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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数百万游览野生动物旅游景点的游客中，大部分都是因为喜爱动物而参与

其中。很多游客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参观的景点或正在参与的活动，可能

会对野生动物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野生动物旅游涉及多种类型的旅游活动，包括在自然栖息地中观赏动物，例如

观鸟，观鲸等，也会涉及参观圈养野生动物的旅游景点，观看动物表演、与动

物进行亲密互动等旅游娱乐活动，例如骑乘大象，抱小老虎合影等。

管理得当的野生动物旅游活动，可能会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带来一些

积极影响，游客也能获得真实自然的体验和正确的野生动物知识。  

不当的野生动物旅游活动往往容易带给野生动物很多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在上

述后一类圈养野生动物的旅游景点中，不少为了娱乐游客而违背动物天性的活

动往往隐藏着非常严重的动物虐待和伤害。

此外，利用野生动物从事娱乐表演活动的需求是刺激全球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

重要推手之一，进一步加剧物种的濒危状态，破坏生态系统平衡。

旅游娱乐业中的野生动物

但圈养环境中的野生动物则面临更多挑战，不论是野外捕获的个体，还是出

于商业目的人工繁殖的后代，在为了娱乐游客为目的的旅游娱乐活动中，野

生动物的福利都受到严重的侵害。

野生动物在进化上已经适应了野外多变的自然环境，人工圈养难以满足野生

动物对食物、行为以及栖息环境的特殊需求。与那些已经被人类成功驯化的

家畜和家禽相比，圈养野生动物在遗传、生理以及行为等方面难以适应人工

环境，因此往往承受更大的压力。

用于旅游娱乐活动的圈养野生动物，要经历长时间和高强度的训练，才能从

事表演以及与游客互动的活动。它们的活动受到限制，无法表达真正自然的

动物行为，频繁的表演活动严重伤害它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给动物带来更

多的痛苦。

圈养的野生动物很难摆脱痛苦和虐待，无论受到多好的照料，只有在野外环

境中它们所有的需求才能真正得到满足。

因而，野生动物保护的最高目标就是将野生动物保留在它们生活的大自然中。

野生动物福利问题

通常在没有人类打扰的情况下
野外自由生活的野生动物没有动物福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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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与牛津大学野生物保护研究所（Wild CRU）共同完成的一项

研究表明，每年全球至少有 55 万只野生动物因娱乐游客而遭受痛苦。

该项研究从动物福利和生态保育的角度，评估了全球范围内较有影响力的野生

动物旅游娱乐项目。

全球十大伤害野生动物娱乐项目

其中，十个对野生动物伤害最严重的娱乐项目包括大象骑乘、与老虎合影、与

狮子散步、观看海豚表演、把玩海龟、参观熊园、耍猴、参观猫屎咖啡园、耍

蛇以及参观鳄鱼饲养场。

骑乘大象
象夫用尖锐的
象钩敲打大象
并用隔离、暴力和疲劳
摧毁大象的意志

老虎幼崽被从母虎身边抱走
沦为游客们拍照的道具
作为拍照工具连续数小时
供游客们拥抱和抚摸

参观熊园

参观鳄鱼饲养场

与老虎合影

把玩海龟

耍蛇

观看海豚表演

参观猫屎咖啡园

与狮子散步

耍猴

未成年狮子被迫
为游客们提供
“与人同行”服务
而不是在大自然自由驰骋

密集痛苦的训练
长期为游客提供表演

泳池的环境
无法满足海豚所需
会引起皮肤疼痛
心脏不适、胃溃疡等

麝香猫关在
拥挤的铁笼内
并被喂食过量的咖啡果
以供顾客的消费需求

游客们过度把玩
会导致海龟骨折
龟壳破裂 , 甚至死亡

眼镜蛇被从野外捕获
拔掉毒牙
堵住或清除毒管
引起感染并致死

大量繁殖
取其皮肉

囚禁在十分狭小的空间
被迫进行马戏表演
都令它们饱受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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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动物保护协会
鼓励游客实践“动物友好型旅游 ”的行为准则：

动物友好型旅游

也是减少旅游业对全球野生动物保护负面影响的

重要解决方案之一

选择“动物友好型”旅游

“动物友好型旅游”建议游客在进行旅游决策时，考虑到更多的责任和道德

层面，能够将动物福利置于中心，不参与有损动物福利的景点，可以积极的

寻找野生动物旅游的友好选项，也可以选择其他类型的旅游活动（如体验当

地文化）作为替代。

如果游客希望看到野生动物，应当尽量选择野生动物所在的栖息地环境进行

观赏。在观赏的方式上，也应当负责任的将动物福利置于首要位置来进行考

量，不为野生动物带来干扰。

而圈养野生动物的场所，我们只建议游客参观那些为了野生动物的利益而设

立的场所，例如采用了最高的动物福利以及生态保育标准的动物庇护所以及

救助中心。

拒绝野生动物娱乐表演，选择在自然栖息地中观赏野生动物的自

然行为。保持安静，注意与野生动物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直接

接触。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动物。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首先提出“动物友好型旅游”，是指在涉及动

物的旅游活动中，避免前往和参与可能给动物造成伤害与虐待的

旅游活动，如骑乘大象、观看野生动物娱乐表演、与野生动物合

影等。

我们倡导游客选择在动物受到良好保护的场所，以不为动物带来

干扰的方式体验动物的自然魅力，这是负责任、可持续旅游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野生动物属于大自然，也只有在大自然中，

游客才能欣赏到它们真正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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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

动物是否正在遭受伤害和痛苦？由于常年

被囚禁、训练并锁在狭小的笼子里，又缺

乏足够的饮食和兽医的救治，许多圈养的

野生动物都是遍体鳞伤，有些还被绑住嘴、

拔掉牙齿或剪断尖爪，让它们看起来安全

一些，这些都给野生动物带来巨大痛苦。

免于饥渴的自由

动物是否能得到合适并充足的食物和干净

的饮用水？许多用于取悦游客的野生动物

如大象和猴子，通常被迫长时间“工作”，

无法获得食物和水，在高温下精疲力竭甚

至脱水。

免于（环境）不适的自由

动物是否有适当的环境，提供遮蔽物及舒

适的休息区域？动物应该能自然地站立或

舒适地躺下。用于娱乐活动的野生动物通

常被锁链拴住，长期站立在水泥地面上，

没有遮蔽物供动物躲避，还常常得不到充

足的休息。

旅游活动或景点是否伤害动物？

你可以使用动物福利五项基本原则进行判断。

动物福利五项基本原则

1

2

 

 

3

表达正常行为及天性的自由

这是动物表达自然天性的行为吗？它们在

野外是否也会这样做？它们是生活在一个

自然形成的社会群体中吗？圈养的野生动

物通常被迫与家族分离，生活在与自然栖

息地相去甚远的小笼子里。在日复一日的

圈养生活中，野生动物的身心都在遭受痛苦，

通常会因为无聊和沮丧而出现刻板行为。

免于恐惧和悲痛的自由

动物是否处于惊恐的状态？它们是否有

咬笼子、来回踱步等刻板行为？这些都

显示出它们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圈养的野生动物常常由于行动受限、生

存条件恶劣和残酷的训练承受极大的身

心压力，往往会表现出恐惧、沮丧和其

他心理创伤症状。

4

5

如果动物福利五项基本原则没有满足，

就说明该项活动或景点对动物存在伤害，有动物福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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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享动物自然之美小贴士

观赏野生动物，选择自然环境

选择在自然栖息地中观赏野生动物的自然行为。注意和野生动物保持适当的

距离，避免直接接触。既保护自己，也保护动物。

拒绝骑乘大象

为了让游客可以直接接触、骑乘大象，这些大象必须经过残酷的训练，才能

变得如此温顺。

参观救助中心，选择真正帮助动物的那些

学会辨别那些并不符合动物福利标准的“大象孤儿院”、“大象救助中心 /

避难所”。真正的救助中心不会提供大象骑乘、表演、洗澡等直接接触动物

的活动。他们会把动物的需求放在首位，保证动物充分表达自然行为。

拒绝野生动物娱乐表演

拒绝诸如老虎表演、海豚表演、耍猴等活动项目。这些用于娱乐表演的动物

会经历残酷的训练，终身圈养在恶劣的环境中，无法像在野外一样生活，不

能表达其自然天性。

与野生动物合影，选择正确的方式技巧

野生动物应在照片的背景里，离游客有一定距离，且生活在自然栖息地里。

合影时不要拥抱野生动物，这些动物通常在幼年时期就被迫与母亲分离且可

能长期以来一直遭受虐待。也不要追赶、捕捉、故意引诱它们，会对它们的

生物习性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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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鲸、豚等圈养海洋哺乳动物的景点

拒绝亲密接触的互动项目。生活在这些景点里的鲸、豚等并不自然，而且公

众和鲸豚类动物的亲密接触有公共安全隐患，并会给人和动物的健康和福利

带来风险。

拒绝动物搏斗表演

拒绝诸如斗牛、斗鸡、斗狗、斗鳄鱼等动物搏斗表演项目。受过类似训练的

动物，一生中都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

拒绝狩猎游活动

狩猎行为的本质是极其伤害动物的，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巨大而不必要的折磨。

而且会增加大众对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进而刺激对濒危动物的非法盗猎行为。

拒绝野生动物制品

获得动物制品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动物遭受极端虐待，而且很多动物制品涉及

濒危物种。例如毛皮、骨骼、象牙制成的旅游纪念品，丛林肉、龟肉、鲸肉、

麝香猫咖啡等。

如果这些你都能做到，你已经为保护野生动物做出了努力

此外，还有更多小知识帮你判断旅游娱乐活动

或景点是否存在动物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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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伤害动物的
旅游活动或景点

野生动物是否被迫进行娱乐
表演？

游 客 是 否 被 允 许 搂 抱、 抚 摸
或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旅游景点是否销售野生动物
制品？

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是否满
足动物福利五项基本原则？

游客是否可以骑乘野生动物、
或者与野生动物亲密散步或
共同游泳？

导游是否存在追逐或用食物
引诱野生动物靠近的行为？

2

4

6

1

3

5

如果以上问题有任意一项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这个旅游景点背后可能存在动物伤害，请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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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从野外捕获野生动物，除非野生
动物受伤需要救助。不参与人工繁育
野生动物，除非这些动物会被放归野
外。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基因跟野
生个体没有显著差别，也没有产生适
应人工圈养环境所需的遗传特性的改
变，依然还是野生动物。

不打扰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尽量把
野生动物留在野外。除非野生动物急
需救助，待康复后，通过一系列的科
学评估将其放归大自然。

不允许游客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例
如骑乘、抚摸、观看表演或亲密合影等，
不通过圈养野生动物获利。用于娱乐
表演活动的野生动物都经历过残酷的
高强度的训练，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
境之中。

不要为了展示而强迫动物从其圈舍中
移出（紧急情况除外）。

具有保护和教育意义的场所，将动物
的福利放于首位，提升人们对野生动
物的认知，呼吁人们保护动物，善待
生命。

确保接受的野生动物数量不会超出人
道管理能力。

拥有详实的说明，以解释动物生活在
救助中心或庇护所的必要原因，并向
游客展示这里的福利状况。同时提醒
游客，野生动物属于野外，非必要原
因不要打扰动物。

如果救助中心或庇护所有恢复放归野
生动物的计划，应限制游客的观赏，
以便动物可以更好的适应野外生活。
在放归野生动物后，仍应跟踪动物的
足迹，确保其动物福利得到保障。

给动物提供安静的、不被打扰的生活
区域，尽量远离游客。

拥有配套的专业人士和兽医照料动物
的生活，能够在动物生病或受伤时进
行救治。

如何鉴别
真正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 庇护所 

度假结束，保护动物却不止步

选择野生动物友好型的生活方式：在旅游、保健、饮食、养宠等消费和生活

中，奉行善待动物、尊重生命的理念，减少对动物的不利影响，避免给动物

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伤害。

为野生动物代言：告诉你的朋友和家人你的旅行经历，利用社交媒体鼓励你

的朋友们支持和选择动物友好型的旅行方式。

阅读完本册信息后，你已经为保护旅途中遇到的动物迈出了第一步。现
在是把你了解的信息转化为行动的时候了。请打理好行装，开始一次美
好的旅行吧——请不要忘记在旅途中保护动物哦！



我们致力于终止动物虐待
We end the neddless suffering of animals. 

我们呼吁将动物保护纳入到全球日程中
We influence decision makers to put animals on the global agenda.

我们帮助人们认识到动物保护以及动物福利的重要性
We help the world see how important animals are to all of us.

我们鼓励公众选择“动物友好型”的生活方式，善待动物
We inspire people to change animals lives for the better.

我们推动世界保护动物
We move the world to protect anim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