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動物友善飼養指南
刺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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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基本介紹

非洲侏儒刺蝟 (African pygmy hedgehog) 自 1980 年代被人類

馴化以來，已經在世界各地成為有趣的社交小寵，牠們是白腹
刺蝟 (Atelerix albiventris)，或是白腹刺蝟與北非刺蝟 (Atelerix
algirus) 的雜交後代。刺蝟 ( 真盲缺目 ) 最常被人跟豪豬（囓齒

目）或寵物鼠（囓齒目）混淆，實際上，牠們不只習性不同，
在生物分類上也完全不同，刺蝟有獨立的蝟科蝟屬。

刺蝟和豪豬雖然外表都有刺，但刺蝟的刺是其實是由角蛋白組

成，內部是一個精緻的空心氣室結構，既輕巧又堅固，短而密
集，不會主動脫離也沒有毒性，也不像豪豬的刺有倒鉤可以主
動發射刺入攻擊者皮膚中。刺蝟背部有非常強而有力的肌肉群
( 豎直肌 )，可以控制每一根刺的方向，利於遭遇威脅時，能夠
豎起背刺保護自己抵禦攻擊。

野生非洲刺蝟的棲息地是非洲的草原與疏林草原，屬於乾燥氣

候。白天牠們會在草叢或樹洞裡築巢睡覺，夜晚外出找食物。
主要吃小型無脊椎動物 ( 如昆蟲、蝸牛等 )、小型脊椎動物 ( 如
幼鼠、幼鳥、青蛙等 )、鳥蛋以及植物果實。

公刺蝟 2 個月大就有生殖能力，母刺蝟雖然 2-6 個月大就可以

懷孕，但容易難產，因此建議等到母刺蝟 6 個月大後再準備懷
孕。母刺蝟懷孕天數約 34-40 天，一次可以生下 1-9 隻刺蝟寶
寶。刺蝟寶寶出生時體重 10-18 克，成年刺蝟約 350-600 克。

刺蝟寶寶出生 3 週後可以吃媽媽嘴角的軟固體食物，約 6 週後

就必須離開媽媽身邊獨立生活。刺蝟每分鐘心跳有 180-280 下，
每分鐘呼吸次數 25-50 次，平均體溫 35.4-37.0° C，平均壽命 3-5
年，而台灣紀錄上最長壽的刺蝟是 8 歲。

台灣土地上沒有原生刺蝟，目前市面上看到的刺蝟是早期由商

人引進的刺蝟後代。而野外看到的刺蝟皆是流浪 / 野化刺蝟（被

棄養、逃脫的刺蝟或其後代），多數會因飢餓、寄生蟲感染或
遭其他食肉動物攻擊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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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護
一、 應隨時提供舒適（溫度 20-30° C，最佳的溫度介於

23-28° C）、乾燥（濕度控制 70%rh 以下，最佳的濕
度在 40%rh 以下）、通風但無強風灌入、乾淨且安
靜的室內環境。

二、 應在能夠管理其福利的前提下，提供刺蝟盡可能大的
飼養空間。參考如下：

三、 飼養箱內應有通風孔，地板與牆壁表面必須實心，沒
有條形或間隙，以免刺蝟攀爬摔傷或卡住腳掌受傷。

四、 應提供適當的墊料，挑選原則要少粉塵且沒有色素及
香味添加。絕對不可使用報紙、凝結礦物砂及一般便

宜的木屑片。報紙油墨有毒；礦物砂會被刺蝟誤食，
阻塞刺蝟的消化道，或是沾黏泌尿道，引起阻塞跟發

炎；便宜木屑含酚物質、碎粉塵及尖銳木刺，可能會
引起過敏、影響肝腎器官或受傷。其他合格墊材有各
自的優缺點，以下列出最常用的 6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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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應提供合適的睡覺鋪墊，安全布料如帆布，牛仔

布料，羊毛，燈芯絨，法蘭絨等。不得使用會勾
線的布料，勾線容易纏住刺蝟腳趾而使其肌肉壞

六、
七、
八、

死。

應隨時提供安全、隱蔽、堅固、黑暗的躲藏空間，
例如：適當大小的布窩、隧道、紙鞋盒等。

應提供健康刺蝟滾輪，滾輪直徑至少要 30 公分，
有特殊醫囑者例外。

食盆與水盆應選擇夠重並且不會傾斜的容器。石
頭、陶瓷和玻璃都是很好的材質選擇，高度比須
適合刺蝟的身高。不建議選用塑膠製品、滾珠瓶

九、

或是壓力瓶。

飼養密度應以一隻一籠為原則。刺蝟是獨居的動
物，根據國外無線電追踪研究發現，刺蝟平均每

晚會漫遊 2-4 公里，終年活動的面積約為 10-20
公頃，群養除了可能打架之外，還會有容易有共
同傳染疾病、活動空間過於狹隘提高精神壓力，

免疫力下降、無法監控每隻進食飲水量造成攝食
不均、有異狀卻無法第一時間區別問題個體等狀
況。即使刺蝟從小一起養，仍可能因性成熟發情

而具攻擊性傷害夥伴，因此寵物刺蝟應以一隻一
籠為原則。如果不得已，需要合籠，也應有隨時
十、

可以做空間隔離的準備。

應避免公母混養。公刺蝟終年發情，母刺蝟亦終
年可懷孕（誘導排卵），若混養就會不斷繁殖。

十一、 光照時間：刺蝟是夜行性動物，不喜強光，但白
天仍須提供約 10-14 小時的不刺眼光源。

十二、 應避免將刺蝟長時間置於高頻吵雜環境中（例
如：有犬隻吠叫的空間、工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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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飲食
成年刺蝟每日的營養比例：蛋白質需佔 30-50％ ( 乾重 )，
脂肪佔 10-20%( 乾重 )，來自昆蟲外殼幾丁質（類似植
物纖維素）、蔬果纖維素與穀物的澱粉則最多佔 20％。

每日攝水量最少需佔體重的 5-10%。刺蝟雖然是雜食動
物，但每日需要的蛋白質比例高，也須輔以額外的營養。
不需要吃堅硬食物磨牙，也不能以蔬果為主食。

● 主餐：每項可單獨給予或是搭配給予
一、 食蟲目飼料：蛋白質與脂肪比例較低，每天約給予
體重的 3-5%。

二、 刺蝟食譜：蛋白質與脂肪符合刺蝟一日需求，每天
約給予體重的 1-5%，應視體態給予。

三、 貓犬主食罐：須額外注意蛋白質與脂肪比例，每天
約給予 10-20 克。應以陸地肉類為主要成分，不含

人工調味料，避免給予含有無脊椎的水生動物，如
蝦，蟹，貝等成分，以免引起刺蝟過敏。

四、 貓犬乾飼料：每天約給予體重的 1-5%，應視體態給
予。貓犬乾飼料畢竟不是設計給刺蝟吃，所以建議
在選擇飼料時要注意幾點：

1. 注意飼料的堅硬程度與尺寸。太硬太大會導致刺

蝟牙齒崩裂，因此若飼料顆粒比綠豆大，應將飼料
磨碎再給予刺蝟食用。

2. 成年刺蝟須選擇高蛋白低脂肪比例的成貓或成犬
飼料，但挑嘴與幼貓犬飼料脂肪含量高，長期餵食
容易導致刺蝟過胖

3. 幼年刺蝟、懷孕的刺蝟或體重過輕的成刺因為需
要高營養物質，可選擇餵食幼貓犬飼料。

4. 注意主成份及添加物的來源標示。蛋白質來源應

該選擇優良肉質，可以選擇 WDJ 所推薦的飼料品牌
購買。

5. 飼料蛋白質來源以陸地肉類 ( 如雞肉，火雞肉，
鹿肉等 ) 為優先選擇，避免選用無脊椎的水生動物肉
類 ( 如蝦，蟹，貝等 )。

6. 需避免挑選有添加人工色素以及人工香料的飼料。

● 副食：不能當主食。目的是讓刺蝟的飲食添加一點
點變化，應該少量供應，不可以超過每餐 10%，每
週給予 2-3 次。

一、 活蟲 / 蟲乾：不可過度餵食，每次餵食 3-5 隻。

市售活蟲餌可能不健康或是含有寄生蟲，請先

自行養一週後再餵食給刺蝟。可以餵食蠟蟲、
杜比亞蟑螂、櫻桃紅蟑或蟋蟀。擬步行蟲科（麵

包蟲與麥皮蟲）因磷含量比鈣高太多，會影響

鈣質吸收，造成骨質流失，不宜餵食過多，且

需額外幫刺蝟補充鈣質。不可餵食野生昆蟲，
以免中毒或被寄生蟲感染。

二、 不含洋蔥成分的嬰兒副食品肉泥。

三、 煮熟的肉：不要餵食生肉，以免感染寄生蟲；
也避免任何加工過的肉品。

四、 煮熟的蛋白以及少許蛋黃。

五、 適量的蔬果：香蕉、蘋果、梨、莓果、煮熟的
豆類、胡蘿蔔、南瓜、豌豆、葉菜類等。

六、 不可餵食對刺蝟有毒性或是可能引起過敏的食
材：綠色 / 生番茄、酪梨、葡萄 / 葡萄乾、辛

香料（蔥、蒜、韭菜、蒜頭、洋蔥）、未煮熟

豆科植物、發芽馬鈴薯、巧克力、含乳糖製品、
無脊椎海鮮、果核 / 種子、其他觀賞植物、含
酒精食品。

七、 不可使用對刺蝟有毒性的茶樹精油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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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表現
每種動物都有天生習性，飼主應讓盡可能地多方觀察
以維護牠們的身心健康
● 異常行為

下列為刺蝟異常行為，若長時間出現下列行為請諮詢
動物行為師或是專科獸醫師來改善狀況。

一、 冬眠 / 失溫：台灣四季沒有寒冬，因此刺蝟不會
冬眠。如果刺蝟出現冬眠現象，表示飼養周圍環

一、 夜行性：刺蝟生理活躍時間是天黑後到早晨
六七點，所以白天要給刺蝟可以好好休息的空
間與時間，晚上才和刺蝟互動。

二、 炸刺 / 捲成一個刺球：當刺蝟感到危機時，牠
們的第一直覺不是攻擊或反擊，而是將刺豎起

來保護自己。這代表刺蝟可能正在生氣、害
怕、不信任或是因肚子朝上而沒有安全感。

境溫度過低（比如寒流來），需要加強保暖工作。

三、 炸刺並身體彈跳或搖晃，通常伴隨著大量的噌

能是以下幾種原因：（一）對環境感到壓迫，比

安心、恐懼、惱怒。當刺蝟有這樣行為時，請

二、 自殘：刺蝟如果出現咬自己（自殘）的情況，可
如有被騷擾或是環境更動；（二）因情緒造成自

殘，比如個性比較焦慮或敏感的刺蝟；（三）過
敏自殘，刺蝟如果吃或碰到過敏原，身體搔癢時
會不斷傷害過敏的部位；（四）內臟器官疼痛性
自殘，比如刺蝟有心臟疾病時，可能會啃咬自己
的胸口皮膚。如果發生自殘情況，當排除其他可
能性，找不出原因時，建議盡快帶刺蝟到醫院仔
細檢查健康狀況。

三、 頻繁抓癢：刺蝟身體搔癢時會抬起後腿抓癢。偶
爾抓癢是正常行為，可以定期洗澡幫忙改善。如

果抓癢頻率很高的話，伴隨大量掉刺、刺根部有

皮屑或是皮膚紅腫，很可能有寄生蟲、黴菌、過
敏狀況，需要帶去給醫生檢查皮膚狀況。不可以

自行找藥膏或是坊間偏方擦在刺蝟皮膚上，以免
引起刺蝟自殘。

四、 母刺蝟舔舐生殖器：母刺蝟除了分娩以外，平常

很少舔舐下體。如果發現母刺蝟頻繁舔舐下體或
是下體有分泌物流出，應帶去給獸醫檢查是否有
泌尿生殖系統問題。

五、 不斷在整理箱內來回跑：此為刺蝟焦慮的行為表
現，應提供刺蝟滾輪以舒緩壓力或是將刺蝟抱出
整理箱讓牠探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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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行為

噌聲或爆裂聲：代表刺蝟非常不安、對環境不
靜止動作並暫停處觸碰，給牠時間與黑暗空間
可以冷靜。

四、 順刺：當刺蝟覺得周圍環境安全，可以完全放
鬆的情況下，身上的刺都會順著身體的方向，
貼附在身上。

五、

咬人：刺蝟咬人原因很多種，第一個是攻擊，

刺蝟是獨居動物，如果你身上有其他刺蝟的氣
味，可能會引起刺蝟攻擊你；第二個是被物體

十三、刨窩：刺蝟屬於穴居動物，刨窩屬於刺蝟在幫自
己營造舒適的窩。

的氣味吸引，想要認味道塗刺；第三種是輕輕
啃咬，以表達警告，希望你正在執行的動作可
以暫停。如果刺蝟喜歡咬你的手，可能是因為
手上有香水、護手霜或是其他特殊氣味，建議
六、

先用無味肥皂去除氣味後再抱刺蝟。

塗刺（self-anointing）：塗刺是刺蝟與生俱來
的本能，刺蝟寶寶還沒開眼就已經會塗刺。刺

蝟遇到牠感興趣的特殊氣味時，會舔舐或啃咬，
將氣味與口水充分混合，在口中咀嚼出泡沫狀
的唾液，然後不自然地扭轉身體，用舌頭將泡
沫唾液塗抹在背部、頭頂或側身的刺上。原因
不明，塗刺與親近人沒有必然關係。目前動物
行為家認為可能有兩種原因，第一，通過用自

己口水與氣味混合塗刺的方式，把周圍環境中

其他物體的氣味標記到身上，隱藏自身的氣味，
從而保護自己。第二，氣味可能是有毒物質，

與自己唾液混合加以辨識後，將多餘的泡沫唾
七、

八、
九、

液塗抹在刺上，以保護自己。

頂撞：刺蝟天性是穴居動物，會習慣用鼻子去
頂開任何障礙物，常常伴隨快速擺動鼻子，用
舌頭將鼻頭弄濕探索牠們感興趣的氣味。

肚子朝上時雙腿擺動：煩躁、不安心、不舒服、
想要逃離或想讓自己肚子朝下。

刺蝟的各種聲音及其代表的意思

刺蝟處於極度放鬆或舒適；第二種是環境過熱，

1. 喘氣和噌噌聲：恐懼、不信任、憤怒，通常伴隨

況出現時要馬上改善環境溫度，以免刺蝟熱衰

2. 噗噗 / 咕咕聲伴隨彈跳：非常害怕。

趴著露屁股或手腳：這代表兩種狀況，第一種，
導致刺蝟需要伸展四肢與尾巴散熱。第二種狀

十、

竭死亡。

做夢：如果刺蝟在睡覺時發出奇怪的聲音，也
不要太擔心。刺蝟也是會打鼾和抽搐，就好像

牠們在夢中追趕麵包蟲一樣。但如果刺蝟發出
不尋常的聲音時，可能仍需要檢查以確保沒有
任何問題。

十一、 公刺蝟舔舐生殖器：此為公刺蝟正常行為，當
公刺蝟舔舐生殖器時，飼主不要驚慌，也不要
去驚擾，以免造成刺蝟不必要的壓迫感。

十二、 隨地大小便：刺蝟常常在進食或是跑步時大小
便，可以嘗試訓練刺蝟定點便便。將一個紙盒

蓋在廁所上製造一個隱密空間，將刺蝟的排泄
物集中在廁所內，讓牠知道該空間是廁所。

豎刺。

3. 打哈欠伴隨咕嚕聲：滿足、信任。
4. 鼻子嗅探聲：愉快地探索、好奇。

5. 唧唧喳喳：飢餓（主要在未斷奶的幼刺身上），
呼喚母親／飼主關注。

6. 逼逼：求偶（主要在發情公刺蝟身上），唱歌引
起母刺蝟交配興趣。

7. 尖叫：代表刺蝟可能處於疼痛或沮喪的狀況。

刺蝟做惡夢、嘔吐、胃部不適或窒息，或者如果牠

無法緩解自己由於便秘或泌尿系統感染引起的疼痛
時，也會尖叫。

8. 哭泣 / 高音：極端不舒服，想要逃離，求救，疼
痛、憤怒時發出，需要立即查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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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互動
每日飲食
● 同類互動

刺蝟為獨居動物，不建議讓刺蝟單獨與同類相處。若
想讓刺蝟與同類互動，須十分謹慎且做好事前準備，
否則可能造成刺蝟受傷。

一、 飼主全程務必在場。

二、 不應勉強刺蝟與同類互動，應隨時做好分開刺
蝟的準備。

三、 母刺蝟以及結紮後的公刺蝟地域性較弱，較有

機會和平互動。未結紮的公刺蝟攻擊性較強，
只能跟接紮後的公 / 母刺蝟互動。

四、 不可以將未結紮的公刺蝟放在同一空間中。

五、 在互動過程中，空間應足夠大，並有提供足夠
躲藏設施，降低刺蝟的打架機率與緊迫程度。

● 人的陪伴

一、 初次見面時，可以將自己穿了一天以上的衣服或是
貼身衣物放在刺蝟飼養箱之中，讓刺蝟跟你的氣味

相處，這將幫助刺蝟熟悉你的氣味，更快與你親近。

二、 刺蝟視力不好，在接近刺蝟時，需要動作輕柔避免

可以舒服地小憩。大多數刺蝟的信任感建立非

三、 擁抱刺蝟時，最好將刺蝟靠近自己的身體，讓刺蝟

以免前功盡棄。

聲響。不可突然抓取，以免刺蝟產生緊迫。
有安全感。

四、 飼養空間必須隨時注意安全，避免在空間噴灑殺蟲
劑，或是任何可能造成刺蝟受傷的潛在威脅。

五、 制定固定時間表：開燈與關燈的時間，餵食時間、

次數與食量，每天清潔的時間盡量保持一致，這將
幫助刺蝟習慣你的作息與動作，幫助刺蝟不容易緊
張與害怕。

六、 每次互動前，先用肥皂洗手將多餘氣味洗去，這會
幫助刺蝟第一時間就認出你的氣味，快速放鬆與你
互動。

七、 互動過程要有耐心與溫柔。如果你的刺蝟很慢熟，
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展開，建議讓刺蝟待在毯子下

或在睡袋中，放在你的腿上，你可以自由工作或使
用電腦，這會幫助牠們認知到你不會傷害牠們，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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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漫長且困難，所以不要粗暴對待你的刺蝟，

八、 你想要喚醒刺蝟擁抱互動時，請先給牠們一小
段時間上廁所，以免刺蝟將自己累積一天的排
泄物都發洩在你身上。

九、 每天至少花費一小時陪伴刺蝟。陪伴刺蝟不一

定會讓刺蝟與你親近，但不陪伴一定不會親
近。

健康照護
每日飲食

台灣刺蝟平均壽命為 3-5 年，因為是近親繁殖，所

以容易罹患遺傳疾病，如腫瘤、神經病變、心臟病。
飼主應提供三歲以下的刺蝟每年一次健康檢查，超
過三歲後提供半年一次健康檢查，並追蹤心臟狀
況，避免刺蝟遭受痛苦、受傷或疾病而不自知。

一、 每日觀察刺蝟的精神、食慾、體溫、體重、活動力、

帶去獸醫院結紮。結紮費用平均 3000-12000

二、 定期刷牙（基本日常照護）：一週刷牙 2-3 次，刺蝟

八、 公刺蝟長期與未結紮的母刺蝟共處一室，會頻

（兩個月齡後），因此牙齒的保健相當重要。禁止使

避免公母籠子過於靠近。或藉由將母刺蝟結紮

是否有外傷、是否有大面積掉刺等。

的牙齒與人類一樣，只有乳牙（兩個月齡前）與恆牙
用人類牙膏，可以選用貓犬牙膏，但不能含有木糖
醇，茶樹精油，三氯沙，氟化物，防腐劑等成分。

三、 剪指甲（基本日常照護）：每兩週（最久每個月）修
一下指甲。指甲過長會捲曲嵌入手掌肉裏頭，讓刺蝟
行走時會疼痛。

四、 適時 / 適量補充保健品，如魚油、維他命Ｂ群、鈣粉、
益生菌、關節保養粉、鱉蛋粉等，可以與獸醫討論給
予的劑量與頻率。

五、 除非有皮膚病需要治療，否則刺蝟不一定要洗澡。刺

元，依刺蝟狀況、檢查及處理項目而異。

繁發情，可能導致副性腺發炎或腫大沾黏，應

（亦可預防子宮病變），以降低公刺蝟發情頻
率。

九、 刺蝟常見疾病有眼疾（角膜潰瘍）、外 / 中耳
炎、牙周病、口腔腫瘤、肺炎、肺積水、擴張

性的心肌病、腸胃炎、膀胱炎、尿路結石、腎

臟衰竭、生殖道的病變、骨骼肌肉及神經疾

病、皮膚病、各種腫瘤（高達 80% 的刺蝟腫
瘤為惡性）。因此固定頻率的健檢是必需的，
許多疾病及早發現才有機會治好。

蝟屬於耐旱動物，身上油脂分泌不旺盛，頻繁洗澡反

十、 刺蝟如果超過 48 小時不吃飯不喝水，應盡速

刺蝟都不適合洗澡。

十一、刺蝟如果拉肚子超過兩天，應盡速就醫。

而容易生病。建議最多 2-3 個月洗一次澡，老幼傷病
六、 刺蝟理想體重範圍是 350 ～ 450 公克之間，超過 600
公克屬於肥胖刺蝟，需要注意關節與心血管疾病。

七、 50% 母刺蝟會有子宮病變問題，建議母刺蝟三歲前要

就醫。

十二、應準備刺蝟獸醫名單以及可以接受急診的醫院
名單，以便不時之需。

十三、應遵從醫囑給藥，不可擅自改藥換藥或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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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避免刺蝟與居家有毒物質接觸，如殺蟲劑、滅
蟑劑、老鼠藥、樟腦丸 / 油、香茅油等。

十五、避免讓刺蝟吃到野生小型動物，如居家蟑螂、
螞蟻、蝸牛、蜈蚣等。

後是否有合適的地方安置？

飲食，以免暈車嘔吐發生危險。

應儘快將公母隔離。

戶外見陽光，可能會提高刺蝟罹患眼睛白內障

溫暖（攝氏 23-26 度），提供高營養的飼料並補充

十六、運輸刺蝟前兩小時以及運輸期間，禁止給刺蝟
十七、應避免頻繁白天帶刺蝟出門，若頻繁讓刺蝟到

3. 應幫母刺準備完善且安靜的待產空間，保持環境

的機率；任意改變夜行性作息也容易造成刺蝟

鈣質。生產前應提供安全舒適隱蔽性高的產房，建

帶出門，也務必給予遮光的器具或是布料。

產房鋪墊，以免哺乳期間發霉或是滋生蚊蟲。產房

生理代謝紊亂，引起代謝疾病。如果白天必須

刺蝟的懷孕週期是從受孕日開始計算 34-40 天，繁

殖的下一步，需要思考的後續問題非常多，應有完
善的繁殖照護計畫：

1. 擬定各類問題因應措施，包含如何公母何時讓

議產房使用安全布料當鋪墊。不要用草堆或墊材當
需有門檻，門檻要高於鋪墊，以免幼刺擅自爬出後
無法生存，並將食盆放靠近產房方便母刺進食，水
盆需放置稍遠，以免幼刺誤入溺死。

4. 生產後，一週內不可打擾或抓取母刺與幼刺，以

免母刺棄養幼刺。約2-3週後(待幼刺開眼)，因幼刺
相對穩定，在不驚擾母刺前提下，可與幼刺互動。
5. 幼刺出生 21 天後會開始長牙並學習進食軟固體

混養？合籠時間多久？如何避免求偶不成變打架？

食物，但尚未斷奶，請勿擅自將幼刺與母刺分離。

傷，是否可以及時發現並帶去就醫？母刺產房安置

大時完全斷奶。這時間點會因母刺個性不同而有些

刺哺乳期間不得擅動產房，是否能夠忍受不清潔的

7. 應在幼刺具有生殖能力前（建議 6 週左右，最晚

何時要隔離？如果公刺蝟陰莖交配時不慎被母刺弄

是否妥當？生產對母體的消耗與難產的機率？因母
惡臭味？生下的幼刺如果被母刺棄養，是否有能力
人為管理？是否有能力照顧產後母刺蝟？幼刺長大
13

2. 當發現刺蝟交配成功後，母刺會開始驅趕公刺，

6. 幼刺約在 4 周大時，開始減少喝奶次數，到 6周

微差異。

8 週前）將同胎幼刺各自一隻一籠，避免再次意外
懷孕。

臨終關懷

當刺蝟被醫生宣告只能安寧治療時，飼主應該為刺

蝟而堅強。在最後這段時間中，刺蝟會花很多時間

在休息睡眠，當你想要碰碰牠時，建議先出聲音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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