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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象”背后 2――东南亚旅游从业大象福利现状调查

执行摘要
本研究记录了截至 2020 年 1 月泰国、印度、老挝、柬埔寨、
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的旅游行业使用的 3837 头大象
所面临的困境，介绍了大象的生活条件、训练、繁育的情况，

以及大象旅游行业与动物福利和保护方面的学术研究现状，这

是我们十年以来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年间，我们参

观了 350 多个大象娱乐场所共计 1000 多次，进行了多次全球
公众态度调查，与数百家旅游公司和协会进行沟通，也一直在

大象福利状况评估

本研究使用九个公认对大象福利有重大的直接影响的标准来评
估这些大象的福利。我们的研究人员参观了提供各种类型活动

（包括骑乘、表演、给大象洗澡、喂食、与大象合影和观赏）
的大象旅游场所。

与大象场所积极开展工作。

采集的数据来自对大象、旅游活动、大象生活条件的直接观察

尽管人们对“文明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并且意识到大象骑

记录发现结果。

乘背后的动物痛苦，但亚洲大部分圈养大象仍生活在恶劣的条
件下，被迫承受终生难以磨灭的伤害和痛苦。

而由于繁育用于旅游活动的圈养大象数量仍在持续增加，以及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的经济、贸易等各个层面受到前所未有的
巨大影响，它们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糟。

据估计，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圈养大象旅游业每年能够产生

约 5.813 至 7.706 亿美元的销售额，这都是建立在大象的痛苦
之上。而现在，由于游客稀少，大象所有者和旅游场所都在艰

以及与现场工作人员的非正式谈话。使用照片以及一些视频来

痛苦在持续――但积极的改变也在发生

从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本研究评估了 357 个场所中

3837 头大象的福利状况。在本报告评估的亚洲国家中，我们在
208（58%）个场所中发现有 2390（63%）头大象生活在恶劣的

条件下。1168（30%）头大象生活在有所改善但仍是不足的条
件下。只有 279（7%）头大象被圈养在高福利场所中――只提
供观赏。

难应对如何饲喂大象并支付员工薪水的难题。

动物福利条件恶劣的场所中的常见情况：大象常常被短链拴住、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调研的所有国家的圈养大象都经

行为。

受着痛苦的虐待。包括强行分离母象和幼象、残酷的训练方法、

活动安排严苛、大象间的社交互动受到限制、很少能表达自然

限制活动范围、营养不良、有限或没有兽医护理、剥夺社交需

条件有所改善但仍不足（中等动物福利评分）的场所通常会提

游活动时会被长时间用铁链拴住，通常被关在条件恶劣的圈舍

洗澡或嬉水场所会为大象提供高福利的条件，但本报告表达了

求以及惩罚措施。在大多数旅游场所中，大象在不需要提供旅
中，水泥地面且卫生条件不佳。它们通常很少或无法与其它大
象进行社交互动，而是被迫进行过度且充满压力的活动。研究
还注意到，许多旅游场所尝试在圈养环境中繁育大象的行为非

常活跃。这不仅不能解决大象被圈养的核心问题，而且还减少
了该行业现有圈养大象可用的有限资源。

供半天或全天的给大象洗澡或嬉水体验。尽管游客认为给大象
对这些景点的担忧。尽管研究显示提供嬉水活动的场所的福利
状况通常会比提供骑乘的场所更高，但仍存在严重的动物福利

问题。这些场所往往误导性的宣传自己为“庇护所”、“救助
中心”并贴上“道德的”标签。

在仅提供观赏的高福利场所中，大象生活在其自然栖息地中，
能够表达自然行为。这些场所的游客与大象的互动活动非常有

限，甚至没有直接互动。他们可以观察到真实的大象，没有游
客互动，而象夫则可以在远处管理他们的大象。

封面图片：泰国的一处旅游场所中，装有鞍具的大象驮着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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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圈养大象旅游业的中心

尼泊尔

2019 年吸引了 3980 万名游客。据本次研究估计，其中约有

尼泊尔的旅游场所中的大象数量减少了 8%，从 155 头减少到

亚洲用于旅游业的大象有近四分之三在泰国（73%，2798 头），
1090 万（28%）名游客骑乘了或计划骑乘大象。

2019—2020 年进行的本次研究表明，泰国是大象受到旅游业影

响的重点地区。这归因于其涉及的大象数量，以及游客数量和
需求导致的动物伤害的规模。

仅在 2010 至 2020 年间，泰国旅游业中使用圈养大象的总数量

惊人的增长了 70%。而在这十年间，生活在最恶劣条件下的大

象数量急剧增长了 135%。在这 2798 头大象中，仅有 5%（144 头）

报告评估了 55 个场所中的 143 头大象。2015 年至 2020 年间，

143 头。报告还发现，在此期间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的大象比
例有所下降，而生活在条件有所改善的中等福利评分场所的比

例有所上升。自 2015 年以来，尼泊尔启动了多个规模较小的
项目，旨在为游客提供仅供观赏的景点，从而为一些大象提供
更高的福利条件。

老挝

老挝报告评估了 11 个场所中的 105 头大象。自 2015 年以来，

的大象生活在高福利条件下。

本地的大象场所的数量增长了 83%（6 个），大象数量增长了

印度

条件下，而 15%（16 头）的大象生活在条件有所改善即获得中

78%（46 头）。我们发现有 48%（50 头）的大象生活在恶劣的

在本报告中，印度是旅游业中使用大象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

对 21 个场所中圈养的 509 头大象进行了评估。我们发现有

45%（225 头）的大象被圈养在恶劣的条件下。51% 的大象被圈

养在中等福利的场所中（即条件有所改善但仍是不足）。仅有
4% 的受评估大象生活在高福利条件下。70% 的大象被圈养在提
供骑乘活动的场所中。

等福利评分的场所中。有 37%（39 头）的大象生活在两个高福

利场所中。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在老挝，与 2015 年相比，

更多的大象生活在更好条件下，生活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的大象
数量则在减少。

马来西亚

报告对马来西亚唯一一所识别出的大象场所中的 30 头大象进行

斯里兰卡

了评估。这是我们将马来西亚纳入研究的第一年。

在斯里兰卡，发现并评估了 13 个场所，共圈养 188 头大象。
自 2015 年以来圈养大象数量增加了 13%（22 头）。更多的大

象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24%（46 头），2015 年为 22%（36
头）。但是，报告也发现有 28%（52 头）大象生活在名为一家

Elephant Transit Home 的高福利场所中。这里明确规定禁止将大象
用于娱乐，其最终目的是将大象放归自然栖息地。

柬埔寨

报告评估了 10 个场所中的 64 头大象。有 38%（24 头）生活

在恶劣的条件下。相比 2015 年的 67%（24 头）的比例有所减少。
42%（27 头）的大象生活在条件有所改善但仍是不足即获得
中等福利评分的场所中。2015 年时当地没有场所获得中等福
利评分。

上图：在柬埔寨，装有鞍具的大象驮着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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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伤害和痛苦的训练――持续终生

游客的态度改变

频。这组视频拍摄于 2019 年，密切追踪了每年为该行业训练

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公众对野生动物娱乐的态度正在发生积极变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了一组记录旅游业常用于训练幼象的视

30 至 40 头象的驯象员。视频记录了 8 只幼象遭受“摧垮”式

训练的四个阶段――分离、驯服、基本指令和更高技巧。

这组视频记录了幼象在两岁时就被迫与母象痛苦分离，母象十
分沮丧。随后对幼象采取了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极为残酷的方法
来确立人类的主导地位，使其对旅游业来说是“安全”的。

这些方法包括：“摧垮”式训练，将幼象关进木质结构的狭小
空间限制它们的移动；用锁链拴住；如果它们表现出任何防御

消费者调查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动物福利问题，
化。中国多家行业领先的旅游公司已经加入我们的名单，承诺
不再销售和推广大象骑乘活动，转而提供更文明的、动物友好
的的替代选择，名单中还包括全球 250 多家旅游公司。

到 泰 国 旅 行 的 游 客 中 数 量 最 多 的 是 中 国 游 客，2018 年 超 过

1100 万 人 次。 很 多 人 的 愿 望 清 单 上 都 有 大 象 骑 乘 活 动。 但
是，2016 年中国游客参与大象骑乘的比例为 36%，2019 年为
23%，这一比例有所下降（13%）。

行为或攻击的迹象，则用象钩等锐器反复刺戳和殴打。使用这

2016 年，在泰国接受采访的全球各地的游客认为骑乘大象是他

给予一些情感元素。 亚洲各地都使用着类似或衍生的训练方法，

到 2019 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自然栖息地参观野生

些极为残酷的方法同时，在大象服从时也给予奖励，也会涉及
但大象场所和驯象员常常否认或淡化方法的痛苦程度。训练也

并非万无一失，每年都有象夫（管理员）和游客因大象受伤或
死亡。

在与清迈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一起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研究发

现接受访谈的象夫中有 31% 因工作生病或受伤；在接受访谈时，

其中近一半被访谈者的仍然处在伤痛之中。

目前也有惩罚性较小的训练方法，但如果需要大象与游客保持
密切接触，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地保护游客和象夫的安全。

繁育问题

许多场所声称他们是出于保护目的圈养和繁育大象。但是，在
旅游场所饲养的大象不太可能被成功地放归野外。

旅游业饲养和使用圈养大象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受到游客
需求、商业和利润的推动。如今，泰国的大多数圈养大象都是

专门为商业旅游而繁育的。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大象被当成商

品，可以像牲畜一样合法交易。价格可以与昂贵的汽车相媲美。

们最喜爱的活动（36%），观赏大象则是喜爱度最低的（14%）。
动物（37%）和观察大象（24%）变成喜爱度最高的两项活动。
在我们最近进行的一次全球调查中，85% 的受访游客认为旅游
运营商应避免提供会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和痛苦的活动。

终结动物伤害和痛苦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圈养大象的脆弱以及对旅游业的依赖
性――旅游场所一直在勉力维持动物的饲喂。仅在泰国，据估

计所有大象每月的食物成本就超过 90 万美元；大象饲养员的薪
水也需要类似的数额。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其他国际非政府组
织和当地组织惟有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动物免受饥饿。

尽管新冠病毒的来源和传播途径在科学上尚未确认，但目前大
多数研究都认为新冠病毒来自自然界，由野生动物传播到中间

宿主，经历突变，然后感染了人类。长期以来，有记录表明一
些大象和照顾它们的象夫都患有结核病，尽管目前这种风险对
人类健康的危害还很少被重视。

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做出改变来保护亚洲象，并逐渐

不幸的是，在 2020 年，圈养大象繁育的数量很可能还会增加，
因为大象所有可能试图据此来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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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用于商业旅游的圈养大象的数量
• 减少对圈养大象旅游娱乐景点的需求

• 改善这一代旅游业中圈养大象的福利状况和它们的饲养员
的生活条件。

政府需要颁布禁令，停止商业目的繁育以及出于商业目的引入野外大象。支持这些旅游场所向只提供观赏的高福利场所转型。在
本报告中，以泰国的 ChangChill 和 Following Giants 为例，详细介绍了这些场所是如何成功的完成了转型。

旅游企业和游客是转变的关键。他们应该选择推广和参观大象友好型场所――只提供负责任的观赏活动，或选择在其自然栖息地
中负责任的观赏大象。

象夫一定是改善旅游场所和提升大象福利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更好的聘用条件和生活条件。他们还需要接受职业培训，帮助他们
延长所照顾的大象的寿命。

这一代大象必须成为最后一代圈养大象。大象是野生动物――而不是用于娱乐的商品。它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减少对野生动物娱
乐的需求，让野生动物留在大自然。

本研究评估了 357 个场所中 3837 头大象的福利状况。

63%

的大象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

30%

生活在有所改善但仍不足的条件下。

7%

的大象被圈养在真正的高福利场所中――只提供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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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办公室

新浪微博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 23 号

+86 (0) 10 8532 4211

100600

info@worldanimalprotection.org.cn

东外外交办公大楼 5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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