫療的任務，再度挑
戰現場工作人員的智慧。
92年初秋，經由美國迪士尼動物王國的大型動物訓練參訪，實際見識迪士尼動物王國中的大象、
犀牛、長頸鹿、金剛猩猩的訓練。每隻大象或趴或臥，都會做四十個指令動作；笨透的犀牛也會前進
後退、左右轉身、張開嘴巴供管理員檢查牙齒；六隻金剛猩猩一字排開，在訓練人員的指令下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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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親和諧的畫面。人家是如何辦到的呢？答案是經年累月施以正面鼓勵增強作用的訓練方式，一步一
步達成的。

》 訓 練課程
動物訓練成功的關鍵在於持續不斷的執行每一項訓練步驟，在美國迪士尼動物王國的動物訓練課
程，其設計依循六大主軸運行，即設定目標、詳細規劃、確切實施、詳實的紀錄、效果評估、重新修
正訓練方式。由此六大主軸所組成的動物訓練設計，可有效的建立與提高動物訓練的成效。
訓練時間：每日下午三時，在藍波肚子較餓的時段進行訓練效果較佳。
獎勵品：選擇藍波較喜愛的食物，如甘蔗、水果、麵包，這些食物僅在動物訓練操作時給予獎勵之
用。
溝通方式：以訓練用響板（clicker）作為溝通橋樑，當藍波依指令做對動作時，發出響聲，讓藍
波明確的認知作此項動作可以得到食物獎勵。
輔助工具：以木棒或指示球作為明顯的標的物，輔以指示口令，讓藍波容易辨認訓練動作。
一、接近公象藍波（93.5.24~93.5.27）
方法：由於藍波近年來對工作人員毫無接觸，對人類信任感全無，要開始訓練必須先接近藍波，取得
信任才行。因而選在藍波肚子較餓的時段，拋以甘蔗、水果，每於藍波以象鼻取食時，按一
次響板發出「咭喀」的聲音，讓藍波習慣每當食物拋出取食時，就會聽到「咭喀」的聲音。
經過二至三天的拋擲食物餵飼，藍波逐漸適應拋擲取食的動作，當對訓練人員戒心趨緩時，
即逐漸縮短拋擲食物的距離，使得藍波慢慢靠近訓練人員。
功用：訓練用響板與食物做連接；讓動物明確的認知「咭喀」聲音即代表食物。
二、以手餵食公象藍波（93.5.28~93.6.4）
方法：當藍波對訓練人員戒心趨緩較為信任時，訓練人員在有電牧線欄柵的保護屏障下，手持甘蔗、
水果引誘藍波，讓藍波慢慢的靠近。每於藍波伸象鼻取食之時，即按下響板發出「咭喀」的
聲音，讓藍波習慣每當從訓練人員手中取食時，就會聽到「咭喀」的聲音，此時並佐以溫柔
的聲音讚許「藍波很乖ㄡ」鼓勵之。
功用：訓練用響板與食物相連接，藉由從訓練人員手中取食與輕聲的讚許，建立人象之間的相互信任
關係。
三、以木棒碰觸公象藍波的鼻端（93.6.5~93.6.7）
施用時機：訓練人員以手餵食建立人象互信關係後為之，
方法：以木棒碰觸藍波鼻子前緣，碰觸之後立即按響板，隨後以甘蔗、水果餵食，並以溫柔的聲音鼓
勵「藍波很乖ㄡ」。起初藍波會不習慣木棒碰觸鼻端的感覺（因為大象會很自然的把長木棒
撥開或捲走），但經數次獎勵美食的鼓舞下，藍波很快的就喜歡上木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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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聽診、擦酒精打針樣樣都行。儼然一幅迪士尼動畫電影小鹿班比、人猿泰山，人類與動物對話、

功用：為防備象鼻的潛在攻擊的危險性，以木棒當作訓練人員的延伸手臂，方便訓練指令的傳達。此
階段將木棒、訓練用響板與食物做連接，讓大象認知木棒、響板聲音即代表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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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動木棒，讓象鼻子找尋碰觸木棒（93.6.8~93.6.14）
方法：訓練員移動木棒，口誦指令「鼻子」，讓象鼻子找尋並碰觸木棒，碰觸之後立即按響板「咭
喀」的聲音，隨即以甘蔗、水果餵食，並以溫柔的聲音鼓勵”藍波很聰明ㄡ”。大象鼻子在
碰觸、鼻握木棒行為後，（以響板的聲音當做鼻握行為終止訊號），當聽到響板的聲音時，
象鼻會放開木棒取食。
功用：訓練員可經由移動木棒來導引藍波象鼻位置，加入聲音指令「鼻子」使之與響板、食物做連
接，讓大象認知指令「鼻子」、木棒、響板聲音即代表食物。
五、以木棒碰觸公象藍波額頭（93.6.15~93.6.17）
施用時機：在大象訓練中，讓象鼻子四處揮舞碰觸木棒是非常危險的行為。因而在階段性的使用象鼻
碰觸木棒訓練完成後，隨即改以木棒碰觸藍波額頭。
方法：，口誦指令「頭」，以木棒碰觸藍波額頭後立即按響板，隨後以甘蔗、水果餵食，並以溫柔的
聲音鼓勵「藍波很乖ㄡ」。經由先前木棒碰觸鼻子前緣的經驗，藍波對木棒碰觸額頭並無反
感或困惑的情形發生，而是輕易的就能領悟「頭」的指令，因為完成指令動作就會有好吃的
獎勵食物。一般而言，以長木棒接近大象額頭眼睛週圍的威脅舉止，象鼻子一定會予阻擋。
功用：以木棒碰觸藍波額頭，使其具危險攻擊性的鼻子自然下垂，讓大象認知指令「頭」。
六、移動木棒讓藍波的額頭碰觸木棒（93.6.19~93.6.27）
方法：當藍波適應木棒碰觸額頭後，訓練員開始以木棒誘導藍波額頭主動來碰觸木棒，口誦指令
「頭」，碰觸之後立即按響板「咭喀」的聲音，隨後以甘蔗、水果餵食，並以溫柔的聲音鼓
勵「藍波很棒ㄡ」。初時，木棒置於額頭前數公分讓藍波額頭稍稍向前就能碰觸到木棒，隨
後逐漸增加距離。藍波很容易就學會了這項遊戲規則，並與訓練員玩樂起來。
功用：以額頭碰觸木棒，讓藍波學習跟隨木棒移動身體位置，訓練員可明確的召喚大象到預定的地
點，開啟其他較高難度的訓練課程進度。
七、延長額頭碰觸木棒時間（93.6.28~93.7.15）
方法：當藍波適應額頭碰觸木棒後，由短暫的接觸即得到食物獎勵，進而逐漸延長碰觸時間到一分
鐘，使藍波有耐心的等待（響板聲音）動作的結束指令。同時，將訓練地點移入室內欄舍，
讓藍波開始在室內欄舍隨著訓練員木棒的指令移動位置。
功用：延長額頭碰觸木棒的時間，可使藍波逐漸的穩定下來，此一訓練過程將有助於動物觀察與醫療
的操作。
八、以木棒碰觸藍波前腳（93.7.16~93.7.31）
方法：當藍波能穩定的隨木棒移動位置後，先喚藍波靠近再以木棒碰觸藍波前腳，由於木棒即代表有
食物可吃，藍波會很樂意的抬起前腳去碰觸木棒。經由漸次的誘導，藍波很快就學會了抬起
前腳，並將前腳置於橫架上，便於訓練員撫摸腳趾檢視趾裂情形。
目的：大象之腳部疾病經常發生，因而腳底趾甲的維護保養非常重要。此一抬腳訓練對大象腳底趾甲
的檢視、維護與醫療修蹄的操作將有直接的助益。
九、前腳置於橫架上塗抹牛角油、噴優碘液和以刻磨機修整腳趾甲裂痕之動物醫療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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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側身訓練。（93.9.1~93.9.10）
目的：大象側身訓練可以讓訓練人員安全的觸摸藍波身體，避開象鼻的威脅。經由身體的觸摸將能增
進訓練人員與藍波之間的信賴關係，此外亦能降低藍波的緊張與戒心。
施用時機：當藍波能很穩定的面向訓練人員做出正確的木棒碰觸額頭、抬腳、修整趾甲後。
方法：訓練員以另一隻訓練棒碰觸藍波體側腹部，併口誦指令「身體」，碰觸之後立即按響板「咭
喀」的聲音，隨後以甘蔗、水果餵食，並以溫柔的聲音鼓勵「藍波很棒ㄡ」。藍波有了過往
碰觸木棒的經驗，外加新的訓練棒為一藍白色球端木棒，與先前的木棒能明顯的區別，幾經
練習藍波看到訓練員拿起藍白色球端木棒，就很快的以身體側面靠向訓練員，並以體側磨擦
藍白球端木棒。
十一、 轉身訓練。（93.9.11~93.9.30）
目的：一般而言，動物很少會背面朝向人，除非牠已對人相當程度的信任，因而大象轉身訓練是相當
高級的進階訓練課程。當大象完成轉身訓練後，才能進一步檢視後腳、肛門陰部檢查、測量
體溫之醫療相關訓練。
施用時機：當藍波很穩定的學會側身後，訓練員開始兩人合作進行大象轉身訓練。
方法：訓練員一人在前，另一人在藍波後側方，前方訓練員手執藍白色球端木棒先下「身體」指令，
讓藍波先轉側身，另一訓練員繼續執木棒下「頭」指令，當藍波完成連續兩個動作後，按響
板”咭喀”的聲音，隨後以甘蔗、水果獎勵之。在藍波逐漸習慣連續完成兩個指令動作後，
改以口誦「轉、轉」指令，訓練員並加入畫圓弧手勢加強指令效果。藍波在數十次的練習
後，就能正確地完成轉身動作。
十二、 轉身後抬後腳訓練。（93.10.1~93.10.15）
十三、 耳翼外翻訓練。（93.10.16~93.10.20）
目的：大象耳翼內側血管滿佈，擺動耳翼為大象的最佳散熱方式，耳翼內側為大象採血最方便的位
置。大象採血之醫療訓練，首先得讓大象接受耳翼外翻訓練，隨後再進行扎針減敏訓練，完
成從耳翼採血的醫療訓練。
方法：以「頭」指令召喚藍波接近訓練員後，以木棒碰觸藍波耳翼，口誦指令「耳朵」，碰觸之後立
即按響板「咭喀」的聲音，隨後以甘蔗、水果餵食，並以溫柔的聲音鼓勵「藍波很棒ㄡ」。
起初藍波的反應是歪頭碰觸木棒，經佐以木棒撐開耳翼及選擇藍波無法歪頭碰觸木棒的訓練
位置，當訓練員「耳朵」指令下達，藍波耳翼稍微揚起時，立即按響板，復以甘蔗、水果鼓
勵之。幾天的操作後，聰明的藍波就能將耳翼漸次的外翻，完成採血醫療訓練的前置動作。
十四、 不當行為的處理
在藍波的訓練過程中均以正面鼓勵增強作用的方式做訓練，不使用象鉤、驅打、禁食、威嚇的負
面懲罰增強印記（Negative reinforcement）的動物訓練方式，以免破壞了訓練員與大象之間相互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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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1~93.8. 31）

關係。即便藍波偶而發脾氣不配合指令、以鼻噴水或以象鼻甩訓練員，亦僅把食物推走暫停訓練的方
式處理。此一把食物推走暫停訓練的方式，對聰明的藍波非常有效，在整個訓練過程中，訓練人員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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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三次把食物推走的暫停訓練處置，藍波就再也未曾發生以象鼻甩訓練員的行為。符合動物福利原
則，且訓練效果良好。
每日動物訓練時，均以循環式之動作複習之，讓大象藍波能不斷的熟悉所有指令及動作。
近年來，本園大象之飼養管理、疾病醫療與預防，在馬蘭、林旺、百代相繼病逝後，愈顯重要。經由
泰國清邁大象保育中心的見習，美國聖地牙哥動物園、迪士尼動物王國的參訪，以及聘請美國大動物
專家的來園指導，歸結出大象的飼養管理與疾病醫療，非得先進行動物訓練，無法給予大象適當的管
理及醫療。
利用正面鼓勵增強作用的動物訓練方式，使得非洲公象藍波從動物管理員無法靠近，到對訓練人
員逐漸信任；從見到人就揮鼻丟糞，到聽從訓練人員的指令。在經由短短的五個月，每天20分鐘訓練
後，藍波已學會了在固定位置站立、抬腳、轉身、側身等基礎訓練動作。隨後進階開始醫療管理訓練
項目，將前腳放在鐵架上讓獸醫修磨腳趾、進入地磅通道量測體重、趴臥豎耳進行採血及肌肉注射、
量測肛溫，目前已可進行肛門直腸按摩，將朝向人工採精的訓練方向邁進。

》 結語
動物訓練可被解釋為動物學習的一種形式，其廣泛地定義為：藉由不斷的練習及經驗，使行為發
生改變的情形。當練習是藉由人類的口頭命令，這個過程就稱為〝訓練〞，意即動物一接受到訊息就
能有所反應。其實我們無時無刻都在訓練動物，就算只是簡單的餵養動作，諸如飼養人員推動裝載食
物的推車，當動物聽到推車的聲音，就會集中到門邊守候食物。有時候我們會在動物餵養環境中自己
的一舉一動會不經意的影響動物的行為，就像獸醫經過動物欄舍時，動物會一陣騷動或狂吠不已，原
因無它，每當獸醫出現在動物面前，不是打針就是補捉，對於動物而言都是厭惡的負面的印記。
動物訓練將有助於動物生理學、行為學、醫學等研究工作的進行，動物經由訓練後可以在自願、
無緊迫的情形下完成各種採樣、注射、檢查等，將直接有助於動物研究工作的快速發展，此外也符合
動物福利、保育原則，可以妥善的廣為利用。
經由此一動物訓練案例，提升了動物管理員的專業水準，同時也增加了工作上的成就感。在大象的訓
練過程中建立人與動物相互信任，培養和諧相處的契機，使得動物飼養管理更為的精緻、對動物醫療
品質的提升，跨出了一大步。此外，由於動物行為豐富化的引進，也提升動物福祉，可與先進動物園
飼養、管理的趨勢接軌。

員可以檢視及清洗腳趾。

圖二 藍金剛鸚鵡訓練。

圖三 管理員利用餵飼蘋果與小貓

熊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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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非洲象訓練抬腳以便工作人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