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日本猿猴中心的猴子安家于芝加哥
令我们欣喜的是来自于日本猿猴中心（JMC）的
8只猴子在芝加哥的新家非常愉快地生活。对于
我们来说，这些猴子表达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
友谊与合作。欲知详情，请访问
snowmonkeys.org

▼捐赠
帮助我们拯救灵长类动物
您的捐赠使我们能够让灵长类动物过上富足、
有趣而幸福的生活，您捐赠的资金将进一步帮
助她/他们生活在野外的灵长类朋友们。

▼入园时间

+简体中文版

10:00 – 17:00 (11月– 2月: 10:00 – 16:00)
周二、周三闭园；1月、2月的某些特定周末闭
园。公假日与旺季开园。在您来访前，请务必查
阅我们网站上的日历，以便知晓当日是否开园。

▼门票价格
当日票
成人

日本猿猴中心

小学生、初中生

800日元

400日元

学龄前儿童
（3-6岁）
300日元

2 岁及 2 岁以下免费

为我们的灵长类动物提供高品质的看护
我们的职责是每天致力于提升灵长类动物的福
利。我们每天都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今天
我能为她/他们做什么来改善她/他们的生
活？”我们每天都会萌生新的想法，也会遇到
新的挑战。为了保持灵长类动物的身心健康，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请支持我们的灵长类动
物，您可以通过填写在线捐助表格而便捷地完
成捐赠。捐赠网址如下：
https://fundexapp.jp/monkey/entry.php?lang=ENG

保护自然栖息地
灵长类动物的野生栖息地正以惊人的速度消
失，这意味着，当我们的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
候，很多灵长类动物将灭绝殆尽。有很多方法
阻止这样的趋势。我们的方法是与当地政府与
人民并肩作战，加强灵长类动物栖息地保护，
以及对这些栖息地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我们
只有在您的慷慨支持下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捐赠者的名字将在日本猿猴中心（JMC）的网站
上以及我们的时事通讯上公布。（您希望匿名
捐赠的情况除外，请在您的捐赠申请表上明确
此项，告知我们。）
对日本公民的税收减免
日本猿猴中心（JMC）是一个由日本政府颁发资
质证书的“公益法人基金”，服务于公众利
益。因此，所有对日本猿猴中心捐赠的人士都
有权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减免您的应纳
税部分的收入所得税。

▼JMC 会员卡
日本猿猴中心（JMC）会员卡提供全年优惠与特权。您
将享有的特权包括免费入园，免费停车以及参加仅限
会员的活动。

成人

小学生、初中生

3000日元

JAPAN MONKEY CENTRE

2000日元

学龄前儿童
（3-6岁）
1500日元

资助人：可查看资助人专有网站信息

5000日元起以及5000日元以上资助者

▼园区地址
离日本猿猴中心最近的火车站是名铁犬山站，距名古屋
车站不到 30 分钟的车程（火车）。从名铁犬山站（东
口）出站台，乘公交车或出租车仅需 5 分钟便可抵达日
本猿猴中心，东口站台出发步行 20 分钟亦可抵达。

非人灵长类博物馆与动物园

我们的使命

“开启自然之窗”
日本猿猴中心（JMC）创建于1956年，旨在研
究、保护灵长类动物。该机构其他主要的目标
为：对所有对人类的近邻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丰富
的信息。日本猿猴中心经营一个特点鲜明的动物
园，该动物园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非人灵长类物
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参观。

地图① 游客中心、商店、更衣/哺乳设施
在游客中心，我们有常规展览，包括非人灵长
类标本、骨架、可以和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
的黑猩猩比拼记忆力的触摸屏。该展区还会举
办各种不同主题的专题展览。
地图② 马达加斯加馆
该户外围场以深壕沟环岛的形式而建，使得居
住在这里的动物可以自由游荡。在这个围岛上
生活着3个不同种的狐猴：褐狐猴、黑狐猴以
及领狐猴，这些种的狐猴在野外只有马达加斯
加才有。
地图③ 南美馆
这里您可以看到像狨猴和绢毛绒猴这样的体型
小的猴子，它们生活在室内，室内保持恒温
25°C以模拟热带丛林的环境。在室外区域，
您可以邂逅原产于南美的粗尾猴、绒毛猴、蜘
蛛猴和卷尾猴。在一个特别的日夜颠倒的展室
里，您还可以在白天看到夜行性的枭猴游走的
样子。
地图④ 亚洲馆
日本猕猴，亦称为雪猴，它们生活在非人灵长
类全球栖息范围的最北端。在日本猿猴中心您
能观赏到雪猴以及其他亚洲猴，诸如，恒河
猴、斯里兰卡猕猴、冠毛猕猴、狮尾猕猴、豚
尾猴、臧酋猴和黑叶猴。
地图⑤ 惊奇探险地
日本猿猴中心必看景点之一，这里可以近距离
观赏自由放养的环尾狐猴。
地图⑥⑦ 非洲中心/ 夜行性猴
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景点就是 — 黑猩猩家族。
您还可以看到一只到处搜索食物的大猩猩，他
的食物事先被饲养员藏在屋子的不同地方了。
您还可以观赏山魈以及夜行性的猴子，包括树
熊猴和懒猴。

日本猿猴中心（JMC）
日本爱知县犬山官林 26 邮政编码 484-0081
电话: +81 (0)568 61 2327 传真: +81 (0) 568 62 6823
网址：www.japanmonkeycentre.org
twitter.com/JpnMonkey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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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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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⑧ 非洲馆
此展区展出的是颜色艳丽的猴子，包括阿拉伯
狒狒。疣猴因其黑白斑纹而美丽非凡。您还可
以观赏到施红尾长尾猴、髭长尾猴、赤猴、大
草原猴以及地中海猕猴。

地图⑨ 狒狒城堡
从城堡顶的观景台可以看到 70 多只东非狒
狒。

游 客 中 心

地图⑩ 猴子山谷
从这里的观景平台，您可以观赏到大约160只日
本屋久猕猴，展现洗红薯和其他食物的行为。
它们把红薯放到水里，在岩石上搓洗。日本猕
猴洗红薯的行为是在日本幸岛的自然群中首次
观测到的。尽管在猕猴中揉搓的行为很普遍，
但是在水中搓洗东西的行为很罕见。这个行为
在喂食时间段很容易观察到。您还可以看到其
他例如，猴子抱团取暖、使用工具、以及用石
头制造噪音等有趣的行为。
从12月末到次年的2月底，周末以及节假日，您
可以看到我们的幸岛猕猴在真正的篝火旁取暖
的情形。为猴子点篝火的传统始于1957年。伊
势湾台风之后，动物园工作人员点起篝火烧被
台风吹倒的树，发现屋久猕猴聚集在火堆旁，
自此，开始为猴子们点篝火。这个“篝火季”
项目迅速 成为日本猿猴中心著名的传统项
目。
地图⑪ 猴子攀爬
在这里您可以欣赏合趾猿在离地15米的空中手
臂交替前行（利用手臂交替把身体往前荡）
（地图大环形11-1）。黑掌蜘蛛猴在100米长的
吊桥上来回行走的样子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地图11-3：猴子高架桥）。注意记得一定要
往上看，这是我们最壮观的景点之一 不过一定
要注意猴子的粪便！（危险区）
地图 ⑪-2 松鼠猴领地
最值得看的看点之一是近距离观看玻利维亚松
鼠猴，它们自由自在地在一个小岛上的茂密灌
木丛中穿梭。玻利维亚松鼠猴的食谱中，它们
最爱的是昆虫，因此，它们花大量时间觅食昆
虫。松鼠猴领地范围内的昆虫若有能活到成虫
阶段都是非常罕见的。
地图⑫ 长臂猿馆
您在这里可以观赏到东南亚的三个不同种的长
臂猿：戴帽长臂猿、白掌长臂猿以及灰长臂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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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猴公园（游乐园）

地图⑬ 楠木森林/树屋
我们的饲养员增加了一些新节目：崭新的树屋。
从树屋上往下看，您可以体验到猴子如何从树顶
看这个世界的感觉。
地图⑭ 乐猿餐厅

休息区
至公共汽车

地图⑮ 猴子酒吧
(周末及节假日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