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eowzing Spots for Cat Lovers Around the World"
Find friendly felines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in the world! Whether you want to have tea while you cuddle with a kitty at a cat cafe

or get up close to big cats, you'll find purrrfect global destinations in this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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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r Thinktank   

咖啡馆狗＆猫 

"世界上第一个猫咖啡馆"

咖啡狗和猫在1998年开业，开始了一个趋势，后来革命的动物爱好者喝咖啡
。创新的台北联合餐厅最初名为猫花园，是全世界第一家猫咖啡厅，为漫长
的一天之后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与猫同伴一起放松的舒适空间。正如其新名
称所示，Cafe Dog＆Cats从此也迎来了犬友。除了各种咖啡和茶以外，Cafe 
Dog＆Cats菜单还提供欧陆式美食，甚至还有一些酒精饮料。台北各地的动物
爱好者都会喜欢这个开创性的咖啡馆。

 +886 2 2835 3335  129 Fuhua Road, 台北

 by aarcticles   

猫船 

"小猫漂浮"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位甜美的女士带走了一只流浪猫和小猫。她的房
子很快就变得太小了，随后的所有猫都搬到了阿姆斯特丹热闹的运河之一的
一艘船上。即使猫讨厌水，他们在他们的新家里兴旺起来，它成为猫咪可以
自己走路的猫庇护所，不是像笼子里的小笼子一样围着笼子走。这是一个独
特而显着的地方。每天两个小时，游客非常欢迎来到这里，亲眼目睹这个惊
人的避难所。

 +31 20 625 8794  www.poezenboot.nl/  poezenboot@zonnet.nl  Singel 38 G, 阿姆斯特丹

 by Jakub Hałun   

Largo di Torre阿根廷 

"共和党的寺庙"

这里可以看到的古建筑是20世纪20年代挖掘工程中发现的。共和时代的四座
庙宇分别命名为A，B，C，D，C座最古老，A座公元前3世纪，还有一些B座的
地板和马赛克仍然可见。尽管圣殿C建于公元前100年，但在后期增加了马赛
克装饰。目前，这个历史性的景象是一个没有被杀害的猫保护区，被遗弃的
猫从该地区。流浪猫被带入，射击，喷洒，并在他们现在比比皆是的圣所给
予一个家。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还是猫爱好者，这是你必须看到的一个景象
。

 +39 06 06 0608 (Tourist Information)  Largo di Torre Argentina, 罗马

 by Roxanne Ready   

猫咖啡厅印花布新宿 

"美味的零食和毛茸茸的朋友"

轻松的气氛和丰富的可爱生物使得Cat Cafe Calico新宿成为东京动物爱好者
的必游之地。您不仅可以在自己的菜单上找到清淡可口的小吃，还可以为您
的猫科公司购买零食，实际上保证您到达时的友好态度。还有为顾客寻找更
被动的游戏时间的书籍和漫画。请注意，12岁以下的儿童不得享用Cat Cafe
Shinjuku咖啡厅，12至15岁的儿童需在抵达时出示护照。

 +81 3 6457 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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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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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afe.jp/shop_shinjyuku.html  1-16-2 Kabukicho Road, Fuji
Building 6F, 东京

 by Distinguished
Reflections   

大猫救援 

"接近大猫"

大型猫科动物救援队是世界上最大的被认可的避难所，专门负责虐待和遗弃
的大型猫科动物。他们有超过100头狮子，老虎，山猫，美洲狮和其他物种，
其中大部分已经被遗弃，虐待，孤儿，免于变成皮大衣，或从表演退休。他
们的双重使命是为猫咪提供最好的家园，并且教育公众关于这些雄伟的动物
在圈养和野外的困境，以消除虐待和避免灭绝。

 +1 813 920 4130  bigcatrescue.org/  info@bigcatrescue.org  12802 Easy Street, Tampa
FL

 by 暇・カキコ   

田代岛 

"猫岛"

天野岛被称为漫游岛，因其猫科动物居民而闻名。这个以猫为主的岛屿比在
这里居住的人类拥有更多的猫！据当地民间传说，猫象征着财富和财富，所
以当地人好好照顾猫科动物的朋友。猫不能作为宠物饲养，自由地漫游小岛
。在这个岛的中心还有一座猫神社，叫做Neko-
jinja。在这个猫岛显然不允许狗。

 Tashirojima, Ishinomaki

 by Takashi Hososhima   

咖啡厅Neko 

"猫友咖啡馆"

受到日本文化的启发，这在维也纳是第一个。日本猫咖啡馆的咖啡厅“Neko
”于2012年开放。五位居民的猫有自己的“猫家具”，非常友好，可以让客
人们宠爱它们。装饰被设计保持这些敏捷的生物脑子完成与临时岗位，攀登
墙壁和更多。您可以品尝传统的维也纳烘焙咖啡和自制蛋糕，或者您也可以
点一些日本茶。

 +43 1 512 1466  www.cafeneko.at/  office@cafeneko.at  Blumenstockgasse 5, 维也纳

 by Janko Luin   

猫镇咖啡厅 

"咖啡和小猫"

首先在美国开业，奥克兰的猫镇咖啡馆是一个真正温馨的经历。部分咖啡馆
和部分猫庇护所，这个咖啡馆是由非营利的猫镇奥克兰，这是致力于寻找无
家可归的猫在奥克兰地区和周围的寄养和永远的家园经营。咖啡馆由两个不
同的区域组成，咖啡馆的主要区域是咖啡馆，咖啡饮品，茶和糕点，以及所
有可采用的猫都可自由漫游的猫区。咖啡馆的访客可以将饮料带入猫区，花
费一小时的时间来抚摸，玩耍，并了解所有咖啡馆的猫科住客。强烈建议预
订，因为猫镇咖啡馆非常受欢迎，可以在网上进行。所有预订的顾客都需要1
0美元的捐款，为猫提供食物，住所和照顾。咖啡厅也提供免费的徒步旅行，
但只有时间和空间许可。

 cattownoakland.org/  info@cattownoakland.org  2869 Broadway, 奥克兰 CA

 by OrenWolf   

丛林猫世界 

"探索动物王国！"

远离城市生活，进入一个拥有罕见野生动物的完全不同的地区。丛林猫世界
野生动物园拥有各种各样的异国情调以及常见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您还可
以通过“幕后花絮”程序与狼，虎崽等动物进行互动。欲了解更多详情，请
查看网站。

 +1 905 983 5016  www.junglecatworld.com  info@junglecatworld.com  3667 Concession Road 6,
Oron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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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y6uk   

猫共和国 

"凯蒂猫！"

如果你是一个猫的爱好者，那么猫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акоше
к）将是一个有趣的访问。它被认为是全国第一家猫咖啡厅，并于2011年开
放。它包括一个咖啡厅，展示室，游戏室，纪念品商店和图书馆。你可以拥
抱，宠物或只是看看任何20内部的小猫。六个来自冬宫博物馆，其余14个来
自各种品种。了解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独特的个性，爱上他们。有一个入场费
，因为它是一个猫世界的民主，你会被发给签证。一旦签证到期，你也可以
要求延期。单日访问费用为200卢布，周末为300卢布，而三岁以下的儿童则
不收费。展厅内展示了冬宫博物馆的一些惊人的猫物品。从他们的礼品店买
一些有趣的纪念品。

 +7 812 312 0487  catsrepublic.ru/  catspress@gmail.com  Ulitsa Yakubovicha 10,
圣彼得堡

 by usameredith   

猫屋 

"丛林猫的避风港"

猫屋为猫科动物繁殖和研究中心，保护了70种濒临灭绝的猫科动物。游客可
以从5英尺（1.5米）的距离看到这些动物。其中包括豹，老虎，美洲虎，美
洲狮，加拿大l，，山猫，马盖和熊猫，等等。猫中心很好地保护这些动物的
未来，给他们一个可以繁殖的地方，也可以研究所有这19个物种。该研究所
完全依靠公共资金运作。对于那些爱大野猫的人来说，参观猫屋是必须的。

 +1 661 256 3793  www.cathouse-fcc.org/  cath@qnet.com  3718 60th Street West,
Rosamond CA

 by pinguino   

猫咖啡厅 

"咖啡和猫"

如果喝上好咖啡，享受猫咪的乐趣，那么这两个独立的活动让人兴奋不已。
来自西海岸的咖啡烘焙师和Cafe Virtuoso的高品质咖啡在这里由毛茸茸的猫
科动物等待成为宠物。围栏中的猫友善而且总是活跃起来，并且也被用来收
养他们在故意客户家中的新家。

 +1 619 786 2289  www.catcafesd.com/  info@catcafesd.com  472 Third Avenue, 圣地亚哥
CA

 by Jorge Royan   

的Kattenkabinet 

"猫的吸引力"

KattenKabinet坐落在风景优美的Herengracht运河上一个美丽的建筑中，是
一个以猫为中心的颇具古怪艺术的组合。博物馆成立于1990年，是为纪念196
6年至1983年期间留在这里的红猫约翰·皮尔蒙特·摩根（John Piermont
Morgan）的纪念。该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照片，雕塑，海报和猫画作。 Sal
Meijer，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其他着名艺术家的作品也使博物馆的墙
壁变得优雅。博物馆内的层压板提供了每个“猫主题”艺术品的细节。

 +31 20 626 9040  www.kattenkabinet.nl/?o
ption=com_content&view=c
ategory&layout=blog&id=4
2&Itemid=1&lang=nl

 info@kattenkabinet.nl  Herengracht 497,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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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Furryscaly   

猫传说动物园 

"不能错过"

如果您在该地区，成立于1991年，猫传说动物园不能错过。猫传说动物园保
持其名称和特点拯救猫，包括狮子，老虎，美洲狮，山猫和豹。然而，公园
不仅仅是猫和熊等猫科动物。你可以去导游或自己探索公园。入场是合理的
，你可以去一个“大猫冒险”，你可以在动物园管理员的帮助下，手动喂养
狮子或老虎在栅栏后面。这个公园对全家人都很有趣。

 +1 509 238 4126  www.cattales.org/  17020 N. Newport Highway, Mead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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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Tea 

"咖啡厅和猫休息室"

当你与KitTea的可爱猫咪宠爱，玩耍和交往时，享受无底的杯茶，所有这些
猫都可以领养。这家咖啡厅是旧金山的首家咖啡厅，也是所有发现自己无法
抗拒友善的猫的人的天堂。参观猫休息室长达一个小时，并收取包括无限茶
补充费用。玩游戏时，您还可以在咖啡厅菜单中享用三明治，蛋糕和其他小
吃。独立的茶室享有猫休息室的景色，在那里您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咖啡厅
选择，同时观看猫做的事情。 KitTea还与当地的猫咪救援公司Give Me
Shelter合作，帮助这些可爱的猫咪找到永久的家园。

 +1 415 325 5510  www.kitteasf.com/  support@kitteasf.com  1266 Valencia Street,
旧金山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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