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婆罗洲⻢来熊保育中⼼



Mile 14, Jalan Sepilok,
Off Jalan Labuk, 90000 
Sandakan, Sabah, Malaysia.

开放时间

�:��AM - �:��PM
（每⽇开放）

票价

地点

年龄 2 - 17 18+

⻢来西亚⾝份证持有者

⾮⻢来西亚⾝份证持有者

RM� RM��

RM�� RM��

2岁以下⻢来西亚公⺠免费⼊场。

拥有500mm或以上相机镜头的摄影者，
本中⼼将会额外收取RM�,���的摄影费。



中⼼地图



⻢来熊（⼜称蜜熊、太阳熊）是

全世界8种熊科动物中体型最小的
熊类。蜂蜜、果实和⽩蚁是它们

喜爱的主⻝之⼀；擅于爬树的它

们会在树上筑巢。此外，每⼀只

⻢来熊皆拥有独⼀⽆⼆的胸斑，

它们被称之为“太阳熊”（Sun
Bear）是因为它们的胸斑看起来
犹如⽇出时太阳还躲在⼭后时所

照射出来的阳光。

在沙巴，⻢来熊属“完全受保护物种”（ Totally
Protected Species），凡触法者，即盗猎、贩卖、饲
养，以及拥有有关⻢来熊产制品的⼈将会⾯临⾄少

RM��,���罚款，和被判1-5年徒刑。

被⾮法圈养的⻢来熊经常被关在

狭窄的笼⼦⾥，导致它们⻓期处

于压⼒和肮脏的环境中，⽆法到

森林活动。

尽管⻢来熊已得到宪法的保护，

但危害⻢来熊⽣命的活动⾄今依

旧盛⾏，如：⼈类⼤量砍伐森林

而导致栖息地⼤幅减少、⾮法猎

杀、传统中药和野味的⾼度需

求、圈养等。

⻢来熊出没于东南亚地

带，其数量估计在这30年
内已经⼤幅减少⾄30巴仙
（百分之三⼗），并且还

以这个速度持续减少。

⻢来熊已被“国际⾃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名录”（IUCN）列为“濒
危物种”之⼀。与此同时，⻢来熊也

被收录于“濒危野⽣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CITES）的附录⼀中，以
禁⽌所有国际间的贸易。



中⼼五⼤核⼼

婆罗洲⻢来熊保育中⼼成⽴于2008年，坐落于沙巴州，⻢
来西亚。我们希望能够把⾝处恶劣环境的⻢来熊都领⾄本中

⼼进⾏复育，让它们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而本中⼼为⻢来

熊提供的保育活动涵盖了：动物福利、复育计划、⻢来熊与

⽣态教育、⻢来熊研究，以及⽣态旅游。

动物福利动物福利动物福利

拯救处于恶劣环境⽣活（被

⾮法圈养）的⻢来熊。

为拯救回来的⻢来熊提供与

野外⽣活最接近的⽣活环

境，以及适当的照顾。

复育计划复育计划复育计划
为拯救回来的⻢来熊提供

适当的照顾，让它们在中

⼼森林⼾外区⾥学习和恢

复⻢来熊的⾃然习性。

野放已经掌握野外⽣存技

巧的⻢来熊回到森林。



⻢来熊⻢来熊⻢来熊
与⽣态教育与⽣态教育与⽣态教育

⽣态旅游⽣态旅游⽣态旅游

⻢来熊研究⻢来熊研究⻢来熊研究

为本地和国外的游客与学

⽣提供⼀系列的⽣态教

育，让⼤众对整个⽣态环

境、⻢来熊以及其他野⽣

动物有更多认识。

本中⼼开放给⼤众参观，

希望借此让来⾃世界各地

的游客能够认识⻢来熊。

本中⼼是研究⻢来熊的良

好平台，希望能够⿎励和

吸引更多⼈来参与⻢来熊

研究。



参与本中⼼志⼯活动

关注本中⼼的社交账号

助养本中⼼⻢来熊

若发现任何⾮法野⽣动物贸易，请⽴即通知我

们

如何帮助⻢来熊？

捐款

不⾮法饲养⻢来熊

举报⾮法野⽣动物活动：
联络热线：

PERHILITAN (West Malaysia)

MY CAT (West Malaysia)

Sabah Wildlife Department

Sarawak Forestry Corporation

088-214767

016-8565564 / 019-8859996

1-8000-88-5151

019-3564194

不⽀持任何野⽣动物贸易



⻢来熊志⼯活动

您的帮助可给予频临绝种的⻢来熊更好的未来！

欢迎参与

⽬前，本中⼼共收容了
超过40只从恶劣环境拯
救出来的⻢来熊。

我们给每只熊提供⾜够
的⻝物与各类活动，以
让它们恢复原有的野⽣
动物⽣存本能。

住宿
机场交通接送
来回中⼼交通接送
⻢来熊T-恤
嘉许证书

欢迎前来协助我们的⼯作⼈员⼀同照顾⻢来熊的健康与
福利需求！

志⼯们将有机会学习制作简单好玩的玩具、⼾外装置、
了解洁净⽣活环境对⻢来熊的重要性，同时也有机会观
察在森林⼾外区⾥活动的⻢来熊。



助养⻢来熊

欢迎透过本中⼼的 “共同助养计划” 助养⻢来熊，欢迎透过本中⼼的 “共同助养计划” 助养⻢来熊，

每年只需付费RM���！您将会收到：每年只需付费RM���！您将会收到：

⻢来熊绒毛娃娃
⻢来熊助养证书
您所助养的⻢来熊的照⽚
⻢来熊徽章
每隔4个⽉，我们将会透过电邮通讯向您更新您所
助养的⻢来熊的进展与状况。

LunaLuna

BetungBetung
Betung 于2020年8⽉抵达本中
⼼，获救于兰脑的⼀座名叫

Kampung Betung的村庄。当
它被获救时，情况⾮常糟糕，处

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如今它

在本中⼼得到妥善的照料。

Luna于2021年5⽉20⽇出⽣于
本中⼼。它是⼀只精⼒充沛和

⾮常好玩的⻢来熊，喜欢在森

林⼾外区⾥到处探索玩耍，也

从中学习了不同的⽣存技巧。

https://www.bsbcc.org.my/betung-simplified-chinese.html
https://www.bsbcc.org.my/luna.html


助养⻢来熊

KipakuKipaku

KalaKala

RomolinaRomolina
Romolina来⾃沙巴州沙普鲁
区，⼀座名为Romol的村庄，
获救后于2018年7⽉抵达本中
⼼。它喜欢在天然⼾外区⾥⾃

由活动，其攀爬、挖掘和筑巢

技能⾮常好。

Kipaku 获救于丹布南县，于
2020年7⽉抵达本中⼼，体检
时发现它有营养不良的状况。

经过⼀段时间的照顾之后，它

的状况逐渐好转，并且开始到

森林⼾外区⾥探索了。

Kala被⼀名⺠众特地将它买下
并交给沙巴野⽣动物局，于

2015年1⽉抵达本中⼼。它喜欢
独⾃在森林⼾外区⾥探索，在

⼟壤和树⽪中寻找昆⾍。 

https://www.bsbcc.org.my/kipaku-simplified-chinese.html


助养⻢来熊

JoeJoe

MaryMary

FulungFulung

Joe被发现于沙巴州丹布南镇附
近的⼀座森林⾥，3个⽉⼤的它
于2019年1⽉抵达本中⼼。由于
个性胆怯，需要较⻓的时间才能

适应环境和四处探索；尽管它易

于感到焦躁不安，但学习能⼒却

很快。

可爱友善的Mary，被拯救以前
被当做宠物⾮法圈养在环境恶劣

的地⽅，不良的喂⻝习惯导致它

发育不良。常常展现像⼈类般的

坐姿是它的招牌动作。

受欢迎的Fulung最喜欢⽤后腿
站⽴，以向⼤家展⽰它那独⼀

⽆⼆的胸斑。可爱的Fulung不
仅受到许多游客们的喜爱，连

其他的⻢来熊也⾮常喜欢它！



⻢

来熊
甜⻝赞助

⻢

来熊
甜⻝赞助

⻢

来
熊游
乐设备赞

助

⻢

来
熊游
乐设备赞

助
⻢
来

熊攀
爬设备赞

助

⻢
来

熊攀
爬设备赞

助

多⼀份关爱，送⻢来熊礼物
为了感谢您的帮助，本中⼼将会送您⼀份⼩礼物！为了感谢您的帮助，本中⼼将会送您⼀份⼩礼物！

⻢

来熊
⻝物赞助

⻢

来熊
⻝物赞助

为⻢来熊提供⼀罐美味蜂蜜。

RM30

赞助⼀张给⻢来熊歇息的吊床。

RM100

赞助⻢来熊好玩的玩具、
⼾外装置。

RM150

赞助⼀年的医疗费，
帮助维持⻢来熊的健康。

RM480

RM375
赞助⼀个星期的⻝物费⽤。

⻢

来熊
医疗赞助

⻢

来熊
医疗赞助



捐款

购物

@sunbear_shop

www.bsbcc.org.my/shop

Sun Bear Shop

Sun Bear Shop

https://www.bsbcc.org.my/donate.html

扫描以下⼆维码

或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bsbcc.org.my/donate.html


 

联络我们

@bsbcc | @sunbear_shop

@sunbear.bsbcc

BSBCC SUN BEAR

info.bsbcc@gmail.com

+6 089-534 491

Mile 14, Jalan Sepilok,
Off Jalan Labuk, 90000 
Sandakan, Sabah, Malaysia.

关注我们

www.bsbcc.org.my

https://www.wilsonlearning.com/wlw/contact/social-media/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