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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開調查之前，先細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地圖。

進入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之前，請圈出圖中人物的錯誤行為。



赤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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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克誠野生動物護理中心

赤麂

你被開除了！

噢，噢！

   哎呀！ 我們會

另請新職員，

代替你的位置

......

牠是一頭赤麂，

能夠發出像狗吠一樣的

叫聲。

立即走吧！

赤麂在受到驚嚇、互相溝通或交配時會發

出像狗吠一樣的叫聲；不過，牠們並不能

用於守衛或保安用途。此外，在香港，若

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蓄意殺死、傷害、

捕捉、飼養及控制任何野生動物，均屬違

法行為。

不要......

不要呀！



赤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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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近距離觀察

     身體特徵 :  有脊柱 無脊柱         多毛

  有羽毛 有鱗片         有鹿角

  有斑點 

   其他特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 延伸知識和特徵

      呼吸器官 :  用肺呼吸  用鰓呼吸

    繁殖方式 :  胎生  卵生

你知道赤麂屬於哪類動物嗎？

 昆蟲    魚類  鳥類

 哺乳類  兩棲類 爬行類

      為什麼赤麂會住在飼養區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檔案   赤麂

「活躍」程度
根據觀察，我注意到赤麂的「活躍」程度是：

0               1               2               3               4

極為安靜                               極度活躍 

請圈出代表「活躍」程度的數字。

翟克誠野生動物護理中心

赤麂

赤麂 X 檔案



野豬和豪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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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豬和豪豬
翟克誠野生動物護理中心

唔...我需要一支

牙籤，挑去齒縫間

的食物。
呀，你來得真合時！

豪豬，謝謝你啦！ 

我的刺像針那樣尖，

但不能當作牙籤使用。

這些刺會插在你的口裏，

很難拔出，而且會很痛的啊！

小心呀，野豬！

豪豬的刺（刺狀硬毛）末端

有微小的倒鉤，在刺入/插進   

皮膚時會向外展開，因此難以  

拔出，而且會帶來痛楚。



野豬和家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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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檔案    野豬和家豬  

觀察
比較野豬和家豬的身體特徵。兩者有哪些不同之處？ 
在以下表格中記錄你的觀察結果：

身體特徵           野豬             家豬

膚色 白色    灰色 白色    灰色 

 粉紅色  黑色 粉紅色  黑色

身體形狀  較肥胖  較肥胖

 較瘦削                 較瘦削

腿  較長 較短 較長 較短

耳朵 較大 較小 較大 較小

 下垂 尖形 下垂 尖形

鼻子 較長 較短 較長 較短

牙齒特徵 有獠牙 沒有獠牙 有獠牙 沒有獠牙

毛 較長 較短 較長 較短

 毛茸茸 光禿禿 毛茸茸 光禿禿

尾巴 較長  較短 較長  較短

 直 曲 直 曲

「活躍」程度 活躍 安靜 活躍 安靜

觀察／備註

野豬和家豬
翟克誠野生動物護理中心



野豬和家豬

細心再想想
野豬的身體特徵怎樣幫助牠們在樹林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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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程度

請圈出代表「活躍」程度的數字。

0 代表「極為安靜」，4 代表「極度活躍」。

家豬

0          1          2          3          4

極為安靜                              極度活躍 

0          1          2          3          4

極為安靜                               極度活躍 

野豬

身體特徵        有助野豬在樹林生存的特徵 

膚色 

身體形狀

鼻子特徵 

毛

野豬和家豬
翟克誠野生動物護理中心



野豬和豪豬

野豬　X  檔案

1.近距離觀察

身體特徵 :       有脊柱　        無脊柱　　        多毛

                 有羽毛　　      有鱗片　　        有角 

                 有斑點

                 其他特徵 :  ___________________

2.延伸知識和特徵

呼吸器官：       用肺呼吸　      用鰓呼吸

繁殖方式：       胎生　          卵生

你知道豹貓屬於哪類動物嗎？

               昆蟲　         魚類　         鳥類　

               哺乳類　       兩棲類　       爬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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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檔案備註

2002年5月，野豬的家族兄弟在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蘭花谷的一條深溝出現，牠們當時是初

生小豬，身長只有40厘米。相信牠們的母親因

為受到干擾而逃跑，不幸的是，兩頭小野豬在

試圖跟隨媽媽跳過水溝時掉下及被困。

你認為初生野豬的媽媽因為受到什麼干擾而逃跑？



豹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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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貓 是豹或是貓？

在溪流和水池附近的濕泥上，

經常可找到豹貓的腳印。                 

牠們是靈巧敏捷的動物，

既能爬樹，又善於游泳。

豹貓

身體 600-900毫米

尾巴 280-370毫米

你喜歡我身上大量的

純黑色大小斑點嗎？

哇！我愛你由頭部後面

向下伸展的條紋呀！

身體 500-750毫米

身體 210-310毫米

家貓



豹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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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檔案      豹貓 - 是豹或是貓？  

觀察
仔細觀察，然後在以下空位繪畫豹貓身上的花紋，並塗上顏色。

豹貓

我的獨有特色
1. 我的毛色 :   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身上的花紋 : 線條 斑點

3. 我的棲息地 :     樹林      洞穴    灌叢       市區

4. 我喜愛的食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豹貓屋內的水池有什麼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較豹貓和家貓的不同和相似之處。



豹貓

豹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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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豹貓會住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飼養區內呢？

轉送至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以進行檢疫及

健康護理。

豹貓在樹林居住。

人們想把豹貓當

作寵物飼養。

被漁農自然護理署充公後轉交

嘉道理農場。

有人透過非法野生動物貿易活動把

小豹貓偷運到香港。

反思
1.為什麼人們想把豹貓當作寵物飼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豹貓是否適宜作為人類的寵物呢？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豹貓 X 檔案

1.近距離觀察

身體特徵 :       有脊柱　        無脊柱　　        多毛

                 有羽毛　　      有鱗片　　        有角 

                 有斑點

                 其他特徵 :  ___________________

2.延伸知識和特徵

呼吸器官：       用肺呼吸　      用鰓呼吸

繁殖方式：       胎生　          卵生

你知道豹貓屬於哪類動物嗎？

               昆蟲　         魚類　         鳥類　

               哺乳類　       兩棲類　       爬行類

A B C

D E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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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樂園

猴子

 資料檔案   猴子

觀察
1.觀察猴子飼養區內的電圍欄如何架設，並用顏色筆繪畫出來。

2.你能解釋為什麼連樹幹上也加設電圍欄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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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樂園

猴子

3.為什麼猴子不再害怕人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為什麼這些猴子會搶奪郊野遊人的食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我在郊外遇到猴子時應該怎麼辦？ 

 我應該 :

    模仿牠們的動作　　　　    不要注視牠們　　　　 

        用食物引誘牠們            避免做出刺激牠們的動作　　

        跟牠們玩耍                向牠們微笑　　　　

        跟牠們握手　　　　        立即逃跑

資料檔案備註

香港的獼猴在接近城門水塘的金山郊野公園

和大埔滘特別地區（樹林保護區）生活。

此外，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可找到豚尾

猴、長尾獼猴和西藏獼猴這三個外來物種；

牠們曾被人當作寵物飼養，已習慣與城市人

共處，其後由漁農自然護理署捕獲，再轉交

嘉道理農場。

多年來，甚至是現在，有些人經常餵飼野生猴子，以致牠們不再害

怕人類。然而，獼猴可能會因而變得具有攻擊性，在郊野公園搶奪

遊人食物的事件時有發生。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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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再想想 
牠們在做什麼？

行為 猴子數目

玩耍

互相梳毛

休息

觀看途人

進食

其他行為

你能想出一些用來描述其性格 / 特徵 / 行為的形容詞嗎？

猴 猴 猴

猴猴

猴子樂園

猴子

1.近距離觀察

身體特徵 :       有脊柱　        無脊柱　　        多毛

                 有羽毛　　      有殼　　        有鱗片 

                 皮膚濕潤及光滑

                 其他特徵 :  ___________________

2.延伸知識和特徵

呼吸器官：       用肺呼吸　      用鰓呼吸

繁殖方式：       胎生　          卵生

你知道豹貓屬於哪類動物嗎？

               昆蟲　         魚類　         鳥類　

               哺乳類　       兩棲類　       爬行類

猴子 X 檔案



籠養雀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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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檔案     籠養雀鳥 

觀察

猛禽之家

籠養雀鳥

特徵        麻鷹           麻雀

喙（嘴） 長 短 長 短

 彎曲和尖銳               彎曲和尖銳

 其他特徵 _________ 其他特徵 _________

腳 大 小 大  小

 有蹼  有蹼 

 鉤狀爪                鉤狀爪

 其他特徵 __________ 其他特徵 __________

外表 多毛  有羽毛 多毛  有羽毛

 有鱗片  有鱗片

顏色  

其他特徵

比較麻鷹和麻雀的身體特徵，觀察牠們的不同和相似之處。

在以下表格中記錄你的觀察結果：



籠養雀鳥

麻雀

0          1          2          3          4

極為安靜                               極度活躍

0          1          2          3          4

極為安靜                             極度活躍

麻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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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禽之家

籠養雀鳥

習性 麻鷹 麻雀

覓食方法

食物

飛行形態  

籠養雀鳥
根據觀察，我注意到麻鷹和麻雀的「活躍」程度是：

為什麼牠們會住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呢？

麻鷹

資料檔案備註

在送交嘉道理農場的猛禽之中，部分是被人 

捕捉，以圖非法作食物或寵物出售。有些則

身受重傷，送抵野生動物拯救中心時已奄奄   

一息，其中大多數是因為撞向高樓大廈的窗戶

或電纜而受傷，亦有部分被汽車撞倒。

你能根據其特徵推測出牠們的習性嗎？



籠養雀鳥

猛禽之家

籠養雀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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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兩個方法，以防止麻鷹被人類弄傷而需要拯救及留在嘉道理   

農場治理。

麻鷹 X  檔案

1.近距離觀察

身體特徵 :       有脊柱　        無脊柱          多毛

                 有羽毛　　      有殼　　        有鱗片 

                 皮膚濕潤及光滑

                 其他特徵 :  ___________________

2.延伸知識和特徵

呼吸器官：       用肺呼吸　      用鰓呼吸

繁殖方式：       胎生　          卵生

你知道麻鷹屬於哪類動物嗎？

               昆蟲　         魚類　         鳥類　

               哺乳類　       兩棲類　       爬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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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學校

從前，一群動物在森林中碰頭；有一天，牠們決定開辦一間學校，成員包括一頭野豬、

一隻鳥、一條魚、一頭猴子和很多其他不同動物。

課程內容應包括

如何在地上

挖洞。

飛行也是。

我們必須成立一個教育

委員會及設立課程。

牠們將這些科目結合在一起，堅持所有動物都必須全部修讀。

妙極妙極~

好極了~

爬樹是最重要的

森林求生技能之一。

我可以教授
游泳。



動物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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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你會否也有跟牠們相似的感覺？

有沒有試過在欠缺裝備的情況下被認為能做到某些事情呢？

在大自然中，每種生物會演化出獨有的能力，

憑著各自的方式在世上生存，沒有兩者完全相同。

可是，也沒有另一種生物得到與你相同的天賦能力，有很多事情，只有你能做到。

讓我們由此發現自己，以及上天賜給我們的天賦能力，

並藉以照顧世上自然界的其他所有生物。

上游泳課的時候，猴子和鳥兒

都無法在水中游動。

野豬在挖洞時很棒，

爬樹時卻苦不堪言。

我無法呼吸......

我愛嘉道理農場暨
植物園──有很多
好吃的東西啊！

雖然猴子擅長爬樹，

但牠卻沒法像鳥兒

那樣飛行。

哎呀

救－命－呀

魚兒輕易成為游泳課中最出色

的一員，卻沒法離水參與其他

陸地上的課堂。

school

緊緊抓住呀！

呵！
好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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