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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發現到社區中的公園有越來越多松鼠出現，為了認識牠們多些以及証實網上有關

牠們的資料是否準確。我們去了公園進行實地考察，並進行相關實驗。我們在考察

中，觀察松鼠是如何生活的，例如牠們的進食情況、休息地方等。考察中我們發現松

鼠喜歡吃街坊餵的麵包、堅果類及水果，而公園內的榕樹果實內的蟲也是牠們食物來

源。牠們喜歡晴天時，上午 8:00-11:00 及下午 3:00-5:00 出沒。而牠們是互相照應的群

居生物，牠們喜歡發出聲音去溝通，在公園內亦能與其他生物和平共處。                                                           

引言 

研究動機： 
      自從我們升上中學後，我們發現到社區中的公園有松鼠出現，而且牠們出現的頻率

愈來愈高，並估計牠們數量會有增加的趨勢。我們小組組員對此十分感興趣，因此，

我們便會特意經過公園，考察相關的原因。在過程中，我們留意到松鼠會接受人類餵

飼的食物。本來，我們組員皆認為野生松鼠只會進食大自然的事物，故此，我們對這

發現感到十分意外。這發現亦激起我們的好奇心，因此，我們組員便決定搜尋不同的

資料以初步瞭解松鼠的進食習慣，然後再進行考察。 

 

      在搜尋資料過程中，我們訪問了公園的管理員和附近的街坊，以得知松鼠的出沒時

間。我們為了證實搜尋資料和訪問的資料是否準確，我們還會在不同的時段，如中午

和晚上，進行觀察，以獲得更全面、準確的資料。在考察中，我們會觀察松鼠的飲

食，棲息地點等。最後，我們發現到我們的觀察結果和網上的資料有所出入。 

 

     我們在某次考察過程中，不斷聊天，不斷發出噪音，突然有位組員喊疼。我們發現

原來有隻松鼠從樹上砸下果實，並且發出叫聲。因此我們推測松鼠對聲音十分敏感，

而那些叫聲應該包含了不同的意思，對此，我們設計了一個實驗，觀察松鼠對同伴叫

聲的反應。 

研究目的： 

       為了可以更全面地瞭解到松鼠的生活習性，以及網上和訪問得來的資料是否正

確，所以我們設計了一連串的方法以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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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腹松鼠資料 :資料來源[1][2][3] 

名稱:   赤腹松鼠/紅臉松/赤腹麗松鼠/蓬鼠      

 
 

松鼠學名: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科名:   松鼠科 

 
 
地理分佈 : 公園、果園、竹林、次生林、闊葉林、針葉林  

 
 
特徵:   一種外來引入的松鼠; 背部毛色為棕色，腹部紅至橙色，但安徽亞種腹部顏 

 
色較淺；頭部細小，吻短；眼大突出；茸毛長尾，安徽亞種尾末端有黑點； 手指及 

. 
足趾粗爪。 

 

圖 1,在沙田大圍車公廟路遊樂場的赤腹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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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方法： 

a.訪問 

我們訪問的對象是常經過公園的街坊和管理員，了解松鼠的出沒時間和行為。 

 

b.考察 

i)松鼠的攝食和攝水 

松鼠會否吃街坊給予的食物？還是牠們會尋找自然界其他的食物呢？例如樹的果實。 

觀察松鼠日常生活會否找有水的地方去喝水，以保充水份。 

ii)松鼠的棲息地點 

觀察松鼠的棲息地點，例如:在樹上、地面和樹洞內。 

iii)松鼠與同種和其他動物之間的關係 

觀察牠們是否群體生活，互相照應。 

觀察松鼠和附近的雀鳥是否有競爭的關係，會否爭奪食物。 

觀察人如何影響松鼠的生活。 

觀察松鼠如何與人類相處。 

iv)松鼠的出沒時間和分佈 

觀察松鼠甚麼時間出現，分佈在公園的那些樹木或位置。 

 

 

c.實驗 

松鼠對同伴聲音的反應 

從網上下載松鼠不同的叫聲，透過藍牙揚聲器播放松鼠不同的叫聲以觀察牠們的反應 

，例如是求偶聲和求救聲，以探究不同的叫聲對松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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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結果和考察地點 

我們在中、午、晚不同的時段都分別訪問了管理員和街坊，了解松鼠在不同的時段的

行為，以及街坊餵飼松鼠的習慣，從而得到更多有關松鼠的不同資料，以方便我們捕

捉松鼠的蹤影。 

 
訪問結果 

1. 管理員： 

-沒有特定的時間出現，但是晚上通常都不會看見                

-没有太多人餵飼松鼠 

-大雨時松鼠會在樹枝下避雨 

 

 
圖 2,紅框為街坊餵飼松鼠的地方 

 
 
2. 街坊：  

-松鼠大多在日出時段出沒 

-近期出沒次數特別多，估計因為夏天出來覓食，沒有在某個特定時間出沒。 

-下午間中會有街坊餵飼堅殼類的食物給松鼠，因為雀鳥不能打開堅殼類的食物，因此

可避免雀鳥和松鼠爭奪食物。 
 

 
根據訪問資料，我們定立在下列的地點和時間去觀察松鼠的生活，看看是否符合以上

的資料：下午會否有人餵飼？下午出沒次數特別多？街坊會否擺放堅殼類的食物給松

鼠？晚上是否沒有松鼠出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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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地點 

 

圖 3,車公廟路遊樂場衛星影像（來源 Google map） 

 

 

 

 

圖 4,車公廟路遊樂場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8%BB%8A%E5%85%AC%E5%BB%9F%E8%B7%AF%E9%81%8A%E6%A8%82%E5%A0%B4/@22.3683055,114.1770202,1008m/data=!3m1!1e3!4m5!3m4!1s0x0:0xbc307ec51e1573c8!8m2!3d22.3688362!4d114.175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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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車公廟路遊樂場的平面圖(原圖 : 香港地理流動地圖[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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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日期 
表 1,考察日期 

 
 

第一次考察 第二次考察 第三次考察 第四次考察 第五次考察 第六次考察 

考察日期 6 月 19 日 6 月 21 日 6 月 22 日 6 月 28 日 7 月 23 日 7 月 25 日 

溫度 28℃-31.6℃ 26.1℃-32℃ 29℃-31.4℃ 24.7℃-31℃ 29℃-31.2℃ 29℃-32.8℃ 

天氣 晴 晴 大雨 晴 陰 晴 

時間 
6:00pm 

-7:00pm 

10:00am 

-12:00am 

 

1:00pm 

-3:00pm 

10:00am 

-12:00am 

 

6:00pm 

-7:00pm 

10:00am 

-12:30pm 

 

3:00pm 

-4:00pm 

9:00am 

-11:15am 

 

2:00pm 

-4:00pm 

8:00am 

-11:30am 

考察結果 
松鼠所需水份和食物的來源: 

觀察數天期間，沒有看到任何松鼠有攝水的行為。 

我們於公園觀察多天後，發現松鼠主要為素食，例

如有榕樹果實（無花果）和大葉欖仁的果實等。這些也

是來自大自然，另外，松鼠會吃不少來自人類餵飼的食

物，例如麵包、花生等等。        

                                                                                                       圖 6,松鼠會吃無花果內的幼蟲 

          根據網上資料(圖９) ，松鼠大多數都吃松果，但經過我們觀察後，發現松鼠亦有

可能會吃無花果內的幼蟲。從我們在地上收集無花果的樣本可見，大多數完整的無花

果是有幼蟲，而大多數不完整無花果沒有幼蟲，由此證實了松鼠可能在吃無花果幼蟲

的想法。         

 

圖 7,松鼠正在摘榕樹的果實               圖 8,松鼠正在吃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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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網上資料有關赤腹松鼠在吃雀榕果子[10] 

                               表 2,地上完整無花果內蟲的數目(準確至 3 位有效數字) 

地上完整無花果 有蟲的 無蟲的 

總共 23 粒(總共 100%) 13 粒(56.5%) 10 粒(43.5%) 

                                                   表 3,地上不完整無花果內蟲的數目 

地上不完整無花果 有蟲的 無蟲的 

總共 20 粒(總共 100%) 6 粒(30%) 14 粒(70%) 

 

                                  

圖 11,松鼠吃完的果實             圖 12,完整的果實內部，紅圈是蟲的位置     圖 13,無花果內的蟲 大約長五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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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覓食的時間 : 

經過我們的觀察， 松鼠覓食時間大概為上午八點至十一點及下午三時至五時這個範

圍。 

 

圖 14,松鼠嘗試打開大葉欖仁的果實 

松鼠進食的地方 : 

松鼠進食的地方有樹上、樹洞和草地，但大多數時候都是在樹上進食，很少時候在草

地進食。 

松鼠儲存食物和水的地方: 

松鼠有時會將自己收集回來的食物放在樹洞中，一般是街坊給的麵包、水果、堅果類

以及一些果實。有組員在晚上到該樹觀察樹洞內的情況，發現樹洞再沒有食物，我們

估計松鼠不會將食物長期存放在樹洞裡，只作短暫的儲存。然而，我們並未見松鼠有

儲存水的行為。而我們亦觀察到松鼠多次在草地上挖地，因此我們估計松鼠挖地的原

因是為了短暫收藏的食物到土地裡。 

 

圖 15,松鼠所收藏在樹洞的麵包 

松鼠的棲息： 
根據我們的觀察，松鼠大多出現在榕樹上。我們推測因為榕樹較多橫枝，松鼠 

較易在上面活動，而且榕樹樹冠較大，松鼠可以由一顆樹上跳到另一顆樹上，方便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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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松鼠在橫枝上面活動                      圖 17,榕樹較多橫枝 

根據我們觀察，松鼠是一種喜歡在日間活動的動物，在公園裡很容易看見牠們

的蹤影，一旦入夜便難以發現。按七月十八日及七月二十二日觀察所得，下午 6:30 起

便難以發現松鼠的行蹤。 

松鼠普遍出現於樹上， 觀察結果所得，我們發現松鼠會在環境安靜的時候，在樹幹和

樹冠之間的一些較為寬闊的地方或在較粗大的樹枝上休息。 

                      
圖 18,松鼠喜歡在蒲葵的枝椏上睡覺       圖 19,松鼠喜歡在桃花心木的樹枝睡覺和休息 

 

我們發現在公園較為清靜的入口有松鼠在樹上休息，休息期間松鼠的尾巴只有微小的

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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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松鼠趴在樹幹上休息 

松鼠與同種和其他動物之間的關係： 

● 同種 

         根據我們觀察，松鼠大多數都是群居動物。松鼠會和同類追逐，而且還會有親 

密接觸，例如為松鼠的對方整理毛髮。 

 

               
 

 

 

圖 21,松鼠幫對方整利毛髮     

● 鴿子 

松鼠和鴿子之間相處十分融洽，經過我們多日的觀察，發現松鼠完全不害怕鴿 

子的存在，鴿子亦沒有理會松鼠，大家各自地覓食，並沒有干涉大家的生活。 

 
 圖 22,公園內的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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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雀  

           透過觀察，每當松鼠爬上樹時，麻雀便會立刻飛走，因此我們推測原因是松鼠 

和麻雀的體型上有巨大的差別，松鼠的體型比麻雀大幾倍，因此麻雀十分害怕鼠。 

● 人類 

雖然街坊會餵飼松鼠，但松鼠對人類仍存在一絲戒備，每當有人經過時，松鼠 

便會快速地走上樹。但當我們坐下觀察牠們時，松鼠便會從樹上走下來覓食。另外 

，我們發現松鼠對人類遺下的物品十分好奇，我們估計松鼠大概想從人類的東西中 

尋找食物，因為當他們發現沒有食物時便立刻離開。 

出沒和分佈 
松鼠大多數都是邊跳邊跑，甚少會緩慢地走動。當有人經過時，松鼠便會快速跳上樹

冠，然後在樹上逃走。 

圖 23,松鼠快速跳上樹 
松鼠在各種天氣的活動情況： 

以我們的觀察和訪問街坊所得，我們發現松鼠的出沒時間大多在清晨和下午，

而中午和晚上出現則比較少。我們推測松鼠在晚上休息，所以出現得比較少。 

根據多次的外出考察，我們發現松鼠在不同的天氣和氣溫出現次數都不同。 

晴天且氣溫較高（30℃以上）的日子松鼠都不常出現，只有一至兩隻較活躍，在草地

尋找食物。 

晴天且氣溫中等（25-30℃）的日子松鼠最常出現，會有五至六隻松鼠出現在草地覓

食。 

                                                                                        

 

         

 

     圖 24,氣溫中等時,松鼠會出來覓食               圖 25,松鼠由樹上爬到地面覓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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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天 松鼠不常出現，我們推測是因為松鼠感覺到快要下雨，於是避雨不會出現。 

雨天 松鼠不常出現，偶然會有一隻出現，然後去樹葉下避雨。松鼠在下雨時會將尾巴

卷在一起，用來遮雨。也會在稀疏的樹葉下避雨。 

 

松鼠對同伴聲音的反應 

實驗步驟： 

1. 在網上搜索和下載有關於松鼠的聲音分別是求偶聲、求救聲和松鼠的一些其他叫聲。 

2. 實驗的地方有兩個，一個是有松鼠出沒的地方，一個是沒有松鼠出沒的地方。 

3. 利用藍牙擴音器把聲音擴大播放出來。 

4. 首先在沒有松鼠的地方重複播放求偶聲十五分鐘。然後觀察松鼠有沒有出現或做出其他的行為。 

5. 接著在有松鼠的地方重複播放求偶聲十五分鐘。然後觀察松鼠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行為。 

6. 再播放求救聲，並重複步驟 3，4，5。 

7. 播放松鼠的一些其他叫聲，並重複步驟 3，4，5。 

實驗結果 :                                                                                    

 表 4,實驗結果 

 地點 
求偶聲[4] 

(稍微急速一下一下的) 

求救聲[5] 

(叫聲急速兩下兩下) 

松鼠的一些其他叫聲[6] 

      (叫聲慢既一下一下) 

第一次 

實驗 

有松鼠的地方 

有 4-5 隻松鼠大膽地走

上前觀察並且搖動牠們

的尾巴 

警惕地走向聲音來源

和觀察 

然後便立刻逃走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沒有松鼠的地方 

兩至三隻松鼠從樹上下

來觀察並搖動尾巴和發

出聲音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第二次 

實驗 

有松鼠的地方 

有 4-5 隻松鼠大膽地走

上前觀察並且搖動牠們

的尾巴 

警惕地走向聲音來源

和觀察 

然後便立刻逃走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沒有松鼠的地方 

兩至三隻松鼠從樹上下

來觀察並搖動尾巴和發

出聲音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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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

實驗 

有松鼠的地方 

有 4-5 隻松鼠大膽地走

上前觀察並且搖動牠們

的尾巴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沒有松鼠的地方 

兩至三隻松鼠從樹上下

來觀察並搖動尾巴和發

出聲音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第四次

實驗 

有松鼠的地方 

有 4-5 隻松鼠大膽地走

上前觀察並且搖動牠們

的尾巴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沒有松鼠的地方 

兩至三隻松鼠從樹上下

來觀察並搖動尾巴和發

出聲音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 

 

討論  

       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我們得知了松鼠的生活模式，加深了對松鼠的認識。在飲食

方面，觀察數天中，我們沒有發現松鼠有任何攝水的行為，從而我們推測松鼠是從食

物中攝取所需要的水分。另外，網上的資料指出松鼠的主要食物是榕樹的果實（無花

果），但經過我們觀察，松鼠是在吃榕樹果實裡的幼蟲。 

         松鼠大多數為了尋找食物才會出沒，而松鼠會將自己收集回來的食物放在樹洞

中，作為短暫的儲存。而松鼠所吃的果實是從公園的樹上獲得的，所吃的麵包和堅果

類則是街坊所提供的。由此可見，松鼠的食物主要來自大自然和人類兩方面。 

        此外，透過觀察，我們亦得知不同的天氣、溫度會影響松鼠出現的頻率。例如在

晴天的時候，我們會更容易發現到松鼠的蹤跡。然而，在雨天時，松鼠大多會走到樹

上避雨，較難發現牠們的蹤跡，但在烈日當空下松鼠也較小出現，大多會在陰涼的樹

上覓食或休息。 

        在實驗中，我們發現松鼠聽到網上所說的求救聲便會逃跑，我們推測網上所說的

求救聲對於松鼠來說其實是一個警報聲。由此可見松鼠的警覺性非常高，而且會警告

同類，互相守望。松鼠雖然警覺性十分高，但仍然阻擋不了牠們對擇偶的興趣，因為

當我們播放松鼠的求偶聲音時，有不少的松鼠冒著危險，都會走下樹觀察是否真的有

適合自己的伴侶，當發現什麼都沒有的時候才離開。另外，我們還摘錄了網上的其他

聲音做實驗，實驗結果是無論有沒有松鼠的地方，都沒有任何的松鼠出現。我們因此

推測這些叫聲可能是松鼠無聊時發出的一些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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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地方 
1. 設備方面 

         我們沒有太多的資源增添完善的設備，我們認為每位組員能配備一部遠程望遠 

鏡，令我們可以更容易觀察松鼠的活動。 

         而音響設備配置只有一個小型的藍芽擴音器，不能夠讓聲音覆蓋的範圍更大。我 

們進行實驗時，可以使用音質較好的藍芽擴音器讓聲音覆蓋的範圍更大，使松鼠更容 

聽到聲音增加考察的準確性。 

     2. 考察時間 

         考察時間應盡量包含春夏秋冬四個季節而不是只有夏天，應觀察松鼠在四季 

的行為有甚麼不同，令考察結果更準確。 

 

延伸研究  
          我們認為可以深入研究松鼠咬樹皮和挖掘地面的行為，我們在數天的考察中發 

現到牠們多次做這些行為，而我們不知道松鼠做這些行為的原因和目的，我們希望 

有機會了解到當中的原因。我們估計松鼠咬樹皮是為了磨牙，而挖掘地面是因為松 

鼠會儲存細小的食物，例如是堅果和花生。因為我們經常都會看到會有鴿子去吃一 

些花生，松鼠為了避免鴿子搶奪食物而挖坑，或當需要充飢時，再拿出來進食。但 

是因為沒有充足的設備和器材，加上學業繁忙時間有限，我們沒有辦法了解得到松 

鼠咬樹皮和挖掘地面的真正目的，希望我們有一天能夠解開這些疑問。 

         而我們在觀察當中發現松鼠有吃無花果，我們大膽的估計松鼠其實是在吃無花 

果內的幼蟲。因為有一次我們看到松鼠走近地上的榕樹果實，但是松鼠只是走近榕 

樹果實，隨後，沒有吃下便走了。我們感到十分奇怪，因為我們曾在網上資料看過 

松鼠是十分喜歡吃榕樹的果實的。因此我們便取樣，我們發現大部分完整的無花果 

都是有幼蟲在裡面，而不完整的無花果卻大部分都是沒有幼蟲的。雖然我們暫時無 

法證實松鼠真的是在吃無花果內的幼蟲，但是，我們會在未來的日子裡，繼續觀察 

松鼠，看看松鼠是否真的是在吃無花果內的幼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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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身為高中生的我們，常常會因為繁重的學業而忽略身邊大自然的事物。但是在 

公園偶然遇到松鼠一事，使我們參加了「尋找自然的故事」這個活動。這個活動使 

我們能認真地觀察身邊的野生松鼠，令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野生松鼠的生活。 

我們當初認為松鼠不會食人類給的食物，但因為這次的活動令我們觀察到松鼠會食 

人類給的食物，例如是麵包和花生。另外，我們當初還認為松鼠會在樹洞這些較低 

的位置棲息。經過數次的觀察後，我們在不同的時間也沒有觀察到松鼠在樹洞內休 

息，反而把樹洞當作短暫儲存食物的地方，而不是休息的地方。我們發現到松鼠比 

較喜愛在樹上較高的位置休息，以免受到公園內路人的騷擾。這些知識是藉著這次 

的活動學習得到的。 

 

         經過多日觀察，我們不但明白到松鼠的生活習性，還發現到在城市中的公園亦 

有不少的生物，當我們細心觀察便會發現當中的樂趣。是次的生物觀察亦令我們明 

白到不應該因為繁重的學業而忽略了身邊的大自然。現今社會生活節奏過於快速， 

我們應該放慢腳步去探究大自然的神奇事物，以擴闊我們的視野。 

 

在這，我們組員非常感謝這個活動使我們抽出時間來觀察大自然，亦能夠藉著 

這個平台令我們學習到大自然有很多有趣的事物，要多些留意身邊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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