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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ANNA SAFARI  
 南区 

 

1.  打招呼 ： 

各位大家 您好 欢饮光临来到 清迈夜间动物园，我叫………和…………会带您

们进去 动物园的南区 ，观看各种各样的动物夜生活。 

2.  前言：  

 我首先通知各位一下 ，动物园里面是非吸烟区， 请不要抽烟 ， 可以

拍照拍视频但不要用闪光灯，因为闪光灯会对动物的眼睛有伤害，动物食

物麻烦各位不要乱扔乱给，要等我信号才可以，因为有些动物不吃水果有

些动物不能亲手给它， 谢谢各位的合作。 

 

3.  斑羚 (Goral)： 

 在各位的右手边，….它们就是斑羚 ，斑羚是一种羊亚科动物，属于高

山动物，善于跳跃和攀登，毛色呈灰色或灰褐色，是一种体型较小且毛发

粗糙的动物。现有的斑羚有四种：灰斑羚、赤斑羚、长尾斑羚和中华斑

羚。在 Safari 展出的品种是可以大量人工繁殖的中华斑羚。目前，斑羚主要

分布在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泰国等。斑羚是泰国 15 种野生动物中的一

员，喜欢活动于陡峭壁崖和密林间。它们常常是 5-10 只一起过着群居生

活，领头羊除了交配季节外都会独自觅食。斑羚的最大的敌人是亚洲金

猫。 

 野生斑羚已极某罕见，在清迈的 Doi Monjong 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还可以

发现它们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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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鬣羚 (Serow)： 

 鬣羚 或者苏门羚 跟斑羚一样物种，但是还 比斑羚大得多，身体的毛

色较深，以黑色为主，雌雄公母都有长角但是还比耳朵短， 鬣羚栖息于海

拔 1,000 米也是一个高山动物，我们可以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等地区的

高山上或小岛发现鬣羚的踪迹。他们身形矫健，能在 15 分钟内攀爬 1000
米。 

 除此之外，导致鬣羚被滥杀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相信鬣羚油对严重

伤口，特别是对枪伤和骨折，有着神奇的治疗功效。正是这个原因导致鬣

羚被无辜滥杀。但其实，这些所谓的疗效都是无稽之谈。鬣羚是泰国 15 种
野生动物中的一种。 

 

5.  牦牛 (Yak)： 

 牦牛是高寒地区的牛种，它们活动于海拔 4000 米以上喜马拉雅山脉、

西藏高原、蒙古大草原和俄罗斯等寒带地区。全身的厚厚长毛可以用来抵

御当地严寒的气候。耗牛和人类有着渊源的友谊，耗牛的毛发可以用来制

作毛衣和床被，粪便可以制成肥料。牦牛分两种：家牦牛和野牦牛，野生

牦牛要比家养牦牛的体型要大得多。 

 

6. 蛮羊 (Babary sheep) : 

 蛮羊为大型羊类，分布于非洲北部山区，数量稀少。 保护现状：易危 
蛮羊为大型羊类，分布于非洲北部山区，数量稀少。 雌蛮羊和雄蛮羊都长

有一付硕大的弯弯的角，凭借此硬武器进行决斗保护自己。此外，由于蛮

羊栖息在荒凉的岩石和沙土地带，没有高大树木的遮蔽，逐渐进化出一种

习性：每当遭遇凶猛天敌时，它会一动不动呆若木鸡，借此使对方误判而

放弃捕杀。这是它的软武器。 蛮羊的软硬武器使其存活下来，成为非洲唯

一的野羊。这是造物主的杰作。由图片可见它那硕大的弯角和呆若木鸡的

表情。 

 

7.  豚鹿 (Hog d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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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豚鹿（学名：Axis porcinus）也叫芦蒿鹿，体形中等，但较为粗壮，四肢

较短，显得矮胖，臀部钝圆且较低，姿态象猪，因而得名。雄性豚鹿长着

细长的三叉角，全身淡褐色，生活在沿河两岸的湿地。昼伏夜出，既善穿

越灌草丛，也能跳跃障碍。多单独活动，在发情交配期临时集成小群。喜

欢吃烧荒后再生的嫩草，也吃芦苇叶和其他水生的植物，偶尔偷食大豆、

玉米苗和瓜类等作物。 野生豚鹿分布于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印度，

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8.  鬣鹿 (Rusa Deer)： 

 鬣鹿 又名爪哇鹿，体长 83～110cm 厘米，尾长 10～12 厘米，体重 74～160
千克。头、耳较小，眼睛大。四肢较长，蹄小。尾巴细。体毛粗糙。夏天

的毛是褐色，腹部是白色；冬毛比夏毛略浅。雄性有角，叉角的主干分出

两个叉。生活于热带潮湿的密林中，常栖息于靠近水源的地方。结成小群

在一起生活，清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且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行动敏捷、谨

慎，跑得较快，喜欢洗浴，善于游泳。寿命为 12～14 年。分布于巴厘岛，

伊里安查亚，爪哇，加里曼丹。 

 

9.  坡鹿 (Eld’s Deer)： 

 坡鹿在全世界是一个濒危物种，在泰国野生的已经没有了，因为坡鹿

的营养价值比较高，鹿茸，鹿筋，鹿胎都是比一般鹿种高得多的营养滋养

品，能使人强身健骨，延年益寿，防寒保暖，被人们称为稀世之宝，所以

现在它成为一级保护动物。 

 

 

 

 

 

10. 缟鬣狗 (Striped Hy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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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纹鬣狗是鬣狗亚科的其中一科，毛色呈棕褐色。与其他大型肉食动

物比起来，它们是弱势的捕猎者，它们一般只吃其他动物吃剩的骨头和

肉，所以被成为”草原上的清洁员“。 

条纹鬣狗有很强的嗅觉，它们可以闻到其他动物的尸体，喜欢夜间活动，

主要以其他动物尸体为食。它们分布在东非和北非等干燥的地方，寿命为

25 年左右。 

 

11. 野牛 (Gaur)： 

 野牛有很多种，亚洲野牛，印度野牛，分布最多在印度，亚洲野牛是

体型最大的种类，平均体重达 560-1000 公斤，体长 2 米，且雄性比雌性的体

型要大。成年雄性毛色近于黑色，雌性呈乌褐色。它们利用汗液和身上散

发的油脂来代替洗澡，额头前方的毛发长且厚。它们的大腿到足底是白色

的，看起来像是穿着袜子。野牛的怀孕是期约 9 个多月，每胎一般仅产 1
仔，牛的寿命约为 15-30 年，它们喜欢晨昏活动，以食草为主，到了下午就

休息，晚上再出去觅食。 

 

12. 蓝牛羚(Nilgai)： 

 蓝牛羚是印度北部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它们脸像羚羊，脖子像马，身

体像牛。成年雄性角很短，全身呈黑色，雌性没有角。成年的蓝牛羚高约

1.5 米，约 140 公斤重。 蓝牛羚是亚洲最大的羚羊，天敌是豹子和印度狮。 

 

 

 

 

 

13. 鸸鹋(Emu)： 

 鸸鹋是澳洲的特产，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鸟类，仅次于非洲鸵鸟，因此

也被称作澳洲鸵鸟，不会飞，因为翅膀只有人类的手掌那么小。鸸鹋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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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速度达 48-50 公里/小时。雌性每次会下 5-12 个鸟蛋，每个蛋约重 500-
700 克，孵化期约 56 天，寿命 10 年。鸸鹋与鸵鸟不同的地方在于，鸸鹋是足

三趾，鸵鸟是足二趾。鸸鹋喜欢群居，雄性会控制雌性。它们以植被、水

果和昆虫为食。鸸鹋的羽毛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可以用来做装饰品，鸸鹋

肉的热量低，而且从它们身体中提炼出来的油可以做化妆品。 

 

14. 澳洲野狗 (Dingo)： 

 澳洲野狗雄性明显高大于雌性, 他们不吠叫，但号啕大哭，住在深林草

原，食物很丰富, 几乎找到什么就吃什么，是一个夜行动物。 

 

15. 红袋鼠(Red Kangaroo)： 

 红袋鼠是袋鼠类中袋子最大的袋鼠，雄性的体型大于雌性，身高约 2
米，只有雌性袋鼠才会有鼠袋。红袋鼠的孕期约是 33 天，幼袋鼠体型很

小，约长 2.5 厘米，并会在袋鼠妈妈的袋子里面生活将近 8 个月。它们善于

跳跃，能跳 7—8 米远，1.5—1.8 米高。如果它们去参加奥运会，一定能拿到

“双跳冠军”，它们白天睡觉及休息，算是夜行动物 

 

16. 林羚(Sitatunga)： 

 是一种水栖羚羊，栖息在非洲中部沼泽地。善游泳和潜水，常在水中

进食，可近於完全潜入水中而避敌害。蹄长而宽，脚关节柔韧，因而能在

软地上行走。毛粗而蓬松；雌羚浅褐红色，雄羚浅灰褐色。脸部有一白

斑，颈上有二白色斑块，有时身上散有多数白色斑纹。雄羚具螺旋形长

角。 

 

17. 泽鹿(Barasinga Deer)： 

 跟梅花鹿有点象，分布在印度，尼泊尔，泽鹿仅雄鹿有角，角的枝杈

很雄鹿在交配期会不断发出“叭铃”的叫声来威吓它的“情敌”。如果威吓效果

不明显，那么雄鹿之间就会爆发激烈的战斗，只有强壮的雄鹿，才能在种

群中争得交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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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白犀牛(White Rhinoceros)： 

 白犀牛是大型哺乳动物，三趾足，是 5 种犀牛中体型最大的，其他犀

牛分别是：黑犀牛、印度犀牛、爪哇犀牛和苏门答腊犀牛。白犀牛的嘴是

四方形的，这样他们可以吃到地上的矮草。白犀牛有两角，前角比后角

长，它的角不是骨质的，而是上皮组织的衍生物，可以说它的角就像我们

的手指甲，它们分布在南非如：苏丹、乌干达和刚果等地。常常 3-4 只一起

生活，有时候会跟着领头犀牛 18 只一起出现。白犀有固定地点排便的习

性，往往粪便堆积如山，体重大概 2-3.6 吨。 

 

17. 红河猪(Red River hog)： 

 红河猪是野猪的一种，成年雄性体型大于雌性，毛发长呈红褐色。耳

朵大，耳尖有毛，背部的骨头有延伸的长毛，脸颊和眼睛周围的毛色比较

淡，看起来像是戴了口罩。它们喜欢 6-20 只群居，并生活在森林里。当 5-6
月大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夜间觅食。食物包括植物、昆虫、小型动物和动

物蛋等。白天则藏在灌木丛里，会游泳，豹子是它们的天敌。  

我们现在，再进去非洲区，里面的动物，都来自非洲。 

 

 

 

 

 

19. 角马(Wildebeest)： 

 非洲大草原上它们的数量是最多，如哪位觉得他们很熟悉，纪录片

上总是看到一些狮子和鳄鱼猎杀它们的画面，令人以为它们生命饱受威胁

。其实它们生命顽强，而随着食肉动物数量的减少，它们在 Serengeti 的数量

亦由 50 年代的十万增加到现在的 150 万头，成为东非草原上数量最多的大型

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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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狮子(Lion)： 

 看了很多草食动物，现在换个气氛来看肉食动物，狮子是唯一的一种

雌雄两态的猫科动物，是地球上力量强大的猫科动物之一，狮子生存的环

境里，其他猫科都处于劣势。漂亮的外形、威武的身姿、王者般的力量和

梦幻般的速度完美结合，赢得了“万兽之王”的美誉。雄狮还长有很长的鬃

毛，鬃毛有淡棕色、深棕色、黑色等等，长长的鬃毛一直延伸到肩部和胸

部。那些鬃毛越长，颜色越深的家伙或许在母狮眼里是英武挺拔的帅哥，

常常更能吸引―女士们‖的注意。 

 

21. 鸵鸟(Ostrich)： 

 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不会飞但奔跑得很快的鸟（鸵鸟） ，特征

为脖子长而无毛、头小、脚有二趾。是世界上存活着的最大的鸟。现代鸟

类中最大的鸟，高可达 3 米，鸵鸟是群居，日行性走禽类，适应于沙漠荒

原中生活，常与食草动物相伴，嗅听觉灵敏，善奔跑，跑时以翅扇动相

助，一步可跨 8m，时速可达 70km/h，能跳跃达 3.5m。，鸵鸟蛋虽是所有鸟类

中最大的，但与其身体比例来说亦是所有鸟类中最小的，故一只鸵鸟可以

覆盖大量的蛋，雄鸟夜间孵卵，白天则由雌鸟担任。 

 

 

 

 

22. 水羚(Waterbuck)： 

 水羚是牛科中的一种，分布地区为东非及南非。皮毛是褐红色的，气

管附近有白色的围兜，仅雄性具角。体型中等，身高约 1.35 米，体重约 200
公斤。最大的特点是臀部有环形白毛，像是钟表的样子。皮肤上有油脂

腺，可以方便散发体内的水份，而且它们的肉也不美味，所以没有受到人

类这群猎杀者的欢迎。 

 水羚喜欢群居和住在靠近河的地方，因为它们需要经常喝水，主要以

嫩草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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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黑斑羚(Impala)： 

 黑斑羚可以叫非羚，黑斑羚行动敏捷，奔跑迅速，栖息在非洲南部和

中部的森林和草原之中，经常大群地在水边活动。黑斑羚以其优雅的姿势

和杰出的跳跃能力而出名。受惊的时候，它们可以跳起 3 米高，9 米远。肩

高约 75～100 厘米。皮毛呈金黄色、红色或红褐色，腹部是白色。两条腿上

各有一条垂直的黑条纹，后蹄有一族黑毛。雄性黑斑羚有像小竖琴一样的

角。 

 肯尼亚奈洛比国家公园中养育着一群黑斑羚。黑斑羚中的一个亚种——
黑脸黑斑羚已濒临绝种的危险。 

 

24. 猎豹(Cheetah)： 

 猎豹，又称印度豹，是食肉目猫科的猎豹属的单型种。外形似豹，但

身材比豹瘦削，四肢细长，趾爪较直，不象其他猫科动物那样能将爪全部

缩进。头小而圆；全身无色淡黄并杂有许多小黑点 现分布于非洲。同其它

猫科动物不同，猎豹依靠速度来捕猎，而非偷袭或群体攻击。猎豹是陆上

奔跑最快的动物，全速奔驰的猎豹，时速可以超过 110 公里，相当于百米世

界冠军的三倍快。猎豹不仅是陆地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也是猫科动物成员

中历史最久，最独特和特异化的品种。 

 

25. 斑马(Zebra)： 

 斑马是一种马科动物，手指般大小的黑白条纹有序地遍布其全身。正

是因为这样的条纹，斑马才得以逃脱捕猎者的猎杀。它们跑得很快，每小

时可达 64 公里，斑马经常喝水，很少到远离水源的地方去。它们还有一个

特点，即使在食物短缺时，从外表看仍是又肥壮皮毛又有光泽。 斑马喜欢

过群居生活，喜欢栖息在宽阔的草地上，常结成群 10-12 只在一起，也有时

跟其它动物群，如牛羚乃至鸵鸟混合在一起。老年雄性斑马偶然单独活

动。。斑马是很难驯服的野生动物，而且体型小，性格古怪，且不易被人

类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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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长颈鹿(Giraffe)： 

 长颈鹿一种生长在非洲的反刍偶蹄动物，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陆生动

物。雄性个体高达 5 米高，重 800-2200kg。长颈鹿生活在稀树草原和森林边缘

地带。雌性比雄性小，长颈鹿喜欢群居，一般十多头生活在一起, 长颈鹿是

谨慎胆小的动物，每当遇到天敌时，立即逃跑。它能以每小时 72 公里的极

快速度奔跑。当跑不掉时，它那铁锤似的巨蹄就是很有力的武器。成年长

颈鹿的蹄子足可以将狮子肋骨踢断。它们的长颈只有 7 个颈骨，跟我们一

样多，但比我们长 20 倍。 

 

27. 扭角林羚(Greater Kudu)： 

 扭角林羚是非洲最高的羚羊，只有雄性有角，它们的角很漂亮，长完

需要 5 年，有点像螺丝。除了生产，雌性都喜欢集体活动，雄鹿则喜欢独

自行动。扭角林羚平均寿命 23 年，喜欢生活在灌木丛里。 

 

 

 

 

28. 伊兰羚羊 Eland)： 

 伊兰羚羊与牛、羊和鹿很像，是非洲一种很常见的大型哺乳动物。身

高约 130-180 厘米，体重可达 300-1000 公斤，雌雄有角。它们的角长而弯，喜

欢栖息在大草原或者南非的高山上。雌雄伊兰羚羊除了体型上不一样之

外，脾气也不一样，例如，雌性喜欢有带花和草药类的植物，而雄性则喜

欢吃一般的草。 

 

29. 美洲驼(Lama)： 

 美洲驼分布在南美，有各种各样颜色，长得像骆驼，但比骆驼小而没

有驼峰，没有人们养它为托运东西，它们的有点的牦牛差不多，肉可食,身
上的长毛还可织成各种毛织物,因而深为当地人民所喜爱,在秘鲁的国徽图案

里还有它的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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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马来貘 (Malayan Tapir) 

  马来貘是大型的食草动物，它们的外型结合了好几种动物的形。具有

长大 20 厘米的鼻子，体型有点像猪，尾巴短小像熊，脚像犀牛。它们的头

部、前肢等部分为黑色，其余部位均是白色。身高 100 厘米，体重约 250-300
公斤，怀孕期为 195 天，可活 30 年。马来貘喜欢独来独往，生活在高处且离

水近的地方，因为它们泡水。当受到攻击时，它们就会躲到水 里面。食物

以叶芽和竹笋等。 马来貘是亚洲奇蹄类最大型的动物。以前它们的肉和皮

会被拿去卖掉，所以现在泰国和 CITES 签署的文件里面规定将马来貘列为濒

临灭绝的动物。 

 

 

 

 

 

31. 巴西貘(Brazilian Tapir) 

 巴西貘是貘科动物中现存的只有 4 种。3 种生存在美洲，1 种在马来西

亚的热带森林中。貘身体笨重，腿短。身长约 1.8～2.5 米，肩高 1 米，小眼

睛，耳朵又短又圆。鼻吻部延长成为一条灵活的短象鼻，尾巴退化，有 4
个前趾，3 个后趾。体毛很短，几乎没有，但栖息在山区里的貘体毛较密。

中南美洲的貘有短而硬的鬃毛。貘是一种胆小的动物，生活在靠近水的密

林或泽地，受惊的时候就惊慌失措，匆忙跳入丛林或水中。它们在南美洲

的主要天敌是美洲虎，在亚洲的天敌是老虎。人们是它们最可怕的敌人，

由于栖息地遭破坏和人的大量捕杀，貘的数量在锐减之中，巴西貘已属濒

危动物。 

 

32. 河马(Hippopotamus)： 

 河马是大型食草类，主要是水栖的哺乳动物，有特别大的头和嘴，是

世界上嘴巴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水里面，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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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交配、产仔、哺乳也均在水中进行，它们只有一个活动不在水里

做，就是吃。河马的脾气暴躁，特别当交配季节来临的时候，它们会更加

狂暴。 河马把粪便到处喷以划清领土界限，全年都可以交配并且在水里面

进行。每次产 1 仔，怀孕期为 8 个月。 现在的河马都是国外进口送到动物

园被保护起来以及做研究。河马长相憨厚老实，但是它们性情暴躁而凶

猛，领地意识很强，有人闯进它们的领地它们就会用 0.4 米的獠牙攻击人，

它们杀人数量最多的动物，一般它张开嘴，就是为了恐吓天敌。 

 

33. 水牛(Water Buffalo)： 

 一种草食反刍家畜。主供役用，挽力强，行步稳重，特别适宜于水田

耕作。有的国家已培育成乳用品种。肉用水牛的培育则尚处于初始阶段。, 
水牛分成 野水牛和家水牛，各位在看的那些水牛，就是家水牛，水牛性格

不凶，喜欢到泥潭打滚，借以散热和防止昆虫的叮咬。 

 

34.  瓦图西牛(Watusi)： 

瓦图西牛种是非洲角最大最长的牛，角长 2 米，周长 92.25 米，重 45 公斤。

它们也是世界角最大的牛，被称为“Cattle of Kings”。另外，这种牛有很强适应

干旱的能力，能吃质量很差的草，所以它们能在埃及和非洲生存。事实

上，它们已经在史前已经和人类在一起生活了。 

 

 35.  爪哇野牛(Banteng) 

爪哇野牛和一般的牛体型很像，但是与一般的牛不同的是爪哇野牛臀

部周围的毛是白色的，四肢从膝盖到脚底也是白色的。雄性的毛色会比雌

性的要深。爪哇野牛的寿命一般在 30 岁左右，分布在缅甸、泰国和印尼爪

哇岛等地。泰国的每个地区又有可能遇见爪哇野牛，特别是在热带雨林，

因为它们在干燥缺水的地方的生存能力很强。它们昼伏夜出，有时会 10-15
只一起行动。白天一般休息，以草、树叶等为食。性格温顺，以雌性野牛

为领头羊外出觅食，领导整个牛群的往往是最强壮的牛，体弱或者上了年

纪的雄性则会被驱逐出去。1992 年爪哇野牛被列为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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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大象( Elephant)            

大象是陆地最大的哺乳动物，地球上的大象分两大类：非洲象，体型

最大，且雌雄都有象牙；亚洲象，体型比非洲象小，大象一般每天要用 16
小时吃植物 140 – 270 公斤，怀孕 22 个月，寿命约 70 年，且一般只有雄性才

有象牙，就算有也只有大概 10 厘米长。 亚洲象也分两种，一种是”野象“，
生存在森林里面的象，另一种是”家象“，从小被人类驯服的象。 亚洲象都

被人类驯养并视为家畜，可供骑乘、表演或服劳役。象牙一直被作为名贵

的雕刻材料，价格昂贵，使象遭到大肆滥捕，数量急剧下降。大象的脑子

比其他动物大得多，所以，大象就很聪明，而可以训练，可以画画，天

舞，提主球等等，如过客人需要的话它还可以做泰式按摩。 

 
 

………………南区结束了，下一站就是北区，也是观光车游览，如果各位有时

间，可以去跟小老虎拍照，从南区门口出来在右边，下车前看好各位的东

西，我非常感谢各位选择游览吃清迈夜间动物园。愿您再次光临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