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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链接和图⽚片。


饮⻝⾷食是健康的根基。以下，我将会列列出⼀一些经常被忽略略的营养学原则，并且解释为什什么
喂猫吃罐头⽐比喂⼲干猫粮更更加健康。多花些⼼心思思考喂你的猫吃什什么将能够延⻓长它们的⽣生
命，甚⾄至让它们免于遭受⼀一些严重、痛苦且治疗费昂贵的疾病。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兽
医协会会员，包括内科专科医师都强烈烈建议⽤用罐头取代⼲干猫粮。


⼲干猫粮 主要的三个缺点： 
1. 蛋⽩白质的种类——植物性蛋⽩白质的⽐比例例太⾼高。

2. 碳⽔水化合物含量量过⾼高。 
3. 含⽔水量量太低。


主题 

但我的猫吃⼲干猫粮也「过得很好」啊！

动物性蛋⽩白质的重要性

碳⽔水化合物所带来的问题

猫需要从⻝⾷食物中获取⽔水分——这是此份传单 重要的主题

如何解读猫粮包装上的标示

⼲干猫粮引起的健康问题

⼲干猫粮的安全性

从⼲干猫粮转换成罐头的诀窍——让猫粮成瘾猫开始吃罐头

⾃自制全⽣生或半熟猫⻝⾷食

后记：我如何喂我⾃自⼰己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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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猫吃⼲干猫粮也「过得很好」啊！ 

每个⽣生物在疾病发⽣生前都过得「很好」，这听起来像废话但你可以仔细想想......


每只猫在得糖尿尿病之前都过得「很好」，直到主⼈人发现它们出现糖尿尿病的症状。


每只猫在泌泌尿尿道阻塞前都过得「很好」，直到它们开始排尿尿困难、死于膀胱破裂或是被
送到医院做紧急导尿尿。


每只猫在得膀胱炎之前都过得「很好」，直到它们开始感到疼痛、到处乱尿尿并出现⾎血
尿尿。


每只猫在⻓长期被喂⻝⾷食那些不不适合猫科动物且⾼高过敏敏性的猫粮， 后导致对⻝⾷食物不不耐/IBD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之前也都过得「很好」。


每只猫在肾脏或膀胱结⽯石⼤大到以引发临床症状之前都过得「很好」。


每只癌症患猫在肿瘤⼤大到⾜足以被发现、或是转移到全身以致产⽣生不不适之前也都过得「很
好」。


重点在于疾病都是要⻓长期「酝酿」以后才会被发现。 

这就是为什什么「可是我的猫吃⼲干猫粮也过得很好啊」这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相
信预防营养学⽽而不不是亡⽺羊补牢。我不不想遇到⼀一个其实可以⽤用合理理饮⻝⾷食来避免的疾病，但
后却只能说「哎呀......我想它现在情况不不太好！！」。


当然，为了了让你理理解我所说的「预防营养学」，你必须要知道碳⽔水化合物打乱了了许多猫
的⾎血糖/胰岛素平衡、整个泌泌尿尿系统如果有⾜足够的⽔水流量量会健康很多、猫天⽣生对⼝口渴的感
觉很不不敏敏锐（渴驱⼒力力低），所以必须从⻝⾷食物中获取⽔水分，以及 后，猫是绝对的⾁肉⻝⾷食动
物。换句句话说，它们天⽣生就是要从⾁肉类中获得蛋⽩白质，不不是植物。


猫需要的是动物性蛋⽩白质 

猫是绝对的⾁肉⻝⾷食动物，并且有着和狗⾮非常不不同的营养需求。「绝对的⾁肉⻝⾷食动物」代表什什
么？这表示⼤大⾃自然将你的猫创造成必须从⼤大量量的动物性蛋⽩白质（⾁肉/内脏）中获取养分的

�2



⽣生物，⽽而且⼏几乎不不太需要植物性蛋⽩白质（⾕谷类/蔬菜）。这同时代表猫缺乏特定的代谢
（酶）途径，⽆无法有效地利利⽤用植物性蛋⽩白质。


请记住很重要的⼀一点，不不是所有蛋⽩白质的组成都是相同的。 

来⾃自动物身体组织的蛋⽩白质含有完整的氨基酸组成。（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元件，你
可以将它们想像成⼀一⽚片⽚片拼图。）⽽而植物性蛋⽩白质缺少⼀一部分⾁肉⻝⾷食动物所必需的氨基酸
（拼图碎⽚片）。蛋⽩白质的品质和组成（有没有缺了了哪块拼图？）同时代表了了它的⽣生物价
（biological value）。


⼈人类和狗可以从植物性蛋⽩白质中获得拼图碎⽚片并使⽤用它们，但猫办不不到。这就是为什什么
⼈人类和狗可以吃素但猫不不能。（但我并不不建议让狗吃素。）


⽜牛磺酸（Taurine）是⼀一种仅存在于⾁肉类中的重要氨基酸，植物不不含⽜牛磺酸，⽽而缺乏⽜牛磺
酸会使猫失明并引起⼼心脏疾病。


⼲干猫粮中的蛋⽩白质通常⼤大部分来⾃自植物，它的品质和罐头中的⾁肉类蛋⽩白质完全不不同，⽣生
物价也较低。


因为植物性蛋⽩白质⽐比动物性蛋⽩白质便便宜许多，因此宠物⻝⾷食品公司⽤用⽟玉⽶米、⼩小⻨麦、⼤大⾖豆和
⼤大⽶米当原料料可以获得较多利利益。


动物营养学家和宠物⻝⾷食品公司代表声称他们很聪明，知道植物性蛋⽩白质到底是缺哪种营
养成分、缺多少，并且声明这些缺少的成分都已经加进猫粮中，制造成营养均衡的猫粮，
并符合绝对⾁肉⻝⾷食动物的需求。


问题是⼈人类就是没那么聪明，⽽而且曾经在试着猜测并弥补这类极度不不符合⾃自然法则的偏
差时犯了了致命性的错误。距离现在没有很久之前（1980年年代），许多猫因为⼈人类的傲慢
⼏几近失明和死于⼼心脏病，直到1980年年代晚期，研究才发现猫对⽜牛磺酸缺乏极度敏敏感。就
因为宠物⻝⾷食品制造商为了了赚取更更多利利益背离了了⾃自然法则，我们的猫付出了了惨痛的代价。


许多情况都可能造成⽜牛磺酸缺乏，其中之⼀一就是⼤大量量采⽤用植物作为蛋⽩白质来源。⽐比起减
少获利利，在猫粮中添加更更多⾁肉类，这些宠物⻝⾷食品公司宁可添加⽜牛磺酸。


这的确解决了了⽜牛磺酸的问题，但我们怎么知道⼈人类是不不是再次忽略略了了哪个重要的营养元
素？为什什么⼈人类如此傲慢地认为我们可以背其道⽽而⾏行行，让猫吃⼀一些它们天⽣生不不会去吃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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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猫因为这些不不合适的⻝⾷食物⽽而⽣生病或死亡，但却从来没有⼈人质疑
过？我们⽆无法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答案⼀一定是「⾮非常多」。


有猫靠这些以植物为原料料的⻝⾷食物存活（survive）吗？有，很多猫都是。


那猫有因此处在活跃（thrive）的⽣生理理状态吗？不不，它们没有。


请注意我的⽤用词，「存活」和「活跃」，这在健康状况上有极⼤大的不不同。


另外⼀一个争议点在于⼲干猫粮在制造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高温处理理，⽬目的是要将⽔水分移除，
但同时也降低了了蛋⽩白质来源的⽣生物价。


⾼高温处理理同样破坏其他养分，然后⼈人类就必须去猜哪种养分——它的形式和含量量——在
烹煮过程中被破坏，再额外添加回猫粮中。


正因为⼈人类永远不不会和⼤大⾃自然⼀一样「聪明」——我们永远不不会知道猫⼿手中猎物的每⼀一项
细节——当⼈人类因傲慢和贪婪试图改变猫的天性时，将会带来显⽽而易易⻅见的⻛风险。


后，在考量量猫粮中的总体蛋⽩白质含量量时，不不要被标示所列列的百分⽐比蒙骗了了。乍看之下，
⼲干猫粮似乎⽐比罐头含有更更多的蛋⽩白质，但换算成⼲干物重⽐比例例（dry matter basis）时就不不
是那么⼀一回事了了。绝⼤大多数的罐头换算成⼲干物重⽐比例例时会⽐比⼲干猫粮含有更更多蛋⽩白质，⽽而
且记住，就算不不是，百分⽐比也只代表⼀一部分事实，蛋⽩白质的⽣生物价才是重点。


***注：⼲干物重⽐比例例即总量量减去⽔水分的百分⽐比，例例如某⼲干粮含⽔水量量为10%，⼲干物重⽐比例例即
为90%。蛋⽩白质在⻝⾷食物中的⽐比例例可通过⽤用蛋⽩白质百分⽐比除以⼲干物重⽐比例例计算⽽而得。***


我们喂猫吃太多碳⽔水化合物了了 

猫天⽣生独特的⾁肉⻝⾷食动物习性让它们在⾃自然环境中所吃的东⻄西不不像⼲干猫粮⼀一样含那么多碳
⽔水化合物（⾕谷类）。⾮非洲草原上的野⽣生⼤大猫猎捕的可不不是⼀一群群的饼⼲干，更更不不会把⽼老老⿏鼠
晒⼲干后拌着⽟玉⽶米麸舒芙蕾吃。


在野外，你的猫所吃的⻝⾷食物是⾼高蛋⽩白、⽔水分丰富的⾁肉和适量量的脂肪，⽽而源⾃自碳⽔水化合物
的热量量只占了了总热量量的3到5%。⼲干猫粮平均的碳⽔水化合物热量量占了了35-50%，有些便便宜
的⼲干猫粮所含的量量甚⾄至更更⾼高。


�4



这不不是⼤大⾃自然要猫吃的⻝⾷食物。


相反的，⼀一个⾼高品质罐头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大约是3-5%。


要注意并不不是所有罐头都是低碳⽔水化合物。举例例来说，⼤大部分的希尔斯罐头（⾮非处⽅方）
和希尔斯处⽅方罐头的碳⽔水化合物含量量就⾮非常⾼高，我不不会选择这类产品。


猫在⽣生理理上消化利利⽤用碳⽔水化合物的能⼒力力就⽐比较差，这是因为它们缺少其它哺乳动物所有
的特定酶代谢途径，唾液中也缺乏淀粉酶（amylase）。猫并不不需要从⻝⾷食物中摄取碳⽔水
化合物，更更让⼈人担忧的是⾼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会危害它们的健康。


由此可知，⻓长期喂⾁肉⻝⾷食动物这种只有味道像⾁肉的⾕谷类制品⾮非常不不合理理，这就跟喂⻢马或⽜牛
这些草⻝⾷食动物吃⾁肉⼀一样不不是吗？那么为什什么我们⼀一直不不断地把⾁肉⻝⾷食动物当作草⻝⾷食动物来
养？为什什么要喂这种不不符合物种天性的东⻄西？答案很简单。因为⾕谷类很便便宜，⼲干猫粮很
⽅方便便。赢就赢在便便宜的价格和⽅方便便性。


那么这种塞满碳⽔水化合物、原料料以植物为主⼜又缺⽔水的⼲干猫粮适合猫吗？当然不不。


绝对的⾁肉⻝⾷食动物天⽣生就是要吃⾁肉⽽而不不是⾕谷类，⽽而且它们必须从⻝⾷食物中摄取⽔水分。以下会
作说明。


猫的⻝⾷食物⾥里里必须含有⼤大量量⽔水分 

这个单元⼗十分重要，以下将会说明为何哪怕是低碳⽔水化合物的⽆无⾕谷猫粮仍然不不是猫的理理
想⻝⾷食物。 

请看catinfo.org中的猫泌泌尿尿道健康单元，你会知道Opie是如何因尿尿道阻塞⽽而受苦甚⾄至⼏几
乎死亡，还差点导致膀胱破裂。


千万记住，即便便是 便便宜的罐头也⽐比任何市⾯面上的⼲干猫粮都还要好。 

对所有⽣生物⽽而⾔言，⽔水是维持健康的必要元素。当你了了解猫对于⼝口渴的感受并不不像其他动
物那般强烈烈时，你就会知道为什什么富含⽔水分的⻝⾷食物对猫来说这么重要，因为这种天性会
让以⼲干猫粮为主⻝⾷食的猫处于⻓长期轻微脱⽔水的状态。


�5

http://catinfo.org
http://catinfo.org/feline-urinary-tract-diseases/


猫天⽣生就是要从⻝⾷食物中摄取⽔水分，⼀一般的猎物含⽔水量量约在70-75%，⼲干猫粮只有7-
10%，⽽而罐头约78%。因此罐头较接近猫的⾃自然饮⻝⾷食，也较能符合它们对⽔水的需求。


我可以想像得到有⼈人会说：「......但我的猫经常喝喝⽔水，应该能喝喝够吧！」


⼀一只吃⼲干猫粮的猫当然会⽐比吃罐头的猫喝喝更更多⽔水，但加总下来（⻝⾷食物的含⽔水量量加上平常
额外喝喝的⽔水），以⼲干猫粮为主⻝⾷食的猫所获得的⽔水分约只有以罐头为主⻝⾷食的猫的⼀一半。这
点是关键，试想肾脏和膀胱问题在猫当中有多普遍。


请记住当你的猫开始吃含⽔水量量充⾜足的罐头⻝⾷食物时，它的排尿尿量量会明显增多，通常是过去
的两倍——这对膀胱的健康⾮非常有益。你可以想像成罐头每天帮助你的猫将膀胱「⼤大清
仓」很多次。这也代表你必须⽐比以前更更勤勤快地清理理猫砂盆，或是增加猫砂盆的数量量。请
参考这个⽹网⻚页，我会详述为什什么我强烈烈认为结团砂是 卫⽣生的⼀一种猫砂，⾮非结团砂没办

法⼀一次将所有尿尿清理理⼲干净，因此不不够卫⽣生。


如何解读猫粮包装上的标示 

这可不不是件容易易的事。⽬目前，宠物⻝⾷食品的标示⽅方法严重缺乏有⽤用的信息。你在罐头
侧⾯面看到的营养分析数据（guaranteed analysis）只提供了了⽔水、蛋⽩白质、脂肪等内
容物的⼤大致范围。你可以对⻝⾷食物的成分有粗略略了了解，但在理理想状态下，应该有强制
规定要求宠物⻝⾷食品公司列列出实际喂⻝⾷食的数据。然⽽而，这应该不不会在近期内实现。理理
想的效果会接近⼈人类⻝⾷食品包装上的营养分析。


如果你只研究成分表，得到的信息是不不完整的，因为每项成分的具体⽤用量量并没有列列
出。在不不知道每项成分的⽤用量量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定某个成分会怎样影响⻝⾷食物整
体的营养价值。⽐比如，在成分表上看到⼀一个⾼高碳⽔水化合物成分（例例如⼤大⽶米）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并不不适合猫⻝⾷食⽤用，但我们如何知道猫粮中⼤大⽶米的真实含量量？⼤大⽶米只占⼀一
⼩小部分还是很⼤大⼀一部分？所以，我们不不仅要考虑配料料表，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量，就
是⻝⾷食物的构成（从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中可获得的热量量）。


Wellness罐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例⼦子。乍⼀一看成分表，我们可能会觉得它不不适合⾁肉⻝⾷食
动物，因为成分⾥里里有⼏几种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蔬菜⽔水果。但实际上，极低的碳⽔水化合
物百分⽐比（3-5%）告诉我们罐头⾥里里的蔬果含量量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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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联系宠物⻝⾷食品公司，询问某产品中分别来⾃自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热
量量数据。在理理想情况下，猫的饮⻝⾷食中应该有不不超过10%的热量量来⾃自碳⽔水化合物。


猫粮包装上的“天然”、“特级”、“均衡”、“兽医推荐”等字样，并不不⼀一定代表⾼高质量量。
⽽而且，如果你想根据猫的品种喂⻝⾷食相应猫粮，可阅读这篇博⽂文，⽂文中写了了宠物⻝⾷食品
公司对品种系列列猫粮的可笑⾔言论。在理理想的营养构成⽅方⾯面，暹罗猫、波斯猫、缅因
猫与流浪⽥田园猫并⽆无不不同。⽆无论你的猫是什什么品种，它仍然是绝对的⾁肉⻝⾷食动物。


“室内猫配⽅方”纯属营销⼿手段。猫不不会因为和⼈人⽣生活在居家环境中就不不再是绝对的⾁肉
⻝⾷食动物了了。“室内猫配⽅方”基本都是⼲干猫粮，都含有极⾼高⽐比例例的碳⽔水化合物。


和许多⼈人的认知相悖的是，动物医院所售的⼤大多数（甚⾄至所有）处⽅方粮并不不符合⾁肉
⻝⾷食动物的 佳营养需求。很多处⽅方粮含有⽟玉⽶米、⼩小⻨麦和⼤大⾖豆，在⾃自然情况下并不不会
被猫⻝⾷食⽤用，⽽而且含有⼤大量量碳⽔水化合物。许多处⽅方粮使⽤用动物副产品作为主要的蛋⽩白
质来源，有时是唯⼀一蛋⽩白质来源。


副产品并不不⼀一定是低质量量的蛋⽩白质来源。实际上，它可能富含营养。但是，相⽐比肌
⾁肉⽽而⾔言，副产品的质量量⽔水准难以保证，有⾼高有低。⽽而且，副产品的成本低于肌⾁肉，
主⼈人可能认为由于处⽅方粮的价格昂贵，宠物⻝⾷食品公司会采⽤用更更⾼高质量量的蛋⽩白质来源。

尽管如此，我宁可看到猫在吃⽤用动物副产品做成的罐头，⽽而不不是任何⼲干粮，前提是
罐头的碳⽔水化合物含量量⾜足够低。


请注意，希尔斯（⽣生产希尔斯处⽅方粮的公司）仍在产品中使⽤用BHA、BHT、⼄乙氧喹
等相当有问题的防腐剂。其它公司不不再使⽤用这些化学制品做防腐剂，⽽而选择了了更更加
⾃自然、安全的⽅方式。


不不幸的是，许多兽医并没有受到良好的营养学训练。兽医学院并不不强调营养学教育。
⽽而且，如果你认识到许多在兽医学院教营养学的⼈人和专家兽医师与宠物⻝⾷食品⼯工业有
经济往来，就不不难发现利利益冲突的存在。


这导致兽医的营养建议通常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宠物⻝⾷食品⼯工业所传达的信息。宠物⻝⾷食
品公司在制作产品时，并不不总是为你的猫着想。在⼤大多数时候，你花了了⾼高价买回处
⽅方粮，其成分却是低质量量且不不符合物种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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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处⽅方粮并没有临床研究⽀支持它们对其针对的各种疾病真正有疗
效。 

我⾮非常希望看到兽医跳出“处⽅方粮”的思维限制，考虑推荐更更⾼高质量量、成本更更低、⾮非
处⽅方的⻝⾷食物。


看猫粮包装时，寻找第⼀一位成分是肌⾁肉的产品（ 好不不要是内脏，例例如肝脏）。例例
如，“鸡⾁肉”、“⽕火鸡⾁肉”都算肌⾁肉，⽽而不不是“鸡⾁肉副产品”、“鸡⾁肉副产品粉”、“鸡汤”或
者“肝”等。“鸡⾁肉粉”理理论上算是肌⾁肉，但⾁肉粉状态意味着它被熔炼过（⾼高温⻓长时间
烹煮），其质量量可能不不如没有被深度加⼯工过的⾁肉。“⾁肉粉”在⼲干粮中更更加常⻅见。副产
品可能包括脚、内脏、⽻羽⽑毛、蛋壳等，可能不不如⾁肉有营养。


猫粮中不不应该有⾕谷物，但遗憾的是，⾕谷物价格低廉，所以存在于许多商品粮中。请
记住“利利润”。⾕谷物⽐比⾁肉便便宜。如果猫粮中含有⾕谷物，它的⽤用量量必须很低。这时，你
需要了了解碳⽔水化合物含量量。喂⽆无⾕谷猫⻝⾷食是 理理想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包括酵⺟母）
是常⻅见致敏敏物，它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尤其是⾕谷物粉）会导致很多猫的⾎血糖升⾼高。
⼤大⾖豆含有植物雌激素，对甲状腺有负⾯面影响。由于甲状腺机能亢进是常⻅见猫科疾
病，⼤大⾖豆根本不不应该在猫⻝⾷食中出现。可惜，宠物⻝⾷食品公司仍然⼤大量量使⽤用⼤大⾖豆作为原
料料。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了解市⾯面上的猫粮选择，请点击这个链接。


和饮⻝⾷食密切相关的常⻅见猫科疾病 

我们喂这些绝对⾁肉⻝⾷食动物的⽅方式和许多致命疾病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有关下
述疾病的细节请参照catinfo.org。


糖尿尿病：糖尿尿病是⼀一种很严重⽽而且⾮非常难控制的疾病，这在猫中并不不少⻅见。我们并

不不知道造成这种复杂疾病的所有原因，但我们确实知道在将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含
量量降低到符合物种饮⻝⾷食习惯的⽔水平后，许多患有糖尿尿病的猫可以停⽌止注射胰岛素或
减少胰岛素的⽤用量量。


认识到这点，加上我们知道猫如何利利⽤用碳⽔水化合物以后，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高碳⽔水
化合物的⻝⾷食物可能是导致某些猫罹患糖尿尿病的显著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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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除了了会影响多数猫的⾎血糖稳定之外，⼲干猫粮的热量量很⾼高⼜又⾮非常好吃，⽽而
且多半是以⾃自助餐的⽅方式给予，这些都会造成肥胖。


脂肪细胞会产⽣生⼀一种物质，让身体中的其他细胞对胰岛素有抗性，这会使糖尿尿病恶
化。


知道低碳⽔水化合物对糖尿尿病患猫的胰岛素需求产⽣生多⼤大的影响⼗十分重要。 

如果你的猫患有糖尿尿病，⽽而你决定要开始喂它吃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请在开始转
换饮⻝⾷食之前先阅读我的⽹网站，否则⾮非常危险。


请注意，许多兽医会低估⼀一个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方案对患猫胰岛素⽔水平的影响，从
⽽而不不会把胰岛素降到安全剂量量。如果胰岛素没有降到位，可能会导致胰岛素注射过
量量，从⽽而有⽣生命危险。我强烈烈建议所有糖尿尿病患猫的主⼈人坚持在家监测患猫的⾎血糖
⽔水平，你可以⽤用常⻅见的⾎血糖仪。在更更换饮⻝⾷食期间，仔细监测⾎血糖⽔水平尤其重要。 

许多兽医会开昂贵的处⽅方粮，例例如普瑞纳糖尿尿病管理理粮（DM）和希尔斯m/d处⽅方
粮，但你可以喂⻝⾷食更更有营养、碳⽔水化合物更更低的罐头，你的猫和钱包都会感谢你。
你的⽬目标应该是来⾃自碳⽔水化合物的热量量低于10%的配⽅方。


肾脏病（CKD，正式名称是「CRF」）：慢性肾脏病⼤大概可以算是猫的头号死因，
光想到慢性脱⽔水可能会造成或加速肾脏病的恶化就让⼈人不不安。记住，如果猫的主⻝⾷食
是⼲干猫粮，那么它会⻓长期处于脱⽔水状态，尤其是肾脏病患猫。「肾脏处⽅方猫粮」像
是希尔斯k/d——这种兽医师普遍会开处⽅方的猫粮——只含有⾮非常少量量的⽔水分（相较
于罐头的78%，它只有约10%），这让你的猫⽆无法处在良好的⽔水合状态。


我必须说，我对于这么多必须要接受⽪皮下输液的猫居然在吃⼲干猫粮感到相当不不可思
议，这不不合逻辑也不不健康到极点，我们应该⽤用尽⽅方法试图让猫吃到⽔水分充⾜足的⻝⾷食物
才对。


请注意下⽅方所列列的希尔斯处⽅方⼲干粮k/d成分表中的头四项原料料。切记，你的猫是⾁肉⻝⾷食
动物。这种⻝⾷食物永远不不会出现在任何我所照顾的猫⾯面前。前三种成分中没有动物性
蛋⽩白质，这对任何猫来说都是品质很差且不不合适的⻝⾷食物。有更更多更更健康也⽐比k/d适合
肾脏病猫的⻝⾷食物。


发酵⽶米、⽟玉⽶米麸、猪脂肪（以综合维⽣生素E和柠檬酸保存）、鸡⾁肉副产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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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猫粮的⽬目的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不不幸的是它确实做到了了，然⽽而请知悉，没
有研究显示限制蛋⽩白质摄取到这个程度就可以减缓肾脏功能恶化。 

k/d将蛋⽩白质限制到这个程度会让某些猫——那些进⻝⾷食量量不不⾜足以提供本身热量量需求的
猫——转⽽而分解代谢⾃自身的肌⾁肉，导致肌⾁肉被消耗和体重下降。这个作⽤用会让需要
由肾脏清除的肌酸酐（creatinine）上升。⽽而肌酸酐上升加上肌⾁肉消失通常会被误解
为CKD恶化。


当然这个现象会在任何蛋⽩白质摄取不不够的猫身上发⽣生，但k/d的蛋⽩白质含量量不不仅低得
离谱，对⾁肉⻝⾷食动物来说也不不够完善，它主要由植物性蛋⽩白质构成，⽽而不不是动物性蛋
⽩白质。


膀胱炎、膀胱/肾脏结⽯石/结晶、尿尿道阻塞：


更更详细的泌泌尿尿道疾病问题请看catinfo.org中的猫泌泌尿尿道健康单元，⾥里里⾯面有Opie的故
事和照⽚片。⽹网⻚页中的第⼀一段是这么写的：


假如我能让看完这个⽹网⻚页的读者记住⼀一个字，那我肯定希望是「⽔水」。如果你的猫
100%吃的是含适量量⽔水分的罐头，⽽而不不是⼲干猫粮，那么你将有很⼤大的⼏几率永远不不需
要看这个⽹网⻚页。 

注意我说的是「⽔水」，⽽而不不是「结晶」、「尿尿液酸碱值」或是「处⽅方猫粮」这种⽤用
来控制尿尿液酸碱值的低品质⻝⾷食物。这是由于假如⼈人们都喂猫吃含⽔水量量充⾜足、以⾁肉为
主的⻝⾷食物，⼏几乎所有情况下尿尿结晶跟酸碱值根本不不会构成问题。


別忘了了猫天⽣生对⼝口渴的感觉很不不敏敏锐，⽽而且必须从⻝⾷食物中摄取⽔水分。⼀一只吃罐头的
猫所获得的⽔水分是吃⼲干猫粮时的两倍。喂⼲干猫粮的⼈人们常会说「但我的猫很爱喝喝
⽔水」，但实际上这些猫所摄取的总⽔水量量（⻝⾷食物加饮⽔水）⼤大约只是以罐头为主⻝⾷食时的
⼀一半。


所有⽣生物的泌泌尿尿系统都需要灌流量量来维持健康。对猫⽽而⾔言就是必须以罐头为主⻝⾷食，
不不是⼲干猫粮。试想罐头中的⽔水分⼀一天可以灌洗猫的膀胱好⼏几次。


除了了喂⻝⾷食缺乏⽔水分的⻝⾷食物和过分强调酸碱值外，另⼀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就是⼈人类在
处理理猫的泌泌尿尿道问题时盲⽬目地误⽤用/滥⽤用抗⽣生素。很多兽医诊所每天都在开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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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想过细菌感染在猫的泌泌尿尿道问题上并不不常⻅见。这么频繁地滥⽤用抗⽣生素不不仅对猫
有害，同时也会诱发细菌的抗药性。


常服⽤用不不必要抗⽣生素的情况就是膀胱炎。膀胱炎代表膀胱壁正处于炎症反应（⽆无
论有没有感染）。我们并不不清楚造成此类痛苦疾病的所有原因，但这和紧张情绪以
及⻝⾷食物含⽔水量量有强烈烈关联。


我要再次强调，猫的膀胱炎有很⾼高⽐比例例不不是由感染引起，即是所谓的「⽆无菌性膀胱
炎（sterile cystitis）」，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膀胱炎都属于这个类型。换句句话说这些
膀胱炎并不不是由细菌感染所造成也不不需要以抗⽣生素治疗。如果我们想停⽌止抗⽣生素滥
⽤用，就必须了了解这个重要观念。


许多⼈人（包括兽医师）都误⽤用「UTI」（urinary tract infection）来形容通常是⽆无菌
的膀胱炎。在多数情况这个「I」应该要代表「inflammation（炎症）」⽽而不不是
「infection（感染）」。这些⾮非细菌感染引起膀胱炎的患猫多半被开不不必要的抗⽣生
素，然⽽而实际上此时它们 迫切需要的是⽌止痛药。请记住尿尿中带⾎血不不代表有细菌感
染。发炎的部位常会出⾎血，然⽽而这并不不是感染特有的情形。


重要的统计数据：⼩小于10岁的膀胱炎患猫当中，只有约1-2%是起因于泌泌尿尿道感
染，换句句话说约98%的患猫其实不不需要抗⽣生素治疗。这是因为这个年年龄的猫能够产
⽣生⾼高度浓缩的尿尿液（尿尿⽐比重⾼高于1.035），细菌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存活。


当猫超过10岁后感染的情况会⽐比较常⻅见（~20-30%），但这不不代表罹患膀胱炎的⽼老老
猫就该吃抗⽣生素，仍有70%以上的膀胱炎是⽆无菌的。会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个年年
纪的猫较常有肾脏疾病，以致于尿尿液变得较为稀释，让细菌容易易滋⽣生。


糖尿尿病和甲状腺机能亢进也较普遍⻅见于10岁以上的猫，这两种疾病会使猫更更容易易有
泌泌尿尿道感染。


那么我们该如何界定这只猫是否有感染的情形呢？假如真的有感染发⽣生，我们⼜又该
如何选择抗⽣生素？


尿尿液培养和敏敏感性试验（culture and sensitivity，C&S）能够检测细菌种类（假如
有的话）并且告诉兽医师该使⽤用哪种抗⽣生素。这项检测需要由实验室进⾏行行，通常会
需时三天左右。⽤用于C&S的尿尿液样本必须⽤用针筒直接经膀胱穿刺刺取得，这个采样⽅方
式对猫⽽而⾔言并不不是⾮非常痛，⽽而且只有⽤用这个⽅方法取得样本作分析所得到的信息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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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唯⼀一的难处是因为膀胱炎的患猫多半会尿尿频使得膀胱中的尿尿液量量不不够，我们
可能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取得尿尿液。


为了了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兽医师会先给患猫⽪皮下输液然后将猫留留在笼⼦子⾥里里，笼⼦子⾥里里
不不配置猫砂盆。通常经过2到3⼩小时，有时候甚⾄至更更短，膀胱内的尿尿量量就⾜足以做膀胱
穿刺刺了了。


重申⼀一次：在有膀胱炎症状的猫当中，10岁以下约98%，超过10岁则有70-80%都
不不是因感染引起。


所有得了了膀胱炎的猫（或⾄至少那些尿尿液过稀或糖尿尿病的患猫）都要进⾏行行C&S检验来
确认感染是否存在。除⾮非有证据显示感染，否则我们应该停⽌止让所有膀胱炎的患猫
接受抗⽣生素！ 

前⾯面有提到，紧张情绪和猫的膀胱发炎有很⼤大关系，因此了了解疼痛和紧张情绪之间
的恶性循环是处理理这个疾病的重要关键。


膀胱炎能带来剧烈烈疼痛。疼痛造成紧张情绪，紧张情绪引发膀胱炎。所以⽌止痛对患
猫来说⾮非常重要。Buprinex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过去常使⽤用的Torbugesic有效
（Buprinex是处⽅方药，必须请兽医师开给你）。只不不过遗憾的是许多兽医师轻视了了
⽌止痛药在处理理泌泌尿尿道疾病上所扮演的⻆角⾊色。 

膀胱炎常使患猫开始在猫砂盆外排尿尿，这是因为它们将排尿尿时的疼痛和猫砂盆联系
在⼀一起，这称作「猫砂盆嫌恶（litter box aversion）」。因此除了了⽌止痛外，维持环
境清洁也很重要，我们要尽⼀一切努⼒力力避免这种情形发⽣生。


膀胱炎容易易复发，但好消息是，许多猫的临床症状会很快缓解（⼏几天内），特別是
⽴立刻经Buprinex⽌止痛后。其余的猫甚⾄至不不需任何治疗，症状就会⾃自⾏行行消失。


关于膀胱炎患猫的抗⽣生素滥⽤用，有个玩笑是这么说的：患有膀胱炎的猫在接受抗⽣生
素治疗后症状约7天会消失，没有吃抗⽣生素的猫则是⼀一个礼拜。


遗憾的是，由于⼈人们不不了了解许多猫的膀胱炎不不需要治疗就会⾃自⾏行行缓解，他们多半把
症状改善归功于抗⽣生素，尽管它根本没起到什什么作⽤用，抗⽣生素滥⽤用因此⽆无法根绝。


总⽽而⾔言之，紧张情绪/疼痛管理理和⻝⾷食物的含⽔水量量是预防和治疗膀胱炎中 重要的⼀一
环。虽然⼀一只100%以罐头为主⻝⾷食的猫也可能有过好次膀胱炎的病史，但⼏几率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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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干猫粮为主的猫低很多。这是⼀一种很让⼈人挫折的疾病，兽医学界也尚未找出它的
所有病因。⽔水分的问题很好解决——喂罐头并额外加⽔水，但紧张情绪就不不那么好处
理理，因为猫⼗十分敏敏感，⽽而且通常不不会将⾃自⼰己的紧张表现出来。


接下来我想谈谈尿尿结晶：请注意结晶和结⽯石不不同，正常猫的尿尿中时常就会出现结
晶，并不不需要因此就改喂⻝⾷食「泌泌尿尿道配⽅方」的猫粮。


我常看到临床上过于注重分析结晶类型⽽而忽略略了了尿尿液样本是怎样被保存的。要知道
尿尿液⼀一旦离开身体就会在短时间内（30到60分钟）析出结晶。假如兽医师没有在第
⼀一时间检验，⽽而是送去外⾯面的实验室或是⽤用主⼈人在家接到的尿尿液做检查，很有可能
会在结晶判读上作出错误诊断。我们称这种结果为「假阳性」，这多半会让部分主
⼈人担⽆无谓的⼼心， 后让猫接受那种不不合适⼜又低品质的猫粮。


在尿尿结晶的处理理上，饮⻝⾷食⼜又扮演了了什什么⻆角⾊色？


当⼀一只猫吃的是缺乏⽔水分的⼲干猫粮，它的尿尿液会变得更更加浓缩（⾼高尿尿⽐比重urine 
specific gravity，USG）⽽而且尿尿量量会变少（通常是吃罐头的猫的⼀一半），这代表尿尿
中结晶的浓度也会变⾼高，同时也提⾼高了了结晶形成结⽯石的⼏几率。此外⾼高浓度的尿尿液会
强烈烈刺刺激膀胱壁，更更容易易造成膀胱炎。


在⻝⾷食物中额外加1-2汤匙的⽔水（纯⽔水或有⻛风味的⽔水——例例如加了了⾦金金枪⻥鱼的⽔水、蛤蜊
汁、鸡⾁肉或⽜牛⾁肉汤）也很有帮助，或是⽤用喷泉饮⽔水器器。⾦金金枪⻥鱼⽔水的制作⽅方法很简单，
⽤用⼀一个⾦金金枪⻥鱼罐头加上3杯⽔水，将其充分捣碎混合后静置约20分钟。接着将⽔水倒⼊入
加盖的制冰容器器⾥里里后冷冻保鲜，⽤用加盖的容器器可以确保味道不不会改变。


如果你还是很在意结晶，想想这个⽐比喻：如果树叶不不断落在你的⻋车道上（这是理理所
当然），⽽而你⼜又没有定期把树叶冲掉或铲⾛走，这些树叶就会越积越多 后造成问题。
把树叶想成是尿尿中的结晶，你就知道罐头能⽐比⼲干猫粮更更能有效地「冲洗」猫的膀
胱。


重复⼀一次，在尿尿中发现结晶是正常的，但假如⼈人类坚持要喂猫吃缺乏⽔水分的⻝⾷食物就
会引发问题。结⽯石或⼤大量量的结晶可能会阻塞尿尿路路⽽而造成致命的膀胱破裂。（请看⽹网
站中Opie的故事。）


任何频繁进出猫砂盆却没有排出任何尿尿的猫都需要⽴立刻送医！这也是为什什么使⽤用结
团砂如此重要，因为这样⼀一来你才能知道排尿尿量量有没有，有多少。尿尿块是不不是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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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干⼤大？还是葡萄？⾼高尔夫球？梅梅⼦子？⽹网球？⾮非结团砂不不够卫⽣生因为你⽆无法在⼀一
天内频繁地清空砂盆，也⽆无法让你计算尿尿量量。


尿尿液酸碱值是另⼀一个在讨论泌泌尿尿道疾病时常会被提及的东⻄西，但我们真的需要停⽌止
在酸碱值上钻⽜牛⻆角尖。⻝⾷食物中含的⽔水分才是重点，⽽而不不是尿尿的酸碱值。


唯⼀一的例例外会是短期（1-2个⽉月）⽤用具尿尿路路酸化效果的处⽅方⻝⾷食物，例例如希尔斯s/d罐
头（不不是⼲干猫粮）——额外加⽔水——来溶解磷酸铵镁结⽯石或⼤大量量磷酸铵镁结晶。特
別是公猫，它们⼜又细⼜又⻓长的尿尿道⼤大⼤大增加它们发⽣生致命尿尿路路阻塞的⼏几率。但这个处
⽅方不不可以⻓长期喂⻝⾷食！


千万知道，假如猫患的是草酸钙结⽯石或结晶，上述处⽅方只会让情况更更糟，因为此类
结晶是在酸性环境下形成的。患猫必须在开始饮⻝⾷食调整后每3-4周以X光或超声波追
踪病况，观察结⽯石/结晶是否继续存在。


除此之外，我并不不会使⽤用处⽅方猫粮或任何市⾯面上所谓「泌泌尿尿道健康配⽅方」的猫粮。
这些针对猫下泌泌尿尿道症候群的猫粮⽬目的在于酸化尿尿液，但这些低镁⼜又酸化的⻝⾷食物却
有可能让膀胱炎的疼痛加剧。另外如此酸化的⻝⾷食物反⽽而有助于草酸钙结⽯石形成，也
可能造成低⾎血钾，造成肾脏病或使肾脏病恶化。


我想提醒那些始终对尿尿液酸碱值很⽄斤⽄斤计较的⼈人，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尿尿的酸碱值，
⻝⾷食物只是其中之⼀一。


谈到⼲干猫粮和泌泌尿尿道健康，撇开缺乏⽔水分这点不不谈，摄取⾼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大
多数的⼲干猫粮碳⽔水化合物都极⾼高）也和磷酸铵镁结晶的形成有关，因为⾼高碳⽔水化合
物的⻝⾷食物会让尿尿液碱化。


兽医师通常会开⽴立希尔斯c/d和x/d处⽅方⼲干粮来处理理泌泌尿尿道问题，我再说⼀一次，它们
只含10%的⽔水分⽽而且绝⼤大部分的原料料都不不适合猫，我对防腐剂的使⽤用也有顾虑。同
时，这些处⽅方粮⾥里里的碳⽔水化合物⽐比例例⾮非常⾼高，在c/d⼲干猫粮中就占了了42%。记得你
的猫是⾁肉⻝⾷食动物，再看看c/d⼲干猫粮成分表的头⼏几项原料料，我绝对不不会推荐这类⻝⾷食物
给任何猫：


发酵⽶米、鸡⾁肉副产品、⽟玉⽶米麸、猪脂肪（以综合维素E和柠檬酸保存）、鸡肝⻛风
味、⽜牛磺酸，以BHT和BHA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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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IBD会引起猫的呕吐、腹泻和
（或）便便秘，有些猫甚⾄至只会出现体重下降的临床症状。这个疾病有许多尚待解答
的部分，但处理理肠胃问题先从饮⻝⾷食着⼿手是很合理理的。


这些猫普遍会接受⾼高剂量量的类固醇治疗并辅以富含⾕谷类的处⽅方⼲干猫粮，我强烈烈认为
这些疗法应该被舍弃。⾮非常多的饲主指出IBD使他们的猫健康状况变得极差，但在
停⽌止喂⻝⾷食所有⼲干猫粮后这些猫的情况有了了惊⼈人的改善。


甚⽽而⼤大量量的报告指出IBD患猫在改吃不不含⾕谷类的⾃自制均衡⽣生⻝⾷食或半⽣生⻝⾷食后病情获得
极⼤大的改善。⻝⾷食谱部分请参考⽹网站，这个均衡的⻝⾷食谱已经帮助了了⾮非常多IBD患猫。


某些猫的确需要暂时或⻓长期使⽤用类固醇，但我们更更应该将焦点放在给患猫提供合理理
的饮⻝⾷食上，⽽而不不是⼀一味地依赖免疫抑制类药物。 


肥胖：肥胖是⼗十分常⻅见的猫科疾病，⽽而且对健康极度有害。超重的猫得糖尿尿病的⼏几

率是体重理理想的猫的四倍，它们也更更容易易有⻣骨科⽅方⾯面的问题，有些猫甚⾄至胖到⽆无法
好好清理理⾃自⼰己的身体。绝对⾁肉⻝⾷食动物的理理想⻝⾷食物应该含有⾼高蛋⽩白质、适量量脂肪和少
量量或没有碳⽔水化合物。猫极少将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量来源，⽽而那些没有被利利⽤用到的
碳⽔水化合物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市⾯面上的所谓「减肥」猫粮主要是将脂肪含量量降
低，那么剩下的选择就是升⾼高蛋⽩白质或碳⽔水化合物含量量，或两者皆是。


既然蛋⽩白质（⾁肉类）⽐比碳⽔水化合物（⾕谷类）来得昂贵许多，宠物⻝⾷食品公司理理所当然
会选择拉⾼高碳⽔水化合物的⽐比例例，使这些猫粮变得更更不不合物种特性也更更不不健康。 

理理想的减重饮⻝⾷食应该是⾼高蛋⽩白质（占总热量量的40%以上）、适量量脂肪（占总热量量的
50%以下）和低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量的10%以下）。


许多吃市售「减肥配⽅方」或「室内猫配⽅方」猫粮的猫要么根本瘦不不下来，要么是体
重减轻、脂肪变少但肌⾁肉也跟着消失。减重的⽬目标应该是减去脂肪的同时要保有肌
⾁肉。


⼀一些研究显示，相较于⻝⾷食⽤用⾼高碳⽔水化合物/低脂肪饮⻝⾷食的猫，吃⾼高蛋⽩白质/低碳⽔水化
合物饮⻝⾷食的猫能够减轻体重但仍保有精瘦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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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饲主只喂很少的「减肥」猫粮，希望这样能让他们的猫瘦下来，但事实上这根
本不不是正确做法！通常这样只会得到两种结果：⼀一是猫依旧超重且脾⽓气糟糕（因为
吃不不饱），⼆二是猫瘦了了，但肌⾁肉也跟着流失。


我在⽹网站上分享了了Molly和Bennie的减肥故事，各位可以看看它们是如何从⼀一只胖到
⼏几乎⽆无法⾛走路路或清理理⾃自⼰己的肥猫，转变成⼀一只健康且快乐的猫。


Molly的兽医开了了希尔斯r/d处⽅方猫粮，要求主⼈人每天只喂它⼀一点点猫粮，并给它戴
上电击项圈，不不让它接近其它猫的⻝⾷食物。这位兽医的减重建议既不不⼈人道也⽆无效果。
希尔斯r/d处⽅方粮品质差，碳⽔水化合物含量量⾼高（33%），⽽而且含有⼤大量量纤维，⽽而猫的
肠胃天⽣生⽆无法处理理这么多纤维。它的成分如下：


鸡⾁肉副产品粉、⽟玉⽶米粉、纤维素粉18.5%（⼀一种纤维来源）、⽟玉⽶米麸、鸡肝⻛风味、
植物油、⽜牛磺酸、左旋⾁肉碱，以BHT、BHA、⼄乙氧喹保存


有更更健康且经济的⽅方法可以处理理猫的肥胖问题，然⽽而如果你考虑改⽤用不不含⾕谷类、⾼高
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干猫粮，请记住这些猫粮的热量量通常很⾼高，所以往往会导致
体重增加。此外还有因为含⽔水量量过少所带来的泌泌尿尿道问题。


脂肪肝：这是猫 常⻅见的代谢性肝脏疾病。猫⼀一旦超过48⼩小时不不进⻝⾷食，⽆无论什什么原
因，都有可能导致这个严重且多半致命的疾病。虽然瘦的猫也有这个⻛风险，但超重
的猫得病⼏几率远远⾼高得多。喂⾼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能让猫维持理理想且健
康的体重，进⽽而降低脂肪肝的发病⼏几率。 

⽛牙科疾病：⻓长久以来的论点是相较于吃罐头，吃⼲干猫粮的猫⽐比较少有⽛牙科问题，但

这完全是⾼高估、⼀一点都不不准确也没有学术上的根据。这个迷思不不断地被倡导（经兽
医师和外⾏行行⼈人），⽽而⽤用这类不不健康⻝⾷食物来试图保持⽛牙⻮齿清洁更更是持续对猫产⽣生不不良
影响。如果吃⼲干猫粮有益⽛牙⻮齿健康，那么⼈人类也应该⽤用饼⼲干来保健⽛牙⻮齿。


⾸首先⼲干猫粮虽然硬，但它很脆，咬下去就碎开了了，对⽛牙⻮齿⼏几乎起不不到什什么摩擦的作
⽤用。再者，猫的颚⻣骨和⽛牙⻮齿结构是⽤用来切断和撕裂⾁肉的，不不是⽤用来咬⼲干猫粮。 后，
绝⼤大多数猫在吃⼲干猫粮的时候根本是整颗吞下肚的。


导致⽛牙科疾病的因素很多，有些仍然未知——如基因、病毒和饮⻝⾷食，还有猫不不像⼈人
⼀一样会刷⽛牙。其他尚有许多问题待解，猫也的确为⽛牙⻮齿状况不不佳所苦，只不不过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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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明显的答案，就是⼈人类喂给猫的⻝⾷食物⼀一点都不不接近它们在⾃自然状态下会吃的东
⻄西。


野外的猫在吃猎物的时候，是⽤用⽛牙⻮齿去撕开⽪皮、⾁肉、⻣骨头、筋和韧带，这些东⻄西和
⼲干猫粮或罐头的质地截然不不同。


⽆无论是⼲干猫粮或罐头都⽆无法和猫的天然⻝⾷食物相提并论（⽼老老⿏鼠、⻦鸟、兔⼦子等），因此
部分改喂⼤大块的⾁肉（你的猫愿意去啃的⼤大⼩小）或胗（坚韧且有纤维）似乎⽐比较合理理，
因为这是猫天⽣生会去咬的。⽣生⾁肉⽐比煮熟的⾁肉来得「韧」，所以我个⼈人偏好喂全⽣生或
是半熟的⾁肉来给它们的⽛牙⻮齿保健。（⽛牙⻮齿保健部分请参考⽹网站）


请注意我说的是饮⻝⾷食的「⼀一部分」，这很重要因为纯⾁肉（不不带⻣骨头或其它钙质来
源）的营养⾮非常不不均衡，因为⾁肉中所含的钙质很少。请记住猫在吃猎物时是连⾁肉带
⻣骨⼀一起吃的。


如果作为主⻝⾷食罐头的额外补充，纯⾁肉所占的⽐比例例 多为每⽇日总热量量的15%。举例例来
说，假如⼀一只猫原本每天要吃6盎司的罐头，那么⾁肉块⼀一天可以喂1盎司，外加5盎
司的罐头。


当⼈人们问我「我该多久让我的猫吃⼀一次⾁肉块？」，我会回答「你多久刷⼀一次⽛牙？」


刷⽛牙是⽬目前为⽌止 有效的⽛牙⻮齿保健⽅方法。⽤用Google搜索「Cornell brushing your 
cat’s teeth」可以找到很详细的教学视频。


请特別注意视频中提到，当你开始计划例例⾏行行刷⽛牙「之前」，请先让兽医师替猫进⾏行行
全⾯面的⽛牙科检查。许多猫的⽛牙⻮齿⾮非常痛但没有明显的征兆，如果你在猫⽛牙疼的情况
下替它刷⽛牙，猫会害怕且极度厌恶⽛牙刷。这时即便便它的疼痛已经缓解，你可能也法
让它接受刷⽛牙。


要知道我并不不是说罐头就⽐比⼲干猫粮来的对⽛牙⻮齿有益，理理想的情况下猫不不该吃罐头或
⼲干猫粮，因为这都⽆无法促进⼝口腔健康，但我们必须考虑室内⽣生活的现实⾯面，喂猫吃
「整只猎物」不不是很切实际，虽然这对它们的⽛牙⻮齿很好。折中的⽅方法就是⾄至少让它
们啃⼀一些⾁肉块并尽可能帮它们刷⽛牙，还有停⽌止催眠⾃自⼰己⼲干猫粮对猫的⽛牙⻮齿有益。


猫⽓气喘/过敏敏性呼吸道疾病：许多有呼吸道症状（咳嗽/呼吸困难）的猫在转换成⽆无
⾕谷的罐头⻝⾷食品或以⾁肉为主⻝⾷食的⾃自制饮⻝⾷食后，症状都有明显改善或甚⾄至消失。这些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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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有些单纯只是对⼲干猫粮中的⼤大量量⾕谷类蛋⽩白过敏敏，或是对猫粮中的仓储螨或蟑螂
抗原有反应。


令⼈人难过的是，很多有这种衰弱性肺部疾病的猫只是接受免疫抑制剂量量的类固醇治
疗，然后依旧吃⼀一些不不合适的⻝⾷食物。虽然很多呼吸道疾病的确需要类固醇治疗，但
这并没有治本，尤其许多案例例只是对⾕谷类还有昆⾍虫抗原过敏敏。类固醇可能导致糖尿尿
病，⽽而且会让猫容易易受到病毒、细菌和霉菌感染，所以切记在处理理猫的呼吸道问题
之前先排除⻝⾷食物因素。


⼲干猫粮的安全性 

⼲干猫粮远远不不如你我想得⼲干净、安全，以及不不含病原。我在⽹网站中有提到许多宠物⻝⾷食品
因为被致命化学物质污染、带有细菌（沙⻔门⽒氏菌等）、霉菌毒素和仓储螨被紧急召回。
同时我也针对⼲干粮中的腐坏油脂提出讨论。


让猫粮成瘾猫开始吃罐头 

注：这部分有额外的7⻚页PDF档案在http://catinfo.org/docs/
TipsForTransitioning1-14-11.pdf供下载。


请记住引进新⻝⾷食物的 佳时机是在猫健康的时候。试图让⼀一只⽣生病的猫接纳新⻝⾷食物可能
会出现问题，假如不不舒服的猫将新⻝⾷食物和病痛联系在⼀一起，甚⾄至可能会对⻝⾷食物产⽣生厌恶
感。


猫在⽣生病期间通常不不会摄⼊入⾜足够热量量，所以如果你的猫因为⽣生病⻝⾷食欲不不振， 好不不要在
这个时候强迫猫适应新的饮⻝⾷食。


对于有泌泌尿尿道问题的患猫来说，增加饮⽔水量量⾮非常重要。不不过，因为膀胱炎和紧张情绪有
关，⽽而换⻝⾷食物可能会造成紧张，我们需要⼩小⼼心谨慎，慢慢转换。


在转换到湿粮的过程中，你可以开始⽤用有⻛风味的⽔水提⾼高饮⽔水量量，例例如加了了⾦金金枪⻥鱼的⽔水、
蛤蜊汁、鸡⾁肉或⽜牛⾁肉汤、⽆无乳糖猫奶等等。你可以⽤用⼀一个⾦金金枪⻥鱼罐头加上3杯⽔水制作⾦金金枪
⻥鱼⽔水，将其充分捣碎混合后静置约20分钟。接着将⽔水倒⼊入加盖的制冰容器器⾥里里后冷冻保
鲜，⽤用加盖的容器器可以确保味道不不会改变。3杯⽔水可以制得2盘16格的冰格，你也可以⽤用
冰格盛放其它⻛风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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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风味⽔水冰块之前，把冰块加热到“⽼老老⿏鼠体温”（约38摄⽒氏度），每次喂罐头时加⼊入
1-2汤匙，也相应准备额外的⻛风味⽔水碗。


我并不不是说，你不不应该让病猫开始吃罐头，因为可能你会惊喜地发现它们相⽐比⼲干粮⽽而⾔言
更更爱吃罐头。但是，在使⽤用这些⼩小技巧的同时要确保你的猫摄⼊入了了⾜足够热量量。


——————————————————————————————————————


和⼀一只挑⻝⾷食的猫作⽃斗争简直是⽣生活中 令⼈人挫败的事情之⼀一。这些猫可能对⾃自⼰己的⻝⾷食物
喜好极其固执。猫和⼩小孩⼦子⼀一样，经常拒绝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我在要求⼈人们给⾃自⼰己
的猫喂更更好的⻝⾷食物的时候，经常听到两句句话：“我的猫不不吃罐头”和“可是我的猫真的很爱
吃⼲干粮”。⼩小孩⼦子都很爱吃薯⽚片和冰激凌，但这不不代表它们的营养 好。


很多时候，转换饮⻝⾷食的过程并不不仅仅是把新的⻝⾷食物摆在猫⾯面前就结束了了，还需要时间、
耐⼼心和⼀一些⼩小技巧。 

猫如此爱吃⼲干粮的原因之⼀一是宠物⻝⾷食品公司在制造营养成分⽋欠佳的猫粮时有作弊⾏行行为。
他们在猫粮表⾯面喷上了了⼀一层极为诱惑的动物制品喷雾（⽔水解后的动物组织）作为诱⻝⾷食剂，
猫⾮非常喜欢这个味道，从⽽而让低质量量的饮⻝⾷食在猫的眼中⾮非常好吃。


除了了⼲干粮表⾯面有诱⻝⾷食剂以外，⼲干粮的⼝口感很脆，和罐头⾮非常不不同。猫会⾮非常抗拒⻝⾷食物质
感的明显变化。


如果你真的坚信不不再让猫吃⼲干粮是为它好，请阅读以下经验。


转换的关键是慢慢来，有耐⼼心，同时对于顽固的猫采取各种技巧。 重要的是真正把⻝⾷食
物换掉，⽽而不不是转换得有多快。我得承认，我当初花了了三个⽉月时间把我的猫从⼲干粮转换
到罐头，它们耗尽了了我每⼀一分耐⼼心。转换的时候，它们吃了了⼀一辈⼦子⼲干粮，不不认为罐头是
⻝⾷食物。当时我的猫年年龄从2岁到10岁不不等。


我观察到的 严重⽽而且经常发⽣生的错误，就是⼈人们说⾃自⼰己的猫“不不碰”新的⻝⾷食物，然后慌
了了，给猫的碗⾥里里⼜又倒满⼲干粮。很多时候，让猫断掉⼲干粮并不不容易易。


世界上有两种猫，⼀一种是愿意吃罐头的猫，另⼀一种是除了了⼲干粮以外什什么都很不不情愿吃的
猫。如果你的猫是第⼀一种，简直太幸运了了。这些猫对于罐头的态度是“终于有适合本猫的

�19



⻝⾷食物了了”。假如你的猫愿意吃罐头，⼜又吃了了⼀一辈⼦子猫粮或者偶尔吃罐头作为奖励，你需要
逐渐增加罐头的量量。逐渐减少⼲干粮的量量，⼤大约⽤用⼀一周时间转换成100%的罐头。


有些猫在转换期间会出现软便便现象。我⼀一般不不太担⼼心，倾向于让猫⾃自⼰己恢复。如果新⻝⾷食
物导致腹泻，那么你可能需要尝试不不同的罐头，或者放慢进度，花⼏几周时间慢慢转换。


⼀一只猫通常每天要吃4-6盎司罐头，分为2-3顿，但这只是⼀一个很粗略略的估计。在计算你
的猫每天应该吃多少罐头的时候，不不⽤用把事情弄弄得太复杂。猫太胖？少喂⼀一点。猫太
瘦？多喂⼀一点。


现在我们来对付顽固的猫……


如果你像我当时⼀一样不不⾛走运，你的猫并不不知道⾃自⼰己是⾁肉⻝⾷食动物，也不不知道⾃自⼰己吃罐头会
更更健康，你就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有些吃了了⼀一辈⼦子⼲干粮的猫会很抗拒新⻝⾷食物，可能需
要⼏几周或更更⻓长的时间转换成更更健康的饮⻝⾷食。


对于这些“顽固分⼦子”，你需要⽤用正常的饥饿感帮你达到⽬目的。因此，停⽌止提供⾃自助餐⾮非
常重要。这是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你需要定时喂⻝⾷食。如果猫随时都可以吃到
垃圾⻝⾷食品，它当然不不会愿意尝试新⻝⾷食物。 

猫不不需要随时都有吃的，让它们挨会⼉儿饿真的没事！尽管我坚信给猫换⻝⾷食物对它们的健
康只有好处，但我当时⾮非常听不不得猫向我乞讨。我和猫都压⼒力力很⼤大。其实，我感觉⾃自⼰己
更更难过！许多⼈人在这时就放弃了了，开始向猫的碗⾥里里倒⼲干粮。有⼏几次，我不不得不不打电话给
我的“监督⼈人”，需要别⼈人告诉我“如果你⽆无法直视猫讨饭的眼睛，赶紧出⻔门！”于是我出
⻔门了了。我的猫好像可怜巴巴地在叫“我有整整两个⼩小时没吃东⻄西了了！”，真的很难拒绝。
然⽽而，我回家的时候它们好着呢，没有⼀一只猫饿死。


但是，不不要故意⻓长时间（超过24⼩小时）饿猫，以为这样猫就会吃新⻝⾷食物了了。你需要“说
服”猫，让猫相信⾼高质量量的罐头真的对它们有好处，⽽而不不是⽤用饥饿让猫屈服，这样没⽤用。
猫⻓长时间（超过48⼩小时）不不进⻝⾷食会很危险，尤其是超重的猫，可能会发展成脂肪肝。


如果猫在⼀一段⽇日⼦子内每天的热量量摄⼊入不不⾜足50%的热量量需求，也可能会得脂肪肝。⾄至于多
少天，这个因猫⽽而异。所以，在转换饮⻝⾷食期间你需要对猫每天的热量量摄⼊入有⼤大概了了解，
弄弄清楚多少来⾃自罐头，多少来⾃自⼲干粮。假如猫每天摄⼊入的热量量⾄至少有每磅体重 X 15卡路路
⾥里里，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猫发展出脂肪肝。这个数字根据⾮非脂肪体重（瘦体重）计算，不不
包括脂肪重量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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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猫体重18磅，但健康体重是12磅，请确保它每天⾄至少吃180卡路路⾥里里。（12磅⾮非
脂肪体重 X 每天每磅15卡路路⾥里里 = 约等于每天180卡路路⾥里里）


如果你的猫是⼀一只体型娇⼩小的⺟母猫，理理想体重是9磅，请确保它每天⾄至少吃135卡路路⾥里里。


很多罐头的包装上不不会列列出热量量信息，但是⼲干粮包装上通常会有。⼀一个⾮非常粗略略的算法
是如果罐头含⽔水量量约为78%，那么每盎司罐头⼤大约是30卡路路⾥里里，不不过每盎司罐头的热量量
可能从20到40卡路路⾥里里不不等。


在转换⻝⾷食物的过程中，⼤大多数猫都会减重。因为有很⼤大⽐比例例的猫从⼀一开始是超重的，这
是我们想看到的效果，前提是不不能在短时间内掉太多体重！猫应该每周减掉体重的1-
2%， 好更更接近1%。


我强烈烈建议所有主⼈人定期给猫称重。这样，你可以确保⻝⾷食物转换安全进⾏行行，⽽而且作为常
识，体重降低通常是疾病的第⼀一个信号。我每年年⾄至少会为猫称重两次。


我的猫在三个⽉月的罐头转换期都有减重，但都没有变得太瘦。它们减到了了理理想体重，甩
掉了了脂肪同时保留留了了肌⾁肉，也变得更更加活泼好动。


做好⼼心理理准备，你会体验到强烈烈的挫败感，也会在猫拒绝吃罐头的时候扔掉⻝⾷食物。另外，
好⽴立即把⼲干粮换成⽆无⾕谷/低碳⽔水化合物的类型。


低碳⽔水化合物的⼲干粮通常脂肪含量量很⾼高，所以热量量很⾼高。你必须控制分量量，不不然你的猫
可能会增重。例例如，Innova EVO⼲干粮包装上注明⼀一杯⼲干粮的热量量是612卡路路⾥里里。1/4杯就
是153卡路路⾥里里，所以喂⻝⾷食⾼高热量量猫粮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分量量。


⼀一只猫每天的热量量需求⼀一般在150-250卡路路⾥里里之间，这是由它们的⾮非脂肪体重和活动量量
决定的。


低碳⽔水化合物的⼲干粮通常磷含量量也很⾼高，对肾脏功能受损的猫伤害很⼤大。


当然，这些⼲干粮也缺乏⽔水分，因为经历了了脱⽔水的⾼高温烹煮过程。


基于以上原因，我不不建议⻓长期喂⻝⾷食这些⼲干粮。请只⽤用来转换饮⻝⾷食。


我有⼀一些对顽固分⼦子使⽤用的⼩小技巧。不不同的猫需要不不同的⼩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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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猫⼀一直吃的是⼲干粮⾃自助，请收⾛走⼲干粮，规定每天2-3顿的⽤用餐时间。在转换
期我更更喜欢⼀一天喂2顿。相隔12⼩小时的⾃自然饥饿感很可能让猫愿意尝试新的⻝⾷食物。


⼀一旦猫成功转换到罐头饮⻝⾷食，我习惯喂罐头⾃自助餐（如果猫体重健康）或⼀一天喂3
顿。野外的⼩小型猫科动物每天⽤用餐8-10顿。我不不担⼼心罐头在室温放置12⼩小时。要知
道狮⼦子并不不会⼀一次吃完⾃自⼰己的整个猎物。


如果你想缓慢转换，可以把猫在24⼩小时内所需的⻝⾷食物分成2顿，让它习惯定时⽤用
餐。很多⼈人喂⾃自助餐，不不知道猫⼀一天需要吃多少东⻄西，所以第⼀一步应该是按照猫的
理理想体重计算它所需的卡路路⾥里里。


我重申，⼤大多数猫每天只要吃150-250卡路路⾥里里。⼲干粮包装上应该有热量量信息。


把⻝⾷食物放下20分钟，然后把没吃完的拿⾛走。取决于你⼀一天喂2顿还是3顿，8或12⼩小
时后再喂⼀一次。在定时喂⻝⾷食的头⼏几天，你可以在两顿⼲干粮正餐中间放⼀一些罐头，或
者和⼲干粮搭配罐头。不不过，顽固的猫不不会碰。不不要灰⼼心，只要⼈人类⾜足够有决⼼心、耐
⼼心并愿意尝试各种⼩小技巧， 后所有的猫都会开始吃罐头。⼀一旦你的猫习惯了了⽤用餐
时间，你会发现它在正餐时间对⻝⾷食物更更加热情，从⽽而更更可能尝试新⻝⾷食物。


定好⽤用餐时间后，你可能需要每餐少喂⼀一点，让天然的饥饿感助你⼀一臂之⼒力力。我重
申，我们是想让正常的饥饿感帮忙，不不是逼迫饥饿的猫不不得不不接受新⻝⾷食物。 

定好⽤用餐时间后，尝试只喂罐头。如果它不不愿意吃（顽固的猫应该不不会吃），不不要
灰⼼心，也不不要喂⼲干粮。试试以下⽅方法。如果它不不愿意吃罐头，让它再饿⼀一会⼉儿。⼏几
个⼩小时后再喂罐头。换⼀一种⼝口味/品牌或者⼩小技巧。如果猫已经18个⼩小时没有进⻝⾷食，
给⼀一点⼲干粮（约1/4杯⼲干粮，如果是⾼高热量量猫粮再少点），仔细计算每天摄⼊入的热
量量。


记住，要有耐⼼心。 

饭点之前⽤用逗猫棒陪玩⼀一会⼉儿可刺刺激⻝⾷食欲。


不不把⼲干粮倒进碗⾥里里，⽽而把吃⼲干粮变成游戏。把⼀一两颗⼲干粮从房间⼀一⻆角扔到另⼀一⻆角，
让猫需要来回跑动追逐⻝⾷食物。我在给Bennie减肥的时候，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Bennie在吃定量量的罐头之后从30磅减到了了18磅。我每天扔25颗EVO⼲干粮（⼤大约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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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路路⾥里里）让它来回跑动。EVO的热量量很⾼高，所以25颗其它品牌的⼲干猫粮可能没有这
么⾼高热量量。


“扔⼲干粮”游戏会让你的猫消耗能量量，刺刺激⻝⾷食欲，可能会让猫更更愿意尝试罐头。这也
是和猫互动的好办法，可以缓解许多家猫的紧张/⽆无聊感。


猫的嗅觉⽐比⼈人类灵敏敏得多。它能闻到橱柜⾥里里的⼲干粮味道。我建议把⼲干粮放进冰箱或
者真空收纳盒。如果猫能闻到⼲干粮的味道，它就会等着吃⼲干粮。有的⼈人建议彻底扔
掉⼲干粮，但如果你的猫特别固执，需要时间和耐⼼心转换⻝⾷食物，这个建议是不不太现实
的。


这个技巧对我的猫有⽤用：在罐头上撒⼀一点⾦金金枪⻥鱼⾁肉，或者猫喜欢的零⻝⾷食（有些猫不不
爱吃⻥鱼⾁肉，爱吃熟鸡⾁肉），如果猫开始吃，就把零⻝⾷食向罐头中间按下去。（可以尝
试味道⽐比较强烈烈的⾦金金枪⻥鱼。）记得尽快减少⾦金金枪⻥鱼的量量。以⻥鱼⾁肉为主⻝⾷食容易易导致健
康问题。⽽而且，你也不不希望猫只吃⻥鱼腥味很重的⻝⾷食物。


如果⻝⾷食物进过冰箱，要把它稍微加热。猫喜欢吃“⽼老老⿏鼠体温”（38摄⽒氏度左右）的⻝⾷食
物。


尝试给⼀一些熟鸡⾁肉（或是⽣生鸡⾁肉，要清洗⼲干净或煮到半熟），或者婴⼉儿吃的辅⻝⾷食⾁肉
泥泥。你的⼀一个⽬目标是让猫接受质感不不脆的⻝⾷食物。它需要习惯另⼀一种⻝⾷食物质地。⽽而且，
鸡⾁肉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符合⾼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标准。如果它愿意吃
鸡⾁肉，很可能愿意接受罐头。当然，也可能不不接受。


尝试在罐头上撒⼀一些帕⻢马森奶酪酪碎。很多猫⾮非常爱吃帕⻢马森奶酪酪，这个技巧对我很
有⽤用。


尝试⼀一款叫做FortiFlora的产品，你的兽医医院或者⽹网上应该有卖。很多猫⾮非常爱
FortiFlora，它也成为我近期 爱的⼩小技巧。FortiFlora是普瑞纳⽣生产的⼀一款益⽣生菌，
但你的⽬目的不不是发挥它的益⽣生菌功效，只是⽤用它做诱⻝⾷食剂。FortiFlora的主要成分
是动物⽔水解产物，正是⼲干猫粮使⽤用的诱⻝⾷食剂。正常使⽤用⽅方法是⼀一天⼀一⼩小包，你可以
⽤用这么多，但通常不不需要。你可能只需要把1/4包FortiFlora混进罐头，再在表⾯面撒
⼀一点，就像给你⾃自⼰己的饭菜撒盐和胡椒⼀一样。


说到⻝⾷食物质感，我经常被问：“我能不不能直接把⼲干粮泡⽔水？”我⼀一般避免正⾯面回答这
个问题。⼲干粮的细菌含量量通常很⾼高，经常含有霉菌。许多猫狗因为⻝⾷食⽤用了了被霉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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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呕吐毒素、⻩黄曲毒素污染的⾕谷物制造的⼲干粮不不幸丧命。如果你想⽤用⼲干粮泡⽔水，
改变⻝⾷食物质感，请在20-30分钟后丢弃剩余⻝⾷食物。细菌和霉菌会在⽔水中⼤大量量繁殖。


尝试⽤用⼲干粮沾⼀一点罐头的汤汁。许多猫看到⼲干粮碰过罐头就不不会吃。但如果猫愿意
吃有罐头汁⽔水的⼲干粮，可以尝试“蘸⼀一蘸”法。挖起⼀一⼩小块罐头放在⼏几颗⼲干粮上，把
这⼏几颗⼲干粮放在⼀一⼩小份⼲干粮旁边。有些猫在吃完⼩小份⼲干粮后会去研究蘸了了罐头的⼲干
粮。


再进⼀一步，把⼏几⼩小块罐头放在⼩小份⼲干粮上⾯面。你的猫可能会绕着罐头吃⼲干粮，但它
会习惯罐头的⽓气味和质感，哪怕不不吃罐头。


把⼏几颗⼲干粮碾碎，撒在罐头表⾯面。


如果你的猫不不会⽣生⽓气，尝试轻轻地在猫的⽛牙龈上擦⼀一些罐头汁⽔水。这可能会让猫对
罐头产⽣生兴趣，但动作⼀一定要轻柔。你不不想让猫变得紧张从⽽而抵触⻝⾷食物。（这个技
巧可以让刚断奶的幼猫习惯吃罐头。）


如果你的猫不不会⽣生⽓气，⽤用⼿手指在猫的⽖爪⼦子上放⼀一⼩小块罐头或蘸⼀一些罐头汁⽔水，让猫
舔掉。我在两只猫身上尝试过都没有成功，但这是⼀一个主意。确保猫不不会因此变得
紧张。你不不希望它抵触⻝⾷食物。


如果你家是多猫家庭，有的猫喜欢在更更轻松的环境⾥里里进⻝⾷食，所以你可能需要给这些
猫⼀一个单独的安静房间，让它们反省⾃自⼰己糟糕的饮⻝⾷食习惯——对碳⽔水化合物和⼲干粮
上瘾。在没有其它猫的安静环境中，我有两只猫愿意从我的⼿手上吃罐头和⾦金金枪⻥鱼⾁肉
丸。请注意，不不是⽤用碗吃，是从我⼿手上吃。我不不知道谁在训练谁。好在⽤用⼿手喂了了⼏几
次之后，它们 终开始吃碗⾥里里的⻝⾷食物。


多尝试⼀一些罐头品牌和⼝口味。试试Friskies、9-Lives、Fancy Feast等等。许多猫⾮非
常爱吃动物副产品制成的罐头，⽽而不不爱Wellness之类的“⾼高端”罐头。你可以以后再
提⾼高罐头质量量，也可以把不不同罐头拌在⼀一起。初期⽬目标是只要断掉⼲干粮，让猫习惯
吃罐头。请记住我之前说的，我宁可看到猫在吃Friskies或者9-Lives罐头，⽽而不不是
任何⼲干粮。


⽤用注射器器喂⻝⾷食也是⼀一个选择，但这需要技术和耐⼼心，避免猫对⻝⾷食物产⽣生抵触。如果
你选择⽤用注射器器喂⻝⾷食，不不要⼀一次性喂⼀一顿正餐。有时，注射器器喂⻝⾷食1-2cc就可能让
猫“启动”吃罐头的兴趣。或许第⼀一次不不⾄至于如此成功，但它⾄至少会尝到新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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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不不同的⻝⾷食物质感。注射器器喂⻝⾷食的 好⽅方式是⼈人跪在地上，把猫夹在两腿之间，
⼈人和猫都⾯面朝前⽅方。将⼀一个⼩小注射器器（1cc/TB）从猫的嘴部侧⾯面塞进去，每次喂⻝⾷食
0.5cc。它可能会把⻝⾷食物吐出来，但你的⽬目标只是让猫熟悉味道和质感，不不要太强迫
它。


猫罐头基本上很难直接通过注射器器的顶端，但婴⼉儿辅⻝⾷食很适合这个技巧，有必要的
话还可以加⽔水稀释。


如果你不不想⽤用婴⼉儿辅⻝⾷食，想⽤用猫罐头，那么需要把注射器器的顶端切掉，让末端和液
体管的直径相同。确保末端光滑。如果你不不想切掉注射器器顶端，那么就需要稀释⾁肉
泥泥状罐头（不不要使⽤用⾁肉块罐头）。我⾃自⼰己会稀释Wellness罐头。我在⼀一个5.5盎司的
罐头中加⼤大约3-4汤匙⽔水，然后放进搅拌机搅拌。然后我把稀释的罐头过滤，把所有
会堵住注射器器的⼤大块扔掉。相⽐比婴⼉儿辅⻝⾷食，Wellness的优点是它已经是均衡的主⻝⾷食
罐。


虽然婴⼉儿辅⻝⾷食不不适合⻓长期使⽤用，因为营养不不均衡，但它是帮助猫习惯新的⻝⾷食物质感
的得⼒力力⼯工具。


为了了对付⼀一只我代养的猫Molly，我不不得不不采取极端措施。它的体重属于危险的超重
级别（20磅，理理想体重是10磅），我⽤用注射器器喂了了它两个礼拜之后它仍然拒绝吃罐
头。它当时需要洗⽛牙，所以在它全身麻醉的时候，我给它装了了⼀一个直通胃部的管饲。
这让我俩都轻松很多。在⽤用管饲喂了了它两个礼拜之后，它开始愿意舔我⼿手指上的罐
头，终于开始主动吃罐头。这是⼏几年年前的事了了，后来它变成了了⼀一只活泼好动的猫。
在减掉7磅⾁肉之前，它⼏几乎不不能⾛走路路，⽆无法清洁⾃自⼰己，很可能会发展出糖尿尿病。


不不要放弃。我有⼀一只⽥田园猫吃了了⼗十⼆二年年⼲干粮，从来不不碰其它猫吃的罐头。然⽽而，有
⼀一天它发现了了“内⼼心的⾁肉⻝⾷食动物”，突然开始吃罐头！我⾮非常震惊。这是4年年前的事，
现在它吃的是100%罐头。


以上是你可以尝试的⼏几个⼩小技巧。不不同的猫需要不不同的技巧对应。关键是要有耐⼼心。要
记得，我的猫花了了三个⽉月才转换到100%的罐头饮⻝⾷食。绝⼤大多数猫并不不需要这么久。


⾃自制猫⻝⾷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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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有⼼心想⾃自⼰己做猫⻝⾷食，切记：尚未做⾜足功课就贸然尝试反倒会让你的猫吃下营养极
度不不均衡的⻝⾷食物。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资讯有兴趣请参考⽹网站。过去七年年半以来，我只喂我的猫我所准备的
⻝⾷食物，⽽而我对它们的健康状况⾮非常满意。


⼈人们常听到⾃自⼰己做猫⻝⾷食就⼤大惊⼩小怪，但这其实相当容易易——只要你遵循⼀一个营养均衡的
⻝⾷食谱。我⼤大概每1-2个⽉月就会做⼀一次冷冻起来，⾃自⼰己做猫⻝⾷食不不代表你就得每天耗在厨房。
相信我，假如真的需要，我就不不会这么做了了。


⼈人们在喂猫吃⾃自制猫⻝⾷食时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误以为猫只要吃⾁肉就可以，因此省略略了了作
为钙质来源的⻣骨头、富含营养素的内脏或没有添加⽜牛磺酸等等。虽然⾁肉必须是猫科动物
⻝⾷食物中的主要成分，但纯⾁肉所含的钙质不不⾜足，⽆无法提供适当的钙磷⽐比。永远记得钙质不不
是额外的「添加物」，它是饮⻝⾷食中的必要成分。纯⾁肉同时缺少其他重要营养素，因此我
必须重申⼀一次，请确定你⽤用的是⼀一个均衡且可信赖的⻝⾷食谱。


后记 

⾸首先恭喜你能够⼀一路路看到这⾥里里，想必你很在乎你的猫吃得是否健康，也随时准备吸收关
于猫科动物营养需求的新知识。这份传单的主旨即在点出⼀一个⾁肉⻝⾷食动物在居家环境中如
何获取 理理想的养分。


我 常收到的抱怨就是他们的猫根本不不吃罐头只肯吃⼲干猫粮。其实我的猫曾经也是如此。
这并不不令⼈人意外，因为在我开始调整它们的⻝⾷食物之前它们吃的都是100%的⼲干猫粮。我
花了了好⼏几个⽉月的时间说服它们其实是⾁肉⻝⾷食动物，需要吃⾁肉，⽽而不不是含有超量量碳⽔水化合
物、⽔水分不不⾜足⼜又过度加⼯工的⼲干猫粮。这段过程有些困难，由于其中两只猫在肚⼦子饿的时
候会迁怒怒于它们的室友，有时候我会在隔离的房间为这两个男⽣生准备⼀一点⼲干猫粮，因为
我不不想让我的家变成战场。


不不过令我讶异的是，其中⼀一只⼲干猫粮成瘾 严重的猫现在会很开⼼心地吃我为它准备的⾃自
制⽣生⾁肉或烤到半熟的⾁肉/⻣骨/内脏，更更甚于它对罐头的喜爱。我必须诚⼼心地说，看着我的
猫⼤大⼝口啃着⾁肉——那些它们这个物种真正该吃的东⻄西，我真的打从⼼心⾥里里感到⾼高兴。


现在我再也不不喂它们吃⼲干猫粮，也法想像我的猫再吃这类东⻄西。猫并不不需要，也不不会从
⼲干猫粮得到什什么好处，此外它们也不不需要⼀一天24⼩小时吃⾃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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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需要⼯工作⼀一整天的⼈人担⼼心他们的猫会因此受苦，然⽽而，过去⼗十五年年来我习惯将罐头
放置近12个⼩小时来给我的代养猫跟幼猫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请记住猫的胃肠道和⼈人
类的截然不不同。


假如你担⼼心罐头变质的问题，你可以将罐头分成⼀一部分常温（“⽼老老⿏鼠体温”），另⼀一部分
则是冷冻的。冷冻的那部分会在数⼩小时内解冻，并且让⻝⾷食物维持⼀一点鲜度。这个招数也
可以⽤用在你需要离家24⼩小时，或是它们的保姆只能⼀一天来⼀一次的时候。没有任何理理由让
猫重回⼲干猫粮的怀抱，因为猫砂盆必须⾄至少每24⼩小时检查并清理理⼀一次。（理理论上猫砂盆
应该要⼀一天清两次，假如你只有空清⼀一次，那就要考虑额外放置⼀一到两个猫砂盆。切记
猫砂盆⾥里里⼀一旦有多于3-4个「物体」就算脏，此时就要清理理，否则对你的猫不不公平。）


每个⼈人都有不不同的⽣生活⽅方式，总有⼏几种⽅方法能成功让你的猫获得⾼高品质的营养。这份传
单的⽬目的在于让你对于猫饮⻝⾷食的特殊需求有所了了解，如此⼀一来你就能在喂猫时作出有智
识的判断，并找到对你和你的猫都有所益的平衡点。


Lisa A. Pierson, DVM

DrPierson@catinfo.org

近更更新：2010年年8⽉月


这份⽂文件仅⽤用于⼀一般资讯宣传，不不提供任何承诺或保证。本资讯⽆无法取代兽医师的专业
咨询或建议，亦⾮非⽤用于疾病诊断和治疗。任何有关宠物的健康问题请直接洽询您的兽医
师。


简体中⽂文版编译于2017年年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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