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的日本猴
我們很高興得知我們的八隻日本猿猴在芝加哥的新
家過得很好。對我們而言，這些日本猿猴代表了日美
之間的情誼與合作。詳細情形，請參考以下連結：
snowmonkeys.org

繁體中文u

▼動物園開放時間
10:00 – 17:00 (11月– 2月: 10:00 – 16:00)
週二與週三休園。1月與2月有些平日也會休園（但是
旺季的國定假日會開放）。請參考本中心網頁上的行
事曆。

▼捐款

▼參觀門票

靈⻑類動物需要您的⼀臂之⼒

⼀日券
成⼈

國小、國中學⽣

孩童（3 – 6歲）

富、有趣且愉快的⽣活。更可進⼀步幫助到野外的

800 日圓

400 日圓

300 日圓

靈⻑類動物。
提供有品質的照護給我們的靈⻑類動物
我們每日致力於讓他們的⽣活福祉最佳化。每天早
上我們都問自己：「我們今天能做什麼才能幫他們
過更好的日子？」每天我們都想到更好的點子，也
面臨許多挑戰。為了維持這些動物在身心上的福
祉，我們需要您的協助。懇請您運用以下的線上捐
款方式，支持並愛護這些動物。
URL: https://fundexapp.jp/monkey/entry.php?lang=ENG
保存及維護他們的自然棲息地

▼成為日本猿猴中心會員

此設施四周環繞著大壕溝，看似⼀孤島，島上有狐猴
的戶外運動場。這裡飼有三種僅棲息於馬達加斯加野
外的狐猴：褐狐猴 (brown lemur)、⿊狐猴 (black

我們的使命

lemur) 以及白頸狐猴 (ruffed lemur)。
地圖③ 南美館
在此訪客可看到小型猴如狨屬 (marmoset) 及絹毛猴

全年的特典與優惠。包括全年門票免費、停車費免

Japan Monkey Centre, JMC）成立於1956年。這些

monkey)、絨毛猴 (woolly monkey)、蜘蛛猴 (spider

費，以及可參加本中心舉辦的會員限定活動。

猿猴是⼈類演化上最近的親戚。本中心的其他主

monkey) 以及捲尾猴 (capuchin) 。在夜行動物室內

要目標是提供充分的資訊，讓所有對這些猿猴感

我們以燈光逆轉調節習性，讓遊客白天也看得到這些
夜貓子猴的活動。

成⼈

國小、國中學⽣

孩童（3 – 6歲）

興趣的⼈能獲得想要的資訊。本中心營運⼀個非

3000 日圓

2000 日圓

1500 日圓

常獨特的動物園，園內擁有全球種類最豐富的非

日本獼猴，⼜稱雪猴，是全世界非⼈類靈⻑類中居住

⼈類靈⻑類動物，吸引了來自各地的訪客造訪。

在最北端的物種。在此館還可見到其他亞洲猴如恆河

守護者：可瀏覽專為守護者設計的網頁

地圖④ 亞洲館

猴 (rhesus macaque)、斯里蘭卡猴 (toque

5000 日圓及以上

macaque)、帽猴獼猴 (bonnet macaque)、獅尾彌猴

的大部份將已滅絕。目前尚有幾個方法來緩和這個

最 靠 近 日 本 猿 猴 中 心 的 車 站 是 名 鐵 犬 山 站 (Meitetsu

速度。我們採取的方法是跟當地的政府與居⺠合

Inuyama Station)。搭乘時間離名古屋車站大約 30 分鐘。

作，來保存並維護他們棲息地的永續發展。而唯有

從名鐵犬山站東口到本中心，再搭公車或計程車約 5 分

您的慷慨捐助才能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標。捐助者

鐘，徒步約 20 分鐘。

(lion-tailed macaque)、豬尾彌猴 (pig-tailed
macaque)、⻄藏獼猴 (Tibetan macaque) 以及⿊葉猴
(Francois’s lutong)。
地圖⑤ Wao 園地
這是本中心必看景點之⼀，遊客可在除卻牢籠的環境
下跟環尾狐猴 (ring-tailed lemur) 做近距離互動。

的大名將會公告在日本猿猴中心(JMC)，並印在我
們的網頁上及新聞通訊上(除非捐助者希望匿名)。

日本猿猴中心 (JAPAN MONKEY CENTRE)

請在捐款單上註明您的需求。

日本 484-0081 愛知縣犬山官林 26
Tel: +81 (0)568 61 2327 Fax.: +81 (0) 568 62 6823
www.japanmonkeycentre.org
twitter.com/JpnMonkeyCentre

節稅。

地圖② 馬達加斯加館

叢林環境裡。本館飼有棲息於南美洲的白臉猴 (saki

▼交通資訊

⼈。所以捐給本中心的捐款符合捐贈扣除，可合法

也定期舉行主題多樣的特展。

為了促進靈⻑類研究與保存，日本猿猴中心（The

消失中。這意味著當我們的孩子成年時，這些動物

日本猿猴中心(JMC)為日本政府認定的公益財團法

日本猿猴中心

大學靈⻑類研究所裡⿊猩猩實驗用的記憶課題。我們

(tamarin)。他們為室內展示，待在恆溫25度的類熱帶

我們誠摯邀請您成為會員。日本猿猴中心會員將享有

這些靈⻑類動物的野外棲息地正以⼀個驚⼈的速度

日本居⺠捐款可節稅

Japan Monkey Centre

“通往大自然之窗”

兩歲以下免費

遊客中心有許多常設展，展出猿猴標本、非⼈類靈⻑
類動物骨骼、以及備有觸碰電腦可以讓遊客挑戰京都

非⼈類之靈⻑類博物館與動物園

您的捐款將協助我們得以維持這些靈⻑類過⼀個豐

地圖① 遊客中心、動物園商店、友善哺乳室

地圖⑥⑦ 非洲館 / 夜行性猴
本中心另⼀個明星動物是⿊猩猩族群 (chimpanzee
family)。在此可看到大猩猩 (gorilla) 在園區內各處尋
找事先被飼育者藏起來的食物。也可看到山魈
(mandrill) 及其他夜行性猴如樹熊猴 (potto) 及小懶

動物取扱業：公益財団法人日本モンキーセンター 愛知県犬山市大字犬山字官林 26 番地
業種:展示 動尾第 510 号 業種：貸出し 動尾第 509 号 登録:平成 19 年 5 月 31 日
有効:令和 4 年 5 月 30 日 取扱責任者:木村直人

2020.04.01

猴(lesser slow loris)。

MAP⑧ 非洲館
在此可看到毛色明亮的猿猴包括阿拉伯狒狒
(hamadryas baboon)。尤其疣猴 (Colobus monkey) 以

遊 客 中 心

其背部⿊白相間的毛色聞名。本館還飼有施密特⻑尾

9

10

猴(Schmidt's guenon)、髭⻑尾猴 (moustached

1
2

guenon)、赤猴 (patas monkey)、大草原猴 (savannah

3

6

4

monkey) 以及巴巴利彌猴 (Barbary macaque) 等等。
地圖⑨ 狒狒城

5

11-2

11

7

從展望台上可看到 70 幾隻阿努比斯狒狒 (Anubis
baboon) 在此活動。

13

地圖⑩ 猴子谷

8

11-3

在這平台上，可以觀賞到大約160隻日本屋久彌猴

11-1

(Japanese Yaku-macaque) 在水池旁洗地瓜或洗其他食

大 門

15

可租借輪椅與
兒童推車

物。他們把地瓜沾點水後在石頭上摩擦。日本獼猴洗
地瓜的行為首次在宮崎縣幸島被觀察到。雖然搓地瓜

廁所

12

行為對其他種類的獼猴來說並不特別，但是在水中搓

多功能廁所
2

洗東⻄卻不尋常。這個行為可以在猴子的餵食時間看

3

4

5

6

7

到。此外還有看到其他獼猴有趣的行為如冬季猴子擠

嬰兒尿布台

從 12 月底到 2 月底，在周末或假日，我們的屋久獼

前往巴士站

猴會擠在營火邊禦寒。⽣營火給獼猴禦寒的傳統起於
1957 年。當年「伊勢灣」強颱剛過，職員們撿起園區

AED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

前往巴士站

在⼀團禦寒、其工具使用以及故意用石頭製造噪音。

14

8

9

10

11

11-2

12

博物館禮品店

圍著營火取暖。這樣的獼猴營火取暖行為立刻成為話

飲食區

題，而且也成了本中心每年的盛事之⼀。
地圖⑪ 猴子交叉活動區
環型高架 (MAP11-1: Big Loop)上懸空靠雙臂抓握支架

吸菸區
前往猿猴主題樂園

休息區

前往巴士站

移動的高難度動作。此外，⿊掌蜘蛛猴 (Geoffroy's
spider monkey) 在⻑達100公尺的吊橋上(MAP11-3:

尿布台/哺乳設備
置物櫃

內殘木⽣了火讓遊客取暖。不料日本屋久獼猴也過來

在此區可觀賞到⻑臂猿 (siamang) 高掛在15公尺高的

緊急集合地點

地圖 ⑪-2 松鼠猴島

地圖⑫ ⻑臂猿館

Monkey Skyway) 來去自如也是令⼈印象深刻。到此

必推景點之⼀。在此可近距離觀賞玻利維亞松鼠猴

本館飼有來自東南亞三種⻑臂猿：戴帽⻑臂猿 (pileated

別忘記抬頭看⼀下我們最驚險的設備之⼀，也別忘了

(Bolivian squirrel monkey) 在島上茂密樹林中互相追逐嬉

gibbon)、白⼿⻑臂猿(white-handed gibbon)、灰⻑臂猿

要注意避開隨時可能從天而降的猴子「黃金」(猴子糞

戲。在所有食物之中，玻利維亞松鼠猴最愛吃昆蟲。他們

(Mueller's gibbon)。

便)！ (Dangerous Zone)

每天花很多時間尋覓昆蟲。所以誤闖松鼠猴島的昆蟲能成
功⻑成成蟲是相當罕見的。

地圖⑬ 楠木森林/樹屋
我們的飼育員蓋了⼀個新的景點：⼀間新的樹屋。從樹屋
往下看可以讓⼈體會到猴子們從樹頂往下看的心情。

地圖⑭ 猿樂餐廳
地圖⑮ 猴子吧
(只有周末與假日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