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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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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基本介紹

在台灣常見的寵物鼠類為倉鼠、小鼠、沙鼠、天竺鼠及

絨鼠。鼠類大多膽小、容易受到驚嚇，飼主在接觸、移
動牠們時也應格外謹慎，並在飼養環境中提供足夠的躲

藏空間， 非必要時不該攜帶鼠類外出。每種鼠類的天性
不同，建議飼主參照下列不同物種之特性飼養。絨鼠須

較其他物種不同之飼養條件 ( 例如 : 較低的室溫、絨毛
的照護等 )，且平均壽命為 10-20 年，飼養前應審慎思
考是否有足夠照護能力。

● 倉鼠

倉鼠有 24 個不同的種類。台灣常見的寵物倉鼠有敘利
亞倉鼠（俗稱黃金鼠）、羅伯羅夫司基倉鼠（俗稱老公

公鼠）、坎貝爾侏儒倉鼠（俗稱一線鼠）與加卡利亞倉
鼠（俗稱三線鼠），牠們是夜行性地底穴居動物，原生
環境位於蒙古、西伯利亞等草原半荒漠、半乾旱地區。
倉鼠喜愛探索、挖掘，因此提供牠們充足、豐富的飼養
空間與適當的墊料非常重要。
● 小鼠

早在 18 世紀，人類就有馴養小鼠的紀錄，牠們高度適

應人類飼養。至今牠們也還是使用數量最多的哺乳類實

● 沙鼠

驗動物。小鼠通常在夜晚或者晨昏時間較為活躍，牠們

台灣常見的沙鼠有肥尾沙鼠（俗稱通心粉鼠）及長爪

供牠們充足、豐富的飼養空間與適當的墊料，非常重要。

性動物；長爪沙鼠則為家族性群居，為晝行性動物。

喜愛探索、挖掘、非常喜愛築巢以調節牠們的體溫，提

小鼠對光照與噪音相當敏感且動作迅速，飼主應小心的
接觸牠們，避免小鼠受傷。
● 天竺鼠

天竺鼠原生於南美洲安地斯山脈的淺山、平原地區，外
型圓滾可愛，性情溫順，是常見的寵物鼠與實驗動物。

沙鼠（俗稱蒙古沙鼠）。肥尾沙鼠傾向獨居，為夜行
兩種沙鼠的共通之處為源自於乾燥的氣候，有著明顯

又強烈的挖掘本能，喜好居住在深且大的地洞中，以
避免受到極端氣候或者狩獵動物的影響。沙鼠的腳掌
上有長毛，所以牠們不擅長攀爬。
● 絨鼠

天竺鼠是群居動物，有著複雜的社交行為，牠們天性膽

絨鼠原生於南美洲的安地斯山區，牠們運動量高，且

寬廣的活動空間及躲藏機會是必須的飼養環境條件之

空間。絨鼠須較其他物種不同之飼養條件（例如：較

小，對於環境的變化容易產生緊迫，因此隨時提供牠們

一。天竺鼠無法自行產生維他命 C，需由飲食補充，飼
主應每日為天竺鼠補充維他命 C，如：富含維他命 C 之
蔬果。

後腿強壯，善於跳高，飼養環境中應提供充足的立體

低的室溫、絨毛的照護等），且平均壽命為 10-20 年，
飼養前應審慎思考，以提供絨鼠長期適合的飼養環境
與福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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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護
一、 應隨時提供舒適、通風、乾燥、無強風灌入、乾淨且
安靜的室內環境。

二、 應隨時提供堅固的籠舍，以免鼠類逃脫。

三、 飼養空間應足以充分跳躍、奔跑、挖掘，以後腳站立

與趴下時能完全伸展，建議在能夠管理其福利的前提
下，提供鼠類盡可能大的飼養空間。

● 各鼠類飼養空間參考尺寸

* 若只飼養一隻，也不應低於此限

倉鼠

每 1 隻至少 2400 平方公分，同一飼養空間中，每增加一隻

小鼠

每 2 隻至少 2400 平方公分，同一飼養空間中，每增加一隻

沙鼠

天竺鼠
絨鼠

個體，須額外提供至少 900 平方公分的平面空間

個體，須額外提供至少 900 平方公分的平面空間

每 2 隻 5,000 平方公分，但即使只養一隻也不能小於此標準，
同一飼養空間中，每增加一隻個體，則須額外提供至少 900
平方公分的平面空間

每 2 隻 5,000 平方公分，同一飼養空間中，每增加一隻個體，
須額外提供 2,000 平方公分的平面空間；若飼養之天竺鼠體
重超過 1 公斤，應按比例增加飼養空間

每 2 隻 5,000 平方公分，且最小立體空間為 750,000 立方公
分，但即使只養一隻也不能小於此標準

四、 應提供封閉平面的地面材質，如底部有間隙，應小於鼠
類足部可陷入之寬度，且應避免使用鐵線網地面之籠舍，
容易造成鼠類足部受傷。

五、 應隨時提供適當、充足的墊料（例如：紙質、適當木質

的木屑），建議在能夠管理其福利的前提下，提供倉鼠、

小鼠、沙鼠盡可能厚的墊料，以提供牠們挖掘、製造地
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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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鼠類墊料厚度參考尺寸

* 切勿使用會分解成細繩狀的材質作為巢材（例如：棉花、絨毛等），這可能造成鼠類糾纏、誤食。

六、 應隨時提供可供所有動物同時進出的安全遮蔽、躲

十一、 鼠類對於日照非常敏感，應提供飼養環境

七、 飼養空間溫度不應超過攝氏 27 度；達攝氏 28 度

十二、 應避免飼養環境中出現銳利處。

藏空間（例如：適當大小的隧道、小窩）。

即應降溫（絨鼠飼養環境則不應超過攝氏 23 度；
達攝氏 26 度應立即降溫）；一天內的溫差應小於
攝氏 3 度。

八、因鼠類門牙持續生長，需透過不斷啃咬維持齒科健

康，應隨時提供鼠類適當的磨牙物件，如：啃木玩
具、較硬的飼料等。

九、 鼠類有將休息、睡眠的區域與如廁區域分開的習
性，建議提供鼠類分區的飼養空間，也可以幫助保
持環境衛生。

固定的暗燈作息。

十三、 應避免將鼠類飼養於會製造超音波的物品

附近，例如：電視、電腦螢幕、吸塵器或
者有流水聲的裝置。

十四、 應避免鼠類接觸到毒物的可能，例如：老
鼠藥、除草劑等。

十五、 應避免鼠類被獵食者（例如：貓科、犬科、
鼬科、狐狸或肉食性鳥類等）騷擾、攻擊
或驚嚇。

十、 應隨時保持飼養空間乾淨、乾燥；部分鼠類有藏食
的習性，飼主應檢查籠舍內是否有腐爛的食物，且

建議在清潔時先將牠們先移至其他空間，避免鼠類
護食攻擊。

倉鼠、小鼠、沙鼠
● 充分的築巢材料（例如：撕成條狀的廚房紙巾），切
勿使用棉花，可能造成鼠類糾纏、誤食

● 無毒的啃咬物件（切勿使用松木、雪松）

天竺鼠
● 未加工的無毒木頭玩具、斜坡或者適當大小
的隧道、巢箱

絨鼠

● 直徑夠大、無縫隙、堅固且防滑的滾輪、隧道、迷宮

● 無毒的啃咬物件（切勿使用松木、雪松）

● 建議 1-2 天提供小型倉鼠、沙鼠一次沙浴機會，每次

● 建議 1-2 天提供絨鼠一次沙浴機會，每次不

等

不超過 20 分鐘，以保持皮膚健康

● 層板、巢箱、跳台、木製玩具、紙箱等
超過 20 分鐘，以保持皮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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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鼠
倉鼠屬於雜食性動物，均衡的飲食應包含所有必須的
營養素與礦物質，例如：綜合飼料與種子。

均衡的飲食包含：主食為五穀雜糧、 堅果、種子、動

物性蛋白質（例如：昆蟲的幼蟲或者較大的昆蟲），
副食為充足的新鮮綠色蔬菜，搭配少量的水果，均衡
的飲食應提供足夠的營養素及礦物質。

天竺鼠
飼主應提供天竺鼠以牧草為主的飲食以及充分的維他

飼主應提供絨鼠高纖維、以牧草為主的飲食，因牠們的
牙齒會無限增生，食用牧草可以幫助磨短牙齒。

均衡的飲食包含：主食為牧草與嫩草，以保持口腔與腸

胃健康，副食為 1-2 湯匙的草類飼料當作牧草外的補充，
少量的果乾、各式香草與芭蕉當作零食。

小鼠

命Ｃ，因牠們的牙齒會無限增生，無法自體產生維他

小鼠屬於雜食性動物，均衡的飲食應包含所有必須的營

均衡的飲食包含：主食為牧草，副食為新鮮嫩草、蔬

均衡的飲食包含：應提供均衡的飲食：主食為五穀雜糧、

命 C，且只能在體內儲存很短暫的時間。

菜（約 1 個拳頭大小）；每週至少提供三次新鮮的嫩草、
蔬菜，且越頻繁越好，以補充足夠的維他命 C；水果（例
如：蘋果），應當作零食少量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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絨鼠

養素與礦物質，例如：鎂、維他命 A 與膽鹼。

堅果、種子動物性蛋白質（例如：昆蟲的幼蟲或者較大
的昆蟲），副食為少量的新鮮綠色蔬菜與水果，均衡的
飲食應提供足夠的營養素及礦物質。

沙鼠
天性食用多種草類的種子與葉草及花苞，蔬果可當作
副食，建議給予少量的牧草；飲食建議包括複合式的
糧食或綜合種子。

均衡的飲食包含：複合式的糧食或者綜合種子。沙鼠
天性食用多種草類的種子與葉草及花苞，例如：水果
（水梨、瓜、蘋果、柑桔）與蔬菜（小黃瓜、胡蘿蔔、
南瓜、茴香），可當作副食，建議給予少量的牧草。

● 其他飲食注意事項

每日飲食
每日飲食

1. 應隨時提供乾淨、充足的水，且一天檢查 1-2 次，避
免水瓶滾珠滴漏、堵塞，建議使用撞針式飲水器更能保
持飲水乾淨。

2. 濕潤、粉狀食物，必須在獸醫師建議下給予，因這
些食物容易腐敗、滋生細菌。

3. 應避免餵食會對鼠類造成健康危害的食物，例如：
綠色番茄、酪梨、柑橘類、五辛（蔥、蒜、韭菜）、巧
克力、人吃的食物、果核、葡萄等。

4. 應避免給予天竺鼠及絨鼠根莖類及五穀雜糧，例如：
紅蘿蔔、地瓜、豆類。因為牠們容易因此腸胃脹氣，引
起嚴重問題。

5. 應避免在短時間內大量改變飲食。

6. 每隻鼠類飲食份量都依體重與生活型態有所不同，

應觀察鼠類對飲食的反應適時調整，有疑惑時應諮詢獸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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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表現

飼主應讓鼠類盡可能地展現自然習性，以維護牠們的

身心健康。然而，每隻鼠類都是不同的個體，行為也
可能因為年齡、個性有所不同。
● 異常行為
倉鼠、小鼠、沙鼠

啃咬鐵籠欄杆、過度理毛（於自己或者其他鼠類）、
反覆在籠舍中繞圈等，皆為常見鼠類因壓力或痛苦
而展現的異常行為，若觀察到上述現象，請尋求動
物行為師、獸醫師協助。

天竺鼠、絨鼠

食慾下降、排便異常、攻擊、過度躲藏、過度理毛、
飲食或如廁的改變、過度飲水或者玩弄水器、坐姿
弓駝、不願移動或不斷在籠舍內繞圈等，上述都是
天竺鼠、絨鼠常見的異常行為，若出現上述行為飼
主應諮詢動物行為師、專業獸醫師。

● 正常行為
倉鼠、小鼠、沙鼠

1. 夜間活動：鼠類的活動時間為傍晚至夜晚，飼主

應提供牠們夜間玩耍的環境與設施；白天則須提供
牠們安穩睡眠的環境。

2. 挖洞：提供厚度足夠的墊料，滿足牠們挖洞的習
性。

3. 探索：鼠類喜好探索，鬍鬚是他們探索的重要工
具，切勿修剪牠們的鬍鬚。

4. 覓食：野生的鼠類會花費大多數的時間在熟悉的

餵食點尋覓食物，飼主應以丟撒的方式餵食鼠類，
以滿足牠們的習性。

5. 食糞：鼠類會食入自己的糞便，以完整吸收需要
的營養素，例如：維他命 B12 與葉酸。

6. 理毛：鼠類喜歡理毛、清潔自己，若無法展現這
項自然習性牠們會感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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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鼠

1. 大量的運動

● 天竺鼠為好動的動物，不論白天、夜晚都需要提
供牠們寬廣的運動空間、設施。

● 牠們也很好奇，飼主應提供足夠的環境豐富化設
施，避免牠們無聊。

2. 躲藏：提供隨時可以進入安全的躲藏空間，例

如塑膠管、各種形式適當大小的隧道且注意避免受
困、遮蔽處等，當牠們想要獨處或感到害怕時可以
逃跑、躲藏。

3. 叫聲：天竺鼠會用各種不同的叫聲溝通，有時在

人類靠近牠們時會發出急促、高頻的叫聲，這可能
是因為牠們飢餓、期待被餵食所發出興奮、想引起
人類注意的叫聲。

絨鼠

1. 夜間活動：絨鼠的活動時間為傍晚至夜晚，飼主

應提供牠們夜間玩耍的環境與設施；白天則須提供
牠們安穩睡眠的環境。
2. 大量的運動

● 絨鼠為好動的動物，應隨時提供牠們寬廣的運動
空間與設施。

● 絨鼠很好奇且聰明，需要提供大量安全的玩具來
啃咬、玩耍，避免牠們無聊。

3. 躲藏：提供隨時可以進入安全的躲藏空間，例如

塑膠管、各種形式適當大小的隧道、遮蔽處等，當
牠們想要獨處或感到害怕時可以逃跑、躲藏。

陪伴互動

● 倉鼠

不是所有倉鼠都能成群飼養，羅伯羅夫司基倉鼠

（俗稱老公公鼠）與坎貝爾侏儒倉鼠（俗稱一線鼠）
是倉鼠中較可能成功群養的；黃金鼠的領域性非常
強，常為爭奪地盤打鬥死亡，請一籠一鼠飼養。

● 小鼠

小鼠為高度社交型的鼠類，牠們需與同性、穩定、

合適、和諧的群體生活在一起，應確認個體之間互
相認識，最好的組合為同一胎的個體且應公母分

養，且切勿隨意加入或移除個體，這可能會造成牠
們緊迫。若剝奪小鼠的社交機會牠們會感到緊迫、
痛苦，即使無法被成功併群，也應確保小鼠個體能
夠看 / 聽 / 聞到其他同性小鼠的存在。

● 天竺鼠

應至少與另一隻友善的天竺鼠共同飼養以增進其動
物福利，除非獸醫師有其他指示；若單獨飼養時飼
主需每日與天竺鼠互動。

● 沙鼠

沙鼠為較能群飼的鼠類，不建議單獨飼養，應至少

與另一隻友善的沙鼠共同飼養以增進其動物福利，

除非獸醫師有其他指示；若單獨飼養時飼主需每日
與沙鼠互動。

● 絨鼠

應至少與另一隻友善的絨鼠共同飼養以增進其動物
福利，除非獸醫師有其他指示；若單獨飼養時飼主
需每日與絨鼠互動。

不恰當的併群容易造成嚴重衝突且導致受傷甚至

死亡；若計畫將鼠類成群飼養，請務必確認下列
1. 空間是足夠的；倉鼠、小鼠與沙鼠飼養空間任
一邊應大於 60cm。

2. 資源應足以提供所有動物使用（例如：食物、
飲水、躲藏空間等）。

3. 應確保欲併群的鼠類對彼此是友善的。

4. 肉眼可辨識有明顯體型差距的個體不應併群飼
養。

5. 應避免介紹鼠類給其他物種認識，尤其天敵類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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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
飼主應避免鼠類遭受痛苦、受傷或疾病，應每天觀察鼠類確保牠

們飲食、排泄的正常，且無明顯的受傷或生病的徵兆。若無法提
供完善的繁殖照護 *，飼主應將公母分養，以避免繁殖無度。
● 各鼠類平均年齡

倉鼠

沙鼠

2年
小鼠

3-4 年

3年

天竺鼠

5-6 年

絨鼠

10-20 年

應每日觀察精神、食慾、體重是否有急遽的改變，以辨別是否
有受傷或疾病。

若飼養長毛鼠類，應每日使用牙刷或其他合適的刷具理毛，避
免牠們自己理毛後腸道阻塞。

1. 繁殖計畫，包含如何隔離，避免多隻母

鼠類的門牙會無限生長，需要頻繁的檢查，須提供適合咀嚼、

地方安置，避免繁殖過剩。

應至少一週一次檢查牠們的牙齒與指甲，確保沒有過度增生；
磨牙的材料，避免牙齒無限生長導致健康問題與疼痛。
應至少半年至一年一次的全面性健康檢查。

飼主平時應準備鼠類專門獸醫師名單，以便隨時利用。
應僅使用獸醫師開立之藥物治療鼠類。

經由正確的照護程序可預防常見疾病，例如：提供乾淨的飲水、
浴沙與均衡的飲食等。

各鼠類完善的繁殖照護

鼠懷孕。應確保繁殖出的鼠類會有合適的
2. 當發現有受孕的母鼠時，應將公鼠移
走，單獨隔離已受孕的母鼠，並保 持 環

境 溫 暖（ 攝 氏 26-27 度； 絨 鼠 則 為 攝 氏

23-25 度）、安靜，且應提供「飼養環境」
部份所有提及之物件，並且加厚墊料（或
牧草）以供新生幼體保暖；應額外提供天

竺鼠營養成分較高的苜蓿草與母鼠 / 幼鼠
專用飼料補充營養。

3. 受孕後，應移除飼養空間的運動設施，
加厚墊料，並保持隔離區完全的安靜。

4. 生產後，哺乳中的母鼠與幼鼠仍須與其
他的鼠類隔離，並應保持安靜且完全避免
移動、打擾鼠隻。

5. 倉鼠、小鼠、沙鼠之幼鼠出生 21 天以

上，可離開母鼠，這時可先將體型較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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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鼠隔離，幫助較瘦弱的幼鼠哺乳。

6. 離乳後（倉鼠、小鼠、沙鼠之幼鼠出生後 21-28 天；
天竺鼠 30 日；絨鼠約 8 週），應再將同胎幼仔各自分
籠（或公母分籠），避免同胎幼鼠意外懷孕。

7. 天竺鼠出生約 1 小時即可走動，1 週左右即可食用

固體飼料，須給予葉多、柔軟的苜蓿草及幼體飼料提
供生長所需養份，也可提供葉菜類補充維生素 C。
● 運動

1. 應每日提供鼠類充分的籠外運動時間，可以使用孩
童用球池或者恰當的圍片，飼主應在旁密切關照。
2. 應避免使用滾球：

● 滾球會隔絕鼠類知覺（嗅覺、視覺），且滾動的噪
音將造成鼠類緊迫。

● 滾球的縫隙容易造成危險與意外的發生。

● 滾球的弧度使鼠類須使用強大的肌力才能讓滾球停

其他
1. 應避免高分貝、具威脅性的聲音，鼠類天性容
易受到驚嚇，這樣的噪音會造成牠們緊迫。
2. 在移動或接觸牠們時應謹慎而堅定。

3. 當飼主無法照料鼠類時，應確保負責任的代理
人能夠協助，並給予有著平時熟悉氣味的物件讓
牠們安心。

4. 非必要應避免帶鼠類外出。

5. 應頻繁的觀察牠們的健康與福利狀態。

下來休息，但力量一但不平衡，滾球又會開始滾動，
鼠類完全無法自由選擇休息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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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關懷
每日飲食

當動物處於虛弱、衰老，乃至於臨終時，牠們需要比
較長的時間躺著休息，這時候肢體上的打擾，可能會

造成牠們呼吸困難、患部疼痛、害怕等等。建議飼主
此時減少抱起、搖晃等過度接觸肢體的動作，改以輕
柔的聲音安撫、慰問，以及道別。

遺體處理
一、 委託公家單位火化：通常各縣市主管機關 ( 動物
檢驗所、動物保護處、環保局等 ) 會提供寵物火
化的服務，以集體火化為主，可直接洽詢當地主
管機關。

二、 委託民間寵物安葬機構處理：選擇民間寵物安葬
機構可代為完成較多元化的寵物喪葬服務。若選
擇個別火化，則飼主可擁有火化後的骨灰，可選
13

擇自行帶回作樹葬、灑葬、自行保留或製作紀念
品，亦可按照各家機構安排購買塔位等方式。動
物醫院通常亦有配合業者合作代辦服務。

三、 土葬：未焚化的遺體若選擇土葬，請務必加上紙

盒 ( 或其他可分解盒 ) 包裝，且應深掘至少 80cm100cm 以下的深度以進行土葬，且回填覆蓋的土

方應用力敲打緊實 ( 可覆蓋植被更佳 )，埋得太淺
或覆蓋不實則很容易被野貓狗挖出。( 註：傳統土
葬的前提是必須放在自己所屬所管領的土地範圍
內，不得任意掩埋在公眾或開放式地點。)

四、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動物屍體屬「一般廢棄
物」，依法亦可將寵物屍體妥善包裝後，交付垃
圾車之清潔人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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