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pplementary Material Text-File S1: Survey Questionnaire (Mandarin) 

 

海南野生动物社区调查问卷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查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护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乡/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是伦敦动物学会的调查员。我们想要多了解这里周围的环境与林子，所以希望你能提供一

些相关信息，帮助我们更了解以前山上的动植物以及多年来的环境变迁。这个是个不记名调查，

你提供的所有信息只会被用作研究分析，不会向第三方透露。 

 

1. 你是否愿意参与这次问卷调查？     愿意   □        不愿意  □ 

 希望你可以尽量回答我们这份卷子的所有问题，这个对我们调查非常重要。 

2. 年龄________   3. 性别_______   4. 民族____________  5. 职业____________ 

 

现在给你们看一些动物的照片，看你们认不认识，不认识也没有关系。 

3. （wild pig photo）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知道 / 不知道 

知道，名称_____________大小/食性/外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

知道，问是否有听说过这物种以及它的特征，如果知道物种特征，继续问以下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在山上见过这动物吗?   有 / 没有 

 有，上次看见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见总次数_________________如果常见，频率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你是如何知道这动物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觉得这个动物现在是  没有 / 很少 / 不多 / 很多 

 

6. （macaque photo）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知道 / 不知道 

知道，名称_____________大小/食性/外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问是否有听说过这物种以及它的特征，如果知道物种特征，继续问以下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你在山上见过这动物吗?   有 / 没有 

 有，上次看见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见总次数_________________如果常见，频率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你是如何知道这动物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你觉得这个动物现在是  没有 / 很少 / 不多 / 很多 

 

9. （gibbon photo）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知道 / 不知道 

知道，名称_____________大小/食性/外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问是否有听说过这物种以及它的特征，如果知道物种特征，继续问以下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你在山上见过这动物吗?   有 / 没有 

 有，上次看见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见总次数_________________如果常见，频率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你是如何知道这动物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你听说过有关长臂猿的故事或事情（如用途）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你知道长臂猿的特征吗（生态、繁殖、行为、食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你知道其他人在山上见过这动物吗（时间、地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否提供这个人的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你知道有人打过长臂猿吗（时间、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你觉得这个动物现在是  没有 / 很少 / 不多 / 很多 

16. 你可知道附近有人在近 10-15 年内有见过长臂猿吗? 

有，谁___________什么时候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其它信息_________________ 

*问是否能带我去找他或打给他? 

 

17. （clouded leopard photo）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知道 / 不知道 



 
 

知道，名称_____________大小/食性/外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问是否有听说过这物种以及它的特征，如果知道物种特征，继续问以下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你在山上见过这动物吗?   有 / 没有 

 有，上次看见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见总次数_________________如果常见，频率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你是如何知道这动物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你觉得这个动物现在是  没有 / 很少 / 不多 / 很多 

 

20. （bear photo）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知道 / 不知道 

知道，名称_____________大小/食性/外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问是否有听说过这物种以及它的特征，如果知道物种特征，继续问以下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你在山上见过这动物吗?   有 / 没有 

 有，上次看见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见总次数_________________如果常见，频率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你是如何知道这动物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你有没有在山上发现过熊留下的踪迹（抓痕、粪便、脚印等） 有 / 没有 

有，踪迹的描述、为什么认为是熊的、时间、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你觉得这个动物现在是  没有 / 很少 / 不多 / 很多 

24. （pangolin photo）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知道 / 不知道 

知道，名称_____________大小/食性/外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是否有听说过这物种以及它的特征，如果知道物种特征，继续问以下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你在山上见过这动物吗?   有 / 没有 

 有，上次看见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见总次数_________________如果常见，频率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你是如何知道这动物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你觉得这个动物现在是  没有 / 很少 / 不多 / 很多 

27. 这里有人抓穿山甲么?  有 / 没有 

 有，当地还是外来人？ 当地 / 外来    

当地使用还是卖到外地？ 当地 / 外地，地方_______________ 

28. 捕猎频率有改变吗？ 有 / 没有    有，怎么/什么时候/为什么改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 （binturong photo）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知道 / 不知道 

知道，名称_____________大小/食性/外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问是否有听说过这物种以及它的特征，如果知道物种特征，继续问以下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你在山上见过这动物吗?   有 / 没有 

 有，上次看见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见总次数_________________如果常见，频率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你是如何知道这动物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 你觉得这个动物现在是  没有 / 很少 / 不多 / 很多 

 

32.（sambar photo）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知道 / 不知道 

知道，名称_____________大小/食性/外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问是否有听说过这物种以及它的特征，如果知道物种特征，继续问以下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 你在山上见过这动物吗?   有 / 没有 

 有，上次看见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见总次数_________________如果常见，频率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你是如何知道这动物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 你觉得这个动物现在是  没有 / 很少 / 不多 / 很多 

 

35. （giant anteater photo）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知道 / 不知道 

知道，名称_____________大小/食性/外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知道，问是否有听说过这物种以及它的特征，如果知道物种特征，继续问以下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6. 你在山上见过这动物吗?   有 / 没有 

 有，上次看见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看见总次数_________________如果常见，频率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你是如何知道这动物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7. 你觉得这个动物现在是  没有 / 很少 / 不多 / 很多 

 

38. 你觉得以上这些动物的数量在这些年有没有减少？ 有 / 没有 

 有，什么动物，减少多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9. 除了以上的动物，这里还有什么动物越来越少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 你觉得这里现在最稀有的动物是那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1. 你觉得那种动物数量没有减少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2. 除了以上的动物，这里以前还有什么动物是现在没有的？ 有 / 没有 

有，描述动物，见到的时间和地点，或者其它消息来源，什么时候消失的？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 有没有从老人听说附近有其它动物，但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 你是否一直住在这村子?   是 / 否，你住在这里多久_________以前住哪____________ 

45. 你一般多久会进山一次（每月或每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现在已经不再上山，原因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希望能允许上山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 通常会去哪片林子（片区与距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7. 你进山的频率以前会更高吗（时间与频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8. 你经济收入的多大部分来自林子采来的东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可知道村子里有哪个人熟悉野生动物？ 能否协助我们找到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