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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貢獻者 
與過往版本一樣，是次修訂之野生動物拯救中心（WARC）操作指南，包含了動物保育
部歷任及現任員工的集體知識和經驗。對於部分送抵拯救中心的物種，由於僅有少量
與其圈養護理及要求相關的記錄材料，因此當中的意見及實施方法，乃從經驗和反覆
試驗中累積出來的。指南的內容經已更新，其中加入了新的章節和照片，以協助拯救
中心員工處理特定的動物群組和物種。很多拯救中心的設施，例如嘉道理農場暨植物
園的設施，其功能都是從基本慢慢改進過來的，我們希望最新版本的內容，能夠為其
他正在發展的中心提供實用的參考資源。此外，本指南亦就在東南亞野生動物拯救行
動中可能遇到的各種不同動物群，分享了大量與護理相關的見解和必需技巧。 

 

編輯 
Dr. Gary W.J. Ades 

Tan Kit Sun 
Dr. Renata Snow 

Swing Chan 
 

 
  

圖 1 一隻獲救的黑鳶（Milvus migrans）在康復後，由 Andrew McAulay 先生（嘉道理農場
暨植物園主席）野放回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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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位於香港最高
山峰大帽山（957 米）的北坡，四周
是新界的鄉郊地區。深谷的東西兩
邊都被陡峭的山脊環繞著。嘉道理
農場暨植物園中擁有溪流、林地、
果園和菜園、步行徑、活體動物展
品、花卉展品、可持續農業的示範
區域、藝術展品、野生動物拯救中
心、本地樹木苗圃，以及其他保育
和教育設施。  

香港在戰後有大量貧窮難民居住，
其中很多人都擁有生產農作物和畜
牧方面的傳統知識，可是有些人卻
沒有牲畜，有些則雖擁有土地但卻
沒有種植經驗。他們需要外界支援
以重建生計。為解決這些貧苦大眾
的迫切需求，Lawrence 和 Horace 
Kadoorie 於 1951 年成立了嘉道理農
業輔助會（KAAA），並成為了香港
政府的主要合作夥伴，以制訂和實
施協助本港自給自足的計劃。嘉道
理兄弟是一個發展成熟的商業家族
成員，並視財富為上天造福大眾的
一份信託。在這些支援下，數以千計的人接受了農業方面的培訓；同時將過千隻經飼
養的豬、雞和鴨提供或賒銷予農民；另外數千人獲得小額貸款；以及很多水井、灌溉
渠道、道路、行人通道、橋樑、豬圈和農舍都得以修建。位於白牛石的農場於 1956 年
興建，是養殖和分銷牲畜、研究農業、培訓農夫，以及為公眾提供教育和娛樂的大本
營。當地貧瘠的山坡上建有梯田，並且設有果園和菜園。植物園從 1963 年開始發展，
而植物保育計劃則始於 1972 年。 

1995 年 1 月 20 日，香港立法局通過了一條條例（《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條例》
第 1156 章），以將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納入為非牟利機構，並指定為肩負新使命的保
育和教育中心。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公私營合作關係，雖然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Corporation 是一個公共組織，但卻得到嘉道理基金會以私人方式資助（每年營運成本
超過 1 億港元）；除了這些資金外，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亦得到政府補助金、公眾小
額捐款，以及間中與項目有關的政府合約所補助，因而能夠擴展本身的工作。  

圖 2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蝴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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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 年起，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一直在場內以至全港及華南地區推行了多種不同的
自然教育、自然保育和可持續生活計劃。  

正當全球面臨著嚴重危機（包括與大自然和人類彼此間不再互相關心對方而引致的相
關問題；日益嚴重地利用及過度依賴世界上日漸稀少的資源，以支持不可持續的生活
方式；氣候變化；自然棲息地的縮小和物種滅絕）之際，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希望透
過提升大眾的意識，推行以嚴謹科學為本的物種保育和生態系統恢復工作，以及提供
新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從而應對世界的各種問題。因此，我們致力關注自然保育和永
續生活方式，以及提供讓人類與大自然重新建立連繫的全面教育，為世界帶來希望和
改進。此外，我們亦透過與公眾、政府、學術界、非政府組織及企業合作，以守護大
家共同的未來。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使命宣言是「讓我們與環境建立和諧的關係」 

如欲了解更多有關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kfbg.org。  

 

 

 
  

圖 3 一隻獲救的小齒鼬獾（Melogale moschata）     

http://www.kfb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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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在動物拯救上的「道德操守」 
 

嘉道理兄弟紀念館是所有拯救中心的發源地，並讓管理層和員工銘記這個中心一直努
力運作的原因。道德操守亦有助中心的管理人員為制訂未來所有決策提供指引。 

i. 拯救團隊有責任並全心全意地讓動物護理達到更嚴格的標準。 
ii. 拯救團隊必須遵守本地、區域性及國際間有關野生動物、野生動物復康及相關

活動的法律。 
iii. 拯救團隊應時刻遵照健康及安全的現行做法。 
iv. 拯救團隊應了解自身的局限，並在適當時候尋求獸醫或其他受過培訓的專業人

員協助。 
 

v. 拯救團隊應時刻將動物護理工作置於個人利益之上。 
vi. 拯救團隊應將可野放的動物維持在野生狀態，並在適當時候盡快野放牠們。 

vii. 拯救團隊應透過義工培訓和公眾教育，鼓勵社區支持和參與。  
viii. 拯救團隊的共同目標，是教育公眾負責任地關注生物和環境的福祉。 

圖 4 嘉道理兄弟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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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拯救團隊應為在保育、教育或圈養繁殖方面未能擔當任何角色的不適合野放動
物，考慮施行人道毀滅。 

野生動物拯救程序摘要 
野生動物拯救及復康時序 

工作人員可將以下步驟視為動物復康的常規檢查清單，同時這些步驟將有助員工進行
定期檢討，以維持和提升拯救工作所遵循的標準。此清單的目的，是要提供從接收到
野放或安置動物期間所需遵循的標準步驟，因此並無具體指明執行個別行動的是哪些
人員。此清單不會取代 WARC 的接收協定或中心目前所遵循的任何其他詳細程序。 
 
1) 接收動物 
a) 確保交出動物的人士提供動物的記錄 
b) 記錄標準表格上的所有資訊以供日後查閱 
c) 向交出動物的人士提供有關移交細節的副本 
d) 若為初生動物，則確定是否需要為該動物提供復康護理，或 
可以放置回巢穴據點中； 假如是後者，則據此安排動物的返回程序  
 
2) 安頓動物 
a) 在將動物轉移到籠舍等地方時，迅速為牠們進行評估。 
b) 檢查動物有否危急狀況，並按需要提供緊急護理 
c) 為動物保暖（除非體溫過高） 
d) 提供安靜的休息空間 
e) 準備健康檢查／體檢所需要的物料 

圖 5 一隻獲救的金頭巨蜥（Varanus cumingi） （Tan Kit Sun／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第 17 頁，共 209 頁 
 

f) 可行之下，在處理動物以作全面檢查前，先安靜地觀察牠們的姿勢和行為 
 
3) 初步檢查 
a) 辨識動物（物種、年齡、性別（如是雌雄異形）） 
b) 體重 
c) 體溫（可行的話） 
d) 目測 
e) 觸診四肢 
f) 檢查身體上的孔腔 
g) 評估營養狀態和情況 
 
4) 初步治療 
a) 提供輸液 
b) 清潔及治療任何傷口 
c) 固定骨折 
d) 提供藥物（抗生素、止痛藥等） 
e) 為不同物種提供合適而富營養的食物 
f) 施行或安排任何適當的診斷（X 光檢查、血液檢查、糞便檢查等）及任何額外的治療
（手術、事後更換繃帶等） 
 
5) 強化復康 
a) 監察體重 
b) 持續提供適當的水份和營養 
c) 按需要治療健康問題 
d) 提供舒適且合適的籠舍及棲息處，盡量減低接觸人類活動 
 
6) 中期復康  
a) 監察體重 
b) 持續地提供適當的營養 
c) 按需要治療健康問題（應為最低限度的治療） 
d) 提供舒適且合適的籠舍及棲息處，並提供精神上的刺激， 盡量減低與人類活動接觸 
e) 按需要提供人手物理治療 
f) 監察行為 
 
7) 野放前的適應安排（適用於部份年幼動物和長期圈養的動物） 
a) 提供較大型的戶外籠舍 
b) 監察體重及一般狀況 
c) 持續提供適當的營養，並開始提供較天然的膳食 
d) 按需要治療任何主要或次要的醫學問題（應為最低限度的治療） 
e) 安排合適該物種的日常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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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野放前的狀況評估  
如無法在人工飼養期間複製出天然環境，以下某些條件可能有所例外。 

a) 覓食能力（假如是活餌則需要考慮道德和權限問題） 
b) 在預期的覓食、繁殖、遷徙或領地防衛行為下， 
動物所需要的正常活動能力和功能、合適的體能 
及耐力 
c) 無患病證據 
d) 該物種／性別／季節的正常體重 
e) 正常血液值（在適當／可行及已知的情況下） 
f) 有合適的野放地點  
g) 正常行為（動物對人類活動表現出合理的反應， 
對同一物種和其他物種表現出正常的社交行為） 
 

9) 野放 
a) 安排適當／安全的運輸 
b) 選擇一年中適合野放的季節／時間（遷徙、繁殖季節等） 
c) 選擇一天中適合野放的時間 
d) 適當時提供食物 
e) 如動物需要接受監察，則在野放前繫上標記或辨識環 
f) 在可行情況下，野放後監察動物的活動和行為 
 
 
 
 
 
 
 
 
 
 
 
 
 
 
 
 

10) 安置 
a) 我們一直以來的目標，是要將中心接收回來的野生動物送返野外。然而，假如

不知道動物確實來自什麼地方，則可能無法達成這個目標。 
b) 必須在安置初期，決定將健康的動物野放回野外是否一個可選的方案。假如並

非本地動物並且無法送返野外，便需為該動物尋找新的家園或提供安置安排 

圖 6 四隻黑鳶（Milvus migrans）在野生動物拯救中心完成復康程序後，
獲義工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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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決定可採取的方案，並在必要時與 IUCN 專家小組和相關的專家商討 
d) 當決定了合適的方案後，便通知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並獲取批准，以按

照計劃將動物轉送到已確定的中心 
 

 

 

 

 

  

圖 7 將在香港特區捕獲的豬鼻龜（Carettochelys insculpta）送返印尼西巴布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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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拯救中心的一般原則簡介 
引言 
鑑於香港有需要為受傷的本地野生動物提供拯救及復康服務，同時為了支持香港特區
政府打擊非法野生動物貿易，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野生動物拯救中心（WARC）因此於 
1994 年成立。 

本操作指南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員工編製，是野生動物拯救中心復康計劃的動物
護理標準。指南中的很多程序，都是大部份發展成熟的拯救中心所採取的常見做法，
其中部份程序經過修改，以更能配合我們的運作環境。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所聘請的
專業人員，在處理各種動物群方面均擁有多年的獸醫及飼養經驗。本指南是一份合共 
200 多頁的詳盡文件，並非一本可供快速閱讀的小冊子。我們建議可將本文件用作一
本手冊，其中每個章節所包含的實用工作流程資訊，均能為讀者提供指引。我們曾將
過往的指南翻譯成中文和越南文，同時將會繼續努力地循序漸進，按照嚴格的標準持
續運作，以及努力與區內其他發展成熟及新建的拯救中心分享經驗。 

Gary W.J. Ades, PhD 
部門主管，  
動物保育部  
 

 

 

 

在香港獲救及被沒收的動物的法律考慮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野生動物拯救中心的所有操作範圍均需依照本地法律合法地營
運，並且需具備所有有效的許可證和授權協議。 

圖 8 獸醫醫院及野生動物拯救中心（WARC）的籠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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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運作 WARC，中心便需要獲得由漁護署署長頒發的多個許可
證，並且需要每年更新。 

這些許可證設有一套相關的報告系統，以讓當局能審查中心的運作，並保留有關操作
變更的記錄。此外，這些記錄亦需要妥善地加以保存。Species360（ZIMS）是嘉道理農
場暨植物園所訂購的動物記錄保存系統，它能協助我們保存所有動物記錄，並以這些
記錄來編製內部和外部的月度和年度報告。 

另外，獸醫醫院設施亦需要特別的許可證才能棄置如手術刀片和針頭等鋒利器具（環
境保護署），以及操作 X 光設備（《輻射（管制輻照儀器）規例》第 303 章）。獸醫
醫院亦需要獲取香港警務處的槍械牌照，才能存有鏢槍。 

兩個授權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野生動物拯援中心 (WARC) 運作的重要許可證，分別是
涵蓋處理及保存本地和外來動物以及瀕危物種的許可證。這兩個許可證符合了下列兩
項條例項下的要求。 

1. 《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 170 章）及  

2.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586 章） 

兩個許可證均由漁護署署長簽發並每年更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在執行各方面的拯
救工作時均需持有這兩個許可證。此外，許可證亦包括因應教育目的而收容獲救或接
收回來的動物，以及因應科學或教育目的而保留動物標本及屍體的範疇。根據許可證
的條款，我們必須在採取某些行動前先通知漁護署，例如根據《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條例》（ESP）對任何物種施行安樂死。 

什麼時候需要出手協助動物？ 
根據我們的經驗，一般公眾的常見誤解是認為當動物遇上輕微的異常情況，便需要出
手協助。拯救中心應探討這種情況，並就人類應在什麼時候協助動物，什麼時候應讓
大自然順其自然地運作，向公眾提供建議。  

被困的動物 
 一隻健康但被困著的動物，可能只需要我們提供一個可安全返回大自然的途徑便可，
讓牠無需承受在被捕捉和運輸到拯救中心時所面對的壓力。  

 

 

 



第 22 頁，共 209 頁 
 

初生動物  
父母保護和照顧後代，是一種根深柢固的本能。我們不應將在野外或人類世界中見到
的初生動物，立即視為被遺棄的動物。由於雛鳥需要學習自給自足的能力，因此牠們
離開巢穴是一種正常的行為。在短時間內，牠們可能看來很無助或遭到遺棄，但是在
大部份情況下，牠們的父母就在附近，觀察和照顧著自己的後代。某些初生哺乳類動
物（例如鹿），會常常隱藏在植物或其他覆蓋物中，令我們無法看見初生動物的父母
就在附近。這種策略能減低父母將捕獵者吸引到附近的機會。父母會在安全的時段內
間中回來檢查、照顧和餵飼年幼的動物。 除非存在明顯的危險，否則我們不應假設年
幼動物已被父母遺棄而將牠們即時帶走。假如發現年幼動物，我們只需要給牠們時間
返回遠離人類活動的安全地點，或者可將牠們重新安置在一個位於附近的安全自然環
境中便可；將牠們帶走或送到拯救中心，可能是不必要的做法，同時可能有損動物的
最佳利益。當遇到幼鹿時，我們不應立即將牠帶走，而是讓牠留在原地，直到確定幼
鹿已遭遺棄為止。 

 

撞擊窗戶和受寒的動物 
在城市中生活的鳥隻，可能會意外地飛向反光玻璃並暫時迷失方向。小型哺乳類動
物，尤其是蝙蝠，在非常寒冷的天氣下可能會因受寒並變得虛弱。在這兩種情況下，
我們一般只需要為牠們提供一個安全溫暖的休息環境（在透氣的紙皮箱中舖上軟毛巾
或紙巾），便可讓牠們完全恢復體力，無需將牠們送往拯救中心。 

圖 9 拯救和人工餵食一隻被遺棄的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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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動物的一般程序 
24 小時動物接收設施 
目前，我們提供了三個設施以在非辦公時間內接收來自公眾、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SPCA）和政府當局的動物： 

1. 24 小時交送室 — 主要用於接收蛇類、鳥類和小型哺乳類動物 
2. 獸醫醫院 X 光室 — 用於接收大型哺乳類動物 
3. 蛇類處理室 — 用於接收一些大型哺乳類動物（視乎運輸籠而定）和關在籠中的

大型蟒蛇  
 

在 24 小時交送室、獸醫醫院和 1 號病房內均設有深切治療部（ICU），供雛鳥及任何
其他小型、年幼、患病或虛弱的動物使用。  
 
24 小時交送室的溫度應保持在攝氏 25-26 度之間。裝有動物的運輸箱應以毛巾蓋住，
以阻擋空調風及作為視覺屏障之用。是否使用 ICU ，應由接收的 SPCA 檢查員或按照當
值動物主任（攜帶當值電話）的建議決定。獸醫醫院的設施比另外兩個地點稍為靈
活；假如發生特別情況，令保安人員不確定應將箱子／籠子送到何處，則應將動物放
置在獸醫醫院的 X 光室中。如有需要，可以向動物當值主任查詢有關特殊情況的建
議。 

 
 
 
 
 
 
 
 
 
 
 
 
 
 
 
 
 
 

  

圖  10. 24 小時動物交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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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時動物接收程序 

1. 當新的動物個案送抵時，保安團隊應引領交送單位（漁護署、警方、SPCA 或公
眾人士）到適當的接收設施，並將動物關在運輸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同一
個籠子／箱子中。應將動物及裝著牠的原有容器，鎖在指定位置。如未有將動
物安全地裝載著，中心則可能會拒絕接收，直至正常辦公時間內再將動物送
回。每次將裝載著蛇類的蛇箱交送予中心後，警方將會收回一個空的蛇箱。當
蛇箱送抵時，必須將警方的文件貼在蛇箱上。  

2. 保安人員不應參與任何動物處理工作。交送單位將對每個送抵的動物個案負
責。保安人員應陪同以協助交送單位將動物帶到正確的位置，並在交送單位離
開前先完成所有必需的文件。 

3. 拯救中心團隊、保安人員以及 SPCA 檢查員已開設了一個 WhatsApp 群組，以便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可以就即將送交的動物作預先通知，以及可輕易地分享和
討論每個個案的詳細資訊。有關個別個案的任何問題均可以透過 WhatsApp 回
覆（最好是在動物送抵前）。 

4.  SPCA 檢查員將需要填寫由保安人員提供的動物接收表格；而保安人員則會為檢
查員填寫一份 SPCA 交接表格。保安人員應在 SPCA 表格上填上他／她的姓名。
動物接收人員及動物交送人員的姓名和簽名，必須填寫在 WARC 接收表格上。 

5.  假如具有 SPCA 移交表格的副本，則可以將副本留給保安團隊，並在翌日早上
轉交予動物團隊（FAU）；否則，SPCA 將在翌日早上將副本傳真給 FAU。 

6. 如對正在接收的動物在存放條件或安全方面有任何疑問，應撥打當值人員手機
以向動物當值主任尋求建議。  
假如動物當值主任的手提電話沒人接聽，同時保安團隊認為動物並未安全地置
入箱內，則可拒絕接收動物。在緊急情況下如無法聯絡當值主任，保安團隊亦
可以聯絡獸醫或部門主管尋求協助。 

7. 如個案可能存在安全風險，並且無法放置在 24 小時接收設施中，則需發出 
WhatsApp 訊息並致電 動物當值人員的手機，其中包括：  
中／大型野豬（醫院） 
成年獼猴（醫院） 
赤麂（醫院） 
大蟒蛇（> 4 米）（蛇類處理室）— 因體型過大，無法放入標準蛇箱中 

8. 盡可能之下，當動物裝在籠中送抵時，籠子必須用毛巾／袋子遮蓋以減低動物
所承受的壓力，而小型運輸籠則應裝有報紙碎或皺摺的報紙。中心可向交送人
員提出這些要求。不應將任何動物閒置在沒有遮掩及視覺屏障的地方。可使用
經摺疊的紙張、毛巾或其他柔軟可抓握的表面，作為底材。 

9. 對於任何尚未通知當值主任且未收到 WhatsApp 訊息的交送個案（即漁護署及
警方個案）， 應在辦工時間內盡快通知 FAU。可使用當值人員手提電話以提供
這些資訊。 

10. 可行之下，如需要為個案提供緊急協助，拯救中心的員工將在辦公時間以外返
回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否則通宵個案將交由翌日早上第一批到達的員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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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處理。對於動物明顯表現痛苦並需要立即提供協助的個案，若牠們無法在嘉
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得到迅速的獸醫治療，則可轉交予 SPCA 的當值獸醫處理。 
 

接收動物的程序 
1. 接收動物時，需要填寫 2 份表格（見附錄 10 及 11）  
2. 接收表格必須由交出動物的人士／機構（公眾人士／SPCA／漁護署）及接收動物

的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員工簽署。 
3. 送抵後，即時以目測方式檢查動物。 

如動物的情況不穩定： 
• 禽鳥 > 有禽流感的跡象？通知獸醫。 
• 醫療／外科緊急狀況 > 通知獸醫。 
• 壓力、氣喘、恐慌…… > 休息 30 分鐘 > 再次檢查。如動物看來呼吸困難或喘氣

情況沒有緩減，請通知獸醫。 
4. 當動物情況穩定後，應進行全面的接收檢查（根據接收表格上的所有步驟進行；

見附錄 12-14），並按照第八章所述提供液體。 
5. 隨後，可將動物重新安置到臨時存放箱／籠中。 
6. 接著，應制訂醫療、飼養和餵食計劃。 
7. 應將個案寫在相關的白板上。 
8. 應建立一份 ZIMS 記錄，並更新任何其他相關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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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新送抵的動物 
假如無法辨識剛到來的動物，則難以著手評估牠的狀況以及制訂治療或飼養計劃，因
此第一步是先確保了解該動物的種類。對於某些物種或個別動物（例如穿山甲）而
言，可能難以採用圈養方式飼養。假如動物只有輕微損傷並且符合所有其他野放前的
評估狀況，並尤其是來自附近野生環境的本地動物，最好的方法是立即將動物野放。
然而，在大部份情況下，動物需要在拯救中心逗留一段時間。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優質

的資料庫，以準確辨識出不同的動物物種。互聯網上的豐富資訊，可協助工作人員辨
識動物，並且提供了有關難以處理物種的飼養提示。  

評估動物的狀況 
辨識出動物後，最好由合資格的獸醫負責為牠檢查。應記錄動物的大小、體重和身體
狀況，以便與野生物種的正常參數比較。這時候，獸醫和復康人員應評估可否為動物
提供復康治療。患有重病或嚴重創傷的動物，可能並不適合接受復康治療。在大部份
情況下，應避免為可能永遠無法徹底康復的動物提供復康治療，原因是這些動物不太
可能被野放，並注定要在圈養方式下度過餘生。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為這類動

圖 11. 一隻獲救的皺唇犬吻蝠（Chaerephon plicata），在香港極可能只是越境覓食或迷
途的蝙蝠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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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提供復康治療的，例如非常稀有或瀕危物種，牠們或許能成為本地或全球保育計劃
的動物。 

如認為最終無法將送抵的動物野放或安置，則可能不應為牠提供復康治療，以及應考
慮立即施行安樂死。拯援中心如嘗試拯救所有動物，將只會損害動物的福祉，以及令
中心的資源短缺，無法實現基本的目標。 

 

一般檢疫的原則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WARC 將致力確保檢疫中的動物及其排泄物，會與所有非檢疫個
案分開。可行之下，會將檢疫中的動物安置在專用設施中。因應拯救中心的性質以及
動物出入中心的情況，我們可能無法時刻將動物徹底隔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會
更改飼養和管理做法，以確保設有適合的屏障安排。 

初期安置所 
從接收動物的那一刻起，便應該將牠安置在安靜柔和的環境中，盡可能避免牠受到干
擾。燈光應保持昏暗（但避免完全漆黑），並將聲音和移動保持最少。溫度方面，應
保持在動物生理上能承受的適當溫度。 

對大部份小型哺乳類動物和鳥類而言，應提供由堅硬膠合板製造的箱子，當中應設有
防止逃脫的透氣孔和垂直滑動的門。箱子尺寸應足夠讓裡面的動物站立、躺下、轉身
和棲息，卻不能大到可讓牠快速活動或飛行。這可讓受傷的動物保持冷靜，減少壓力

圖 12 一隻正在獸醫醫院接受身體檢查的褐林鴞（Strix leptogram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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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餘，亦能方便工作人員處理箱子內的工作。這類箱子最多只能使用 1-2 天（在嘉道
理農場暨植物園通常不超過 24 小時），期間等待為動物進行初步檢查和準備長期籠
舍。假如在初步檢查時，發現動物患有醫學問題又或本身是年幼動物，則可能需要安
排牠住在醫院籠子或深切治療部一段時間。如在初步檢查時認為動物處於健康狀態，
則可能會將牠直接送進較寬敞的長期籠舍中。 

餵食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在拯援和復康野生動物時，盡可能會採用天然或自然主義的膳
食。原因有兩個：(1) 很多野生動物都不會進食商品化的動物園式膳食（例如顆粒食
物），以及 (2) 在圈養期間必須盡可能保持動物的天然進食習性和本能。  

食物可包括肉類、魚類、無脊椎動物、植物、水果、蔬菜及／或豆類，視乎物種而
定。應小心從清潔安全的來源（例如信譽良好的供應商或在場內自行種植／養殖）收
集這些食物，以確保不含殺蟲劑和病原體。應時刻在庫存中存有常用的食物。對於需
要進食肉類的動物而言，建議提供冷藏的完隻獵物（小鼠、大鼠、初生幾天的小
雞），並在餵食前在雪櫃中徹底解凍。冷藏程序能有助殺死一些被新鮮宰殺獵物身上
的潛在的有害病原體。 

對於特別挑剔的動物而言，則需要提供特定的植物或獵物，並可能有需要從野外收集
這些食物。在這些情況下，雖然可以減低食物的品質控制，但仍應盡量選擇看來清潔
健康的食物。 

雖然我們已盡力而為，但圈養式膳食始終無法在成份和多元化方面，與野生食物一模
一樣。有很多物種的詳細膳食要求，我們並不了解。因此，我們採用市面上的動物園
式膳食或補充品來作為補充，尤其對於需要較長時間圈養的動物。 

一般清潔程序 
衛生是動物康復的關鍵因素。在圈養式環境中生活的野生動物會承受巨大壓力，令牠
們的天然免疫力明顯地受到抑制。因此，相比在野外，牠們更容易在圈養式環境中受
到感染和患病。 

清潔和消毒 
清潔是指去除表面上的污垢和碎屑；而消毒則指殺死表面上的大部分微生物。拯救中
心需要進行清潔和消毒，以防止潛在的疾病爆發。  

Virusolve®+ [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銨，雙（3-氨基丙基）十二烷基] 是在獸醫醫院和重要
區域中使用的一般消毒劑。此為液態消毒劑，使用前需要先行稀釋。0.5%（1:200）的
份量是用於中等消毒（例如床舖用品、容器和籠子）；而 5%（1:20）的份量則用作高
等消毒（例如傳染病個案曾經接觸過的設施和籠舍）。經稀釋的 Virusolve®+ 溶液可儲
存 14 天。 

當使用稀釋的 Virusolve®+ 溶液時，一般指引是將消毒劑噴灑或浸泡物體或表面，並讓
消毒劑存留最少 2 分鐘，然後擦拭或沖洗乾淨。曾以溶液浸泡的飲食器具應以流水沖
洗，以清除任何殘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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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劑是在鞋履消毒池、骯髒床舖及其他籠舍使用的一般消毒劑。漂白劑會先以 6-8% 
份量稀釋，並需要在使用前進一步稀釋至 0.05% (1:119/1:159)。由於有機物質（如排泄
物和泥土）會令漂白劑失效，因此工作人員需要先清潔物體表面，然後再行消毒。根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消毒指引，假如透過擦拭無孔表面來消毒，則建議消毒劑的接觸時
間 ≥ 10 分鐘；如透過浸泡物品來消毒，則建議接觸時間 ≥ 30 分鐘。濃縮漂白劑應加
以稀釋，並在 24 小時內使用。  

Hibiscrub®（氯己定磨砂劑）是一種消毒清潔劑溶液，供工作人員在處理動物前後消毒
雙手。這是一種 4% 的肥皂溶液，使用前無需稀釋。 

水盤 
應每天使用稀釋的 Virusolve®+ 來清潔水盤和托盤，一旦發現污垢或骯髒，便應換水。
應使用在設計或重量上易於拿取，但不會翻倒的水盤。 

多個水源 
對某些動物而言，尤其是哺乳類動物，較理想是為牠們提供多個水源。部份物種會經
常在水中排泄，因此假如只提供一個乾淨水源，這些物種便沒有乾淨水可以使用。 

準備食物 
餵食區、準備食物的器具和食物盤在每次使用後都應加以消毒，以防止病原體滋生。 

新送抵的動物 
在徹底消毒籠舍前，切勿將新送抵的動物放入籠舍內，原因是過往曾居住的動物可能
帶有有害的細菌、病毒或寄生蟲。 

野放 
IUCN（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在野放已康復的動物返回野外方面，提供了全
面清晰的指引。只有健康狀況良好、已知遺傳起源是本地的土生土長 物種，才應考慮
野放回野外。動物被野放時可能會承受很大壓力，原因是牠們必須嘗試在現有的種群
中建立自己的領地，以及在陌生的區域裡尋找足夠的食物。需要慎重考慮野放動物的
地點。可行之下，應檢查目前野生種群數量的相關數據，以確保不會將動物野放到種
群數量已達到飽和的區域，亦不應野放到不適合物種生活的區域中。部份動物只能從
野放地點緩慢地散開，因此野放區域必須能夠讓動物續存，以及提供足夠的屏蔽。應
避免在同一區域內重複野放動物，尤其是注重自己領地以及只能緩慢地散開的物種。
物種數量可能很快會在某個野放地點達到飽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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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個別動物可能對被野放至野外生活無法立即適應（尤其是經長期圈養或在圈養中
迅速變得溫馴的較「聰明」物種），同時應該採取方法讓動物「闖入」（適應）野外
生活。一般的做法包括將動物安置在設於野放地點的籠舍內約 7-14 天，然後讓動物自
行離開籠舍（但不強迫牠離開）。隨後幾天，假如動物願意，牠便會探索四周的環
境，並回到籠舍接受餵食。應逐漸減少餵食動物，並最終在幾天或幾週內停止餵食，
以鼓勵動物自立。在「自立訓練」期間，應將現場人類出現的痕跡減到最低。然而這
是一個相當費力的過程，因此無法保證能夠成功。在選擇這個做法前，應謹慎考慮動
物的保育價值。 

 

可行之下，工作人員應監察被野放的動物，假如牠們遇上任何困難，便應重新帶返中
心和提供復康安排，並制訂新的野放策略。 

圖 13 一隻康復後的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被野放回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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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些獲救的動物來說，將牠放回野外可能並非合適的做法。假如是外來（非本
地）及瀕危動物，則應將牠重新安置到一個永久的圈養家園中，最好在其來源地或附
近選擇獲圈養保育繁殖計劃認可的中心。最後，一旦沒有適合動物的保育選擇，則應
盡力研究該動物是否具有教育價值。 

 

 

  

圖 14 將一隻不適合野放的領角鴞（Otus lettia）安排在教育展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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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記錄 
在動物的整個康復過程中，從送抵一刻直至最後的監察記錄或觀察工作，都應把記錄
詳細及井井有條地保存。這些記錄應涵蓋所有內容，包括來源地數據、醫學問題和最
初提供的食物，以及在飼養和照顧工作上成功及失敗的詳細資訊。工作人員必須以可
用的格式來編彙這些數據，以能為康復中的動物嚴格評估和改善護理標準。日積月累
保存下來的記錄，可以協助我們決定採用或避免哪些膳食、哪些野放方法，以至嘗試
或改善哪些個案提供復康安排。  記錄必須為完整及清晰。 

可將記錄記在紙本上或電腦系統中。雖然紙本記錄系統既便宜又易於學習，但是這種
方法會佔用很多空間，並且難以進行數據分析。相反，電腦系統能節省空間，而且可
以自動和簡單地製作成報告和分析數據。因此，我們鼓勵使用電腦系統來記錄數據。 

記錄保存軟件 — 國際物種資訊系統 (ZIMS)  
市面上只有小量具有獸醫模組的動物學記錄保存電腦綜合系統。其中一個是國際物種
資訊系統，一般以其英文名稱的縮寫「ZIMS」來表示。ZIMS 僅透過其供應商，亦即非

牟利組織 Species360（前身為國際物種資訊系統 ( ISIS)），以可續期的年度會員資格提
供使用許可。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於 2004 年加入 Species360，期後一直為所有送抵拯
救計劃中的動物整理一個數據庫。 

ZIMS 在 96 個國家獲 1100 多個動物園、水族館及野生動物機構採用。這個系統能讓用
家分享和收集數據，因此實際上是一個全球動物學數據庫。數據庫包含了 1000 多萬隻
動物的記錄，涉及超過 22,000 種物種，其中包括數億份飼養和醫療記錄。  

圖 15  Species360 會員在世界各地的分佈圖。目前，我們並無使用與 Species360 所整理的相同共享數據庫，
來追蹤圈養野生動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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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360 會員透過收集在 ZIMS 中的基本生物學資料（年齡、性別、血統、出生地、
死亡情況等），來管理所收藏動物的遺傳及種群統計計劃，以及製作成有用的統計數
據。  

Species360 記錄已獲 CITES（《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等國際監管機構接
納及建議採用。以下幾個地區的協會，均為其成員爭取成為 Species360 會員：  歐洲：
EAZA 需要 Species360 會員資格；澳洲：飼養外來動物的 ARAZPA 機構全都是 
Species360 的會員； 美國：98% 的 AZA 機構都是 Species360 的會員。Species360 與這
些遍佈世界各地的地區動物園協會合作。  

有關 ZIMS 的報告範本，請見附錄 27-29。 

 

 

  

圖 16  ZIMS 簡介主頁 



第 34 頁，共 209 頁 
 

第二章  

健康及安全 
一般健康及安全聲明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的政策，是透過以下措施來保障其員工、義工、訪客和承包
商免受已確認的危險所傷害： 

a. 徹底遵守適用的健康及安全法律和法規。  
b. 提供安全地履行工作所需要的適當培訓、設備和支援。 
c. 積極確認、評估和控制所有在運作和活動中涉及的風險。 
d. 要求員工、義工和承包商遵守嚴格的職業健康及安全標準。 
e. 持續致力提升健康及安全標準，盡量減低意外發生，以實現零意外的目標。 

 
野生動物拯救中心對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關注  
人畜共通傳染病是指可從脊椎動物自然地傳染給人類的任何疾病或感染。因此，在自
然界中動物是傳播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重要媒介。人畜共通傳染病可能由細菌、病毒或
寄生蟲，亦可能由常規以外的媒介引起。 

拯救中心已將下列人畜共通傳染病，確定為實質或潛在的問題：分枝桿菌、沙門氏
菌、曲狀桿菌、禽流感、肉毒桿菌、大腸桿菌、鉤端螺旋體病、狂犬病、B 型皰疹、
豬鏈球菌、蜱傳染病、支原體病、鸚鵡熱、麴菌症 、纖毛蟲病、絛蟲病、線蟲病、乙
型肝炎、新城病。最近的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引發嚴重疫情。有人認為新冠病毒起源
於蝙蝠，在本文撰寫時，尚未清楚這種病毒是直接傳播給人類，還是透過中介宿主傳
播給人類。由於很多新出現的傳染病都是源自野生動物，因此拯救中心必須留意區域
疾病的爆發情況，並在必要時採取額外的預防措施。 

疫苗  
中心具有為鳥類和哺乳類動物而設的疫苗接種協定。 

假如中心需要收容某隻哺乳類動物，則在檢疫期間會按照物種要求為其接種疫苗。可
能為動物接種的疫苗包括狂犬病、破傷風、FVRCP 及 DHPPiL，視乎物種而定。如需了
解不同的物種協定，請參考美國動物聯會（AZA）的指南。 

我們已為部分永久收容的鳥類接種了禽流感疫苗。由於疫苗經常出現變化，因此我們
亦會相應作出調整。但根據一般經驗，我們每年 9 月會為鳥類接種一次。在首次接種
疫苗前和接種疫苗後的 16 個星期，工作人員會採集鳥類的血液以了解禽流感抗體濃
度。假如疫苗出現變化，同時視乎滴度的結果，鳥類亦可能會在首次接種疫苗後的 4 
個星期，接種加強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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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禽流感高度戒備狀態下的程序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對禽流感的嚴重應對級別（紅色戒備狀態） 

• 假如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範圍內有野生或展覽的鳥類被診斷為高致病性禽
流感（HPAI）陽性，或假如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半徑 3 公里之內發現患有 
HPAI 的鳥類，則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戒備應對級別（黃色）將更改成嚴重應
對級別（紅色）。 

• 在政府提高嚴重應對級別，並根據漁護署建議禁止公眾人士進入鳥類籠舍後，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將自動進入紅色戒備狀態（如本身並非此狀態）。 

• 所有鳥類籠舍將使用膠帶或膠鏈圍封 3 個星期，禁止公眾進入，並以雙語貼出
適當的建議通知。在大部份情況下公眾仍然可以看到鳥類，但無法與籠舍接
觸。 

•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將會立即通知漁護署高級獸醫。 
•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獸醫（或在獸醫缺勤時則為部門主管）會負責確保本協定

得到遵守。 
• 如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範圍內發現死鳥，則將按照漁護署的指示處理。 

消毒 
a) 公眾及私人服務區域／行人通道／扶手／籠舍內和四周的告示，應每天早上進

行消毒。 
b) 可行之下，每天都按照濕洗清潔做法來消毒鳥類所使用的鳥類籠舍及設備（例

如人造草皮／棲木／食物盤）。  
c) 鞋履及車輪消毒池／消毒劑噴灑站，如有需要，可考慮提供額外的鞋履消毒

池。  
d) 總務部（GAD）將會檢查所有進入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車輛，並向最近前往

過農場、市場或其他可能會接觸到鳥類污染物區域的所有車輛，提供消毒車輪
噴霧劑。視乎交通情況，工作人員亦可考慮提供車輪消毒池或噴灑站。場務辦
公室及嘉道理中心閘門外應設置噴灑站（若有車輛從外面駛入）。應考慮在雞
隻區及 WARC 通道提供車輪消毒池。這些車輪消毒池，將依照標準鞋履消毒池
的做法加以管理。 

假如自最近的病例出現後的 3 個星期，沒有進一步收到 HPAI 病例的報告，則將重新實
施正常的營運程序。 

 

動物的安樂死 
根據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動物的安樂死政策」，當認為動物承受痛苦和患有絕症

時，必須在已考慮人道和道德問題的情況下進行安樂死 

在正常情況下，動物保育部的獸醫是唯一可以決定什麼時候及如何對動物進行安樂死
的人員。勝任人員亦可以在獸醫的授權下執行安樂死程序（部門主管（DH）必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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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獲視為「勝任」並且可以根據授權執行此程序的人員，以及由高級獸醫整理的最
新勝任人員名單）。 

只有獲高級獸醫和 DH 授權的獸醫護士，以及擔任助理保育主任（ACO）或以上職級 
（已列於勝任人員名單中）的獲許可動物部員工，才可施行安樂死。 

為動物施行安樂死的標準步驟概述如下： 

1. 現場的當值獸醫將負責所有安樂死程序 
2. 如獸醫不在場但仍身處國內，則採取以下步驟 — 

a. 勝任人員將透過電話／短訊通知獸醫，以取得預先批准。 
b. 如無法與獸醫取得聯絡，並且所使用的安樂死藥物份量少於 5 毫升（對應於體

重不足 5 公斤的動物），則檢查動物的勝任人員可出於動物福祉的理由，為動
物施行安樂死。假如獸醫已透過勝任人員名單給予全面授權，則該員工在使用 
5 毫升藥物（Dorminal；戊巴比妥鈉 200 毫克/毫升）前，無需事先獲得另一名
獸醫的批准。應第一時間通知獸醫。如有疑問，個案可能會延至下一個工作天
或直至聯絡到獸醫才作處理。 

3. 如獸醫不在現場並且身處國外 
a. 假如需要考慮為個案施行安樂死，並且使用的份量低於 5 毫升（對應於體重不

足 5 公斤的動物），則接收／檢查動物的人員應透過電話聯絡其中一名代理的
獸醫。如在分享個案詳細資料後，同意需要為動物安排安樂死，則獸醫將授權
勝任人員施行此程序。 

4. 如注射份量超過 5 毫升（對應於體重超過 5 公斤的動物），則檢查動物的員工必須 
與合資格的獸醫聯絡（嘉道理農場獸醫或代理獸醫）。在這些情況下，只有合資格
的獸醫才能施行安樂死。 
 

工作人員必須為所有個案，記錄安樂死動物的詳細資訊以及戊巴比妥鈉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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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動物屍體  
本程序列明了在處置動物屍體（全身或部分）時應採取的措施。在大部份情況下，動
物屍體會交還給漁護署或其他負責的香港特區政府部門處理。在得到相關政府部門的
批准後，部分屍體可全部或部分保留以用於教育用途。在特殊別情況下，可根據部門
主管的指示以及漁護署的批准保留某些屍體，以在山坡上埋葬（例如舊展覽中的標
本）。工作人員亦可能將部份屍體，安置在鄰近拯救中心的屍體埋葬坑中。受保護物
種需要得到漁護署的批准。 

附錄 26 提供了屍體處置流程圖。 

屍體的冷藏儲存  
在正常情況下，屍體只能儲存於以下地點（在透過漁護署處置或移交給標本室使用
前）。 

1. 獸醫醫院雪櫃以等待驗屍 
2. 驗屍房中的直立式屍體冷藏櫃 
3. 大型儲藏室的冷藏櫃 
 

記錄  
• 屍袋應清楚地標明以下資料：日期（格式為 dd/mm/yyyy）、K 號碼（K#）、其

他編號（警方編號、漁護署案件、甲殼編號、切口編號）、分類學名稱、通用名
稱、動物是接受安樂死還是被發現死亡、 處理人員的姓名首字母縮寫，以及在
野生動物拯救中心和展覽動物以外的屍體收集地點。此外，屍袋上亦應列明屍體
數量。 

圖 17 獸醫通過尾巴靜脈從獲救的緬甸巨蟒（Python bivitattus）身上抽取血液。尾
巴亦可以是注射安樂死或麻醉藥物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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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醫醫院的屍體日誌檔案必須填上日期、分類學名稱和通用名稱、K#、其他編
號、標本數量、是接受安樂死（Euth）還是被發現死亡（FD）、戊巴比妥鈉的使
用份量，以及執行此工作的員工姓名首字母縮寫。第二名員工應在屍袋和日誌上
副簽，以確認屍體數目和辨識，然後再放入冷藏櫃中。 

• 獸醫護士（VN）或獲指派的人員有責任檢查屍體日誌文件的填寫是否正確、清
晰及完整。 

• 獸醫必須將紙本日誌文件中的數據輸入到 Excel 文件中，此文件可在 
SOP/Veterinary/Carcass 下找到。將數據輸入到 Excel 文件中是獸醫的責任，並且
應最少每星期或每兩星期輸入一次。部分屍體在驗屍後或驗屍前會即時送往漁護
署化驗所（大龍獸醫化驗所）， 在這種情況下，應僅在 ZIMS 中更新屍體處置資
料。 

• ZIMS 應按照以下方式更新： 
a) 動物屍體的處置 — 需具備屍體說明和死亡說明。 
b) 列明冷藏櫃名稱和位置，以顯示屍體的儲存地點。 
c) 如沒有可用的 ZIMS 記錄，則應建立一個新記錄，並相應地處置屍體。 
d) 當屍體交給政府或埋葬時，正式移交清單（儲存在適當日期文件夾裡的 Excel 檔

案中）將按照處置日期予以更新。  

處置屍體  
截至 2014 年 3 月，漁護署已同意收集所有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死亡的野生動物和外
來動物的屍體。除部門主管同意的特殊例外情況外，不得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現場
埋葬屍體。 

屍體收集將按照以下程序，並配合漁護署的適合時間進行。 

在某些情況下，當在部門主管知情及已獲漁護署事先批准時，受保護動物的屍體可能
會在拯救中心盡頭的屍體埋葬坑處置。 

收集前：  
獸醫護士／獸醫會將冷藏櫃中準備處置的動物清單發送給標本館長、所有主任和部門
主管。應審閱此清單，並決定是否保留任何標本。 

有意保留任何屍體（全部或部分）的人士，將負責向政府尋求適當的批准。更新後的
清單將傳回給獸醫團隊。 

隨後，獸醫團隊會將清單發送給負責核對的漁護署部門。當檔案傳回給獸醫團隊後，
將會選取、點算、檢查和包裝屍體以運輸往漁護署。包裝袋應附上清晰可見的標籤
（「for AFCD」及收集日期「dd/mm/yy」）。 

應將選擇保留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標本包裝起來，並存放在附有清晰標籤的袋子
中。獸醫護士／獸醫有責任聯絡項目主任，並將屍體從冷藏櫃中取出來。在嘉道理農
場暨植物園處置的屍體（例外個案）應先行檢查、點算、包裝及標記，並由獸醫團隊
或負責埋葬的人員安排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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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當日： 
政府官員將前來嘉道理農場。兩份漁護署的備忘將由移交屍體的獸醫護士／獸醫即場
簽署： 

• 其中一份備忘會保留在嘉道理農場，經掃描後儲存在伺服器中，並正確存檔至
獸醫辦公室的適當文件夾中 

• 另一份將由漁護署帶走 

隨後將裝在袋中的屍體（標有「for AFCD」）裝載到貨車上。 

漁護署收集後：  
獸醫團隊負責更新電腦日誌。此檔案應清晰列明移交日期及每件屍體的位置。此外，
檔案亦應包括保留屍體的可行計劃。 

屍體處置程序，必須按照屍體處置流程圖處理（附錄 26）。 

註：如在山邊發現鳥類屍體，並且疑似並非撞擊創傷致死，收集人員在回收屍體時應
戴上防護手套。應將鳥類放入密封袋中並直接交給獸醫，又或放入獸醫醫院外的紅色
桶子中。應立即致電漁護署（1823）收集屍體。 

假如有明確跡象顯示鳥類是因撞擊創傷致死（即在窗戶下發現），則應將屍體記錄在
日誌簿中，並按照一般處置程序處理。屍體日誌和袋子必須清楚列明此鳥隻並沒有 
ZIMS 記錄的原因（例如「發現死在山邊」）。 

最後，高級獸醫負責屍體的整體管理工作，而行政部門將透過後勤支援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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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屍體被安置在貼有標籤的紙袋中。隨後，將屍體儲存在 -20oC 的冷藏櫃
中，等待當局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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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及颱風指引 
引言 
當預料因颱風和黑色暴雨訊號等惡劣天氣而可能影響員工上班時，所有團隊成員都應
做好準備。 

在惡劣天氣下與基本籠舍設置、動物護理及設施相關的措施 
1. 在可行及能為涉及物種實施的情況下，確保已將動物鎖在安全的地方（室

內）。 
2. 確保已將所有窗戶關上並繫固。 
3. 確保已將所有門戶和雙門安全關上，除非必須保持開啟以讓動物進入。 
4. 檢查所有排水通道、管道和集水槽是否存在雜物、樹葉和垃圾。 
5. 可行之下，升起水槽過濾器保護裝置，尤其是 WARC 的主要排水管。 
6. 關閉並固定 WARC 左方小型哺乳類動物（SML）及 WARC 右方小型哺乳類動物

（SMR）籠舍上的所有塑膠防風屏障。  
7. 假如預料會有強風，則捲回所有屋頂雨罩並加以固定。假如預料只會下雨，則

穩固繫好。 
8. 將飛行測試網清空並徹底摺好，用厚重光滑的物件將鬆動的測試網固定，防止

在風中飄動。 
9. 打開陸龜花園（WTTGDN）中的水池排水閥 
10. 在任何位於室外未有動物使用的池塘設施（包括任何因風暴而將動物鎖在室內

的設施）上，打開水池排水管。 
11. 將鬆動的物件及工具移到安全位置。 
12. 大閘 3 號水池內房籠舍（WXMGPD3i）— 確保室內水池排水管已關閉或水池已

滿，否則可能會出現逆流和水浸。 
13. 進行最低程度的日常護理工作，並在 WARC 雪櫃／廚房中為「必需餵食」的動

物準備及標記翌日的飼料。由於爬行類動物即使未有進食亦不會出現太大問
題，因此一般不會視之為必需餵食動物。 

14. 如為猛禽，則只需提供小型的完隻食物（老鼠／小雞），無需進一步準備。若
預料天氣會變得惡劣，為減少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可能需要實施飢餓日，但只
適用於長期居於中心的猛禽。必須為復康中的動物提供食物。請見以下有關猛
禽在惡劣天氣下的餵食指引，以及附錄 17-18 中有關一般禽鳥的餵食指引。 

15. 在下一位員工上班和當值前，為預計需要進食的動物提供額外的膳食。 
16. 協調團隊執行最後一次循查，確保已採取所有措施，沒有任何遺漏。 
17. 討論現有個案，並決定在接下來的風暴期間，是否可以為任何個案提供場外護

理（例如需要每小時進食的幼鳥）。據此安排。 
18. 切記在風暴到來前，檢查空置的籠舍和共用區域。 

 

風暴後的跟進工作的優先次序 
1. 先從有動物使用的設施開始，目測所有設施的狀況，並僅在可行的情況或設施

有明顯損壞而可能讓動物逃脫的情況之下，才點算動物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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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需要解決問題，但需確保盡快留意所有設施的狀況，假如你在解決問題時有
所耽誤，則安排其他人員負責檢查。切勿為了解決不會對設施或動物造成進一
步損害的小問題，耽誤了全面的檢查工作，小問題稍後再作跟進。 

3. 檢查是否有水浸和電源故障。在確定安全之前，切勿處理。  
4. 解決與電力和水浸有關的問題，並繫固或清除雜物以確保工作安全。 
5. 當所有設施均已檢查並確認為安全，則向管理人員及／或 GAD 報告一切安全。 
6. 回頭處理一般的動物護理／飼養程序，確保徹底點算動物數目，並提供預先準

備好的膳食等。讓動物在戶外活動前，先考慮目前和接下來的天氣狀況。  
7. 重置所有計時器、恆溫器和電路等。 

 

員工在暴風雨期間當值的臨時措施 
1. 目測以找出損壞 
2. 快速檢查動物  
3. 檢查電源（照明、紫外線、紅外線、發熱器、雪櫃、冷藏櫃） 
4. 按需要提供清水或灑水  
5. 檢查警報系統 
6. 檢查水池及排水管（有否水浸、排水管是否被雜物堵塞） 
7. 只為住院的動物和初生動物提供基本護理 
8. 除住院動物或初生動物等特殊個案外，無需安排一般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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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惡劣天氣下野生動物拯救中心餵食猛禽的指引 
按照一般猛禽的最低程度餵食指引，使用解凍老鼠／小雞（指定的猛禽物種）餵食。
一隻成年老鼠的體重平均在 25 - 30 克之間，因此一旦沒有老鼠，則可以餵食同等重量
的瘦肉。 

 

 

 

 

 

 

 

 

  

Raptor Size Amount per bird
Large Raptors 
e.g.  Serpent Eagle, Eagle Owl, Brown Fish 
Owl
Large Medium Raptors 
e.g. Black Kite, Common Buzzard, 
Peregrine Falcon
Small Medium Raptors
e.g. Crested Goshawk, Grass Owl, Barn 
Owl, Tawny Owl
Small Raptors
e.g.  Besra, Collared Scops Owl, Asian 
Barred Owlet

4 mice

3 mice

2 mice

1 mouse

表 1 猛禽餵食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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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惡劣天氣前生物教育展覽的檢查清單及措施 
 

位置 P （鸚鵡保護區） 
 

 

 

 

 

位置 WF （野生動物展區） 

 

表 2 

CTPS 1-6, CTSBA Check that all aviary branching is safely secured

All Facilities Prepare and label the following day's feed (wet and dry food)

表 3 

Check that all animals have been locked indoors

Drain outdoor pool, keep valve open

Turn off valve that supplies water to the ponds

Check that pond overflow points are clear of debris

Check that all birds are locked inside the overnight cage

Lock alligator and caiman in their huts if possible

Turn off valve that supplies water to the pond

Check that pond overflow points are clear of debris

Check that all furniture in the dens are safely secured

Check that all macaques are locked in the dens

Drain outdoor pool, keep valve open

Check that plastic curtain has been put down (if available) and secured in 
place

CTMkH, CTWWLw (Wildlife Walkthrough 
Lower Pond)

Prepare and label the following day's feed (wet and dry food)

CTRepGdn (Reptile Garden)

CTWW (Wildlife Walkthrough)

CTWP (Wildlife Pond)

CTMkH (Monkey H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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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MR（哺乳類及爬行類動物) 

位置 RS （猛禽） 
 

 

 

 

  

Drain outdoor pool, keep valve open

Check that all furniture is safely secured

Check that all drainage points are clear of debris

CTNoct (Civet enclosure) Check that furniture are safely secured

CTPJ (Piers Jacobs Wildlife Sanctuary) Check that drain gutters have been cleared of debris

Check that monitor lizards have been locked in the hut

Drain outdoor pond

Check that pond overflow points are clear of debris

Check that monitor lizard has been locked in the hut

Drain outdoor pond

Check that pond overflow points are clear of debris

WxSunGdn (Sun Garden) Check that the drain behind Sun Garden is clear of debris

CTCat, CTNoct, CTPJ Prepare and label the following day's feed (wet & dry food)

CTCat (Leopard Cat enclosure)

WxMgPd1 (Main Gate Pond 1)

WxMgPd2 (Main Gate Pond 2)

表 4 

Drain all outdoor pools, keep valve open
Check that all branches are safely secured
Check that all drainage points are clear of debris
Check that the drain behind Raptor South is clear 
of debris
Drain all outdoor pools, keep valve open
Check that all branches are safely secured
Check that all drainage points are clear of debris

CTRpN and CTRpS (Raptor Sanctuary North and 

CTEgAv (Raptor Roost)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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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惡劣天氣下生物教育展覽的檢查清單及餵食指引 
 

位置 P （鸚鵡保護區） 
 

位置 WF （野生動物展區）  
 

 

 

 

 

  

Check for Flooding
Check for Obvious Display Damage
Feed & Water CTPS1, 2, 4, 5, 6 Parrot Pellets only

Parrot - Pellets
Small Bird - Chopped fruit and pellets Barking Deer - 
herbivore pellets and hay 
Bats - Fruit 
Small birds - Fruit and pellets 

Feed & Water CTPS3

Feed & Water CTSBA – Birds and Bats

表 6 

Check for Flooding
Check for Obvious Display Damage

Flamingo - Pellets
Egret - Fish

Check CTWWMd (Caiman)
Check CTRepGdn 
Check Wildlife Pond for "washed out" fish
Feed & Water CTMkH (Macaques) Fruit and Vegetables

Feed CTWWLw 

表 7 



第 47 頁，共 209 頁 
 

位置 MR（哺乳類及爬行類動物) 
 

 
位置 RS （猛禽） 

 

位置 P （鸚鵡保護區） 

 

 

 

 

  

Check for Flooding
Check for Obvious Display Damage

Barking Deer - Herbivore pellets and hay
Bats - Fruit 

Feed CTPJ4 Cut fruit/ vegetables and Zoo A
Feed CTCat (Mammal Displays) Meat
CTNoct Cut fruit and meat
Check Streamlife House 
Check Amphibian and Reptile House *Chubb alarm
Check WxMgPd1 
Check WxMgPd2 
Check Sun Garden

Feed CTPJ1 - 3 

表 8 

Check for Flooding
Check for Obvious Display Damage

表 9 

Check for Flooding
Check for Obvious Display Damage
Head Count Animals

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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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WF （野生動物展區） 

 

位置 MR（哺乳類及爬行類動物) 

 

位置 RS （猛禽） 
 

 

 

 

 

 

 

 

 

 

 

 

 

在惡劣天氣下騾房的檢查清單及準備工作 
 

圖 19 颱風過後受破壞的設施及樹木殘骸 

Check for Flooding
Check for Obvious Display Damage
Head Count Animals

表 11 

Check for Flooding
Check for Obvious Display Damage
Head Count Animals

表 12 

Check for Flooding
Check for Obvious Display Damage
Head Count Animals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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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前的檢查清單和準備工作 
1. 檢查所有排水管是否暢通 
2. 檢查所有設備和物品是否已妥善儲存，或確保不會被強風吹走 
3. 鎖緊百葉窗時檢查是否穩固 
4. 為風暴前線對應團隊準備餵飼騾子的食物  

 

惡劣天氣後的檢查清單及措施 
1. 檢查騾子是否安全健康。如有問題，請即報告。 
2. 檢查電器開關板有否切斷，必要時重置 
3. 檢查設施有否損壞，如有發現，請即報告 
4. 檢查設備有否被風吹走，並按需要採取行動 
5. 檢查是否有任何倒塌和危險的樹木，並在必要時報告 

 

緊急狀況下餵飼騾子 
1. 一紮重 7 公斤的騾子乾草 

 

 

  

圖 20 在沙地操場中的母騾 Du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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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安全指引 
 

引言  
員工一旦從高處墜下，可能會受到非常嚴重甚至致命的傷害。所有員工必須盡力防止
此類意外發生。本政策訂明防止員工從高處墜下所需的安全預防措施。 

定義 
高空工作包括在無保護的屋頂、露台邊緣、水道、臨時工作平台、長梯子、棚架、樹
枝等地點工作。假如某人有機會從高處墜下而受重傷，則可將該地點視為「高處」。
可以將垂直約 2 米或以上的高度作為一個指標，然而負責人員應根據具體情況加以判
斷。 

相關法律要求 

建築工地安全法規  
法規中的第 38 (B)(1) 條訂明，「負責任何建築工地的承包商應採取適當措施，以免現
場任何人士從 2 米或以上的高處墜下」。這些法規僅適用於建築工地，即使在嘉道理
農場暨植物園範圍內進行建築工程，承包商亦有法律責任為該建築工程採取適當的安
全措施。然而，法規中描述的 2 米墜下距離，可以作為判斷是否應將某些地點視為
「高處」的參考。換句話說，一般而言從約 2 米或以上地方墜下，應視為可能構成嚴
重受傷，因此按照上面的定義，必須將這些地方視為「高處」。由於「2 米」的標準
只是一個參考，因此員工不能只以法律邏輯去詮釋，並認為 1.9 米是絕對安全的高
度。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與法規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與規例，與我們息息相關。身為僱主的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當受
這些法規約束。《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第 6 條訂明：  

「假如工作場所內的平台、坑洞或開口可能對員工的安全構成威脅，則工作場所負責
人必須確保將該平台、坑洞或開口 — 

(a) 穩固地以 900 毫米高的圍欄圍封起來（從平台的上方表面，又或坑洞或開口的
邊緣位置開始計算）；或 

(b) 在沒有此等圍欄的情況下，為其提供充份的保護措施，以達致處長滿意的標
準。 

原理與執行 

一般情況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大部分的區域均位於陡峭的山坡上，當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結構，
包括梯田、擋土牆、堤壩、步行階梯、小徑、屋頂邊緣、脆弱屋頂等，這些結構在許
多年前設計並建造，當時安全標準的程度不及現時的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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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針 
我們無法制訂一個具體而全面的「現今標準」，來處理農場中出現的各種不同情況。
此外，假如按照一成不變的「標準」行事，可能會令我們無法實踐健康及安全政策所
要求的持續改進目標。因此，將風險評估和持續改進結合，便成為了我們落實本政策
的基本核心策略。我們不會採用監管機構一直以來的「規定性」、「法律性」和「最
低標準」方針。我們的方針旨在 (1) 為前線監督人員和主任提供更大的靈活性，並能讓
他們對自身所管理的工作有一份自覺性，(2) 讓部門主管能透過監督來進行更有效的管
理，以及 (3) 在有需要時讓專家顧問評估和監察較為危險或較為複雜的工作。 

實踐 
為了有系統地實施本政策，我們將「高空工作」定為「需要獲得許可證」的工作，以
便監管。 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員工或義工於「高處」進行任何工作前，負責主任必
須完成正式的風險評估（在適當的情況下由勝任人員協助），並得到部門主管批准。
假如負責主任或部門主管對簽發許可證感到疑慮，則不得讓工作繼續進行，並應將詳
細的危險狀況報告轉交給執行董事。 

控制等級 
我們設有不同方法來控制從高空墜下的風險；其中一些較為理想和可靠，另一些則應
只在沒有更理想的選擇時才採用。在選擇這些控制措施時，必須按照順序，優先選擇
較為可取的選項。在可行之下盡量避免高空工作，是控制這種風險的最佳方法，亦是
必須優先考慮的選擇。員工可能需要運用創意和橫向思考來改變現況；例如可運用能
讓我們保持在地面上工作的工具；考慮取得管理層的批准以改變計劃，從而無需進行
高空工作。一旦無法避免高空工作，第二步應考慮採用工作設備及其他措施來避免墜
下意外發生。只有當消除風險的做法為不可行或不切實際時，才應選擇適當類型的設
備及其他措施，以盡量縮短墜下距離和減低一旦墜下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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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管理實踐 
如要成功達到我們的政策目標，很大程度上亦需要依賴良好的管理做法，例如適當的
培訓和監督、設備維護、定期的程序檢討、緊急情況和拯救工作的規劃，以及前線人
員意見收集等。   

 

 

 

 

 

 

 

 

 

 

 

 

 

 

綜合許可證及恆常工作 
 對於性質相似及風險相對較低的恆常工作，執行董事可以根據相關部門主管的建議，
發出綜合許可證。比如，在各建築物中使用 2.5 米的工作梯來更換燈泡，應視為高空
工作，並因應需要進行整體評估，並向合資格名單中的員工發出綜合長期許可證，其
中具體地列明一般的安全守則，而並非對每個個案都進行詳細評估。 

另一個例子是農業梯田的恆常工作：在詳細的風險評估中，可先概述需要遵守的安全
措施，隨後可發出綜合長期許可證，並在期限結束時加以檢討。 

  

表 14   安全控制層級 

Examples Preference

Tier 1 
Trim only the grass and shrubs 
where you can reach with a short 
ladder.  

Avoiding work at height
Use long reaching tools instead 
of ladders.
Contract out the work to more 
qualified service providers

Tier 2
Work restraining lanyard 
attached to safety line or fixed 
anchorage 

Preventing falls Powered access equipment
Temporary or permanent 
guardrails

Tier 3
Fall arresting harness and safety 
lines

Minimizing distance and 
consequence

Safety nets, air bags 

Most preferred, always consider 
these options first.

Least preferred, use only when 
other methods are not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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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安全程序 
如需進行高度專門的操作，例如樹木維護，可以採用部門主管批准的書面操作安全程
序，來取代本章節所述的工作許可證及風險評估程序。 

 

 

 

 

 

 

     

圖 21 屋頂步道及欄杆可讓工作人員安全進入設施，以進行清潔及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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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陸生哺乳類動物指引 
引言 
陸地哺乳類動物的進化，令牠們擁有不同的體型、大小、行為和形態，以能夠適應同
樣千萬變化的自然演化和生態環境。在為哺乳類動物制訂一套一般復康指南時，困難
在於牠們擁有各種不同的特徵，因此並無「一刀切」的解決方案。香港的哺乳類物
種，包括了從體重最輕 3 克的扁顱蝠到最重達 200 公斤的野豬，再加上從棲息於樹上
以至洞穴的不同生活方式，因此沒有一套復康標準能客觀地配合所有情況。 

令哺乳類動物能成功康復的關鍵，在於徹底了解相關物種的自然演化史。為了獲得這
些資訊，復康人員應參考完善的自然歷史資料庫，並善用資料庫和世界各地動物園或
類似機構的專業知識。動物護理員彼此都向著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因此往往十分樂意
協助他人解決動物護理上的問題。互聯網可以為動物飼養員提供大量相關的詳細資
訊，然而在使用前，應先篩選資訊的可靠性和品質。 

了解動物如何在野外生活、覓食和健康成長後，復康人員一般可以開始制訂護理和飼
養措施，為相關物種提供合適的生活條件。 

初期安置所 
蝙蝠的安置所明顯與豹貓類動物完全不同，雖然因此無法制訂明確的哺乳類動物安置
所指引，可是當中卻有一些共同的習性。 

工作人員應為所有新接收回來的哺乳類動物，提供一個安靜、昏暗、盡量免受干擾的
環境。安置所溫度必須處於動物正常生活環境的範圍內，以免牠們因不當的溫度而產
生壓力。 

建議在最初觀察和安置期間，讓動物留在大小適中的籠舍內，既讓牠能不受限制地活
動，但又能避免或防止牠急速移動，例如飛行、奔跑、跳躍等。有需要之下，這安排
可讓工作人員在最初幾天易於捕捉及處理動物，並能將尚未檢驗到的任何傷口減低惡
化機會。對於限制動物活動的籠子尺寸，應與建議用作運輸相同物種的籠子差不多一
樣或稍大。  

長遠而言，這尺寸的安置所可用作動物「藏身處」的箱子，但是必須因應動物在巢穴
中所進行的活動，相應地調整藏身處的尺寸。 

在狹窄的空間中，廢物會堆積得很快，因此安置所空間應採用易於清潔的底材，同時
提供舒適的表面，為入住的動物能在具有質感、溫暖和可抓握的地方休息。視乎物種
的不同，可提供例如木屑、報紙（整張或切碎）、醫用床墊、毛巾、人造草、稻草、
木片和麻包袋等物品。 

在將新接收的動物安置在受限的安置所中，可能無需提供用作攀爬的棲息處和設施，
否則動物一旦跌倒或體力不足，可能會對牠們造成更大傷害。然而，假如個別動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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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足夠健康以使用這些物品，並且一般需要特定的底材或棲息處才能以正常的姿勢
休息，則應提供此等物品（小心注意，確保將併發症的風險減到最低）。 

例子包括為懶猴提供一條垂直柱子，讓牠們可以在地上睡覺時緊緊地依偎著。另外，
即使是短期居留，亦為蝙蝠提供具有紋理的牆壁或天花內層，以讓牠們以正常的懸掛
姿勢休息。 

應將動物限制在這些狹小空間內，直至獸醫檢查確認可將牠們轉移至較大、限制較少
的環境而不會對自身構成風險，或直到緊急治療完成並符合上述條件為止。 

假如動物沒有嚴重的健康問題，則「安置和檢查」期一般不應超過最初的幾天。 

 

 

 

 

圖 22 在這個沒有設備的收容箱中提供
一條抓握柱子，可讓懶猴感覺較為安全 

 

圖 23 在箱子的壁面上加上毛巾，可讓
果蝠舒適自然地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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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提供 
在所有形式的哺乳類動物籠舍中，水都應該放在動物可以接觸到的地方，並且不能或
不應會翻倒，或會出現意外的漏水。在復康的一些早期階段，可能需要限制供水的份
量和方式，使水僅能讓動物足夠飲用，而不是用作浸泡或沐浴。只有在得到獸醫建議
或有嚴重溺水風險的情況下，才可以將水排走；只有在諮詢獸醫後，才能提供足夠大
的水體以讓動物浸泡（對於一些比較喜歡水的物種而言）。 

 

 

 

長期籠舍 
尺寸和結構 
在理想的情況下，復康過程期間應逐漸增加動物住所的大小尺寸和複雜性，其中可分
成三個步驟進行（籠舍變化太大，會令動物帶來壓力）。每個階段都應迫使動物努力

圖 24 重型水盤，以及內置的餵食及沐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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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鍊出野外生活所需的技能。這樣，動物便可以發展出能適應野外生活的健康狀態和
行為，並且可讓護理人員有機會評估動物是否適合野放。  

緊接在最初的安置期後，工作人員為動物提供的設施，在長度和闊度上一般應最少為
動物最大身長（由頭部到尾尖）的 5 至 6 倍，以及高度為動物身高的 5 至 6 倍，然而
這只是一個粗略的指引。對於任何需要較長時間恢復或圈養的動物，如牠能安全地使
用更大更複雜的環境，則應為其提供。  很多物種可能需要為其提供頗為浩大的籠舍
（與牠們的大小相比），這視乎牠們的自然行為而定。  動物的野生習性和選擇哪些棲
息地，亦將決定籠舍會以什麼物品建構而成。 

如在野外 90% 時間都浸泡在水中的動物，牠們籠舍內的水體（適當深度）應比陸地
多，以還原野外的生活環境。 

應為經常棲息於樹上的物種，提供具備這種條件的籠舍 — 即在高身屋頂上設有足夠的
攀爬樹枝和棲息樹木。高度離地面不遠的空間不適合樹棲物種生活；過於淺水的地方
亦不適合水生物種。  籠舍內每種特色設施的比例，應視乎動物的野生習性而定。 

 

然而，在高度方面，應留意假如動物能爬到處理人員觸及不到的高度，將會令人難以
捕捉。因此對於需要定期接受治療或處理的動物，需仔細考慮籠舍的高度。  只有當動
物情況穩定並且無需再接受任何類型的常規治療時，才可讓牠們進入天花板高到人手
觸及不到的籠舍內。 

圖 25 木堆能為一些地上哺乳類動物提供良好的臨時棲息處，而流動樹枝則適合攀爬類物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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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籠舍的設置方式，應讓動物能夠像在野外一樣活動。  最好將籠舍分成兩個區域，以便
在清潔期間可以將動物安置在一個區域，同時清潔另一個區域。  可上鎖的大型藏身箱
或據點適合供某些物種使用，但是體型較大的物種則可能需要獨立的房間或籠舍。  對
於很多哺乳類動物與其飼養員而言，在彼此不接觸的情況下雙方所承受的壓力或危險
都會相對較低。有見於此，應盡量讓工作人員可以在籠舍外開啟或關閉所有門戶或據
點，以讓他們能安全地出入以清潔空置的區域。 

 

 

 

圖 26 員工離開籠舍前打開箱子 

 

圖 27 佈滿落葉的角落可令動物的生活環境
更豐富 

圖 28 為棲息於樹上的靈長類動物提供設於高處
的樹枝 ，以騰出下方空間讓牠們能更快速地活動 

圖 29 不同長度大小的懸掛式流動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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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應安排某種方式，以讓所有哺乳類動物都能遠離人類的觀察。這一般會將動
物安置在藏身箱或據點區域，其尺寸應根據「初期安置所」部份中提供的描述來適當
地調整。  由於很多物種在適應這些據點後，便不會在裡面排泄，因此這些地方無需經
常清潔。  必須在合適的地點提供足夠的藏身空間，讓居住的動物感到安全。有些物種
喜歡共用一個籠舍，但不是同一個據點，因此應為所有動物提供足夠的據點選擇。  部
份物種需要在地面提供箱型的藏身處，而其他物種則較喜歡高身的平台。這方面，同

樣必須考慮動物的野生習性。  

在佈置籠舍時，必須在適合動物和易於清潔及消毒之間取得平衡。應注意動物籠舍的
長闊高尺寸：充分利用整個空間，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提供棲息處、架子、藏身處和擺
盪物。  一個空置的 5 米 x 5 米 x 5 米光滑的掛牆箱子，僅可提供 25 平方米的地面空間
供動物使用，而加入不同的分層和樹枝，則可以為動物提供更多可用空間，讓牠們的
生活環境更豐富。 

 

 

 

 

 

 

在哺乳類動物復康和飼養期間，往往不應與人類有任何接觸。如上文所述，所有門戶
和據點入口均可從籠舍外開關，為工作人員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建議所有動物收容

圖 30 空心木材／竹子可用作樹棲物種的藏身處和
睡眠區 圖 31 可拆卸和可清潔的懸掛式藏身處 

圖 32  清潔時，可將動物安置在藏身箱中，以保護動物和在籠舍內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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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都採用雙門系統，除了防止意外地將動物野放出來外，有時亦可在動物居住期
間，讓嘗試捕捉或管理籠舍的工作人員安全地撤離。 

 

 

 

 

 

 

 

 

 

 

 

 

環境豐富化 
這是一個涵蓋甚廣的主題，其細節遠遠超出本文件的討論範圍。然而不論是討論長期
圈養還是復康過程，如要成功地飼養任何哺乳類動物物種，都必須具備基本的知識概
念。  工作人員可透過任何活動、物品或刺激來令動物的生活環境更豐富，以在不構成
明顯壓力的情況下，在日常生活中為動物提供引入各種趣味活動。  令動物的生活環境
變得豐富可透過最簡單的方式來實現，例如視覺提示、氣味、質感和味道，又或者包
括較複雜的玩具和工具，目的是讓動物不會感到無聊。  

復康期間，建議工作人員堅持使用較天然的方式令環境變得豐富，以防止動物因變得
麻木而導致過度依賴人造的物體。  例子包括運用來自天然野生棲息地的物品，以提供
新鮮的底材和物品，其中包括樹葉堆、泥土、砂粒、樹枝、花朵等。當動物在充滿動
感的環境中遊走時，往往會接觸到多種一般源自野外的感官刺激。這可協助牠們做好
被野放後重回野外生活的心理準備，以及盡量減低陌生和不自然的氣味。   

其他令環境變得豐富的物品還包括但不限於為攀爬物種而設的自然活動棲息處、模擬
流水、天然的氣候條件，以及活昆蟲獵物或散佈四周的小食物，從而刺激動物的狩獵
和覓食行為。  第九章將會更詳細地描述各種豐富動物生活的方法和構思。 

圖 33 可在籠外控制的安全滑門設計 圖 34 雙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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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材 
如復康的目的是將動物放回野外，則提供鬆散或非密封的底材，可能會難以達到這個
目標。  未經整理的不潔表面可能會滋生寄生蟲、細菌和病毒，並導致感染和自身再度
感染。  然而，假如某隻動物獲野放回野外，牠必須能夠表現出天然的習性和野外求生
的能力。  換句話說，這一般是指挖掘食物、以塵埃清潔身體、挖地道等能力。工作人
員應小心地找出平衡，即透過能控制糞便污染和骯髒程度的方法，充份地提供天然的
底材和物品。   

對於某些物種而言，僅提供可以清理和更換的一小塊軟身底材或容器便已足夠。  然
而，大部份哺乳類動物籠舍都需要採用如混凝土這些堅硬密封的地面，以便清潔和消
毒。 

哺乳類動物的脾性 
當處理個別緊張的動物時，工作人員與應小心在觀察牠們期間屏蔽籠舍。  員工可小心
地透過細小的觀察孔來檢查動物，從而不會干擾牠們。  當員工在這些動物附近行動
時，應將動作放慢，並保持沉穩和安靜。  同時應將干擾盡量減低。  這對野生動物是
否願意進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盡快野放緊張的物種，以
免牠們因撞擊籠子等原因而受傷。 

圖 35 一個填滿泥土的挖掘箱 圖 36 將混凝土及木屑結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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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類動物的約束、處理及運輸 
請記著，身體約束和處理應保持在最低程度，以減少處理人員和動物的受傷風險和壓
力。通常只要有耐性和小心安排，便可以在無需捕捉動物的情況下鼓勵牠們進入可關
上的休息箱或運輸箱中，然而，有時候還是需要捕捉的。  由於哺乳類動物各有不同的
特性，因此在這方面難以提供明確的指引。  適用於哺乳類動物的約束方法，包括從使
用合適的手套直接以人手約束，以至獸醫以化學物質來讓具攻擊性的大型物種停止活
動。  當約束所有哺乳類動物時，都應優先考慮處理人員的安全，其次才是讓動物感到
最為舒適。 

 

 

 

 

 

 

 

 

 

 

 

 

 

  

圖 38 當需要將動物從一個區域安全地轉移到另一個區域時，便必須使用各種貨運箱和臨時存
放箱 

圖 37 部份適合用來約束動物的設備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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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份因應各種體型的主要亞洲哺乳類動物，粗略地提供了適用的約束指引。但無
論如何，約束動物前必須先了解該物種的習性，以及牠可能會構成什麼威脅： 

小型哺乳類動物 
0-3 公斤，例如松鼠、蝙蝠、老鼠、鼬科動物、體型最小的舊世界和新世界靈長類動物
（懶猴、狨猴）  

軟網、皮質手套（不同長度和厚度）、布袋（結實的枕頭套）、塑膠或木製存放箱。  
工作人員只要雙手戴上手套，並穩固地握住動物的頸部，便一般足以安全地處理這個
體型的動物。 

中型哺乳類動物 
3-15 公斤，例如小型貓科動物和靈貓科動物（豹貓、果子狸等），以及中型靈長類動
物。 

需要使用堅固且深度足以捲實及固定動物的捕網、厚手套、堅實的粗麻布或帆布袋、
木製／金屬運輸箱、捕獸桿、貓鉗、壓迫籠。  某些物種需要抓握頸部再配合其他方法
來約束牠們。然而，這種身型的靈長類動物，需要特別以雙手握著肩膊才能安全地約
束。  約束時可能需要獸醫協助，並使用化學物質來停止牠們活動。 

大型哺乳類動物 
15-100 公斤 例如野豬、赤麂、大型靈長類動物、中型貓科動物及熊科動物。 

圖 39 一隻送抵拯救中心的夜行小印度靈貓（Viverricula indica），在接受全面健康檢查前，先獲
安置在一個安靜昏暗的籠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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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採用動物行走箱以引導牠們進入穩固的木箱或金屬箱及壓迫籠中，然後使用鎮靜
劑。  建議在約束期間不要讓動物與人類接觸；並尋求獸醫協助，以使用化學物質來限
制牠們的活動。  尋求專家建議。 

巨型哺乳類動物 
120 公斤以上 — 例如大型貓科動物、大型熊、大型有蹄類動物、大象等，請尋求專家
建議。 

 

 

 

  

圖 40 拯援如亞洲象(Elephas maximus）等巨型哺乳類動物時，需要訓練有素的人員和專業設
備。  由 Tan Kit Sun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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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飼養的哺乳類動物孤兒 
引言 
人工飼養的哺乳類動物孤兒，需要投放大量時間以悉心地提供復康安排，從而提高日
後將動物野放回野外的機會。這是一個非常具挑戰性的任務。很多時我們都不知道初
生動物是被父母遺棄，還是在非必要的情況下由人類「拯救」回來。假如初生動物可
以安全地返回父母身邊，牠便會有最大的生存機會。然而，假如無法這樣做，便需要
人工飼養這隻初生動物，直到牠能夠自行進食為止。在復康過程初期，工作人員應考
慮需要投放多少時間、耐性和資源，以及成功將牠野放回野外（或長遠得到正面結
果）的機會，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福祉受損的情況出現在動物身上（例如，假如動
物被野放後無法適應野外生活）。  

本節的目的，是因應在香港人工飼養，並以放回野外生活為目標的本地動物孤兒飼養
工作，提供一般指引。此指引參考了過往人工飼養動物孤兒的經驗，以及其中所建議
的技巧和做法撰寫而成。然而，人工飼養初生動物事實上並沒有一種正確的方法，並
可能需要按照個別動物的情況和需要加以調整。 

初步護理及穩定情況 
在照顧初生動物孤兒時，有 5 大要求需要考慮： 

1. 體溫 — 為動物保溫 
2. 補充體液 — 確保他們有適當的體液水平 
3. 餵食 — 為動物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膳食 
4. 排泄及衛生 — 保持動物清潔，並處理尿液和糞便 
5. 防止動物養成習慣 — 不可讓初生動物習慣依賴護理人員，並失去對人類的戒心 

圖 41 一隻復康中的亞洲豹貓（Prionailurus bengalensis）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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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溫 
初生哺乳類動物很容易會因體
溫過低而出現問題。大部份新
生哺乳類動物的正常體溫，應
為 100-103°F（37.8-39.4°C）。
為受寒的初生動物保暖，最佳
方法是使用熱水袋、發熱墊或
「熱手」（用乳膠手套盛載著
溫水）。籠舍的建議環境溫
度，需視乎初生動物的年齡而
定；下表列出了一些建議溫度
（《初生動物的參考環境溫
度》；Watt，1987 年），再下
面是確定動物年齡的圖片參考
指南。籠舍應設有一個具備冷
點和暖點的溫度梯度，以讓動
物根據需要而四處走動時，能
保持自身的舒適體溫。應根據動物和物種的狀況加以調整。  

必須小心注意，確保避免令動物過熱。留意發熱裝置有機會導致灼傷；使用前應先將
裝置包裹在如毛巾等物品中，讓護理人員用手檢查溫度，以試試持續接觸會否導致不
適。另外，為動物保暖可能會令牠們脫水的情況變得嚴重；因此應同時處理牠們的脫
水問題（見以下的表 15）。 

 

 

 

 

 

 

  

圖 42 使用 (a) 溫暖的乳膠手套、(b) 熱水袋或 (c) 發熱墊為
初生動物保暖 

表 15 籠舍溫度參考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mbient temperature of enclosure 

(°C)
Hairless neonate 32- 35
Haired neonate but eyes closed 32
Haired baby with eyes open 30
Weaning 25

Reference Ambient Temperature for Infant Animals (Watt,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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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動物 未斷奶動物 已斷奶動物 

偶蹄動物 

囓齒動物 

表 16 



第 68 頁，共 209 頁 
 

 

 

 

 

  

肉食性動物 

新生動物 未斷奶動物 已斷奶動物 

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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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體液 
脫水是在剛獲救的初生哺乳類動物身上常見的現象。這種情況可以透過皮膚彈性測試
來確認：將背部皮膚捏成一個「帳篷」形狀，然後放開；假如「帳篷」形狀在皮膚上
緩慢地消失，動物便很可能出現脫水。如乳酸林格氏液（LRS）等皮下注射液，是補充
體液的首選且最有效方法。  一般而言，應將動物體重約 6.5% 的皮下液體（LRS 或類似
物品）加熱至與體溫相近的溫度，然後注射。有關更多補充體液的詳細資訊，請見第
八章的《液體治療》。不同物種可能有不同的液體需要；部份物種（例如蝙蝠）會迅
速脫水，因此可能需要更頻密地補充體液。 

餵食 
根據一般經驗，在餵食初生動物前有三大重點應特別注意。餵食動物前，必須 (i) 為其
保暖及 (ii) 充分補充水分，否則體溫過低和脫水會令動物虛弱以及妨礙消化。最後，
（iii）檢查腹部狀態，以看看動物在餵食前曾否正常排便。  

奶類代替品 
WARC 團隊已將三種主要的奶類代替品用於餵飼初生動物，如下表所示。餵食建議，
是根據 WARC 過往的經驗及產品的營養成分而制訂（見表 18）。   

當引入配方奶粉時，腸道菌群需要時間來滋長和適應。檢查糞便對於了解動物處於哪
個階段十分重要，其中成形的糞便最為理想，這顯示動物能充份適應牛奶。然而，只
要動物保持足夠水分和正常體溫，同時體重穩定地增加，糞便是否成形並不重要。 

Animalac KMR kitten
Organic Echo: 

Pure Goat Milk

Artiodactyla:

Barking deer, Wild boar

Chiroptera:
Bats (Frugivorous and 

Insectivorous)
Carnivora:

Leopard cat, Masked palm 
civet

Pholidota:
Pangolin

Rodentia:
Squirrel

Rodentia:
Porcupine √ √

√

√

√ √

√ √

Recommended Milk Replacers for Mammals in Hong Kong

Order and Species

Milk Replacer

√

表 18 哺乳類動物的奶類代替品 

 

Milk replacer Guaranteed Analysis Calorie content
Protein …………………..………………………..29.7%
Fats………………………..……………………….. 10.7%
Carbohydrates ………….…………….……….49.2%
Fibre……..………………………..……..not provided
Essential vitamins, minerals, amino acids
Crude Protein, min…………………………… 42.0%
Crude Fat, min………………………………… 25.0%
Carbohydrates……………………….not provided
Crude Fibre, max …………………………..…. 0.0%
Moisture, max..…………………………..…....5.0%

Protein ……………………………………….…..25.2%
Fats………………………………………………... 31.2%
Carbohydrates ………………………………..35.6%
Crude Fibre, max ……………………..…..…. 0.0%
Essential vitamins, minerals, amino acids

Troy Animalac Approx. 420 kcal/kg

KMR Approx. 740 kcal/kg

Organic Echo: Pure Goat milk Approx. 520 kcal/kg

表 19 奶類代替品營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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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食份量及過量餵食 
即使動物繼續渴求食物，亦必須小心以免過量餵食。須注意檢查餵食量和腹部大小；
腹部脹起一般顯示動物已達到食物攝取的上限。表 20 列出了每個物種的建議餵食量及
頻率。  圖 43-46 顯示了餵食用具、餵食過程、糞便評估和初生動物的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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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meal Frequency Volume/ meal Frequency

<25g New-born infant 0.2 – 0.5cc 6 – 8 X/day 0.2 – 0.5cc 6 – 8 X/day

25 – 40g Unweaned 0.5 – 1cc 4 – 5 X/day 0.5 – 1.5cc 4 – 5 X/day

40 – 50g Unweaned 1 – 1.5cc 4 – 5 X/day 1.5 – 3cc 3 – 4 X/day

>50g Weanling

3 – 5% 6 – 8%

body weight body weight

5% 6 – 10%

body weight Body weight

5% 8 – 10%

body weight Body weight

>400g Weanling

3 – 4% 5 – 6%

body weight body weight

5% 6 – 10%

body weight Body weight

>400g Weanling

5% 6 – 8%

body weight body weight

6 – 8% 8 – 15%

body weight Body weight

>2kg Weanling Should be taking solids at this age, introduce solid food in milk

<1.5kg Day old infant 6 – 8 X/day 6 – 8 X/day

1.5 – 2kg Unweaned 3 – 4 X/day 3 – 4 X/day

180 – 400g Unweaned 4 – 6 X/day 4 X/day

Should be taking solids at this age, introduce with Hill’s a/d/ canned cat food

d)     Muntiacus vaginalis (Barking deer) 

Should be taking solids at this age, introduce with baby cereal and chopped fruit

c)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Leopard cat) 

<180g Infant 6 – 8 X/day 5 – 6 X/day

180 – 280g Unweaned 4 – 6 X/day 4 – 6 X/day

280 – 400g Unweaned 3 – 4 X/day 3 – 4 X/day

a)      Callosciurus erythraeuus (Belly-banded Squirrel)

Should be taking solids at this age, introduce with baby cereal

b)     Paguma  larvata  (Masked Palm Civet)

<180g New-born infant 6 – 8 X/day 6 – 8 X/day

Recommended Milk Replacer Meal Volume and Feeding Frequency for Various Mammalian Species in Hong Kong

Weight Age Group
1st day of admission

2nd day of admission/

Fully hydrated

表 20 奶類代替品的餵食份量及頻率 

圖 43 餵食哺乳類動物孤兒的各種用具，包括 (a) 設有橡膠頭的餵食注射器、(b) 
餵食管及 (c) 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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吮吸行為 
年幼的哺乳類動物需要某種形式的「母性」陪伴，並且可能會嘗試吮吸和摟抱。
在母親不在的情況下，動物有時可能會吮吸自己的身體部位和圈養區同伴的身體
部位。員工應小心觀察任何此類行為，並檢查動物是否有任何腫脹或發紅。假如
將多隻幼兒處於同一籠舍並發現吸吮傷痕，則可能需要將個別動物分開以防止受
傷。  

 

圖 45 顯示小松鼠腹部狀況的照片：(a) 空腹及 (b) 滿腹（達到攝取上限） 

圖 44(a) 使用奶瓶餵養初生果子貍（Paguma larvata)；(b) 使用溫暖濕潤的棉花球輕拭和清潔肛門
部位，並刺激排便和排尿。這程序應在每次餵食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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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動物清潔，並協助刺激排尿及排便 
哺乳類動物的父母會為牠們的幼兒梳洗，並刺激排便和排尿。工作人員必須清潔動
物，並模擬這類動作。  檢查糞便狀態，假如動物出現腹瀉，則可能需要治療。 

預防習慣化 
哺乳類動物母親的照顧往往涉及不同方面，而初生哺乳類動物一般需要母親和兄弟姐
妹陪伴和摟抱。然而，工作人員必須留意動物的學習速度很快，並且很容易養成習慣
和記憶。因此，除了必需的接觸和互動（健康檢查和餵食）外，應讓動物遠離人類活

動，不要以寵物的方式對待牠們。盡量減低動物看見護理人員便聯想到食物。假如在

圖 46 糞便的黏稠度：(a) 腹瀉、(b) 輕微成形的糞便，以及 (c) 較堅硬的成形糞便 

圖 47 使用懸掛瓶為未斷奶的哺乳類動物提供
食物，將有助減少護理人員與食物之間的聯
繫 

圖 48 使用毛絨玩具作為單獨飼養孤
兒的同伴  

圖 49  將附有奶頭的餵食注射器附加到
熊玩具身上，以減少幼兒與人類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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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同伴動物的情況下飼養幼兒，則可以將毛絨玩具當作「同伴」（圖 49）以給幼兒
一點安慰。 

斷奶 
在野外，哺乳類動物幼兒一般在斷奶前便會開始與母親一起覓食，並逐漸開始轉食固
體食物。在圈養的情況下，可以在動物的牙齒開始生長之前，在膳食中加入固體食
物。視乎物種而言，工作人員可以將乾燥的飼料顆粒以配方奶粉浸泡或潤濕，讓幼兒
斷奶。奶類代替品的份量可以逐漸減少，並從奶類轉而提供全固體膳食。  

 

 

 

 

 

 

 

 

 

 

 

 

 

 

 

 

 

 

  

圖 50 為獲救的野豬（Sus scrofa）幼兒提供加入配方奶粉的豐富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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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鳥類指引 
 

辨識 
鳥類復康的最重要步驟，是辨識鳥類。  即使無法準確地辨識物種或亞物種，但最低限
度應確定鳥隻的種類。工作人員可從參考書籍、互聯網，以及本地鳥類專家和觀鳥團
體身上得到有用的資源。  假如鳥隻能成功康復，辨識牠的特性將有助了解在正確處理
程序、籠舍、餵食和最終野放的棲息地方面，有什麼要求。 

 

 

即使沒有完善的參考材料，只要簡單地觀察鳥嘴和腳掌的大小和形狀，亦有助辨識眼
前鳥隻的種類。 

 

 

  

圖 51 各種參考資料和指引都十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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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喙類型 
 

 

 

 

  

用於涉水和撕開植物的寬圓形鳥
嘴 — 鴨、鵝和天鵝等水鳥 

用於撕裂肉類的鋒利彎曲鳥嘴 — 
如鵰、鷹和貓頭鷹等猛禽 

用於捕捉昆蟲和刺穿水果皮的小型
尖鳥嘴 — 例如畫眉，夜鶯等鳴鳥 

用於破開種子和夾開芽苞的強壯鋒
利三角形鳥嘴 — 如麻雀和文鳥等
雀類 

用於破開堅果和種子的強壯彎曲
型鳥嘴  — 如鳳頭鸚鵡和金剛鸚
鵡等鸚鵡類鳥隻 

用於刺魚的長尖型鳥嘴 — 蒼
鷺、白鷺、鷺鷥、翠鳥 

用於查探土壤以尋找小型甲殼類動
物和昆蟲的細長圓尖型鳥嘴 — 涉
水禽鳥、山鷸和沙錐 

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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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足類型  
 

 

 

 

 

 

 

 

 

 

 

 

 

 

 

  

鴨和鵝等水鳥的腳趾間長有可讓牠們游泳的
蹼。  海鷗的腳掌亦長有蹼，讓牠們在水邊的
軟沙或泥濘地面上行走時不會下沉 

蒼鷺、白鷺和水雞等涉水鳥類，擁有很長
的腳趾，可以將本身的體重分散到廣泛的
表面面積上，以便能在水邊的柔軟表面上
行走（涉水鳥類喜歡覓食的地方） 

鵰、鷹和貓頭鷹等猛禽，擁有巨爪（稱為
鉤爪），可以用腳掌捕捉、殺死和拿著獵
物 

表 21 

如鴿、鵯、夜鶯、畫眉等雀類或鳴鳥，擁
有獨立生長的靈活腳趾，非常適合抓住棲
息樹木 

如雉雞、鷓鴣和鵪鶉等野禽，使用
強壯的腳掌刮擦泥土和落葉，以尋
找種子和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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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捕捉及約束 
在捕捉或約束鳥類時，應注意盡量減低對鳥類和處理人員的潛在傷害。  大部份鳥類都
可以利用附設在伸縮桿或固定桿上的網來捕捉。  捕網應設有一個大型開口，並能包裹
著整隻鳥及有足夠深度來容納牠，鳥類一旦被捕獲，便不會讓牠逃脫。  網格的尺寸應
比鳥頭的尺寸小，以防止鳥類嘗試將網格推開或被纏結。  由於打結型網格一般都較為
粗糙，因此較小型的鳥類應使用柔軟的非打結型網格。從網中取出鳥類後，應將腳掌
和翅膀固定。 

部份如白鷺、水禽和孔雀等較大型的物種，可以用手捕捉。  捉住鳥類後，應將鳥背上
半部和翅膀固定，讓鳥背靠近你，這樣便可以用你的腹部、胸部和前臂來支撐和約束
翅膀，以騰出雙手來在必要時控制牠們的腳掌和頭部。 

安全 
處理危險鳥類時，應佩戴護目鏡和手套等安全裝備，尤其是爪子長而有力的猛禽，以
及經常使用長而鋒利的鳥嘴迅速攻擊的白鷺、蒼鷺和鷺鷥。  毛巾亦可以用來包裹鳥
類，以作為一種約束手段，防止牠們拍打翅膀。假如在高處工作（接觸鳥巢等），則

應佩戴安全帶。  

護目鏡 全覆蓋面罩 皮革護手手套 

圖 54 處理鳥類的安全裝備 

圖 52 柔軟、非打結型的手網網格 圖 53 柔軟非打結型網格的特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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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及壓力 
鳥類對壓力非常敏感，因此應將處理和約束時間盡量縮短。應留意不要擠壓或握住胸口部位太
緊，否則會妨礙鳥類呼吸（有別於哺乳類動物，鳥類並沒有橫隔膜，牠們依靠胸壁的運動來將空
氣送出送入）。  

處理和對羽毛的傷害 
處理鳥類時，必須小心不要傷害或意外地拔掉牠們的任何羽毛。  如下文所述，鳥類依
靠羽毛來飛行，保持體溫以及提供防水功能。  在捕捉或處理過程中，有時會無可避免
令鳥類的羽毛受損，尤其是在處理如鳩類的物種時，這些物種為了在被捕食時易於逃
脫，牠們的羽毛會非常鬆散。  因此，應運用良好的握取技巧甚至盡可能減少握取這些
鳥類，以減低對羽毛的破壞。 

處理具攻擊性的鳥類 
一般而言，鳥類並沒有攻擊性，但是當感到受威脅或被迫到走投無路時，所有鳥類都
會變得具有攻擊性。  雖然大部份小鳥都並非危險動物，但牠們仍然可以用鳥嘴攻擊。
員工可以戴上輕便的棉手套，以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處理以下物種時需要特別注意，見表 22 

 

 

 

 

 

 

 

 

 

 

 

 

 

 

  



第 80 頁，共 209 頁 
 

 

 

 

  

伯勞鳥、噪鵑及鴉鵑：雖然這些鳥
類並不危險，但是牠們可以有力地
以扭曲方式噬咬。  建議佩戴厚身棉
手套或薄身皮革手套，或用薄毛巾
固定牠們的頭部和翅膀。 

猛禽：當陷入絕境時，牠們
便會面向你，並使用腳掌和
鉤爪攻擊。應時刻佩戴皮革
手套或防護手套，並如照片
所示般將牠們握住。 

鸚鵡：處理鸚鵡時，應使用厚身
棉毛巾或皮革手套固定鸚鵡的頭
部，以防止被牠噬咬。  鸚鵡能快
速轉頭，同時鳥嘴非常有力。將
頭部固定後，應握住翅膀和腳掌
以防止牠們掙扎。 

長嘴鳥 — 蒼鷺和白鷺：在處理白
鷺、蒼鷺和鷺鷥等物種時，必須
佩戴護目鏡或面罩以保護面部和
眼睛。  當你接近牠們時，牠們往
往會轉向著你，並用長脖子和鋒
利的鳥嘴快速攻擊。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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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 
如鳥類在捕捉後需要運輸，則應將牠轉移到存放箱或運輸箱中。 

 

 

 

 

 

 

 

 

箱子的要求 
應選用堅固結實的箱子，以免在運輸或收容動物期間，箱子以任何方式崩塌或變得無
力。  箱子應使用可清洗的物料製造，以便在使用之間消毒。  最好選用以木材製造的
實心箱壁（設有一排排的透氣孔）； 鳥類的羽毛很容易因金屬絲網而受損。  向上開
啟的滑動門較為方便易用，可讓處理人員根據需要盡量打開或只開啟一小部份，以放
入或取出鳥類，減少牠們逃脫的機會。 

箱子應設有適當數量的把手，以便工作人員能拿起箱子連同箱內的動物。  箱子裡應設
有底材，例如人造草皮、毛巾或報紙。  這些物料能吸收糞便或溢出的食水等任何液
體，更能為鳥類提供一些可抓握的東西，以避免在運輸過程中滑倒。  假如運輸時間
短，一般應選用地面底材而不是固定的棲息處。  除非需要將鳥類運輸幾個小時，否則
無需在運輸箱中提供食物和水。  運輸時間應盡量縮短，以防止對動物產生壓力。 

對於緊張的鳥類，又或可能會在運輸過程中對自身或自己的羽毛造成傷害的鳥類，可
以將牠們安置在尺寸合適，設有軟身牆壁的寵物容器中，但假如需要以車輛來運輸，
則必須小心處理以防止容器被壓碎或損壞。 

  

圖 55 留意箱子提供了充足的透氣孔。
IATA 要求運輸箱／貨運箱的垂直表面，
有 25% 能夠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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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的壓力行為 
一般而言，圈養鳥類會較明顯出現與壓力相關的問題，例如身體和羽毛狀況欠佳、拔
羽毛、呼叫、嗜睡。  

野生鳥類的壓力，往往與被捕捉和圈養有關。  壓力行為的例子有：  

• 一旦被捕捉便躺下 — 鳶 
• 頭部左右轉動 — 翠鳥   
• 將身體捲動至尾巴和背部，威脅用腳掌攻擊 — 猛禽 
• 像睡覺一樣把頭部縮入翅膀下面 — 白鷺和蒼鷺 

減壓措施 

• 盡快捕捉鳥類，以將工作人員的安全放在首位，然後將牠們轉移到運輸箱／
存放箱中。 

• 應保持箱子內部昏暗。 
• 將箱子放在安靜的地方。 
• 盡快將鳥類轉移到最終目的地，以防止牠們在箱內停留過久或需要多次轉

移。 

 

籠舍 
在將鳥類轉移到籠子或鳥舍前，應進行快速評估以決定最適合的鳥舍類型。 

評估鳥類時，應注意的事項包括： 

1) 健康狀況、2) 脾性、3) 空間要求、4) 其他／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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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或暫時失能的鳥類 
 

 

圖 56 出現疾病跡像，或體內／體外寄生蟲過多
的鳥類，應安置在醫院病房或深切治療部，並與
其他鳥類隔離，以防止疾病傳播 

圖 57 必須將頭部、四肢、眼睛或有其他損傷
的鳥類，安置在一個限制牠們活動的籠舍
內，否則可能會造成更多損傷。一般會提供
較小型及設有柔和燈光的圍封空間，這對阻
止牠們飛行有效果 

 

圖 58 一群感染了肉毒桿菌的赤頸鴨（Mareca penelope）在一個安靜的房間裡復康，房間裡設有合適
的地面床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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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的鳥類 
員工可能需要將緊張的鳥類以籠子隔開，或者在籠裡放置一個簡單的巢箱或額外的有
葉樹枝，以給鳥類提供藏身處，及使牠們感到更安心。  在這種情況下，籠子或籠舍應
安排在安靜的區域，並將干擾盡量減低，以減輕鳥類的壓力。 

受污染的鳥類 
送抵中心時身上沾滿油污和膠水等異物的鳥類，需要安置在寧靜溫暖的環境中，例如
醫院病房或深切治療部，直到確認鳥類的情況穩定，並且能將身上的污物去除為止。 

輕傷或無受傷的鳥類 
員工應為較健康的鳥類提供充足的空間，以容許及鼓勵牠們自由活動，伸展翅膀和短
距離飛行，從而在野放前保持鍛鍊牠們的飛行肌肉。 

棲息處、水池及地面的底材 

棲息處 
籠舍內需要提供什麼特色設施，視乎鳥的種類而定。  差不多所有鳥類都需要一些東西
作為棲息處。  應為鳥類提供不同直徑的天然樹枝，樹枝直徑是多少視乎牠們腳掌的尺
寸而定。  放置樹枝時，應確保當鳥類棲息在某枝樹枝上時，其他樹枝不會妨礙到鳥類
的身體。否則，便可能會令尾巴和翅膀的羽毛受損，繼而可能延誤了野放時間。  請記
住，大部份鳥類都會本能地選擇棲息在較高的樹枝上，以遠離潛在捕食者的威脅。因
此員工應將樹枝盡量放在籠子中較高，但仍可以控制的位置上，以便必要時可以捕捉
鳥類。  這亦有助減輕鳥類的壓力。  

圖 59 用於鳥類復康的運動籠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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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 
在復康涉水鳥類或水鳥時，必須提供內置或臨時水池。  塑膠水缸、兒童戲水池及空置
塑膠沙坑，均可作為可拆除或臨時水池。水池有多種用途。  水池可以供鳥類鍛鍊，例
如讓水鳥游泳能令牠們的肌肉保持健康和活躍，以及當鳥類感到壓力時用作庇護所。 

水鳥亦需要充分地長時間獲得清潔水，以作日常清潔和梳理，從而保持羽毛的保暖品
質和防水能力；一旦沒有水，羽毛很快便會失去防水功能。羽毛的防水功能對鳥類來
說十分重要，它不僅能保溫，還可以保持浮力。失去防水能力的鳥類很容易會在寒冷

的天氣中死亡，以及可能會淹死。  

圖 61 琵鷺會在水池中進食和飲水，因此必須每天換水 

圖 60 籠舍內棲息處的類型和放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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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水池特別適合用作涉水鳥類的進食區。  員工可以提供活及／或死的食物，以鼓勵鳥
類培養天然的進食行為。 

假如鳥類會在水池中游泳，則須確保水位到達水池的邊緣，以讓鳥類能輕鬆地返回岸
上。水池的底部應設有紋理，以防止鳥類滑倒。  假如使用光滑的塑膠水池或水盤，則
應使用具有紋理及可清洗的底材（例如人造草皮）覆蓋容器的底部。   

 

 

底材 
地面的底材種類繁多，可因應不同的情況使用，以促進鳥類復康。  以下簡單地列出了
各種底材的部份用途： 

• 提供藏身的地方，例如樹枝、樹葉。  
• 用作培養鳥類的天然覓食習慣 — 將食物放在樹葉或木屑中。   
• 作為具有紋理的表面，以防止出現腳部問題（如禽掌炎）— 光滑的石頭、

凹凸不平的橡膠或塑膠人體足部按摩墊。 
• 用作隔開冰冷的表面（混凝土地面） — 人造草皮、樹枝、樹葉、木屑。 

餵食 
在決定餵食什麼以及如何在圈養環境下提供食物時，必須考慮鳥類的天然進食習慣。  
最簡單的原則，是不要將樹棲鳥類的食物放在地上，而應放在高處樹枝上或附近地
方；而在地面棲息的鳥類，則應安排在地面上餵食。  雖然部份鳥類願意進食簡單的膳
食，但另一些鳥類則有更特定的要求。  如上文所述，水鳥和涉水鳥類（以魚類和甲殼
類動物為食）較喜歡在水中進食，因此可能需要為牠們提供淺水池。  以鳥嘴探查地面
以尋找食物的鳥類，則需要提供由淺至深、軟身，且帶有泥土的食物盤，並可在盤中
提供蠕蟲和昆蟲等食物。  其他鳥類則較喜歡在落葉或草堆中尋找昆蟲。  這情況一般
可使用貓砂盤。  員工可以在提供食物時發揮無窮創意。 

圖 62 為不同物種提供不同的食物種類和餵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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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顯示了拯救中心餵食站應盡可能提供的基本食物。 

  

新鮮蔬菜：綠葉蔬菜、胡
蘿蔔等。 

新鮮水果：蘋果、香蕉、
蕃茄、木瓜 

穀物、穀類和莢果：粟
米、大麥、豆類等。 

種子：小米、麻類、向日
葵等。 

完隻魚類／海鮮：魚、泥
鰍、蝦等（剛獵殺或冷
藏） 

完隻肉類：雞肉、鵪
鶉、老鼠、青蛙等（剛
獵殺或冷藏；特別注
意：活脊椎動物在作為
食物提供前，需先人道
地毁滅） 

昆蟲：蟋蟀、草蜢、黃
粉蟲等。 

圖 63 各種鳥類飼料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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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膳食 
正如第一章所討論，從保持鳥類天然覓食行為的角度來看，應選擇「自家製」的天然
飼料，而且這類飼料亦較容易獲鳥類接受。然而，在圈養環境中有時難以提供完全均
衡的膳食，因此可以將優質的商業鳥類膳食（例如完整平衡的顆粒）及／或補充劑，
混合到自家製的膳食中，以減低天然飼料不足的風險。對於需要長時間圈養的鳥類，
這方法尤為重要。 

對於需要以作物來飼養的鳥類（例如非常年幼的鳥類，或者患病或厭食的成年鳥類）
來說，可採用商業生產的流質飼料。工作人員應小心選擇適合物種的優質飼料配方 — 
例如我們會為雜食性幼鳥提供 Mazuri High Energy Hand Feeding Formula 5D1W
（https://www.mazuri.com），以及為患病的成年鳥類提供獸醫重症護理配方，如 
EmerAid（https://www.emeraid.com；設有雜食動物、魚食動物和肉食動物選擇）。員
工應嚴格遵守生產商有關稀釋、餵飼份量及餵飼頻率的說明。由於鳥類可能出現併發
症，因此只能由經過適當培訓的工作人員負責作物餵食。  

冷藏食品 
使用冷藏食品時，必須在餵食前先將食品徹底解凍。較理想的做法是將食品在雪櫃中
慢慢解凍（例如過夜）。但假如時間不足，則可以在餵食前 1-2 小時將食品放入室溫
水中。假如將已解凍的獵物在室溫下放置太長時間，則會令細菌繁殖，因此為晝行物
種提供食物的時間應在早上；而為夜行物種提供則應在一天結束之時。 

檢疫 
任何來源不明、具有潛在疾病風險，或曾接觸過其他潛在患病鳥類的鳥類，都必須將
其隔離 1 個月，然後才能讓牠與其他鳥類安置在一起或靠近其他鳥類，或將其野放。  
在這段時間內，工作人員應密切觀察這隻鳥類，並替牠檢測疾病、治療、杜蟲和接種
疫苗。  相反，已知為本地物種，且沒有明顯傳染病證據的鳥類，當牠們適合返回野外
時，便應予以野放。 

工作人員必須從野生鳥類中辨識出可疑的寵物鳥或市場販賣的鳥類，以釐定所需的檢
疫級別，以及是否適合安排復康或重新安置以提供長期的圈養護理。 

以下一些簡單的跡象，或許能顯示這隻鳥類是否曾被圈養或來自市場，包括： 

- 羽毛的損傷或磨損，尤其是尾部和翼尖 
- 面部損傷／擦傷，尤其是蠟膜以上部位（鳥嘴） 
- 鳥嘴／爪部過度生長  
- 習慣圈養膳食 
- 出現與生活在過度擠迫條件下的鳥類相關疾病或傷害跡象 

  

https://www.mazuri.com/
https://www.emera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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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猛禽指引 
 

約束 
處理猛禽時，應佩戴手套。  應為處理人員提供足夠的保護，並讓他／她感覺到自己正
在進行的工作。  處理時，需特別注意鳥類強而有力的腳掌和鋒利的鳥嘴。 

  

初步評估 
接收猛禽時，應先讓牠們接受初步評估，最好由獸醫負責。  鳥類須接受徹底檢查，包
括眼睛、嘴巴、翅膀、腿部及泄殖腔。  填寫接收表格，以確保所有鳥類都採用標準的
檢查程序。  同時為鳥類量度體重。  應盡快評估將鳥類野放或安置的可能性，假如認
為機會很低，例如受傷非常嚴重，則應考慮施行安樂死（有關安樂死的協定，見附錄 
5）。  員工亦應辨識猛禽的物種，雖然大部份物種都會對同樣的飼養、食物和治療作
出反應。   

穩定情況 
大部份送抵的猛禽都會出現休克和脫水狀況，而且很多都相當瘦弱。  檢查牠們的胸部
肌肉和腹部，以確定瘦弱的程度以及胃裡是否有任何異物。  首要工作，是以皮下注射
或口服方式補充體液。如為瘦弱的猛禽，則初時應餵食易於消化的葡萄糖溶液，以讓
其消化系統恢復。其次是優質的無粗飼料肉類，如鵪鶉胸肉。 

圖 64 如要在籠舍內捕捉和約束猛禽，最好使用捕網。  
毛巾可有效地覆蓋猛禽的頭部及包裹牠們的身體。  最重
要是必須先控制牠們的腳掌，如照片中的這隻雕鴞所
示。要抓住較大型的猛禽以作檢查的最佳方法，是先戴
上手套，然後以每隻手握住鳥類的一條腿，並讓猛禽的
背部靠著你的肚子。  用你的前臂抓住翅膀。  必須盡一切
辧法盡量避免羽毛受損。  假如猛禽正在掙扎，通常最好
抓住牠們的腿（一般都很強壯），讓其翅膀自由拍動，
直到你可以重新控制牠的身體和翅膀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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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餵食 
食物和水應該放置在猛禽的視線範圍內。可提供完隻食物，如老鼠和鵪鶉，以及已切
碎的肉類。  雞肉和牛肉適合短期食用。如猛禽在送抵時已經吃飽，便可能在 3 或 4 天
後才需進食，然而工作人員仍然需要每天檢查，以確保牠們不會變得過於瘦弱。假如
可在不對猛禽造成太大壓力下完成檢查，則可以在這個階段每天為牠們量度體重。如
猛禽被安置在一個小型觀察箱內，部份可能不太願意進食。如猛禽一段時間後仍不進
食，並且變得非常瘦弱，則有必要安排強制餵食。只有嘗試過一切鼓勵正常進食的方
法都失敗後，才應實施強制餵食。強制餵食後，其中一名工作人員負責抓著這隻鳥
類，另一人則小心地張開鳥嘴，並將一個細小濕潤的肉丸推入鳥類的喉嚨中。猛禽一
般每天需進食體重 5%（較大的鳥類）到 10%（較小的鳥類）的食物。必須注意不要過
度餵食，否則鳥類永遠不會餓到在圈養期間開始自行覓食。 

初期安置所 
視乎身體狀況而言，員工最初可能會將猛禽安置在一個透氣良好、四邊都堅固的小型
容器中，例如醫院的籠子或木箱。  這種容器能方便工作人員觀察和治療鳥類，以及減
少羽毛受損的機會。  容器的長闊高方面，最小尺寸大約應為鳥類高度的一倍。  箱子
內應放置一個高度合適的棲息處，讓尾巴保持離地。 

長期籠舍 
假如無需密切觀察猛禽或提供深切治療，則可以將牠轉移到長期籠舍內。  

長期籠舍的合適尺寸（長 x 闊 x 高）： 
如茶隼等小型猛禽 3 米 x 3 米 x 2 米  

如禿鷹等中型猛禽 5 米 x 3 米 x 2 米  

如鵰等大型猛禽 6 米 x 3 米 x 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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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如有必要工作人員需將可野放的鳥類圈養一段時間，以讓牠的傷口癒合或更
換羽毛。  必須留意，這些鳥類不會因為圈養而對自己造成進一步的傷害，因此應讓牠
們的棲息處遠離干擾。  應提供盡量大的合適長期籠舍，並設有遮蔽區和開放區域。  
這樣除了可在惡劣天氣下為猛禽遮風擋雨外，亦可讓牠們接觸到雨水和天然陽光。  應
將厚度適中的棲息處放置在籠舍內的不同高度，讓即使是弱小的飛鳥亦能飛上較高的
樹枝，而最高的棲息處則處於遮蔽區內。  最高的棲息處應位於籠子高度約 2/3 的位
置，但假如鳥類的飛行能力非常差，則應調低頂部的棲息處，以避免鳥類墜下而受
傷。  應每天沖洗籠舍，並每月徹底清潔和 消毒。 

檢疫 
已知來自本地野生來源的猛禽，如沒有傳染病跡象，則無需接受檢疫。其他猛禽需先
接受檢疫 1 個月，才可將牠們與其他鳥類一起或在附近安置，又或將其野放。  期間，
牠們會接受杜蟲並（如適合）接種疫苗。   

長期膳食 
長期餵食方面，應為猛禽提供完隻食物，如老鼠、小雞和魚類。  所有食物均應以屍體
形式提供。  應在食物上撒上鈣質和維他命補充劑。  白天時為晝行猛禽餵食，並在一
天結束時將剩下的食物取走。  對於喜歡在晚間進食的貓頭鷹，應在一天結束時為其提
供食物，到早上將剩餘的食物取走。 

圖 65 長期籠舍的設計，應能為猛禽提供更多活動空間，以及保持更衛生的環境。  可讓鳥
類停留在架子或擺盪物上，以離地棲息。  長期籠舍應以最少的金屬絲網建造，否則可能
會令羽毛受損。  



第 92 頁，共 209 頁 
 

野放／安置評估 
當猛禽從任何損傷或手術中穩定過來，並在圈養環境中進食時，則應再次評估將牠們
野放／安置的可能性。  鳥類需要符合以下標準，才可歸入其中一個類別： 

野放機會 
• 有機會具備全面的飛行能力 
• 視力和聽力未有受損  
• 雙腳完好 
• 未有對人類構成依賴記憶 
• 具有適合的野放地點 

 
安置機會 

• 具有適合安置的目的地（有明確的保育和教育計劃） 
• 能夠在籠舍四周活動而不會受傷或跌倒 
• 沒有慢性損傷或感染 

 
不屬於這兩組之一的鳥類，應立即考慮施行安樂死，原因是牠們不會得到正面的結
果，並且未來還要面對福祉上的問題。 
 
 
 
 

圖 66 禽鳥檢疫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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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兩棲及爬行類動物指引 
 

初期安置所 
 

註：由於兩棲類動物的檢疫程序有特定的考慮因素，因此請見第八章（在野生動物拯
救方面與獸醫有關的事項）中有關兩棲類動物的檢疫籠舍和飼養的詳細要求。 

所有新接收的爬行類動物，都必須接受最少三個月（打算成為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永
久收藏的動物，或具有高保育價值的物種）或 1.5 個月（其他個案，更多相關資訊請
見第八章）的檢疫期；假如送抵時牠們明顯患病，則需要接受更長的檢疫時間。  應將
有嚴重創傷或疾病的動物，安置在深切治療部中；一個非常基本和衛生的籠舍，可讓
獸醫或負責人員在治療期間輕易進入。 

當扣留非法動物時，拯救中心有時不得不在短時間內接收和收容大量爬行類動物。這
些動物往往會被關在狹窄和情況欠佳的環境中，承受著巨大壓力；這些因素會增加牠
們患病的風險，亦因此必須提供清潔衛生的檢疫籠舍。要解決衛生問題，一般需要使
用人造物料和水箱裝置；只要提供對物種而言最好的重要環境參數（溫度梯度、紫外
線照射和濕度），很多爬行類動物在人工圈養環境中都能有非常良好的狀態。員工必
須正確設置這些參數。 

由於大部份爬行類動物在送抵時都已經脫水並承受壓力，因此所有檢疫籠舍都應設有
一個飲用水供應源及一個藏身處。  裝水容器不應太大或太深，否則可能會令虛弱的動
物淹死。  應將陸生爬行類動物飼養在一個簡單整潔的籠舍內，其中報紙便宜、乾淨且
能吸水，是一種合適的底材。  當樹棲類物種在高處休息時，往往便會感到快樂，因此
應為牠們提供合適的攀爬物。  在淡水生活的水生物種和大部份兩棲類動物，都必須有
一個裝有清潔淡水的籠舍。其中水體的底部可以是平滑，又或散佈一些鵝卵石。  員工
必須提供乾地區域，以讓動物休息、曬太陽，及可選擇處於乾燥的環境中。  應為半水
生物種提供兩個藏身處：一個在水中，一個在陸上。  對於其他陸生兩棲類動物，如蟾
蜍（例如 Bufo 物種）和部份蠑螈（例如 Tylototriton 物種），籠舍都應該由一個淺水
盤，以及作為墊低材料的潮濕落葉或泥炭蘚組成。  兩棲類動物和爬行類動物的合適藏
身處有數之不盡的選擇，但無論是什麼選擇，都必須能進行徹底消毒和清潔，或可以
定期更換。  人工藏身處的例子包括切半的花盆、切開的 PVC 管道，以及設有入口孔的
紙皮箱。  

為防止緊張或具攻擊性的動物在受到干擾時，試圖逃跑或撞擊籠舍而傷害自己，最好
先讓獲救的動物處於非常昏暗甚至完全漆黑的環境中。  要營造這樣的環境，可以將動
物留在黑暗的房間中，或使用報紙或布料將籠舍覆蓋起來。  大部份爬行類動物在黑暗
和安靜的情況下，都能更放鬆地適應四周新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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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動物情況穩定下來後，可以為牠們提供食物。  事實上，超過 50% 獲救的爬行類動
物即使在承受被捕捉和運輸的壓力後，都會立即開始進食，尤其是大部份蛇類和蜥蜴
都是如此，令人頗為感到意外。  然而，對於進食大型食物的爬行類動物（例如巨蜥和
蟒蛇）而言，工作人員必須提供正確的環境溫度，並且最少在接下來的 24 小時內不應
與動物接觸，否則牠們可能會將食物反芻。 

檢疫過後，假如動物沒有任何患病跡象並已經開始進食，則可以考慮將牠安置在設有
更多環境設施的較大型籠舍內。  之後，拯救中心可以決定未來哪種安排最適合該隻動
物（即安置在保育繁殖計劃中或野放回野外）。 

溫度及燈光 
妥善控制環境溫度和燈光，是成功飼養爬行動物和兩棲類動物的主要要求。  在一整年
期間大部分時間濕度處於 70-100% 之間的熱帶和亞熱帶國家（如香港），除了一些沙
漠和溫帶物種外，大部份爬行動物一般都不會受到濕度所影響。   

爬行類動物是一種變溫動物，由於溫度梯度是牠們能否在野外生存的依據，因此必須
留意周遭環境的溫度變化。  假如相關物種是本地物種，則可以打開其身處地方的窗
戶，讓牠們在自然環境下自行調節溫度。  本地天氣溫度的自然變化，足以讓動物的生
理機能正常運作。然而，工作人員應留意牠們在冬季的正常野生行為；對於某些物種
而言，在大部份在冬季都可能無需餵食。  至於外來物種，建立適當的溫度梯度可能需
要花更多功夫和使用更多設備，例如假如本地的冬季比動物出生地的氣候更冷，則可
能會爆發呼吸道疾病。 

對於喜歡曬太陽的物種，例如大多數蜥蜴和龜類，必須在籠舍內提供能輸出紫外線的
曬太陽點。  建議因應籠舍的尺寸，使用合適瓦數的聚光燈以提供溫度梯度。  然而，
為每隻動物都安置一個巨大的獨立籠舍，然後用聚光燈來營造不同環境的溫度梯度似

圖 67 紫外線加上發熱燈，以提供溫度梯度的配置例子。左圖是為水龜而設的配置，右圖則是為
蜥蜴而設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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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個不切實際的做法。比較好的方法，是在設定所需環境溫度的房間內配置多個籠
舍。  對於必需曬太陽的物種而言，可以以輪流方式在每個籠舍使用聚光燈。停留在曬
太陽點一個小時，應足以讓大部份爬行類動物正常活動。 

兩棲類動物方面，只要環境溫度處於適合該物種身體機能的最佳範圍內，便無需提供
曬太陽點。  高溫再加上低濕度，可以瞬間令大部份兩棲類動物死亡。   

不同種類的爬行類動物，對光線的要求亦不同。  如需確保動物得到適量的紫外線輻
射，最佳方法是讓動物自由地接觸天然陽光，但無論如何，溫度都應處於這類物種的

合適範圍內。  對於龜類、蜥蜴和一些晝行蛇類（例如錦蛇物種）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而
言，必須提供充足的紫外線輻射。  假如由於冬季的空氣溫度或設施不足，令動物無法
得到陽光直接照射，則必須以市面上的電力螢光燈管或燈泡，來提供 UVA 和 UVB 輻
射。這些設施必須定期更換。 

設施 
雖然大部份爬行類動物在幾乎不存在自然物體的人工環境中，都能保持良好狀態，但
是為牠們提供某些環境設施仍是較佳的做法。  將經過消毒的無菌樹枝和石頭放入籠舍
內，便能大幅增加動物可以活動的表面面積，對大部份爬行類動物而言都是合適的安
排。  動物在探索和攀爬這些物體上所花費的時間和體力，對牠們在長期圈養下的健康
和福祉都很有利。  在以報紙作為底材的籠舍內，由於爬行類動物可能會發現報紙的光
滑表面難以抓握，因此應在籠舍內提供攀爬裝置。   

圖 68 紫外線加上熱燈泡，為需要曬太陽的爬行類動物提供 UVA、UVB 和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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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其他比報紙較佳的底材，
則需確保這些材料的顆粒尺寸不
會過小，以免動物在進食時意外
吞食。  在為爬行類動物驗屍時，
往往會發現腸道填滿了泥土或其
他細小物體（例如泥炭苔或細
沙）。   

假如物種擅長游泳（例如大多數
兩棲類動物和水生爬行類動
物），則可以利用水生植物和露
出的巨石，來擴大和改善水體地
區。  水生和半水生的龜類和蜥
蜴，都喜歡泥潭所帶來的冷卻效
果和安全感，然而必須留意泥土
的來源。市面上的「水池泥」是
一個不錯的選擇。 

很多半水生蜥蜴（例如 
Physignathus 物種）和蛇類（例如 
Sinonatrix  物種 ），都會在懸垂
於水池上方的樹枝上休息（如
有）。  由於活植物能提供更多水分、藏身處以及攀爬結構，因此員工可將活植物放在
籠舍內，特別是對於兩棲類動物和較小型的爬行類動物。  如樹蛙（例如 Hyla 物種）
及鬣蜥（例如 Iguana iguana）等動物，較喜歡棲息在綠葉植物而不是光禿禿的枯枝
上。  改善圈養條件的方法，很大程度上需視乎物種的需要和拯救中心可使用的物料而
定。  部份塑膠仿造植物可能適合放置在籠舍中，並可將有生命和人工的物品混合使
用。 

餵食 
出於道德考慮和衛生原因，再加上減低動物被捕獵物傷害的風險，很多作者都建議使
用無生命的食物來餵飼所有圈養的爬行類動物。然而，部份個別動物和動物群只會進
食活物。  大部份的兩棲類動物，尤其是無尾目動物和一些肉食性蜥蜴，只會自願進食
活體和移動的獵物。只有當餵食人員人手模擬獵物在活動時，這些動物才會進食已死
的獵物。  對於只飼養小量動物的私人收藏家或機構來說，這種做法或許適合他們採
用，但是如果每天都需要照顧大量動物，這方法則不太可行。  相比之下，如使用預先
獵殺的食物來餵飼蛇類和海龜，則大致上沒有問題，但以魚類和兩棲類動物為食物的
蛇類則除外。  我們知道有時爬行類動物（例如蚺、變色龍和部份海龜）即使禁食一段
時間，亦不會對健康造成任何明顯損害，這可能與自然的季節性模式（例如繁殖季
節）或休眠期有關。然而，假如為一隻動物提供預先殺死的獵物，但牠卻長時間拒絕

圖 69 使用煤渣塊、發熱燈和紫外線燈、粗樹枝、乾樹葉
和人造草皮作為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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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食，則值得嘗試提供活生生的獵物。  有些動物只會在一段時間內捕食活獵物，隨後
會轉而進食死去的獵物。 

員工應盡可能提供多元化的食物，以確保均衡膳食。  假如獵物的選擇有限，則應在食

物中撒上優質的商品鈣質（+/- 維他命）補充劑。昆蟲是一種適合腸道的食物。雖然目
前市面上有很多適合各種物種（或物種類型）的商品化加工食物， 但是我們仍未了解
大部份物種的確實營養需要，特別是不常被圈養的物種，因此亦可能不適合以商品化
食物作為唯一的食物來源。 

健康護理 
爬行類動物在疾病變得相對嚴重之前，幾乎不會表現出任何患病跡象。復康人員應密
切留意所有動物，並監測牠們的細微變化。動物患病的首個跡象是嗜睡、食慾下降及
／或長時間逗留在熱力來源之下或之上。假如工作人員察覺到這些或其他跡象，應向
有爬行類動物經驗的獸醫尋求建議。   

 

 

圖 70 扣留在臨時圈養點的安哥諾卡陸龜或犁頭陸龜（Astrochelys yniphora）。這種馬達加斯加
物種相信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陸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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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後的兩棲及爬行類動物的安排 
有三種方案適用於獲救的爬行類動物：(1) 終生圈養（以作教育或保育繁殖目的）、(2) 
野生野放、或 (3) 安樂死。其中的關鍵因素，是個別動物的福祉及其物種的保育價值。
員工應盡快（最好在動物送抵後不久）決定是否適合施行安樂死，從而避免浪費日後
的時間和資源。每個方案都有其優點和缺點，最終必須根據具體情況而決定。 

  

圖 71 員工為一隻獲救的輻射龜（Astrochelys radiata）提供一個半天然的籠舍，以作長期收容和用
於教育展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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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野放守則 
 

哺乳類動物 
 
野放合適度 
在評估動物是否適合野放時，應參考野放標準指引 — 《附錄 4 動物放歸野外的決策樹
狀圖（IUCN 指南，2000 年）》及《附錄 7 野放守則》。 

在考慮是否野放哺乳類動物時，應記著牠們很聰明，並有很強的學習能力。  在野放期
間，這種能力能協助牠們盡快適應新環境。  然而，哺乳類動物這種適應能力，在圈養
期間將為復康人員的工作帶來一些影響。  動物將學會接納新的食物來源，並開始適應
圈養生活。  假如動物被長時間圈養，則工作人員需努力盡量減少或防止牠們形成新的
「壞習慣」或由圈養所引發的行為。  如圈養動物學會了將人類與食物聯繫起來，則無
法為野生野放做好充分準備。 

在野放任何哺乳類動物，尤其是大型哺乳類動物之前，工作人員亦應仔細考慮動物可
能對四周環境所造成的潛在威脅（如對公眾、附近的農業或牲畜），以及野放該動物
可能會受到什麼法律限制。 

野放類型 
一般而言，哺乳類動物的野放方式可分為兩類：硬（直接）野放：當將哺乳類動物直
接從復康地點帶走，並在野放地點讓牠自由離開；或軟野放：在一段時間下以控制方
式將動物安置到野放地點 ，並逐漸減少牠們依賴人為資源。硬野放對於復康人員來說
是最省時的做法，並最適合只在圈養環境中生活了很短時間的動物，其中可能是只需
從輕傷中康復的動物（只圈養幾天而非數星期甚至幾個月） 。 

任何長時間（幾星期或幾個月）在圈養環境中生活的動物將更適合採用軟野放做法，
其中將籠舍設在野放地點，將可讓動物熟習野外環境。  在這段熟悉期過後，人類的探
訪和接觸應盡量減到最低，並應打開籠舍，讓動物自由離開。  初時應繼續餵飼和監測
動物，但需在幾天或幾星期內逐漸減少，視乎動物對野外環境的反應和返回野放籠舍
的頻率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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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份情況下，動物可能永遠不會回到園欄區，因此無需繼續放置食物。但是應預留
幾天時間以便查看動物是否真的沒有回來，才停止餵食。 

野放地點 
可行之下，所有野放都應在原本接收動物的地點附近進行。  但事實上，這做法有時可
能並不合適或不切實際。  在大部份情況下，最好遵照 《IUCN 重新引進野外指南》及
《IUCN 有關生物位置轉移之立場聲明》中訂明的原則，以及《國際野生動物拯救委員
會最低標準指南》中訂明的復康和野放原則。  此外，工作人員亦應考慮本地棲息地、
食物、遮蔽區和野外種群的參數。 

監察 
理想的野放安排，是容許工作人員以某種方式繼續監測動物被野放後的情況。  然而，
一般拯救援中心可能無能力採取有效的監察措施。  最有效的監察措施包括使用無線電
和衛星追蹤系統。若果資金和人手有限，為具有高保育價值的物種提供監察措施還是
有方法的。較簡單的監察方法，包括在動物身上附上可以肉眼看見的標記或標籤（耳
標、剪毛、染色標記）。  這可讓員工透過直接觀察或遙距啟動的攝影機，遠距離辨識
動物。 

 

 

 

 

 

 

圖 72 為小型哺乳類動物自立訓練而設的軟野放籠子。相片顯示正準備將一隻豹貓放歸回野
外。 圖 73 為兩天前獲救的健康雄性吠鹿安排硬野放。應盡快將健康的野生動物放歸回自然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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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野放工作是成功還是失敗，過程中所收集的任何證據都是相當有用的資訊，從中
可讓工作人員調整、重新策劃和改善日後的野放程序。 

 

鳥類 
鳥類和其他動物一樣，只能野放到牠們的原生棲息地和居住範圍，又或牠們的正常遷
徙路線內。  野放前，應提供充分時間讓鳥類居住在足夠大的鳥舍中，以鍛鍊牠飛行所
需的體力。員工應進行最後的身體檢查，以確認鳥類身體健康、四肢健全、過往的任
何傷口都已完全癒合、羽毛有全面的防水能力，以及可以持續飛行而不會很快疲倦
（見附錄 19 — 鳥類野放評估表）。建議在籠舍內提供柔軟的大型網格和柔軟的地
面，以進行野放前的飛行測試（見圖 81）。 

必須將鳥類野放到適合其物種生活的棲息地。  合適的棲息地是指能提供食物、水和遮
蔽處，並且動物數量不會過多的地方。  

與哺乳類動物相似，工作人員可採用軟野放或硬野放方案。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目前軟野放技術一般用於人工飼養的鳥類、大部份班鳩和小型鳥隻（如麻雀、鵯、日
本暗綠繡眼等）。由於這些物種可在場內進行軟野放，因此野放程序比較容易完成：
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內部和四周有很多合適的棲息地，因此只需打開鳥類室外籠舍
的門戶就能野放牠們。食物亦可以在野放後的一段時間內繼續提供，期間無需安排過
多人手處理。 

相對之下，硬野放通常用於理想野放地點位於場外的物種。由於我們需處理非常大量
的個案，而且根本沒有足夠人手每天在全港不同地點運件野放籠舍，因此這方法較難
實行。適合在場外進行硬野放的個案例子： 

圖 74 將一隻本地的中華穿山甲（Manis pentadactyla）野放回野外和進行後續監察之前，將無線
電發射器附設在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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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種聚居，便表示那裡是適合牠們的棲息地，因此工作人員一般會將八哥和椋
鳥野放到其物種聚居的地方（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野外地點較難找到這些
棲息地） 

- 必須將水行動物在適當的水體附近野放，例如米埔沼澤區，但嘉道理農場暨植
物園內陸地方則不適合。其他濕地物種，如池鷺，則應在沼澤地區或靠近溪流
的地方野放。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所在的林村谷是多種濕地物種的宜居地。 

- 雖然在可行之下應將猛禽在最初獲救的地方野放，但大部份強壯的飛行物種亦
可選擇在觀音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內的一座山）的上坡一帶放生。由於鳥
類會飛入熱氣流，以到達足夠的高度來確定牠們的飛行方向，因此高地是野放
猛禽的理想地點。 

- 同樣原因，在飛經香港時受傷的候鳥，亦可以在觀音山上野放。  

可行之下，應盡量在野放動物後監察牠們的狀況。  工作人員可以在鳥類身上加上各種
不同的標記或裝置，包括從昂貴的衛星或無線電發射器，以至便宜的彩色和編碼腳
環。假如日後再次看到這隻鳥，即使在香港境外，都可以使用國際認可的編碼腳帶來
收集數據。一般而言，野放後的監察工作可能非常費時，但同時，野生動物拯救中心
可以與鳥類學家和鳥類愛好者合作。 

圖 76 硬野放包括直接將動物野放回野外。野放時，可以讓鳥類從運輸箱或直接從處理人員身上飛
走，亦可以將牠們放在樹枝上。鵰等大型鳥類可能需要在高處野放，因此應考慮以高山地區作為野
放地點 

圖 75 將物種野放到合適的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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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員工可以讓猛禽在大型飛行籠子內四處飛行，或透過訓練基本的獵鷹技能，例如跳高或短距離飛
行以捕捉誘餌，以提升牠們的健康水平。只有在具備適當的內部專業知識，同時機構持有必需的許可
下，才可採用獵鷹技能  

圖 79 附有身份識別腳帶的黑臉琵鷺（Platalea 
minor）獲野放回野外 

圖 78 黑臉琵鷺身上的彩色腳帶／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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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 將鳥類野放後，無線電遙測是一種有效卻講求資
源的監察方法。無線電遙測不僅對野放後監察稀有物
種非常重要，亦可以讓工作人員在鳥類遇到困難時出
手協助  

圖 81 適合野放前讓鳥類復康的運動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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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在野生動物拯救方面與獸醫有關的事項 
這一章提供了有關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獸醫協定的說明。野生動物醫學是一個日新月
異的領域，對於我們所處理的物種，很多方面亦有待了解。因此，以下內容僅為指
引，所建議的測試、藥物、劑量和協定均可能會出現改變。在處理個別個案時，員工
應向獸醫查詢及參考最新的文獻。 

接收被拯救的野生動物及獸醫檢查 
  

圖 82 被送抵嘉道理農場的動物的接收行動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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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的相關協定 
 

鳥類的檢疫 
對於已知來自本地的野生鳥類，牠們康復後將獲野放，無需檢疫。對於來歷不明或來
自動物市場的鳥類，或已知來自本地野外卻不能野放的鳥類，如打算安置於嘉道理農場

暨植物園生物展覽園區或其他地方，則需要檢疫。 

檢疫期：一個月 
 
所需程序： 
所有物種 

身體檢查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配上腳環等） 
量度體重 
X 光照射（腹背、側面） 
血液抹片以量度白血球細胞數目 
生化學血液檢查 
血細胞比容（PCV）及血清總蛋白（TP）測試 
杜蟲兩次，每次相隔 2 週，口服芬苯達唑@50 毫克/公斤 
糞便檢查兩次，每次相隔 2 週 
治療體外寄生蟲 

鸚鵡 
鸚鵡喙羽症測試（LiHep — MIL Lab HK） 
多瘤病毒測試 
衣原體測試（鸚鵡、鴿形目） 

o 聚合酶連鎖反應 
o 衣原體抗體測試 
o 衣原體抗原測試 

如有需要 
DNA 性別鑑定（EDTA — MIL Lab HK） 
內窺鏡性別鑑定 
禽流感鼻後孔／泄殖腔拭子（病毒培養基內拭子 — 政府化驗所） 
禽流感血液抗體濃度（政府化驗所） 
禽流感疫苗接種 

 

鳥類年度檢查 
由於個案數量太多，因此不再每年為長期收容的鳥類進行「年度」檢查，而是按需要
或適當時候進行。舉例而言，假如一隻鳥類因其他原因需要加以約束或麻醉，則員工
可藉此機會進行臨床檢查、血液檢查及／或 X 光照射。  
然而，鳥類會定期接受腸道寄生蟲檢查，及每 6 個月接受一次糞便檢測（群體或個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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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進行年度檢查，則需要安排以下事項： 
被選出的個別動物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配上腳環等）  
身體檢查 
量度體重 
X 光照射（腹背、側面） 
血液抹片以量度白血球細胞數目 
生化學血液檢查 
血細胞比容（PCV）及血清總蛋白（TP）測試 
口服含有芬苯達唑的杜蟲劑 @ 50 毫克/公斤 

鸚鵡 
衣原體測試（鸚鵡、鴿形目） 
鸚鵡喙羽症測試（LiHep — MIL Lab HK） 

如有需要 
DNA 性別鑑定（EDTA — MIL Lab HK） 
禽流感鼻後孔／泄殖腔拭子（病毒培養基內拭子 — 政府化驗所） 
禽流感血液抗體濃度（政府化驗所） 
多瘤病毒測試 
前胃擴張症測試（嗉囊活檢） 

 

禽流感檢測及陽性結果 
禽流感檢測的程度及頻率，將根據香港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的指示而定。
目前，從愛護動物協會（SPCA）送到嘉道理農場的鳥類，在野放前並未接受常規檢測；
來自漁護署的鳥類則由漁護署負責檢測，我們需要等待測試結果才能野放牠們（在某些情
況下，我們可以自行提交樣本到漁護署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測試，以加快野放程序）。。
嘉道理農場生物教育展覽的鳥類，每年均會接種一次或兩次疫苗，並每年檢查兩次血液

抗體濃度。 

嘉道理農場永續生活及農業部的所有雞隻屍體，均會送到野生動物拯救中心。從每隻雞

隻屍體（包括「哨兵雞」和「非哨兵雞」）身上取出口咽和泄殖腔拭子，並連同屍體

一起送到政府化驗所。工作人員須將這些雞隻的詳細資料，清楚地填寫在化驗所提交

表格上。 

假如懷疑一隻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鳥類患有禽流感，將按照獸醫的指示進行禽流

感檢測。 

預計這情況漁護署會迅速回應，而拯救中心員工在收到禽流感陽性鳥類的通知後，應

立即： 

(i) 收到化驗所的測試結果後，與漁護署建立對話渠道 
(ii) 將鳥類目前所在的房間／病房，設定為高度（紅色）檢疫室  
(iii) 不論目前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處於戒備應對級別還是無應對級別，均將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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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農場暨植物園生物安全措施提升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嚴重應對級別（紅

色） 
(iv) 未經高級獸醫或部門主管直接授權，任何員工不得進入該房間 
(v) 不可將任何動物送進或送出該房間 
(vi) 不可將任何工具／籠子／器材送進或送出該房間 
(vii) 隔離所有曾經接觸過（即使只是短暫接觸）患病鳥類的動物，同時追蹤所

有感染途徑及實施適當的屏障措施 
(viii) 應在該房間中採取高度生物安全措施（佩戴口罩、手套、護目鏡及使用消毒地

墊） 
(ix) 檢查所有曾經接觸過患病動物的工作人員，並聽取漁護署或其他相關政府部

門的建議，其中可能需要安排隔離／檢測 
(x) 因應任何額外措施與漁護署聯絡 
(xi) 涉事的鳥類將由漁護署人員帶走。 

 

鳥類的基本治療 
 
消炎 

o 美洛昔康口服懸浮液 1.5 毫克/毫升（商品名稱 Metacam）  
 如為輕傷 

• 每天口服 0.7 毫升/公斤兩次 
 如為重傷、創傷、骨折、開放性傷口等，則同時使用： 

o 曲馬多口服懸浮液 100 毫克/毫升 
• 每天口服 0.1 毫升/公斤兩次 

抗生素 
o 阿莫西林和克拉維酸鉀口服懸浮液 91.4 毫克/毫升（商品名稱 

Augmentin） 
 深層開放性傷口或疑似被貓隻襲擊 

• 每天口服 1.64 毫升/公斤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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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疫苗接種（RE-6 RE-8（2020 年更新））參考編號：Philippa et al，2007 年 
 

 

 

鳥類輸液療法  
以下顯示的所有輸液份量，均以毫升（ml）為單位。輸液療法一般都採用皮下注射 

 

DAY 1 DAY 2-3… DAY 1 DAY 2-3… DAY 1 DAY 2-3… DAY 1 DAY 2-3…

BW (g) 5% BW BID
3.75 % BW 

BID BW (g) 5% BW BID
3.75 % BW 

BID BW (g) 5% BW BID
3.75 % BW 

BID BW (g) 5% BW BID
3.75 % BW 

BID

10 0.5 0.4 120 6 4.5 550 27.5 20.6 1300 65 48.8

15 0.8 0.6 130 6.5 4.9 600 30 22.5 1350 67.5 50.6

20 1 0.8 140 7 5.3 650 32.5 24.4 1400 70 52.5

25 1.3 0.9 150 7.5 5.6 700 35 26.3 1450 72.5 54.4

30 1.5 1.1 160 8 6 750 37.5 28.1 1500 75 56.3

35 1.8 1.3 170 8.5 6.4 800 40 30 1550 77.5 58.1

40 2 1.5 180 9 6.8 850 42.5 31.9 1600 80 60

45 2.3 1.7 190 9.5 7.1 900 45 33.8 1650 82.5 61.9

50 2.5 1.9 200 10 7.5 950 47.5 35.6 1700 85 63.8

60 3 2.3 250 12.5 9.4 1000 50 37.5 1750 87.5 65.6

70 3.5 2.6 300 15 11.3 1050 52.5 39.4 1800 90 67.5

80 4 3 350 17.5 13.1 1100 55 41.3 1850 92.5 69.4

90 4.5 3.4 400 20 15 1150 57.5 43.1 1900 95 71.3

100 5 3.8 450 22.5 16.9 1200 60 45 1950 97.5 73.1

110 5.5 4.1 500 25 18.8 1250 62.5 46.9 2000 100 75

表 24 

* 沒有此劑量的參考，否則劑量會過大 

 

BIRD BW VOLUME (ml)
< 200g* 0.1
<1.4 Kg 0.25
1.4 Kg<BW<7 Kg 0.5
7 Kg <BW<12 Kg 0.75
12 Kg<BW<44 Kg 1.25
>44 Kg 2.5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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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類動物的相關協定 （蛇、蜥蜴、龜類） 
 
爬行類動物的檢疫 
檢疫期：3 個月或 1.5 個月，視乎個案而定 （見下文）。 
 
引言 
根據醫學角度，我們將送抵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爬行類動物分成兩類： 
1. 送往嘉道理農場生物教育展覽的動物，或具有高保育價值的物種 
2. 不會送往生物教育展覽的動物，並且將以永久隔離狀態下（但最少 1.5 個月）一直留在
野生動物拯救中心區域，直到有進一步的安置為止 
第一類將接受為期 3 個月的檢疫以及合適的檢測（見下文）。 
第二類則將根據臨床發現或需要，提供必要的治療。工作人員可能會將這些動物送往
其他機構，並根據國際進出口檢疫要求完成未有進行的額外檢測。 
所需程序： 

所有物種 
身體檢查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等） 
量度體重 
X 光照射（背腹、側面、+/- 頭及尾部；後兩者使用水平光束以檢查龜類） 
血液抹片以量度白血球細胞數目 
生化學血液檢查 
血細胞比容（PCV）及血清總蛋白（TP）測試 
兩次杜蟲，每次相隔 4 週（必要時或更多），口服芬苯達唑 @ 100 毫克/公
斤（蟒蛇則為 25 毫克/公斤） 
兩次糞便檢查（必要時或更多） 
治療體外寄生蟲 
泄殖腔沙門氏菌培養測試 

如有需要 
內窺鏡性別鑑定 
龜類皰疹病毒聚合酶連鎖反應（拭子 — MIL Lab HK） 
支原體聚合酶連鎖反應（拭子 — MIL Lab HK）及支原體培養（細菌培養基中的
拭子 — 香港栢立醫學化驗所）測試 
假如動物在檢疫期間死亡，則全面驗屍 
蛇副黏液病毒（蝰科、蚺蛇科、眼鏡蛇科、游蛇科） 

1. 送抵時驗血一次 
2. 90 日後驗血一次 

包涵體病檢測（蚺蛇科） 
爬行類動物年度檢查 
由於個案數量太多，因此不再每年為長期收容的爬行類動物進行「年度」檢查，而是
按需要或適當時候進行。舉例而言，假如一隻爬行類動物因其他原因需要加以約束或
麻醉，則員工可藉此機會進行臨床檢查、血液檢查及／或 X 光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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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爬行類動物會定期接受腸道寄生蟲檢查，及每 6 個月接受一次糞便檢測（群體
或個體）。 
如進行年度檢查，則需要安排以下事項： 
 
被選出的個別動物 

身體檢查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等） 
量度體重 
X 光照射（背腹、側面、+/- 頭及尾部；後兩者使用水平光束以檢查龜類） 
血液抹片以量度白血球細胞數目 
生化學血液檢查 
血細胞比容（PCV）及血清總蛋白（TP）測試 
治療體外寄生蟲 
泄殖腔沙門氏菌培養測試 
口服芬苯達唑杜蟲藥一次 @ 100 毫克/公斤（蟒蛇為 25 毫克/公斤） 
假如原生生物或絛蟲檢測呈陽性：則口服甲硝唑 @100 毫克/公斤 
必要時：肌肉注射吡喹酮 @ 8 毫克/公斤 
 

如有需要 
內窺鏡性別鑑定 
龜類皰疹病毒 聚合酶連鎖反應（拭子 — MIL Lab HK） 
支原體 聚合酶連鎖反應（拭子 — MIL Lab HK）及支原體培養（細菌培養基中的
拭子 —香港栢立醫學化驗所）測試 
 

金錢龜（Cuora trifasciata）的年度檢查 
每年僅檢查 10 隻個別金錢龜以作總體樣本。 
 
被選出的個別動物 

身體檢查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等） 
量度體重 
X 光照射（背腹、側面、+/- 頭及尾部；後兩者使用水平光束進行檢查） 
血液抹片以量度白血球細胞數目 
生化學血液檢查 
血細胞比容（PCV）及血清總蛋白（TP）測試 
治療體外寄生蟲 
泄殖腔沙門氏菌培養測試 
口服芬苯達唑杜蟲藥@ 100 毫克/公斤  
假如原生生物或絛蟲檢測呈陽性：則口服甲硝唑 @100 毫克/公斤 
必要時：肌肉注射吡喹酮 @ 8 毫克/公斤 
 

如有需要 
內窺鏡性別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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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類皰疹病毒聚合酶連鎖反應（拭子 — MIL Lab HK） 
支原體聚合酶連鎖反應（拭子 — MIL Lab HK）及支原體培養（細菌培養基中的
拭子 — 香港栢立醫學化驗所）測試 
 
 

爬行類動物的基本治療  
 

消炎 
o 美洛昔康注射劑 5 毫克/毫升（商品名稱 Metacam） 

 用作治療骨折和神經系統疾病症狀 
• 每 24 小時 0.04 毫升/公斤的肌肉注射 

o 曲馬多注射劑 50 毫克/毫升 
• 每 72 小時 0.2 毫升/公斤的肌肉注射 

抗生素 
o 頭孢他啶注射劑 90 毫克/毫升（商品名稱 Fortum） 

 受感染的傷口 
• 每 72 小時 0.22 毫升/公斤的肌肉注射 

 

爬行類動物的輸液療法 
將 Reptoboost®（由 Vetark 製造，www.vetark.co.uk；見圖 85）加入到溫暖的淺水（25-
30°C；調整至動物的最適溫度）中，為所有爬行類動物補充體液 @ 每 500 毫升水加 1 
勺 Reptoboost®，過程最少 30 分鐘。如時間較長，則每 30 分鐘換水一次，以保持水
溫。 
如動物身體虛弱，則確保牠的鼻孔不會浸泡於水中。 
  
可為動物每天一次或兩次，按照體重（BW） 的 2%以皮下注射（SC）或體腔注射
（ICe）方式注射輸液 
選擇哪種輸液需視乎動物的狀態而定。 
輸液種類： 

1. 如為瘦弱及脫水 —  
用兩份 2.5%葡萄糖食鹽水注射液及一份乳酸林格氏液或同等物混合注射 

2. 如動物脫水但仍願意進食— 
用一份乳酸林格氏液(或同等物)及一份注射用無菌水混合注射 

http://www.vetark.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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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類動物的相關協定  
 

圖 85 Reptoboost® 是一種用於腸道內的電
解質及能量補充產品 

圖 84 體腔輸液 圖 83 皮下輸液 

圖 86  輻射龜（Astrochelys radiata）透過浸泡在溫暖的 Reptoboost 溶液中補充體液。  水位必須保
持在泄殖腔以上及鼻孔以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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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兩棲類動物前 
1. 設置動物缸（見下文）： 

a. 透氣的蓋 
b. 底材 

i. 沾了水的紙巾 
ii. 已消毒及冷藏 24 小時的樹葉 

c. 動物遮蔽處 
d. 將動物缸傾斜放置，缸內加一點水 

2. 檢疫期間，應為每隻或每組動物提供 2 個動物缸 
3. 如動物是從野外接收回來的，則準備一個運輸動物缸 

a. 動物缸以蓋子蓋好，裡面裝著濕苔蘚，讓動物不會傷害到自己 
 

  

圖 87 圈養兩棲類動物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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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兩棲類動物 
1. 接收文件 
2. 建立 ZIMS 檔案 
3. 身份識別 
4. 重量 
5. 壺菌病拭子及聚合酶連鎖反應測試 

a. 為保育原因，不論來源地或目的地，每隻動物均必須接受測試。 
b. 建議在可行之下，在接收新動物前先為設施中的所有動物進行基線測

試，以建立一個「無壺菌區域」 
6. 非常小型的動物可以群組方式居住 

 

處理兩棲類動物 
1. 捕捉期間、整段檢疫期間，以及往後的任何時間，在處理兩棲類動物時均需佩

戴手套。大部份兩棲類動物的皮膚都有孔洞，在處理時可能容易受到污染。此
外，部份兩棲類動物會產生可能對處理人員有害的防衛毒素。  

 
 
 
 
 

 
 
 
 
 
 
 
 
 
  

圖 88檢疫兩棲類動物的生物安全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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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類動物的健康檢查 — 送抵時  
1. 目測檢查 
2. 在送抵時或翌日早上收集糞便，並進行糞便檢查以檢測寄生蟲 

 

兩棲類動物的檢疫 — 醫療程序  
1. 為期30 天 的檢疫 
2. 每週 1 次糞便檢查 

a. 為每隻動物採取基於風險評估的預防性抗寄生蟲治療（即使糞便測試結
果呈陽性，亦可能無需治療） 

3. 如為群組動物：按需要治療所有動物 
4. 根據個別動物的徵兆與症狀，提供必要的治療 

 

兩棲類動物的檢疫 — 飼養 

設備（動物缸） 
1. 設有透氣蓋的塑膠動物缸（每隻或每組動物提供 2 個動物缸） 
2. 塑膠遮蔽處（每個動物缸兩個） 
3. 舖在缸底的紙巾 
4. 已消毒殺菌的 

a. 苔蘚 
b. 乾樹葉 
c. 樹枝 

5. 新鮮樹葉 
6. 小型食物盤（每個動物缸兩個） 
7. 噴壺 
8. 設有彎型嘴的水瓶（洗滌瓶） 
9. 無粉手套 

 

設備（副設備） 
1. 用於放置動物缸在上面的水盤（害蟲管理） 
2. 將動物缸保持傾斜的合適物品（瓷磚、木頭） 
3. 氯己定消毒劑 
4. 一個載有稀釋氯己定的塑膠容器，用以浸泡新鮮樹葉 
5. 一個載有清水的塑膠容器，用以浸泡新鮮樹葉 
6. 一個載有稀釋漂白劑的藍色水缸，用以消毒水箱、遮蔽處等 
7. 表格：K____ 檢疫期間的日常工作 
8. 表格（每個動物缸）：動物的日常檢查 
9. 溫度計 
10. 體重磅（克） 
11. 用於盛載活體食物的塑膠容器（視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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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準備乾淨的手套以處理每個動物缸 
2. 個別動物缸內的器材 
3. 每天清潔 
4. 每 3 天徹底清潔和消毒一次（為每隻或每組動物提供 2 個動物缸） 

a. 以 5-10% 普通家用漂白水浸泡 15-30 分鐘 
b. 讓動物缸風乾 24 小時（因此需要準備 2 個動物缸：一個在使用時，另一

個就浸泡消毒和等待風乾） 
5. 根據兩棲類動物的習性餵食：假如為夜行性動物，則在晚間餵食 

a. 每星期在食物中添加優質維他命和礦物質補充劑（鈣磷比約為 1:1）數次
（AZA 兩棲類動物飼養資源指南，2012 年） 

6. 提供特定數量的獵物，定時點算 
7. 在動物缸下方放置水盤，或在動物缸四周塗上凡士林（或其他代替品），以防

止螞蟻和蟑螂入侵 
 

兩棲類動物 — 有需要時提供的治療 
1. 補充體液 

a. 每日浸泡在 0.6% 鹽水溶液（注射用）中一次, 每次 30 分鐘（並非在動物
缸中） 

2. 抗生素 
a. 恩諾沙星溶液 
b. 恩諾沙星耳道藥物 
c. 阿米卡星 
d. 土黴素眼膏 
e. 氯黴素眼膏 
f. 妥布黴素眼膏 

3. 抗寄生蟲藥 
a. 口服芬苯達唑 50-100 毫克/公斤，在 2-3 星期內按需要重複 。  
b. 外用伊維菌素 0.2-2.0 毫克/公斤，在 2-3 星期內重複，或口服 0.2-0.4 毫

克/公斤，皮下注射，按需要每 14 天重複一次。  
4. 壺菌病治療 

a. 伊曲康唑浸泡（在兩棲類動物林格氏溶液中稀釋口服溶液）：每 24 小時
以 0.0025% 浸泡 5 分鐘  x 6 天（相比於更長的治療時間和更高的濃度，
其副作用較低；見 Brannelly et al，2012 年） 

5. 壺菌病消毒 
a. 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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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在暴露於所列的濃度和時間後，化學消毒劑對 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游動孢子和游
動孢子囊的影響摘要。DDAC：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銨。列表取自 Johnson et al，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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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棲類動物 — 化驗所 
 

1. 組織病理學 
a. 完隻動物 

 
兩棲類動物 — 檢疫動物缸 
 
下列照片顯示了適合兩棲類動物檢疫的動物缸例子。對於圈養兩棲類動物的主要考慮因
素，詳細介紹請見第六章。 
 

 

 

圖 89為檢疫中的小型兩棲類動物設置的動物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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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類動物的相關協定  
 

靈長類動物 

檢疫 
檢疫期：四個月  
 
所需程序： 
身體檢查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剪毛、剪耳號等） 
量度體重 
X 光照射（腹背胸部、腹背腹部、側胸、側腹） 
血液抹片測試以作寄生蟲鑑定（直接血液抹片，厚塗及薄塗） 
血液學測試（乙二胺四乙酸採血管） 
生化學血液檢查（肝素鋰採血管） 
血細胞比容（PCV）及血清總蛋白（TP）測試 

皮下注射一劑杜蟲藥伊維菌素@ 0.2 毫克/公斤 
三次糞便檢查 
治療體外寄生蟲 
送入及送出中心時接受沙門氏菌、志賀氏菌、耶爾森氏菌及彎曲桿菌的泄殖腔培養 
血清學測試：  

• 獼猴：B 型皰疹 
• 類人猿：根據病歷進行乙型肝炎、逆轉錄病毒、副流感病毒、麻疹和鉅細胞病

毒感染測試 
• 長臂猿：人類抗 HSV1、抗 HSV2（日本）、長臂猿 Leuk V. (GaLV)、乙型肝炎 
• 乙型肝炎病毒篩查（香港栢立醫學化驗所） 

o HBcAb-IgG 及 HBsAg 測試 
o 假如其中一項或兩項測試呈陽性反應，則以 HBeAg、HBeAb、HBsAb、

HBcAb-IgM 及 HBV DNA 進行跟進測試 
o 有關結果的解釋見下表 

（協定改編及列表取自 Heckelet al，2001 年） 

 
 

結核病測試 

表 26 乙型肝炎病毒血清學和相應感染狀況測試。列表取自 Heckel et al，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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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 X 光照射結果 
• 每月進行結核菌素測驗一次，共 3 次 

o 1500IU 皮內注射，並在第 24、48 及 72 小時進行評估（AAZV） 
 
左上眼瞼內 0.1 毫升人類（禽鳥）結核菌素 
 
右上眼瞼內 0.1 毫升牛結核菌素 

• 無菌氣管沖洗採樣以進行培養測試 
疫苗 
破傷風類毒素 

• 在第 3、6 及 9 個月齡時以皮下注射方式注射 0.5 毫升破傷風類毒素疫苗， 
• 然後每 3-5 年一次 
• 或每隔 4-6 星期接種疫苗 2 次，然後在 6-12 個月後接種，再然後每 5 年接種一

次 
狂犬病 

• 每 3 年或按照生產商說明注射 1 毫升的動物疫苗（僅為滅活病毒製劑） 
乙型肝炎（抗體測試為陰性的長臂猿） 

• 每隔 1 個月接種疫苗 2 次，然後每 5 年或根據抗體測試接種一次加強劑 
 
靈長類動物 — 年度檢查 

所需程序： 
以臨時方式進行年度檢查。 
 
所有動物 
身體檢查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剪毛、剪耳號等） 
量度體重 

皮下注射一劑杜蟲藥伊維菌素@ 0.2 毫克/公斤 
糞便檢查 
治療體外寄生蟲 
結核病測試 

 無菌氣管沖洗採樣，以送出培養物進行檢測（如需要） 
 評估 X 光照射結果 
 結核菌素測驗 

• 1500IU 皮內注射，並在第 24、48 及 72 小時進行評估（AAZV） 
左上眼瞼內 0.1 毫升人類（禽鳥）結核菌素 
右上眼瞼內 0.1 毫升牛結核菌素 

根據個別動物的時間表接種疫苗 
 
被選出的個別動物 
身體檢查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剪毛、剪耳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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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體重 
X 光照射（腹背胸部、腹背腹部、側胸、側腹） 
血液抹片測試以作寄生蟲鑑定（直接血液抹片，厚塗及薄塗） 
血液學測試（乙二胺四乙酸採血管） 
生化學血液檢查（肝素鋰採血管） 
血細胞比容（PCV）及血清總蛋白（TP）測試 

皮下注射一劑杜蟲藥伊維菌素@ 0.2 毫克/公斤 
糞便檢查 
治療體外寄生蟲 
送入及送出中心時接受沙門氏菌、志賀氏菌、耶爾森氏菌及彎曲桿菌的泄殖腔培養 
結核病測試 

 無菌氣管沖洗採樣，以送出培養物進行檢測 
 評估 X 光照射結果 
 結核菌素測驗 

• 1500IU 皮內注射，並在第 24、48 及 72 小時進行評估（AAZV） 
左上眼瞼內 0.1 毫升人類（禽鳥）結核菌素 
右上眼瞼內 0.1 毫升牛結核菌素 

 
根據物種的需要接種疫苗 
獼猴      破傷風及狂犬病 
狨猴      破傷風及狂犬病 
狐猴         無需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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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性動物 — 犬科、貓科、浣熊科、熊科、鼬科 

檢疫 
檢疫期：四個月 

所需程序： 
•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剪毛、剪耳號等） 
• 身體檢查 
• 量度體重 
• 血液抹片測試 
• 血液學測試（乙二胺四乙酸採血管） 
• 生化學血液檢查（普通採血管） 
• 血細胞比容（PCV）及血清總蛋白（TP）測試 
• 三次糞便檢查 
• 送入及送出中心時接受沙門氏菌、志賀氏菌、耶爾森氏菌及彎曲桿菌的泄殖腔

培養 
血清學測試 
 貓科：貓免疫缺陷病毒、貓白血病病毒、貓傳染性腹膜炎、弓形蟲病、心絲

蟲。 
 犬科：心絲蟲、犬瘟熱、犬小病毒 

疫苗 
 貓科：每三年接種一次 FVRCP（滅活）及狂犬病（滅活）加強劑。 
 犬科：每年接種一次 DHLP-P（減毒疫苗），以及每三年接種一次狂犬病（滅

活）加強劑。 
 鼬科 

o 雪貂：每年接種一次犬瘟熱（減毒疫苗），以及每三年接種一次狂犬病
（滅活）。 

o 臭鼬：每年接種一次犬瘟熱（減毒疫苗），以及每三年接種一次狂犬病
（滅活）。 

o 水獺：每年接種一次犬瘟熱（減毒疫苗）及貓科 FVRCP，以及每三年接種一
次狂犬病（滅活）。 
 

肉食性動物 — 年度檢查 

所需程序： 
 
所有動物 

•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剪毛、剪耳號等） 
• 如可抓握動物，則進行身體檢查 
• 量度體重 
• 糞便檢查 
• 治療體外寄生蟲 
• 根據個別動物的時間表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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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出的個別動物 
•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剪毛、剪耳號等） 
• 身體檢查 
• 量度體重 
• 血液抹片測試 
• 血液學測試（乙二胺四乙酸採血管） 
• 生化學血液檢查（普通採血管） 
• 血細胞比容（PCV）及血清總蛋白（TP）測試三次糞便檢查 
• 治療體外寄生蟲 
• 皮下注射伊維菌素 @ 0.2 毫克/公斤 
• 送入及送出中心時接受沙門氏菌、志賀氏菌、耶爾森氏菌及彎曲桿菌的泄殖腔培養

測試 
 

血清學測試 
• 貓科：貓免疫缺陷病毒、貓白血病病毒、貓傳染性腹膜炎、弓形蟲病、心絲

蟲。 
• 犬科：心絲蟲、犬瘟熱、犬小病毒 

 
疫苗 
 貓科：每三年接種一次 FVRCP（滅活）及狂犬病（滅活）加強劑。 
 犬科：每年接種一次 DHLP-P（減毒疫苗），以及每三年接種一次狂犬病（滅

活）加強劑。 
 鼬科 
 雪貂：每年接種一次犬瘟熱（減毒疫苗），以及每三年接種一次狂犬病（滅活）。 
 臭鼬：每年接種一次犬瘟熱（減毒疫苗），以及每三年接種一次狂犬病（滅活）。 
 水獺：每年接種一次犬瘟熱（減毒疫苗）及貓科 FVRCP，以及每三年接種一次狂犬

病（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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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蹄類動物 — 河馬科、駱駝科、鹿科、長頸鹿科、牛科、豬科、山羊科、羊科 
 

偶蹄類動物 — 檢疫 
檢疫期：  一個月 
 
所需程序： 
 

• 身份識別（植入晶片、剪毛、剪耳號等） 
• 身體檢查 
• 量度體重 
• 血液抹片測試 
• 血液學測試（乙二胺四乙酸採血管） 
• 生化學血液檢查（肝素鋰採血管） 
• 血細胞比容（PCV）及血清總蛋白（TP）測試 
• 三次直腸／糞便培養，每次相隔一星期：  第一次是包括沙門氏菌和彎曲桿菌在

內的一般培養測試； 第二次及第三次只針對沙門氏菌。 
• 三次糞便寄生蟲檢測將以直接和漂浮集卵法進行。 
• 如可行，則在動物送入及送出時量度體重。 
• 血清學篩查 

i. 駱駝科：布魯氏菌病 
ii. 鹿科：布魯氏菌病、藍舌病及惡性卡他熱 
iii. 長頸鹿科：惡性卡他熱 
iv. 牛科：布魯氏菌病及惡性卡他熱（+/- 傳染性牛鼻氣管炎、牛病毒性腹
瀉） 
v. 山羊科：布魯氏菌病、藍舌病、山羊關節炎腦炎、Q 熱及惡性卡他熱 
vi. 羊科布魯氏菌病、Q 熱及藍舌病 
vii. 河馬科：無 
viii. 豬科：  布魯氏菌病及偽狂犬病 

在左眼瞼內使用皮內牛結核菌素進行結核病測試。 
約內氏血清學、約內氏糞便培養。 
鉤端螺旋體病血清學 — 假如病歷顯示此疾病有機會在動物

群中出現 
• 接種疫苗（根據地點、籠舍及風險評估） 

i. 牛科、駱駝科、鹿科、長頸鹿科：梭菌病（科瓦克辛®8，鹿科動物除
外），每年接種加強劑。 

ii. 豬科：支氣管敗血博德特氏菌、紅斑丹毒、多殺巴氏桿菌，每年接種加
強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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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類動物 — 基本治療  
 

消炎 
• 美洛昔康口服懸浮液 1.5 毫克/毫升（商品名稱 Metacam） 

o 用作治療骨折和神經系統疾病症狀 
 以每天口服一次 0.07 毫克/公斤作為指引； 不同物種之間劑量會

有很大分別 
 

抗生素 
• 阿莫西林和克拉維酸鉀口服懸浮液 91.4 毫克/毫升（商品名稱 Augmentin）  

o 用作治療受感染傷口／細菌感染 
 每天口服 0.2 毫升/公斤兩次 

 
輸液療法 

蝙蝠  
乳酸林格氏液。 
所有注射均為皮下注射 
 

 
 
 
野豬、豪豬及其他哺乳類動物  
乳酸林格氏液 
動物體重的 6.5%，皮下注射，每天一次或必要時 
體重（克）× 6.5 ÷ 100 = 總輸液毫升量 
例如 2 公斤 = 2,000 克 × 6.5 ÷ 100 = 130 毫升輸液 

 

 

Weight (g) Dose (ml) Frequency (hours)
Pups:
Less than 1.0 0.1 Every 6 to 8
1.0 to 5.0 0.25 Every 6 to 8
Juveniles or Adults:
3.0 to 10.0 0.25 Every 8
10.0 to 20.0 0.5 Every 12
20.0 to 35.0 0.75 Every 12
35.0 to 65.0 1 Every 12

表 27 蝙蝠的皮下注射液體劑量。列表取自 Lollar 及 
Schmidt-French，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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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級別 

 

紅色檢疫狀態 
• 患有傳染病／疑似患有傳染病的動物 
• 等待禽流感／傳染病化驗結果的動物 
• 獸醫酌情決定的動物 

 
黃色檢疫狀態 
• 通過上述檢測，但需要完成檢疫期（包括所有檢疫篩查）後才能野放／重新安置

的動物。 
 
綠色檢疫狀態 
• 通過紅色檢疫狀態，並已完成黃色檢疫狀態的指定期限（所有測試均呈陰性結

果），以及準備野放／重新安置的動物。 
 

有關檢疫程序的詳情，請見附錄 16。 

 

表 28 

FULL (RED)
MASK
GLOVES
GOGGLES
FOOTBATH

NORMAL (YELLOW)
MASK
GLOVES
GOGGLES
FOOTBATH

No QUARANTINE (GREEN)
MASK
GLOVES

All compulsory

All recommended

All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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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猛禽復康方面與獸醫有關的事項 

有效的復康需要很多人員的參與，其中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專長領域。獸醫是團隊中
的一份子，而獸醫治療和手術是鳥類復康及最終將其放回野外的其中一個過程。 

由於我們一般不清楚野生鳥類的歷史背景，並且可能因其「自我保護本能」而掩飾了
患病的跡象，因此處理牠們時特別具挑戰性。陌生環境的刺激和壓力，可能會使鳥類
看起來比實際上較為健康。大約 50% 送進嘉道理農場復康計劃的鳥類，都會獲得野
放。  假如鳥類身上出現的問題，明顯與放歸野外的條件不符，則應做好心理準備及立
即施行安樂死。 

運輸 
運輸時，應將鳥類放置在安全、昏暗及透氣良好的箱子中。箱子底部應提供可讓鳥類
抓握的物料。  箱子尺寸不應過大，否則鳥類可能會拍打翅膀，並因恐慌行為而受傷。  
員工應清潔或將箱子處置掉，不要將箱子存放在潮濕的環境中，否則會滋生病原體，
尤其是麴菌屬。 

送抵 
送抵後，應將鳥類直接轉移到一個收容籠子／箱子中。轉移期間，員工應進行粗略的
檢查，以確保鳥類無需立即接受獸醫的治療。隨後，應讓鳥類靜置大約 10 分鐘，以便
牠們從處理和運輸的壓力中恢復過來。這亦可較準確地評估牠們的呼吸。  期間，工作
人員有機會從移交鳥類的組織或人士身上，知道鳥類的歷史。可發問的問題包括位置
（例如在被油污的水域中或鳥巢附近發現）、過往曾接受的治療（可能是從另一間診
所或相關人士轉診過來），以及此人士的聯絡方式（如出現進一步問題），從中能為
工作人員提供有用的資料。 

初步評估 
請緊記，送進醫院的野鳥並未能在野外成功生活，即使問題未有立即浮現，亦實際上
潛藏了一些問題。送來的鳥類可能是孤鳥，已經筋疲力盡，曾受創傷或接觸過毒素或
油污。 

孤鳥 
這些是迷路及從鳥巢上掉下來的鳥類。假如能找到鳥巢位置，便應將這些幼鳥盡快送
返鳥巢。  決定是否收容和人工飼養孤鳥時應三思：孤鳥可能需要密集地餵養（視乎年
齡而定），而一旦與人類之間建立了記憶，可能會令牠無法回到野外生存被野放。 

筋疲力盡的鳥類 
幼鳥可能缺乏覓食的經驗，或者在繁殖季節的遷徙期間被趕出棲息地。  成鳥可能面臨
惡劣天氣、遷徙後筋疲力竭、獵物數量減少、視覺缺陷而無法捕捉獵物、遭受創傷或
接觸過毒素或患病等問題。 

創傷 
這是一個十分常見的問題。無論鳥類出現什麼形式的創傷，都會使牠虛弱到很容易被
捕捉。  這些鳥隻一般都十分虛弱和消瘦（視乎創傷維持了多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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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離目測檢查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檢查最好是在落手處理鳥類前。這可讓工作人員評估一些在約束期
間無法評估的參數（例如姿勢、行為、步行困難和靜息呼吸）。 

透過遠距離目測檢查可能會發現細微的問題，例如尾巴晃動表示呼吸困難，或翅膀下
垂表示肌肉骨骼出現問題（如骨折）。 

這將能讓員工調整約束鳥類的方法。例如，約束一隻呼吸顯得困難的鳥類前，先將牠
安置在充滿氧氣的環境中，便可盡量減低急性呼吸系統損害、虛脫甚至死亡。 

身體檢查 
要進行全面的身體檢查，便需要約束鳥類。  與此同時，這亦需要考慮處理人員被鳥爪
和鳥嘴所傷，以及鳥類承受的壓力程度及能否暢順呼吸（切勿限制胸部活動）。  假如
在檢查期間鳥類過度緊張（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需要施行麻醉）或突然變得虛弱，則應
準備好隨時停止檢查，並將鳥類先放下。  鳥類在接受檢查期間可能會昏倒，員工需要
採取緊急措施。  只要是有據可依和具系統的檢查，工作人員都可採用，以檢查所有器
官或身體結構。 

初步治療和診斷 

輸液療法 
大部份野生鳥類在送抵野生動物拯救中心時，都會經歷一定程度的休克、脫水和循環
系統衰竭。  

我們假設所有鳥類都出現 10% 的脫水情況。  工作人員有多種不同的輸液可以選用，
同時一般必須在取得任何臨床病理結果前，先為動物提供輸液治療。 

乳酸林格氏溶液或哈特曼溶液是初步治療的理想選擇。這些輸液將能解決電解質和體
液不足，以及輕度酸中毒的問題。這些是等滲液體，因此不會透過滲透作用將動物的
體液從細胞中吸走。這些輸液的卡路里含量很低，因此未有進食的動物可能需要為牠
們補充卡路里。  

假如透過靜脈（IV）或皮下注射（SC）方法提供葡萄糖食鹽水注射液，則應確保含量
不超過 3%，否則會出現高滲現象並將體液從細胞中吸走。  乳酸林格氏液與 5% 葡萄糖
食鹽水注射液混合後是一種平衡的電解質溶液，但只能以靜脈注射或口服方式提供。
假如給予皮下注射，則會將間質性液體吸入皮下組織，令脫水情況變得嚴重。  此外，
必須注意口服會將液體吸入胃腸道中，因此不建議用於嚴重脫水的鳥隻身上。 

2.5%葡萄糖食鹽水注射液可以透過皮下注射、靜脈注射或口服方式提供，並能為動物
提供一點能量。  輸液療法可隨後根據生化學血液檢查、電解質、血細胞比容、血清總
蛋白測試等加以調整。 

輸液療法的提供途徑 
可選擇的方式包括靜脈注射、骨內血管注射（IO）、皮下注射、口服和肌內注射
（IM）。由於存在氣囊，因此切勿在鳥類身上使用腹膜注射（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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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虛弱（例如側臥）的鳥類，可能需要快速為其補液，以改善血容量不足的情況。  
靜脈注射是最好的補液途徑。  靜脈注射可以在右頸靜脈、尺骨靜脈或蹠骨內側靜脈施
行。  工作人員可以以 10 毫升/公斤/分鐘的速度快速施行靜脈注射。  假如鳥隻處於嚴
重休克或循環系統衰竭的狀態，並且難以找到塌陷的靜脈，則可以嘗試透過頸靜脈注
射。  或者，可採用骨內血管注射方法來補液。。  將針頭插入遠端尺骨或近端脛骨，
並以與靜脈注射相同的速度輸液。對於無需如此快速補液的鳥隻，皮下注射方法往往
最為適合：這方法無需太多約束，因此能令鳥隻產生較少壓力。  這方法亦可提供大量
液體。  皮下注射可透過腹股溝和側腹等部位施行。注射時，可在多個部位分批注射。  
由於頸部存有氣囊，因此應避免頸部注射。 

如需一直維持輸液治療，則應採用皮下注射。  口服方法亦可用作持續輸液，但絕不能
用於嘔吐或嚴重虛弱的鳥類身上。  將導管從聲門右側穿過，並觸摸檢查頸部以確保導
管不在氣管之中。  假如在觸診氣管時找到第二個硬身的管狀結構，則導管已正確地處
於食道中。  假如僅觸診到一根管子，則在輸液前先檢查管子的位置。 

輸液份量 
輸液療法的目的是彌補體液不足（如上文所述，我們一般假設為 10%）及滿足每日代
謝（維持）的損失，其中假設為 50 毫升/公斤/24 小時。  

體液不足的計算方法如下：脫水百分比 x 體重（克） = 體液不足（以毫升為單位）。
正常之下，應在首 24 小時內填補 50% 的不足，其餘則應在接下來的 48 小時內補充，
並同時滿足維持生命的需求。 

例如  
患病動物 ： 鵰鴞出現翅膀骨折 

體重 3 公斤 
估計有 10% 脫水 

輸液需求： 
不足 ： 3,000 克 x 10/100 (10%) = 300 毫升 
維持生命 ： 3 x 50 = 150 毫升/日  
計劃 ： 第 1 天 ： 150 毫升（不足的 50%）+ 150 毫升（維持生命）= 合共 300 毫升  

 每天 4 次，每次提供 75 毫升。 
 第 2 天 ： 75 毫升（不足的 25%）+ 150 毫升（維持生命）= 合共 225 毫升 

 每天 4 次，每次提供 56 毫升。 
 第 3 天 ： 與第 2 天相同 
註：假如鳥類明顯地出現持續體液損失，例如嚴重的腹瀉或嘔吐，則需要因應這些損
失計算相關的補液份量。  可能需要為嚴重休克的鳥類，提供膠體溶液或輸血。   

營養支援 
部份鳥類初時無法接受口服液體和營養，但可能會在 24 小時內開始進食固體食物。  
因此，可以使用 2.5%葡萄糖食鹽水注射液為牠們補液，一旦有足夠的液體，便可以以
口服方式為牠們提供 5% 的葡萄糖食鹽水注射液。  如可行，應逐漸轉向提供較複雜的
食物，例如獸醫專用的重症營養配方（麥芽糖糊精及氨基酸），隨後提供混合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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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度瘦弱和脫水的鳥類會嚴重虛脫，治療後要小心留意。  使用 2.5% 的葡萄糖食鹽水
注射液改善液體不足時，亦能提供一點卡路里，其中靜脈注射的效果最佳。  在這個階
段，提供固體食物可能會令鳥類死亡，即使是希爾處方食品 a/d 亦會太多。  此時必須
為鳥類提供液體、保暖和葡萄糖食鹽水注射液。  假如之後鳥類可以接受口服液體，則
可以提供更高濃度的葡萄糖溶液。  逐漸轉向重症營養配方（讓腸道易於吸收，同時幾
乎不會消耗鳥隻的能量）。 

建議使用希爾處方食品 a/d、Oxbow 肉食性動物營養粉或艾茉芮特寵 IC 肉食等商業產
品，以及各種自家製膳食。 

假如鳥類反芻或嗉囊阻塞，則可能需要提供甲氧氯普胺（以肌肉注射 2 毫克/公斤)。 

如鳥類不能自行進食，建議定時餵食較小分量的食物，而不是一次性的大分量食物，
以免嗉囊受感染。  

完成評估後如鳥類可以進食固體或半固體食物，便可開始提供混合肉漿。不要向患病
的鳥類餵食堅硬的食材部份（骨頭和羽毛）。  

有現存的方程式去計算能量需求。  疾病會令鳥類的代謝過盛。 

環境支援 
必須將患病的鳥類保持在適當的溫度下，以免牠們消耗能量來維持體溫。  環境溫度可
能需要 30°C 或以上。  確保濕度充足，否則熱力可能會使鳥類脫水。  身上有油污／羽
毛受損的鳥類，體溫會流失得更嚴重。  鳥類的正常體溫應在 40 - 42°C 之間。   

診斷 
處理受傷野生動物的工作人員，在基本化驗程序及解讀結果上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能
力。 

血液測試 
可從動物身上抽取體重 1% 的血液：即從 1 公斤的鳥類身上抽取 10 毫升血液，及從 
100 克的鳥類身上抽取 1 毫升血液。  

新鮮血液應置於微血細胞比容的毛細管試管中進行血細胞比容、血清總蛋白測試，並
進一步使用新鮮血液以製作抹片，以進行顯微鏡評估。血液應放入乙二胺四乙酸採血
管（頂部為紫色）中以作血液學測試，並放入肝素鋰採血管（頂部為綠色）中用作生
化學血液檢查。假如血液樣本數量有限，則一般優先考慮進行的是血細胞比容、血清
總蛋白測試及血液抹片。假如有足夠的血液，則以肝素鋰採血管作生化學血液檢查。 

員工應檢查血抹片的紅血球細胞形態、寄生蟲和估計的白血球數（EWCC）。 

估計的白血球數是透過檢查 10 個高倍區域（x40），以及點算白血球來進行。  將數字
除以 10 以得出平均值，然後乘以 2000。  需透過乘以觀察到的血細胞比容/正常血細胞
比容數值（一般估計為 40）來修正血細胞比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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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的白血球數 
10 個高倍區域中的白血球數 @ x40 放大倍數 / 10 x 2000 x 觀察到的血細胞比容 / 正常
血細胞比容 = 細胞數目/微升。 

當血細胞比容低於 32%，則顯示貧血；高於 58%，則為脫水（或紅血球增多症）。  脫
水一開始可能會掩蓋了貧血問題，補液後再跟進的血細胞比容數值可顯示出真正的血
細胞比容數值。  透過觀察紅血球細胞的形態，可能有助於找出貧血問題。  

血漿蛋白可以使用折光儀測量，雖然並非經常準確，但這將能快速地得到估算值。  脫
水時，預計血清總蛋白值會升高，白蛋白／球蛋白比則為正常。  此外，工作人員還要
考慮炎症問題，因此應留意白蛋白／球蛋白的比例和絕對值。  胃腸道、腎臟和肝臟疾
病，可導致嚴重的低蛋白血症以及嚴重消瘦。   

糞便分析  
工作人員應分析糞便中的寄生蟲，亦可以進行糞便革蘭氏染色測試。  滴一滴溫生理鹽
水和使用蓋玻片，直接在載玻片上檢查糞便，以檢測原生生物。  進行糞便漂浮集卵法
檢測，以檢測出蠕蟲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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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紮 
必須將骨折上方和下方的關節固定。 

最常用的繃帶是圖 8 的繃帶（見圖 8，雖然圖中顯示的是斑鳩，而不是猛禽）。  雖然
很少使用繃帶來作骨折的最終固定，但這在固定鳥類身上的骨折部位時，可作為初步
支撐。  工作人員可在鳥類全身麻醉下使用這個方法，以盡量減少進一步的損傷，尤其
是對軟組織的損傷。  

要注意肌腱收縮，應嘗試盡快取下繃帶（最多 2-3 個星期），以免出現腱膜和關節僵
硬化。  

處理相關的傷口。 

 

  

表 29 

Metacarpal No joint below, only carpus needs 
immobilizing, therefore figure of 8 wrap only.

Radius and ulna Elbow joint above, carpal joint below; figure 
of 8 wrap.

Humerus Shoulder joint above, elbow joint below; 
body w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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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0 一隻翅膀包上繃帶的珠頸斑鳩（Spilopelia 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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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行為及環境豐富化 
環境豐富化及野生動物拯救 
 
「環境豐富化是一個概念，指如何改變圈養動物的生活環境，以提升牠們的福祉。透
過環境豐富化，為動物提供進行某些行為的機會或增加這些機會，這個情況，可稱為
行為豐富化。」（Shepherdson，1994 年）  
 
初時，雖然環境豐富化可能並非是拯救動物的重點或優先工作，但其應該是工作人員
經常要考慮的因素。對於需要圈養超過幾個月的動物而言，更應該為牠們提供豐富的
環境。即使是短期收容的動物，環境的細微變化亦會對牠們有幫助：環境豐富化能有
助動物改善心理健康和管理壓力，亦可以用作提升和評估動物的身心健康狀況，以做
好野放準備。 
 
當動物長時間（例如幾個月）在圈養環境中生活時，便必須將牠們的環境豐富化。拯
救中心最好不要長時間收容動物。很可惜，現實卻很難避免。舉例來說，在涉及非法
販運國際受保護動物的個案中，地方當局可能會要求拯救中心在起訴程序期間先收容
動物。 
 
簡單而言，環境豐富化是指在根據動物的習性和自然演化背景下，透過讓牠們有機會
解決問題和表現出高度積極的行為模式，改善或提升圈養野生動物的環境和護理過
程。 
 
動物在野外的棲息地，是由各式各樣的刺激所組成。生物必須對刺激做出適當的反
應，才能生存和繁殖。  一旦被圈養及失去所有這些刺激，便會徹底改變動物的行為，
因此我們更加需要提供豐富的生活環境。圈養環境的考量： 
 

• 可讓動物掌管自己的生活 
• 為動物提供更多選擇  
• 讓動物表現出自然的習性，特別是「食慾」（即覓食）行為  
• 減低或消除挫折 
• 為入住動物提供具刺激的圈養環境 
• 提供一個讓動物能更活躍，並發展適當肌肉組織和血液循環系統的環境 
• 讓動物有全面的社交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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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式與被動式方案 
 
不同物種都可能會因為圈養環境而表現出各種異常行為，這些行為在自然種群中並不
常見，甚至不存在。  有些行為是由於動物處於壓力環境下而產生，有些則可能是由於
無聊而造成。  動物需要同時滿足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  只要根據動物的自然演化史
和習性了解到牠們的需要，便可以設計出適合牠們的豐富化計劃，減少不恰當的異常
行為。  主動式方法是積極為動物的棲息處提供豐富的環境，以防止或減少行為問題的
發生。   
 
至於被動式方法，則適用於已發展出異常和刻板行為的動物。有時候問題會比較棘
手，因為「提供刺激去分散動物的注意，使牠不再做出異常行為」，和「動物為了獲
得那些刺激，而故意做出異常行為」，兩者往往只是一線之差。 
 
大部份獲救的動物只會圈養一段短時間，期間未會發展出因圈養而造成的相關異常行
為。即使是短期圈養，大部份野生動物都會承受一定程度的壓力。 
 
環境豐富化如何能改善動物的福祉？ 
 

• 能讓動物發展出多種不同的行為  
• 能讓動物做出更多物種特有的自然行為 
• 能讓動物多加使用整個圈養環境 
• 能提升動物應付潛在挑戰（如壓力）的能力 
• 能減少異常行為的發生，例如刻板式行為、攻擊行為、自我傷害的行為  
• 能讓動物鍛鍊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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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豐富化的種類 
 
 

  

圖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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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方法 
這方法會在圈養環境中盡量重現野生環境的複雜性，為動物提供刺激因素。 
 

 
行為工程方法 
這方法為動物提供能刺激天然行為的設備和機制。 
   

圖 94 讓動物可攀爬、擺盪、藏身和臂躍的仿自
然環境 

 

圖 93 可讓動物攀爬，擺盪和臂躍的結構 

圖 92 一隻在天然籠舍內的金頭澤巨蜥（Varanus cumingi）。籠內的天然擺設會
定期更換，以刺激動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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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豐富化的種類（由 The Shape of Enrichment 制訂） 
 
類別 1 — 社交  
 
社交組合 
如為群居動物，則應盡可能讓牠與其他同類一起居住。  
如為獨居動物，則可獨居或與其他可一起生活的物種一同居住。所有情況都必須考慮
是否適合個別動物。  
 

 
 
 

圖 95 社交組合和混合物種的展館。在動物拯救的情況，這種形式的環境僅適用於中長期收容的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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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類接觸 
在野生動物拯救和復康個案中，應盡量減少動物與人
類接觸。然而，計劃永久安置在教育或保育繁殖計劃
中的動物，與人類接觸可能反而對牠們有利。 
飼養員每天都在動物間工作，動物應能夠選擇接觸還
是迴避飼養員。  透過正面增強訓練，可以進一步培
養動物與飼養員的關係。 
此外，亦可以配置一些設備來鼓勵動物與訪客之間的
正面接觸。  
 
類別 2 — 認知 
 
解難 
使用各種設備和考驗智力的餵食器，可為動物提供解難的機會 
 

  
 
 

圖 97 一隻獼猴正在使用考驗智力
的餵食器 

圖 98 用於日常餵食的網狀餵食器 — 哺乳類動物和鳥類 

圖 96 飼養員正與鸚鵡互動（鸚鵡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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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體驗 

為動物提供新奇或特別的可食用或不可食用物品，以供牠們探索或擺弄 
 
正面增強訓練（PRT）— 僅為永久安置的個案提供 
訓練是鼓勵心理刺激的好方法 
 

 

  

圖 99 為猛禽提供新奇的球體餵食器 

圖 100 正面增強訓練有助改善醫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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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3 — 實體環境 
 
展館的設施 
為了令棲息處能配合物種的習性，當中必須提供足夠的空間以供動物休息和活動（陸
地、樹棲及／或水生，視情況而定），並且需要符合衛生要求。  籠舍結構（尺寸、形
狀和設計）和當中的底材，是實體或靜態環境的最基本組成部分。 
 
地形、設施和底材  
 
底材 —  落葉、泥土、護根、鵝卵石、沙、木屑、稻草等。 

 

 

 
 

圖 103 各種擺設、天然材料和紋理 

圖 101 用作室內據點底材的稻草和覆蓋物 圖 102 以落葉、樹皮碎及泥土作底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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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體 — 水池、灑水器、泥坑  
 

 

 

  

圖 104 供哺乳類動物和鳥類使用的水池 

圖 105 淋浴／灑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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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爬結構 — 木材、樹枝、岩石、繩索等。 
 
固定和活動的攀爬結構能令環境多來一些變化，並鼓勵動物使用不同的肌肉以進行活
動。定期調整這些設施，可以刺激動物的天然行為，鍛鍊身體。 
應該因應動物而提供不同直徑和材質的樹枝和棲息處。動態樹枝系統由一系列不完全
綁死的樹枝組成，讓樹枝可向不同的方向擺動。  

 
 
  

圖 107 動態樹枝系統 

圖 106 設有樹枝、繩索和其他可移動結構的封閉式籠舍 



第 145 頁，共 209 頁 
 

善用空間  
 
善用長闊高的空間，將有限的籠舍空間用盡。 
 

其他設施 — 藏身箱、遮蔽處   
 

 

圖 108 設有天然樹枝、繩索和其他可移動結構的
開放式籠舍 

圖 109 在靈長類動物籠舍的上半部分添加設
施，可增加可供使用的空間 

圖 110 為哺乳類動物和鳥類提供的藏身箱和遮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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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屏障／庇護所  
 
視覺屏障可讓弱勢或膽小的動物，避開佔著主導地位的動物、人類視線範圍或壓力情
況。  動物一旦受到壓力，往往會表現出異常行為。   
員工可使用茂密植被、放在適當位置的結構、網等作為視覺屏障。   
這些屏障可以是永久或臨時設施，並可放置在籠舍之內或之外。 
 

 
  

圖 111 以藏身處作為視覺屏障 圖 112 以天然植物作為視覺屏障 

圖 113 設於內部的視覺屏障（永久及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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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4 — 感觀 
 
觸覺（觸摸） 
這是指讓動物接觸各種類型的物料和紋理，以及觸摸和感受非生物物體，例如磨抓
柱、刷子、蛇皮等，又或接觸不同黏稠度和質地的物品（雪、氣泡、冰等）  

  
 
 
 
 
 
 
 
 
 
 
 
 
 
 
 

 

 
  

圖 114 一隻水巨蜥正摩擦著被繩索覆蓋著的木材 

圖 115 豹貓（Leopardus pardalis）正在摩擦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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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 
 
不含食物，僅供動物擺弄的物體：消防水帶球、桶子、紙板、皮納塔玩具、輪子、橡
膠玩具、沙袋、羽毛、布料、各種類型和尺寸的球體、岩石、木材、貝殼、松果、塑
膠或紙製物品（如箱子、紙巾、容器等）。這些設備可刺激動物的好奇心，並引發牠
們的玩樂和狩獵行為。 
 

嗅覺（氣味）  
 
工作人員可在棲息處四周使用草藥、香料、香水、動物氣味、食物萃取物等不同香
味，以鼓勵動物的探索行為。 
 
視覺（視線）  
 
這可包括使用彩色染料、壁畫、冷光譜（綠色）燈光、鏡子、動態影像（電視、影
片、DVD、電視遊戲）、太陽聚光物、舞廳球燈等。 員工亦可考慮使用高架平台和棲
息處，讓動物可看到其他動物的棲息地，但這不可對任何一方的動物構成壓力。 
 

圖 116 一隻正在玩弄繩球的漁貓（Prionailurus viverr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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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一隻正在探索鮮露兜葉的縞獴（Mungos mungo） 圖 118 一隻正在探索肉桂棒的絨頂檉
柳猴（Saguinus oedipus） 

圖 119 為加州海獅（Zalophus californianus）提供的各種形狀彩色剪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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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聲音）  
來自其他動物的聲音（例如捕食者或獵物的叫聲、交配聲）、來自天然環境的聲音，
以及音樂和人造自然聲音等。 

 

圖 121 網站 — 包括各種天然聲音 

圖 120 樹膠餵食器為狨猴提供嗅覺和味覺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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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梯度（溫度及濕度） 

最常為爬行類動物提供 — 體溫調節 
 
 
 
 
 
 
 
 
 
 
 
 
 
 
 

 

 

類別 5 — 食物  
 
食物呈現方式-— 將食物提供給動物的方法 
目標 — 增強動物的覓食能力，及增加牠們用於積極搜尋和處理食物的時間。   
 

圖 123 發熱燈（溫度梯度） 圖 122 霧化系統（濕度） 

圖 124 以懸掛方式為蝙蝠和陸龜提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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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工作人員可每天為動物提供在常規圈養餐單中的不同食物，也可以將這些食物納入一
個每週或每月循環一次的餐單中。 

圖 125 容器和餵食板  圖 126 在籠頂／籠舍外餵飼 

圖 128 分散餵食／隱藏的食物 圖 127 不同大小：提供完隻、經切碎或
經撕碎的食物 

圖 129 不同的黏稠度：在冰塊中冷藏的
食物 

圖 130 烤肉串 — 「棒子上的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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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 供狨猴使用的昆蟲「高速公路」（竹子上設有孔洞以供捕捉昆蟲） 

 

圖 132 供猛禽使用的樹枝餵食器 

圖 131 供獼猴和蝙蝠使用的懸掛式和固定式鐵網餵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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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食物 — 一般在常規圈養膳食以外的食物 
 

 
 

圖 134 以啫喱令餐單更豐富。 

 

圖 135 提供時令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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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預算的分配 
 
在野外環境，覓食行為是一般動物花最長時間進行，並屬於其物種特有的自然行為。
增加餵食頻率，可以改變動物在這方面所花的時間，以模仿野外的覓食行為。 
 

操作制約 
 
操作制約主要用在因教育目的而被圈養的動物身上，亦可以用於使獲救的動物適應飼
養生活和裝運安排。 
 
員工可透過結合行為制約技術來改善飼養和獸醫程序，以及減低動物因這些程序而產
生的不必要壓力。 
 
增強  
增強是指加強動物的行為，並增加這些行為再次出現的機率。  
 
正向強化  
由於此方法的效果最佳，因此獲動物飼養員廣泛採用。正面增強訓練包括給予動物一
些牠們想要的東西，以加強牠們對某項指令的反應。定期與動物一起進行訓練，能增
加牠們根據提示做出正確反應的機率。 
 
能令動物增強反應的方法包括提供動物喜歡的食物、口頭讚賞、玩樂時間、身體接觸
（例如撫摸、輕拍、搔抓等），即是動物所渴望得到的任何事物。 
 
以訓練動物去接觸一個目標為例。當目標出現，同時訓練員發出口頭提示：「目
標」  ，在動物接觸到目標後  ，便會得到獎勵。 
 
用途 
飼養目的 — 例如用於將動物從一個據點轉移到另一個據點；每天目測檢查；放入籠
中；量度體重等 
獸醫診治目的 — 例如注射、抽血、用藥等 
行為目的 — 例如減少攻擊行為（合作餵養法）、減少異常行為等 
 
安全考量 
應為動物提供足夠的環境豐富化物品，以防止動物之間出現不良甚至攻擊性的競爭行
為。可行的話，棲息區內的每隻動物應該最少能獲配一部環境豐富化裝置。最簡單的
準則，是提供比籠舍內動物數目最少多一項的環境豐富化物品。 
 
應只提供適合該特定物種的物品。為動物提供一個牠不會使用或無法使用的裝置是白
費工夫的做法。另外，部分動物會對某些物料較為敏感（例如，被膠紙黏住的蛇，一
般都無法在不脫去鱗片的情況下自行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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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動物破壞的物品，不應含有釘書釘、膠紙、尼龍繩及其他可能構成傷害的材料。 
 
必須小心評估所有物品，以減低傷害動物和籠內其他動物的風險。風險評估包括纏
結、窒息、吞食、割傷、陷阱、重物等。 
 
確保環境豐富化所採用的氣味對動物而言不會過於強烈。使用任何氣味時，請勿將氣
味散佈到整個籠舍中；相反應將氣味限制在一個區域內。這樣，動物便可以自願性地
選擇嗅到或避開氣味，而不會被氣味所包圍。 
 
在提供各種不同的聲音時，須確保有方法讓動物逃離噪音。員工對於所使用的聲音必
須經過深思熟慮；某些錄製的聲音可能會令動物產生壓力或引起對抗行為。與任何令
環境變得豐富的方法一樣，員工應先思考這些做法能否為動物帶來更優質的環境，還
是可能會對動物造成異常大的壓力？ 
 
由於環境變得複雜，因此可能會令居住在籠舍內的動物造成更大的風險。因此，我們

有責任透過預測動物可能會以怎樣的方式來使用所提供的結構物品，來降低動物受
傷、籠舍破損或動物逃脫的機會和風險。所有環境豐富化物品，尤其是新的設施，都
應該在工作人員的觀察下提供，同時必須制訂計劃，一旦物品對籠舍的動物構成危險
時，如何將其移除。 
  

圖 136 不安全的物品 — 鬆散的繩圈和磨損的繩索末端會構成纏結和吞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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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說明，本章節的所有相片均由 Debbie Ng 或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提供。 

 

 

圖 137 不安全的鐵線末端 圖 138 安全的鐵線末端 

圖 139 不存在散開風險的安全繩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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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0 將豬鼻龜（Carettochelys insculpta）送回印尼西巴布亞前，先進行裝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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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動物接收守則 
1996 年 10 月，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與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及香港愛護動物協
會（SPCA）商討後，為受傷及患病的野生動物制訂了接收協定。此協定闡明了動物保
育部可接收的物種。 

動物接收協定 

野生動物拯救中心（WARC）會考慮接收屬於以下一個或以上組別的動物： 
1) 該物種懷疑是香港本土野生動物的一種。 
2) 該物種具有重要的保育價值。其中包括： 

a) 在 IUCN 瀕危動物紅色名錄中，列為受威脅或以上級別的物種（一般指在
商業貿易中不常繁殖的物種） 

b) 獲 CITES 列明且在寵物貿易中不常見的物種  
c) 已獲目前研究或有趨勢證明其受到威脅，但尚未正式列明的物種。 

 
• 野生動物拯救中心 (WARC) 有權拒絕接收任何動物。對於需要拯救和復康的動

物而言，其終生開支將是中心接收時的一個考慮因素，這方面的操作將由部門
主管負責監督。  

•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在接收獲列入 CITES 中的非本土野生動物前，需要先得到
漁護署的許可。  

• 任何不屬於這些類別的動物，除非部門主管給予特別授權，否則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都不會接收。 

 

接收動物的程序 

必須填寫接收表格，以詳細列明移交動物的人士／機構名稱。 

接收動物的相關責任 
當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將動物接收回來後，則負責在不超出法律框架的情況下，就該
動物的未來作出決定。但這不適用於代表漁護署臨時收容的動物。 

不獲接收的動物 
假如被拒絕接收的動物，是適合 SPCA 尋找新家園計劃的常見寵物物種或家居物種，則
應將牠們轉交給 SPCA。所有其他動物，應轉介予漁護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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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動物的收容及安置 
動物的收容及安置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動物保育部所飼養的所有動物，無論是新收容還是長期居留，
都必須符合以下標準。 
 
在動物的餘生，必須在以下其中一個點得到，或有機會得到可接受的生活品質： 

a) 在野外 
b) 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教育展示中 
c) 在本地獲認可的*保育／教育計劃中 
d) 在海外獲認可的*保育／教育計劃中 

 
任何不符合這些標準的動物，都必須考慮提供適當的安置措施或施行安樂死。 
  
* 認可機構包括獲 IUCN 或國際動物園協會認可的機構。 

 

可接受的生活品質定義 
動物的圈養生活要達到可接受的品質，應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足夠的空間讓動物可以在籠舍內的不同部份四處活動。 
2. 動物的身體能力必須讓牠們可以相對輕鬆地在籠舍內活動，並且能夠以接近

該物種正常習性的方式活動，而不會出現嚴重跌倒或重複受傷的風險。 
3. 動物必須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能面對被限制活動的情況（即不應因被限制活

動而產生壓力） 
4. 動物應有足夠的私人空間，遠離其他動物和人類。 
5. 工作人員應提供適當的溫度範圍和足夠的遮蔽處。 
6. 應提供充足且營養全面的膳食。 
7. 動物有權利並應獲提供最基本的環境豐富化措施，以避免因缺乏這種環境而

出現的徵狀。 

令人接受的生活品質，應能讓健康且有足夠營養的動物表現出接近該物種正常的習
性，並且沒有因與生活品質不配合而出現慢性損傷或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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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野生動物拯救中心的動物接收、收容及安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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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放歸野外的決策樹狀圖（IUCN 指南，2000 年） 

 

特別注意：  假如是土生土長、已知源自於本地，並且受傷輕微以可考慮立即野放的動
物，則可無需按照這樹狀圖處理。 

 

  



第 167 頁，共 209 頁 
 

附錄 5  
安樂死守則 
任何不可野放，並且不能在圈養環境中得到可接受生活品質的動物，工作人員則應為
其施行安樂死。 

任何不可野放的野生動物，如沒有或只有很少保育價值，除非可以將牠送進獲認可的
教育計劃，並且認為牠具有安全溫和且適當的脾性，否則都應該施行安樂死。 

當涉及法律訴訟或受到政府的特別關注時，工作人員在在施行安樂死前應先通知動物
保育部主管。其中的例外情況，可包括那些因痛楚和承受痛苦而需要立即接受安樂死
的動物。在這些情況下，獸醫將負責即時作出決定。 

部份我們曾處理過適合安樂死的個案如下： 

• 一隻因無法從長骨骨折中康復而送抵的鳥類，截肢是唯一可能的治療方法，但這
樣會導致牠無法被野放，無法在籠舍內充分地活動。 

• 一條被拔掉了利齒，因而無法正常進食的蛇。 
• 一條不可野放的毒蛇，其在教育或保育價值上，低於圈養牠所需的安全措施的成

本。 
• 一隻在寵物貿易中常見的動物，不具保育價值或教育價值，例如一隻具攻擊性的

綠鬣蜥，同時中心又無法提供收容空間（假如是 CITES 名單的動物，且正替政府
臨時收容，則應首先通知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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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安全協定（在動物籠舍內工作） 
員工在進入任何動物籠舍時，應遵守以下指引，並建議將這些指引視為確保安全的最
低限度措施。 

安全設備的分配 
應在所有動物籠舍旁邊的合適位置，提供安全裝備。以下是適用於一般情況的最低限
度規定： 

• 頭盔 
• 護目鏡 
• 手套 
• 面罩 

安全設備的使用 
工作人員在籠子裡工作時，應使用適當的安全裝備。需要使用安全裝備的工作例子： 

• 分枝籠 — 頭盔、手套 
• 從事與蒼鷺有關的工作 — 護目鏡 
• 從事與檢疫動物有關的工作 — 防護面罩 

危險的動物 
工作人員不得進入收容危險動物的籠舍內。這類籠子將設有明確的標示，並加以上
鎖。僅在負責主任的監督或特別指示下，才可進入這類籠子。在這種情況下，工作人
員需採取特別措施，以防止被動物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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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動物野放守則 
在考慮野放任何已送進野生動物拯救中心 (WARC) 的動物前，應符合以下條件。 

狀況 
• 動物的身體能力，必須能讓牠作出其物種應有的天然覓食技能。 
• 動物的身體能力，必須能讓牠以正常方式保護及防衛自己。 
• 動物的心智能力，必須能讓牠做出上述第 1 點及第 2 點。 
• 動物的健康狀況，必須能讓牠做出上述的第 1 點及第 2 點。 

野放地點及時間 
在野放地點裡，被野放的動物必須是該地區的本土物種。工作人員應確保被野放的動
物與居於該地區的動物，在基因上能夠相容。因飛行期間失散的鳥類和蝙蝠，則可能
是例外情況。 

• 野放動物的地點，必須是牠的適當棲息地。 
• 選擇野放時間時，必須是該物種一般會在一整年中都會在該地區出現的時

間。 
• 野放安排不得對現有族群造成不利影響。 

註：員工應在適當的情況下，向熟悉該物種及其棲息地需要的專家尋求建議。 

審批 
所有野放安排都應根據每個個案的情況進行評估。每次野放動物前，WARC 團隊都必
須事先討論相關個案。 

野放後辨識動物的設備和監察工作 
可行之下，工作人員都應在野放後監察動物的生活情況。其中包括為野放的個別動物
加上標記（使用環型標記或晶片），以及進行實地觀察或使用追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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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蛇類接收程序 

背景 
動物保育部與香港特區警務處合作，並在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所提供的資訊和
許可下，推出了一項跨部門合作拯救野生蛇類計劃。在這個計劃下，警方將可一星期 
7 天、24 小時移送蛇類予動物保育部。如為本地原生健康的蛇類，則重新安置到遠離
人類居住的野外；如為來源不明或嚴重受傷的蛇類，則安排施行安樂死。 
辦公時間內接收蛇類（動物保育部員工當值期間） 

1. 當警員將蛇類送抵本園時，接待人員應立即聯絡動物保育主任（CO）。若
無法聯絡保育人員，而蛇類被裝載在任何設計上與建議不符的容器中，接待
人員可拒絕接收。蛇類應被放進帆布袋中並安置於木箱內。 

2. 通知 CO 後（除非另有指示），應指示警員前往野生動物拯救中心（WARC）。 
3. 在 WARC，CO 會負責處理裝在箱子中的蛇類。 

特別注意：這時候不應與蛇類接觸（只有指定人員才可以打開蛇箱及袋子，以辨
識物種） 

4. 隨後，應向警員提供一組替換（後備）箱子和袋子。 
5. 應讓蛇類保持不受干擾，直至獲動物保育部主管認可的員工前來確認蛇類的

物種，並在必要時處理毒蛇。 
6. 一旦獲認可的處理人員確定蛇類為無毒物種，則可將蛇類轉交給具有適當經

驗的其他工作人員以作檢查或野放。 
7. 如為有毒蛇類，則只可由獲認可的處理人員負責，並應附上有毒物種標籤。 
8. 將蛇類野放或處置之前，應在「蛇類拯救計劃手冊」中註明所有相關的蛇類接收

資訊。每季會將完整報告發送給警方和漁護署。 
辦公時間以外接收蛇類（沒有動物保育部員工當值時） 

1. 當警員將蛇類送抵本園時，當值保安人員應負責接收（保安小組的聯絡電話已張
貼在大閘上）。首先應詢問警員，以確定蛇類是否正確存放在袋子和箱子中。  
特別注意：無論任何情況都不應打開箱子。 
特別注意：蛇類如未被正確地放置箱中，應拒絕接收。假如情況有所改善，稍後

則可將蛇類送返本園。  
2. 應將正確移送的蛇類（仍存放在鎖上的箱子中）放置在指定的蛇類存放室中，並

向警員提供替換的箱子和袋子，以及移交任何相關文件。 
 
 
 
 
 
 
 
附錄 9  
有關設施的自我評核 
（參考 IWRC（國際野生動物復康理事會）2000 年野生動物復康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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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此表格所包含的資訊和問題，是供復康設施及個別復康人員在進行自我評核或自我審
查時使用。此表格可用作審查的範圍包括： 

• 動物居住環境 
• 醫療及診斷 
• 疾病預防和感染 
• 食物準備 
• 消毒 
• 良好的內務管理 
• 表格所包含的項目，並非全都適用於每項設施。 

設施審查 

I. 動物接收區 

公眾資訊 
a) 是否有為處理野生動物問題的員工和義工，制訂書面政策或程序？ 
b) 機構有否向公眾提供有關其為野生動物提供服務的資訊？ 

程序 
a) 機構能否為員工和義工提供操作政策（例如操作手冊、由董事會制訂的守

則，或培訓材料）？ 

記錄 
a) 是否有為每隻有健康問題的動物保存病歷？ 
b) 並無健康問題的動物是否都存有記錄（例如孤兒動物）？ 
c) 記錄是否清晰？ 
d) 記錄是否完整（即可以透過審查記錄來跟進動物的進展情況）？ 
e) 有否一個系統來找出每隻動物的記錄？ 

設施 
a) 接待區是否整潔得體？ 
b) 接待區是否井井有條，以在接收新動物時，其他已入住的患病動物不會感到

壓力？ 

電話服務 
a) 是否有為需要向公眾提供協助、支援和指導的員工，制訂守則，讓他們在以

下範疇向公眾提供協助： 
b) 以人道方式預防或減少野生動物問題、衝突情況及傷害？ 
c) 確定動物是否真的需要接受拯救？ 
d) 提供策略和技術，讓動物母親有機會找回暫時失散的幼兒或重新築巢？ 
e) 有否在安全捕捉、約束和運輸技巧上提供建議，以盡量減低對動物和人類造

成傷害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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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接收／檢驗區 
a) 區域是否清潔？ 
b) 區域的設置能否讓動物安全地接受檢查？ 
c) 有否提供急救用品？ 
d) 有否提供可量度動物體重的磅，以在接收和評估期間使用？ 
e) 是否為等待檢查／治療的動物，提供一個溫暖、安靜和昏暗的地方？ 
f) 有否安排及／或建造設施，以盡量減低動物所承受的壓力？ 
g) 是否將聲音和活動程度降至最低，以減輕動物所承受的壓力？ 
h) 捕捉和處理動物的設備，能否易於取得，以及處於良好的運作狀態？ 
i) 能否安全地使用這些設備？ 
j) 對動物和人類而言，捕捉、處理和約束程序是否安全？ 
k) 處理野生動物的員工，曾否接受過安全處理技巧的培訓？ 

III. 深度護理設施 
a) 獸醫院有否提供相關設施 
b) 現場有否提供相關設施 
c) 能否在必要時使用以下物品？ 
d) 恆溫箱 
e) 發熱器材（發熱燈、發熱墊）   
f) 區域是否清潔？ 
g) 這是否一個使用量低的區域？ 

IV. 手術 
a) 獸醫診所／醫院內有否提供 
b) 現場有否提供 
c) 是否無菌區域？ 
d) 當中有否提供復蘇設備？ 
e) 是否設有手術前準備區？ 
f) 手術設備是否處於良好的運作狀態？ 
g) 麻醉劑是否備妥？ 

V. X 光照射服務 
a) 獸醫診所／醫院內有否提供 
b) 現場有否提供 

VI. 初步護理設施 
a) 對於需要處理的物種而言，籠子是否符合收容標準？ 
b) 其構造是否可供清潔和消毒（例如以不銹鋼、玻璃纖維、密封木材、塗層寵

物箱製造）？ 
c) 是否定期清潔籠子（根據物種和籠子類型）？ 
d) 區域是否以適當的方式充分通風？ 
e) 是否有充足的照明（在適當的時間下提供全光譜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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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是否設有隔離設施（現場、獸醫診所、其他地點）？ 
g) 區域是否遠離主要的人類活動？ 
h) 家居寵物可以進入該區嗎？ 

VII. 基本運動籠子 
a) 對於正被處理的物種而言，籠子是否符合收容標準？ 
b) 籠子可以清潔嗎？ 
c) 是否設有定期清潔時間表？ 
d) 籠子對處理人員和收容中的動物是否安全（例如有否鬆脫或鋒利的電線或釘

子、是否設有雙門等）？ 
e) 籠子是否牢固（例如已上鎖、堅固、免受獵食者的襲擊）？ 

VIII. 藥房 
a) 區域是否清潔及井井有條？ 
b) 是否備有所需的藥物？  其他藥物能否透過處方或贊助機構獲得？ 
c) 受管制藥物是否儲存在已上鎖的安全位置中？ 
d) 是否設有受管制藥物的記錄？ 
e) 抗生素、寄生蟲殺滅劑、疫苗等能否在藥房或經過處方獲得？ 
f) 有否提供緊急藥物？ 

IX. 消毒 
a) 有否為籠子、餵食器具、注射器、食物儲存容器以及食物、水和消毒池，制

訂了清潔和消毒的標準程序和時間表？ 
b) 清潔和消毒用品是否可用並妥善存放？ 
c) 有否提供人類防護裝備（手套、口罩、護目鏡）？ 
d) 有否展示消毒劑的正確使用說明？ 
e) 是否設有指定區域，以存放、清潔和消毒骯髒物品？ 
f) 是否設有指定區域，以存放清潔和消毒用品？ 

X. 病理服務 
a) 現場有否提供 
b) 是否可透過獸醫提供 
c) 商業帳戶 
d) 能否在必要時為野生動物提供以下服務？ 
e) 血液學測試（PCV、Diff.、Hb、WBC、凝血時間、ESR、血液化學檢測）？  
f) 寄生蟲學測試？ 
g) 微生物學測試？ 
h) 驗屍服務？ 
i) 如在收容所中進行： 
j) 採集組織和驗屍是否使用獨立的設備？ 
k) 有否按照適用的法例或法規處理動物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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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食物準備及儲存 
a) 區域是否清潔，並且井井有條？ 
b) 有否提供足夠的食物和供應？ 
c) 食物（小雞、老鼠、魚類）是否與已死的（復康）動物分開存放？ 
d) 易腐爛的食物是否已過了使用期限（開放式配方）？ 

XII. 內務管理及維護 
a) 是否具有合理的時間表以： 
i. 進行日常清潔？  
ii. 進行每星期清潔？    
iii. 進行季度清潔？  
b) 有否具備持續的設施維修和保養計劃？  

XIII. 資料庫 
a) 有否制訂持續的計劃，以購買有關野生動物復康的刊物？ 
b) 有否為人類／野生動物的衝突提供人道解決方案的手冊／書籍？ 
c) 有否提供描述了每個物種及其自然演化史的刊物？ 

XIV. 安全 
a) 是否設有消防警報？  
b) 是否設有滅火器？有否將飲食和吸煙等限定在指定區域內進行？  
c) 是否設有可供員工／義工使用的急救箱？  
d) 對於設施所使用的化學品（消毒劑、清潔劑、某些藥物等），其化學品安全

資料表（MSDS）是否有提供／易於取得？ 

XV. 機構標準 
a) 個人或機構是否遵守當地法例，並且就正在進行的工作，持有目前州份／省

份／聯邦的許可？ 
b) 有否為員工／義工制訂申訴政策？ 
c) 有否為員工／義工制訂培訓政策？ 
d) 完成基本技能培訓（員工培訓課程、IWRC 及 NWRA 計劃等）的員工（受薪

及義工），有否接受持續培訓的機會？ 
e) 有否為義工購買責任保險，以保障設施及／或機構？ 
f) 有否為員工制訂員工補償政策？ 
g) 在緊急情況下可提供哪些辦公時間外的服務（待命人員、獸醫緊急門診服務

等）？ 
h) 是否具有書面政策，為義工了解與動物護理、報告程序、行為守則相關的機

構規定作出指引？ 

XVI. 持續教育 
a) 是否有收集野生動物復康的相關資訊？ 
b) 持證人的機構有否收集此類資訊，並與其他成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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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機構的持證人及／或其他人士有否參加有關野生動物復康的持續教育課程或
會議？ 

 

 

 

  

圖 141 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獸醫進行驗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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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接收及移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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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個案歷史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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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哺乳類動物接收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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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鳥類接收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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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爬行類動物接收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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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  
住院及治療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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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一般檢疫的原則 
 

引言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野生動物拯救中心將致力確保檢疫中的動物及其排泄物，會與所
有非檢疫個案分開。在可行情況下，會為檢疫中的動物提供專用設施。因應拯救中心
的性質以及動物出入中心的流量，我們可能無法時刻將動物徹底隔離。在這種情況
下，我們將會更改飼養和管理方法，以確保盡力提供最佳和最符合實際需要的隔離屏
障。 

以 3 種顏色劃分的檢疫級別 
級別 保護 要求 
全面檢疫級別（紅色） 口罩 

手套 
護目鏡 
鞋履消毒池 

必須 
必須 
必須 
必須 

正常檢疫級別（黃色） 口罩 
手套 
護目鏡 
鞋履消毒池 

建議 
建議 
建議 
必須 

無需檢疫級別（綠色） 口罩 
手套 
鞋履消毒池 

建議 
建議 
建議 

 

級別說明 
1. 所有新個案都歸類為正常檢疫級別（黃色），直至主診獸醫另有指示為止。 
2. 紅色級別表示必須將動物隔離，因為牠們可能帶有傳染病／人畜共通傳染病。 
3. 綠色級別表示動物已完成所需的檢疫期，並準備安排野放／遷移／重新安置

（註：部分本地野生動物可能無需接受固定的檢疫期，由獸醫決定）。  
4. 獸醫將通知工作人員有關檢疫級別的資訊，並負責確保動物記錄清晰地列明檢

疫狀態，以及因此而產生的任何有關健康及安全管理的問題。在相關區域工作
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應該了解此程序。  

5. 制訂上述管理措施的目的，是保護工作人員和動物免受與動物工作有關的疾病
風險。  

6. 此管理指引適用於所有送進 WARC 的動物個案以及永久展出的動物。列明標準
做法和差異的指引，只有在主診獸醫的指導和批准下，才可根據個案情況採
用。  

7. 在任何動物處理、護理和飼養工作下，除了這些管理做法，亦可能會應用其他
與健康及安全或進出場所相關的協定，工作人員應予以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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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任何情況下，在處理或餵飼動物之前及之後都必須清潔／消毒雙手。工作人
員須使用為其提供的合適衣物、清潔設備及清潔劑。如有提供專用工具或給予
使用指示，工作人員便須使用這些專用工具。時刻保持謹慎，以將你及其他工
作人員受感染的風險減至最低。如出現任何人員受傷或可能令工作人員構成風
險的做法，應立即報告。 

9. 負責處理個案的監督主任，有責任確保所有與個案接觸的工作人員均了解檢疫
要求。如上文所述，中心使用以顏色劃分的標示系統來顯示風險級別。如籠舍
內出現高風險的「全面檢疫」個案，則會在圍欄上放置一張紅牌。個案主管
（一般是獸醫主任、高級保育主任或保育主任）有責任推行此措施。部門主管
負責確保所有議定的安全設備均可供使用。假如發現安全設備遺失或發生故
障，工作人員應立即報告，以即時更換。 

特別考量  
1. 所有已死的雞隻都會送往 WARC。屍體將放置在獸醫醫院外的指定塑膠箱中，

以待處理 – 1。哨兵雞將送往政府化驗所，並在化驗所表格上印上「non-AI 
vaccinated」。2.非哨兵雞亦將送往政府化驗所，並列明疫苗接種狀態。 

2. 雖然在 WARC 接收程序中的鳥隻可能沒有病徵，但隨後有機會會在禽流感檢測
中驗出呈陽性反應（政府化驗所）。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會迅速得到漁護署的
跟進，但農場工作人員在收到有關禽流感陽性鳥隻的通知後，就應立即開始以
下程序： 

o 在收到化驗所結果後，與漁護署建立對話渠道 
o 將鳥類目前所在的房間／病房，列明為高度疫檢房間（紅色） 
o 不論目前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處於戒備應對級別還是無應對級別，均須

將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生物安全措施提升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嚴重應
對級別（紅色） 

o 未經獸醫或部門主管直接授權，任何工作人員均不得進入該房間 
o 不可將任何動物送進或送出該房間 
o 不可將任何工具／籠子／器材送進或送出該房間 
o 隔離所有曾經接觸過（即使只是短暫接觸）患病鳥隻的動物，同時追蹤

所有感染途徑及實施適當的屏障措施 
o 應在該房間中採取高級別生物安全措施（佩戴口罩、手套、護目鏡及使

用消毒濕墊） 
o 檢查所有曾經接觸過患病動物的工作人員，並聽取漁護署／衛生部門的

建議，其中可能需要安排隔離／檢測 
o 因應任何額外措施與漁護署聯絡 
o 涉事的鳥隻將由漁護署人員帶走。 

3. 所有接到報告咬傷人類的哺乳類動物，可能需要接受觀察十天，以確認牠們沒
有任何狂犬病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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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一隻檢疫後正於展覽中的雌性恒河猴（Macaca mul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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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鳥類的餵食指引 

  組合 物種 
1 

 

• 粟米 
• 豌豆 
• 豆類 
• 種子 
• 混合穀物 
• 軟果粒 

• 鴿子 
• 斑鳩 

2 

 

• 混合種子 
• 小米 
• 油菜籽 
• 小量水果及昆蟲  

• 雀類 
• 麻雀 
• 金絲雀 
• 文鳥 
• 臘嘴鳥 
• 鵐 

3 

 

• 商業販賣的鳴鳥
／雞隻飼料 

• 軟果及昆蟲混合
食物 

• 鳴禽 
• 繡眼鳥 
• 畫眉 
• 八哥 
• 椋鳥 
• 鵯 
• 鵲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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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商業販賣的鳴鳥
／ 

雞隻飼料 
• 昆蟲 
• 有葉蔬菜 

• 雞 
• 雉 
• 苦惡鳥 
• 秧雞 
• 鵪鶉 

5 

 

• 鵪鶉 
• 老鼠 
• 雞肉 
（經冷藏，適當地
解凍） 

• 鵰 
• 貓頭鷹 
• 鷹 
• 隼 
• 鳶 

6 

 

• 商業生產的鸚鵡
食物、葵花籽 

• 水果／蔬菜（大
片亦可） 

• 鸚鵡 
• 長尾小鸚鵡 
• 吸蜜鸚鵡 
• 彩虹吸蜜鸚鵡 
• 情侶鸚鵡 
• 鳳頭鸚鵡 

7 

 

• 魚類／青蛙／蝦 
• 雞／老鼠  
（大小應適合鳥嘴
／嘴巴） 

• 鷺 
• 鷺 
• 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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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  
鳥類體重及餵食指引 



第 188 頁，共 209 頁 
 

 



第 189 頁，共 209 頁 
 

 



第 190 頁，共 209 頁 
 

 



第 191 頁，共 209 頁 
 

 



第 192 頁，共 209 頁 
 

 



第 193 頁，共 209 頁 
 

 



第 194 頁，共 209 頁 
 

  



第 195 頁，共 209 頁 
 

 



第 196 頁，共 209 頁 
 

  



第 197 頁，共 209 頁 
 

附錄 19  
鳥類野放評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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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  
非飛行類哺乳類動物野放及評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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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道德操守海報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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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 

道德操守海報第 2 頁 
 

 

 

 

 

 

 

 

 

 

 

 

 

 

 

 

 

 

 

 

 

 

 

 

 

 

附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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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拯救中心公眾意識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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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公眾意識諮詢海報 — 鳥類（下載自 www.kfb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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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  
資訊決策表（通知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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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  
屍體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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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7 
ZIMS 分類報告（示例） 

 
附錄 28 

ZIMS 樣本報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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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9 
ZIMS 籠舍報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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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0 

猛禽野放技巧 — 補充說明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採用的猛禽體能訓練及野放技巧 
當猛禽完成檢疫及治療後，便應考慮為牠選擇哪種體能訓練及野放技巧。每個物種以
至每隻個別的猛禽，對體能訓練及野放的要求都可能略有不同，以下指引應能有助決
定採取哪種技巧。這些指引是專門為在香港發現的物種及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設施
而編製。 

確定個案類型 
選擇哪種野放技巧，需視乎個案性質而定。 

類型 I ： 未成年鳥/成鳥（指在接收時的年紀已是長出飛行羽後兩個月以上），
並且身上沒有明顯可能影響飛行及狩獵能力的損傷。 

類型 II ： 幼鳥/未成年鳥（指在接收時的年紀是長出飛行羽後不足兩個月，或未
長出飛行羽），並且身上沒有明顯可能影響飛行及狩獵能力的損傷。 

類型 III ： 任何年齡的鳥隻送抵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時的傷勢，是即使已治理，仍
可能影響其飛行和狩獵能力。 

野放技巧 
如以下列出的物種所示，野放方法可能因物種而異，但三種主要技巧，基本上都屬於
以下其中一個類型： 

• 鳥舍 

體能訓練及野放 
在野放前，應讓／鼓勵鳥類在寬敞的鳥舍內四處飛行最少一星期，以作體能訓練。隨
後，只需在合適地點將鳥類野放。如野放地點就在附近，則應用人手將鳥類帶到野放
地點。如使用運輸箱，則野放時最好簡單把箱打開，讓鳥類直接從運輸箱中飛走。嘉
道理農場暨植物園設有 3 種可用的設施來協助處理這個野放類別，包括一個可收容幾
隻殘疾猛禽的大型飛行鳥舍、一個供小型猛禽使用的網籠，以及一個可以在野放前容
納隼和貓頭鷹的長型建築物。 

• 自立訓練 
兩種方法 — 

a) 即時自立訓練 
假如鳥類尚未達到飛行羽完全長成的年齡，即時自立訓練可以是一個選擇。雛鳥應
放置在人工鳥巢中並提供食物，直到牠能夠飛行和捕獵為止。 

b) 野放地點／餵食平台制約 
應讓鳥隻在與人類盡量少接觸的情況下，達到羽毛完全長成的年齡。隨後，應將牠
捉在手上，並讓牠每天在手上進食，直到情況穩定到足以放在野放平台上餵食為



第 208 頁，共 209 頁 
 

止。野放前，應在野放平台上餵飼一個星期。在將鳥隻野放後的 2 個星期內，工作
人員應每天將食物放置在野放平台上。 

獵鷹訓練技巧（目前並沒有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推行，但假如內部有相關的專家，
並獲得進行訓練所需的許可，以下技巧可能會有用） 
這些技巧包括跳高、飛到手上，以及在兩個 T 形桿之間短距離飛行。  

工作人員應在整個訓練期間評估鳥隻的飛行能力，假如飛行能力明顯欠佳，並且情況
在短期內不太可能有所改善，則應將鳥隻放回飛行鳥舍，並可能需視為不可野放的個
案。 

鳳頭鷹、松雀鷹、日本松雀鷹、赤腹鷹、紅隼、阿穆爾隼、普通鵟、燕隼、雕鴞、褐
漁鴞 
類型 I ： 鳥舍體能訓練及野放 
類型 II ： 自立訓練（僅適用於香港繁殖品種） 
類型 III ： 如只有小問題的鳥類，可提供鳥舍體能訓練及野放（飛行評估必須在大

型鳥舍，或於鳥舍外在鳥類身上繫上合適的繩索後進行）。如情況更為
嚴重，可以採用獵鷹訓練技巧。 

 
除雕鴞及褐魚鴞外的所有貓頭鷹 
類型 I ： 鳥舍體能訓練及野放 
類型 II ： 鳥舍體能訓練及野放（僅適用於香港繁殖品種） 
類型 III ： 鳥舍體能訓練及野放 

 
黑鳶 
類型 I ： 鳥舍體能訓練及野放 
類型 II ： 自立訓練 
類型 III ： 可以考慮採用基本的獵鷹訓練技巧 

 
有關訓練黑鳶狩獵技巧的建議（如具備內部專業人士）； 
• 應安排員工每天將鳥隻放在手上餵食。  
• 鳥隻應在繫上合適繩索後，能從最遠 5 米的距離飛行到工作人員的手

套上，隨後多次飛行到不同的 T 型桿上，以提升體能。  
• 當鳥隻的表現良好，則桿與桿之間的距離可以增加至 30 米左右。

當鳥隻的良好表現能維持一星期，便可以讓牠在沒有繩索的情況
下飛行，並且可以將絆繩拿掉。初時牠可能仍會按照指示飛行，
但工作人員可以將牠捉在手上，並帶到遠離訓練區的地點野放。
工作人員可在訓練區附近放置餵食平台，以防萬一鳥隻在野放後
回來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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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隼、獵隼 
類型 I ： 自立訓練或獵鷹訓練技巧 

類型 II ： 自立訓練或獵鷹訓練技巧（僅適用於在本地繁殖的常住本土鳥類） 

類型 III ： 如具備內部專業人士，則採用獵鷹訓練技巧 

白腹海鵰、蛇鵰、白腹山鵰、白肩鵰、烏鵰 
類型 I ： 鳥舍體能訓練及野放，部份個別鳥隻可能需要在野放後加以監察 
類型 II ： 自立訓練（僅適用於在本地繁殖的常住本土鳥類） 
類型 III ： 獵鷹訓練技巧（如具備專業人士並得到當局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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