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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語

不同階段營養需求有別
寵物成長過程中，營養需求一直改

變，不同品種、體型、年紀、階段、身體狀況的

貓和狗，營養需要也會有不同，有愛心和負

責任的主人，都應關注家中寵物不同時期的

需要，方可因應牠們不同階段的需要而準備

適當的膳食。品種亦會有影響，例如長毛的

品種需要吸收較多蛋白質作披毛的生長，小

型狗和大型狗隻的營養需求亦不盡

相同。

幼犬/幼貓

營養需求大，需攝取足夠

蛋白質和脂肪，供骨骼、肌肉和

毛髮的生長用。1歲前，體重和體

型可以在數星期內有明顯變化，食量亦會

隨之增加，飼主必須留意牠們的成長速度，

適當地增加飼料。

坊間有售的幼犬和幼貓飼料中，蛋白

質和脂肪含量較成年貓狗的飼料為高。由

於幼犬和幼貓活潑好動，但每次只要吃少

量，因此易飽易餓，要以「少量多餐」的方

法，將一天所需的分量分3至4次餵食。

成年狗隻和貓隻

當寵物成長至1歲左右，

肌肉和骨骼發育速度開始減

慢，營養需要轉變為維持身體

日常機能用途，因此適宜轉食

成犬/成貓的飼料。如繼續進食營

養較豐富的幼犬/幼貓糧，容易令寵物過胖。

絕育後的寵物可能會因體內荷爾蒙

的變化而影響新陳代謝速度，容易造成過

重（overweight）或肥胖（obesity）的問題。如

寵物不大活躍，或於絕育手術後，飼主可考

慮稍為減少飼料的分量，並留意牠們的體

重變化，考慮是否需要再作調整。

懷孕/哺乳期

懷孕（gestation）和哺乳期（lactating）

的寵物需要吸收比平常多的營養，牠們的營

養需要比非懷孕或非哺乳期的可超出幾倍，

而食量亦會因應胎兒的數量、幼犬或幼貓的

發育而增多。因此，一般成年寵物飼料未必

可以提供足夠的營養。市面部分幼犬/幼貓

人有衣、食、住、行四大開支，

而飼養貓狗最基本的開支包括食

糧、醫療和美容護理等。大部分主

人都會關注寵物的健康，注射疫

苗、杜蟲和清潔牙齒事事做足，但

不少卻忽視寵物的體重管理，令寵

物過胖，造成健康問題。其實只要

飲食管理得宜，很多疾病是可以避

免或減低罹患的機會，令牠們活得

更健康、更長壽，醫療開支亦可相

對減少。飼養寵物的你應先瞭解寵

物不同階段的需要，學懂為牠們準

備合適和營養均衡的食糧。

貓狗糧選購
秘笈

貓狗糧選購
秘笈

貓狗也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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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飼料標示適合懷孕和哺乳期的寵物食用。

老年狗隻和貓隻

一般來說，7歲以上

的狗和貓開始步入老

年，老化的跡象包括毛

色轉淡、披毛變薄、變得

不喜歡走動、食量減少、視

力和聽力變差等。年老的寵

物的新陳代謝速度減慢，需要易消化的蛋

白質，熱量的需求降低，更要小心控制飲食

中的維他命和礦物質分量。

部分年老寵物患有糖尿病、腎病、心

臟病等慢性疾病，飼主需按寵物的健康狀

況為牠們購買或預備合適的飼料。例如患

有腎病的寵物，應小心控制飲食中的磷質

（phosphorus）、鈉（sodium）和蛋白質含量。

雖然市面有個別寵物飼料的品牌推出處方

飼料（prescription diet），但飼主不宜在沒有

獸醫指導下自行轉用。獸醫黎昌生提醒，亂

食處方飼料可能會影響寵物的健康。

寵物飼料分乾濕兩大類
為求方便，很多飼主會購買現成貓狗

糧餵飼寵物。現時市面流行的寵物飼料大

致分濕糧和乾糧，前者通常以罐頭或錫紙

包裝，含水量較高，每餐平均價格亦較高，

味道較香，較能引起寵物的食慾；乾糧一般

較便宜，儲存方便。

除了味道和口感有別，乾糧和濕糧

的最大分別是可存放時間的長短。由於乾

糧的生產過程會經過高溫烘焙，而其含水

量又低（約為8%至12%），加上添加了防

腐劑，可存放的時間一般較長；濕糧含水量

高（約為72%至88%），因此一經開封就要

於1至2天內盡快食用，否則容易因滋生細

菌而腐壞。

錫紙包裝切勿直接放入微波
爐加熱

部分濕糧以錫紙包裝，分量少，通常

一餐吃完，有些飼主希望為寵物預備一頓

熱騰騰的晚餐，不過應留意貓狗不能吃太

熱的食物。此外，切勿將飼料連錫紙

包裝直接放入微波爐加熱，否則

容易產生火花，甚至發出小爆炸

的聲音。如要加熱，可將未開封的

錫紙包裝食品放在熱水中浸泡數

分鐘，或將食物倒出加熱，放涼後

才讓寵物食用。

寵物飼料DIY
有主人喜歡親自為寵物烹調美食，例

如以灼鮮肉拌上米飯，可確保「真材實料」，

用料新鮮，不含防腐劑、人造色素等添加

劑，加上無限愛心，寵物必定吃得津津有

味。為寵物下廚，除了考慮牠們喜歡吃什

麼、要煮多少，還要注意什麼？

部分寵物和人一樣，進食某些食物後

可能會產生敏感反應，尤其個別品種如曲

架犬（Cocker Spaniel）、斑點狗（Dalmatian）、

拉布拉多獵犬（Labrador Retriever）等。最常

見可引致寵物食物敏感的食物包括肉類

（牛肉、魚肉、豬肉和羊肉）、穀物（玉米、米

飯和小麥等）、穀物製品（如麩質、麵粉和澱

粉質等）。因此，預備材料前應先瞭解寵物

會否對某些食物過敏。

不要添加調味料

切勿以自己的口味喜好而為寵物的食

品調味，不宜加油、鹽、糖、洋蔥、長蔥、辛辣

的香料，亦不可選用已調味或醃製材料。香

腸、魚丸、午餐肉等加工食品在生產過程中

已加入添加劑，也不宜寵物食用，患病的寵

物更需小心控制飲食中所攝取到的營養素。

自製食物需花較多時間和功夫，例如

要先去骨和過多的脂肪，避免刺傷寵物的

口腔、食道和消化道，以及控制寵物吸取的

脂肪量。長時間餵飼單一材料可能會令寵

物營養不夠均衡，每次餵飼的分量亦需憑

經驗估計，以免寵物太餓或太飽，而可能造

成營養不良或過多的問題。

有寵物食品供應商表示，選用市面售

賣的貓狗糧，可依照產品指示定量餵飼，為

寵物提供完整和均衡的膳食，單一餵飼自

製食品未必能夠滿足寵物的營養需要。

獸醫黎醫生表示，並不建議寵物多吃

雜食或自製的食物。自幼多吃自製食物容

易養成寵物挑食的習慣。一般市售大品牌

的寵物飼料都很可靠，足以提供均衡的營

養。反而有不少貓狗因腹瀉而需要求醫的

個案，都與主人自製食物予寵物食用有關。

按照寵物體重查看每日的餵飼分量。

如家中飼養的是大型狗隻，或

寵物的食量較大，單餵飼濕糧的話，

一年花費動輒可能要上萬元。要符合

經濟效益，又想保持寵物的口腔和牙

齒健康，可混和乾糧和濕糧餵飼。不

過，謹記要適當調整分量，以免令寵

物過胖。

慳錢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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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亂餵飼可致肥
經常和寵物分享食物，常以零食作獎

賞，轉換飼料品牌時沒有留意產品指引的

分量，也許你認為這些是小事一椿，但卻可

能是令寵物致肥的「元凶」。如你在撫摸寵

物肋骨位置時，感覺不到骨架，或其體重超

過標準體重10%至15%，可視作肥胖。過重

或肥胖會增加患上關節炎、呼吸系統疾病、

心臟病、皮膚病、泌尿系統疾病、糖尿病的

機會，亦會縮短寵物的壽命。

留意每日餵飼指引

大部分寵物飼料包裝上都有標示每

日餵飼指引（daily feeding guidelines），通常

以一個數值範圍表示。飼主應按寵物體重

查看適當的餵飼分量範圍，再作適量調整。

寵物的實際營養需要受其活躍程度

和生活習慣影響。如寵物十分活躍，運動量

大，可按有關範圍上限，甚至以更高的分量

餵飼；相反，如運動量不大，則可餵飼接近

範圍下限的分量，以維持正常的活動和標

準體重。

每次轉換飼料，都應留意新飼料的餵

飼指引，調校合適的分量，否則，過量或營

養太豐富的飼料均可令寵物致肥。轉換飼

料的品牌或口味時，應循序漸進，逐少將新

飼料混入舊飼料中，每日調高新飼料和減

少舊飼料的分量，至大概一個星期左右，才

完全轉食新飼料，期間要留意寵物的食量

的變化、皮膚和披毛、大小便的情況。

飲食物語

觀察寵物轉換飼料情況

如進食新飼料24小時內，寵物有不尋

常的皮膚痕癢、紅斑、局部位置大量脫毛、

腹瀉或嘔吐情況，應停止餵飼新飼料。情況

嚴重或持續出現不適反應的話，應盡快帶

同飼料包裝到獸醫診所求醫。此外，如有額

外餵飼零食的習慣，主糧分量應相對減少。

每個月為寵物量度和記錄體重，留意

牠們身體狀況的變化，如體重有不尋常的增

加或減少，宜先諮詢獸醫意見檢查寵物的健

康狀況，不宜自行決定轉用減肥糧或增加飼

料。此外，主人應鼓勵過胖的寵物做運動，以

牠們心愛的玩具，吸引牠們多走動。

清潔食水同樣重要
進食的時間和地方都要固定，經常改

變會令寵物無所適從。浸濕了的乾糧和開了

封的濕糧容易滋生細菌，可令寵物腸胃不

適，而吃剩的東西不宜擱在一邊一整天。

此外，清潔的食水同樣重要，尤其貓

隻較容易有尿道結石和

其他泌尿系統的毛病，

飲用足夠食水有助避

免上述情況。夏天的時

候，足夠的水分亦可避

免寵物中暑，攜帶牠們

外出應有所準備。

愛護動物協會的意見
2007年美國曾發現有寵物食品受三

聚氰胺（melamine）污染的情況，愛護動物

協會提醒消費者避免購買不明來歷的平價

寵物食品，並且經常留意寵物進食後的反

應，如有任何不適反應，應立即求醫並停止

餵飼懷疑有問題的飼料。協會亦提醒消費

者，如寵物患有長期病患，例如腎病、泌尿

系統疾病、心臟病等，牠們的飲食可能有特

別的需要，或需要獸醫處方膳食及控制飲

食，以防止病情惡化。

部分寵物飼料標明含有「liver（肝臟）」。

有趣Q&A
食用內臟一定不利健康？

坊間售賣的寵物食品或多或少都含有動物或家禽內臟，如產品標示

含肉類副產品（meat by-products），有機會含有動物內臟，包括肺、腎、腦、

肝和血等，若干產品會標明含有動物肝

臟（liver）。部分內臟可提供某些營養素，例

如肝臟可提供維他命A、維他命D 和維生素H

（biotin），心臟則可提供牛磺酸（taurine），適量攝

取上述營養素有助維持寵物的健康。

「減肥糧」可以幫助動物減肥嗎？

與一般飼料比較，「減肥糧」的實際纖維量平均高出約一倍；實際脂

肪含量則約為50%，而代謝能量亦較低，換言之，這些飼料可令寵物覺得

「飽肚」，如按照產品指引和寵物體重調節分量，有助寵物減重。當然，如果

進食分量超過寵物的生理需要，過胖的問題未必可以改善。不過，獸醫黎昌生提

醒，寵物食用「減肥糧」控制體重，一般應於3至6個月內完成，其後應轉食一般飼

料，不應長期食用「減肥糧」。

貓、狗飼料有何分別？可以貓食狗糧、狗食貓糧嗎？

貓的體型雖然比狗細小，不過原來貓飼料較狗吃的，含較高蛋白質

和脂肪。此外，由於貓隻本身未必可以製造足夠的牛磺酸去維持視力和心

臟健康，因此坊間售賣的貓飼料大多會額外加入牛磺酸。如果貓狗長期交換

飼料，狗隻可能會吸收到過量的蛋白質和脂肪，而貓隻則可能會營養不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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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烹煮過程中加入的水分）的含量，

須最少佔產品重量95%；如將烹煮過程中

加入的水也計算在內，則須最少佔70%。如

產品名稱提及兩種或以上肉類成分﹝肉類

（meat）、家禽（poultry）、魚（fish）或這些材

料的副製品（by-products）﹞，則其重量的總

和最少要達到製成品的95%。

舉例說，「Dog Food With Beef」與

「Beef for Dogs」兩款狗糧中，牛肉或牛肉副

製品成分的比重可以相差很遠，前者所含

的牛肉或其副製品最低可能只有3%，而後

者則可能含高達95%或以上。

不過，現時香港暫無相關法例監管寵

物食品的標籤資料或就食品成分規定含

量。因此，在本地發售的產品的名稱未必能

夠反映其提及的成分所佔的百分比。如要

知道產品內含肉類、家禽、魚肉或其副製品

的情況，消費者宜檢視產品的成分列表（如

產品名稱未必反映產品的「主
要成分」

消費者要作出購買決定，很多時只

眼產品名稱，本港大部分寵物食品都是源

自世界各地，而美國更是其中一個主要產

品 來 源 地。美 國 飼 料 管 理 協 會（ t h 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Feed Control Officials，

簡稱AAFCO）就當地售

賣的寵物食品的名稱和

名稱中提及的成分，制

定下列標準：

1. 如以「with⋯⋯」

（中文解作「含」）標示產

品的成分，例如「Dog Food with Beef」、「Cat

Food with Chicken」和「with cheese」，名稱中

提及的成分（即牛肉、雞肉及其副製品和芝

士）最少必須達到產品總重量的3%（不包

括烹煮過程中加入的水分）。

2. 只標示「flavour」（中文解作「口味」

或「味道」）的產品，AAFCO並沒有規定成分

或其副製品的最低含量。

也即是說，無論標示「beef/chicken

flavour」（中文解作牛肉味/雞肉味或口味）

或「with beef/with chicken」（中文解作含牛

肉或雞肉），兩者都有可能只含很少量的肉

類或肉類副製品，而產品名稱內提到的肉

類可能並非其「主要成分」，名稱上亦可能

沒有反映其主要成分的資料。

3. 以「entrée（主菜）」、「platter（盤）」

及「formula（配方）」命名的產

品，無論是乾糧或濕糧，名稱

中提及的成分的重量（不包

括烹煮過程中加入的水分）

必須相等或高於總重量的

25%；如將烹煮過程中加入的

水計算在內，名稱中提及的成分須最少佔

10%，才可以上述字眼命名。如產品名稱提

及多種成分，則每一種成分的重量須最少

佔總重量的3%。

4. 罐頭肉食的名稱如為「Beef for

Dogs」或「Tuna

Cat Food」，名

稱中提及的牛

肉 或 吞 拿 魚

選購寵物飼料時，你會相信店員的推薦，還是以價錢為主要考慮因素？會否只關心其中肉的類別，

而不深究產品的成分或其他描述？單憑名稱以為寵物正在吃「牛肉」，卻不知道原來是「牛內臟」？要買到

真正想買的飼料，就要學懂閱讀產品標籤。

飲食物語

產品的中文和

英文名稱的意

思或有不同，消

費者需留神。

教你睇標籤揀寵物飼料
誤買牛內臟當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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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話），而不是單看其名稱。

此外，本會的市場調查發現，個別原

名以「flavour」（味道）標示的寵物食品，其

中文名稱並非註明牛肉味道狗糧，而是「牛

肉狗糧」，兩者意思顯然大有分別，為免買

入與期望不同的產品，購買時宜多加留意。

保證成分分析列表
AAFCO建議，寵物飼料生產商或供應

商或需在包裝列明產品的「保證成分分析

列表（Guaranteed Analysis）」，以百分比羅列

所含粗蛋白質（crude protein）和粗脂肪

其副製品為主，如米飯（rice）、玉米（corn）、

穀類副製品（cereal by-products）等。

最 常 見 有 關 肉 類 成 分 的 描 述 為

「meat」、「meat by-products」、「meat meal」。

根據AAFCO建議的成分定義，「meat（肉

類）」（如「beef（牛肉）」、「chicken（雞肉）」、

「lamb（羊肉）」）是指源自動物心臟、舌頭和

其他肌肉部分的組織；「meat by-products

（肉類副製品）」是指動物內臟，包括肺、胰

臟、腎臟、腦、肝臟、血液、骨頭、脂肪組織、

胃及腸等組織，並不包括動物肌肉；「meat

meal（肉類粉）」則是指經烹煮、烘乾和磨碎

的已濃縮的動物蛋白質，當中大部分脂肪

已被除去。

飲食物語

（crude fat）的最低含量、粗纖維（crude fiber）

和水分（moisture）的最高含量。

部分產品供應商會同時列出其他成

分分析資料，例如在貓糧上額外標示牛磺

酸和鎂（magnesium）的最低/最高含量；狗

糧則通常額外標示鈣質（calcium）、磷質、

鈉和亞麻油酸（linoleic acid）的最低/最高

含量。

成分列表
寵物食品上的成分列表一般以成分

的重量排序，排在較前位置的，所佔的比例

愈高。一般罐頭食品含水量高，因此排首位

的通常是水分；而乾糧的成分則以穀類或

消費者可參考保證成分分析列表，

比較不同產品的蛋白質和脂肪含量，為

寵物揀選合適的飼料，但能否單憑列表

上標示的數值作直接比較？

單看粗蛋白質和脂肪的數值，你會

哪一款飼料含有較高蛋白質和脂肪?

認為品牌B乾糧所含蛋白質和脂肪的比例

較高，但其實要比較兩者實際的蛋白質和

脂肪含量，應考慮產品的水分和乾質（dry

matter）含量。

一般罐頭濕糧含水量較高，乾質約只

有25%；而乾糧則含水量少，大概90%以上

為乾質；產品的含水量往往可影響你對產

品營養價值的評估。要比較兩者的營養價

值，還要計算蛋白質和脂肪與乾質的比例，

才可判斷哪一款含較高蛋白質和脂肪。

經運算後發現品牌A罐頭濕糧和品

牌B乾糧實際所含的蛋白質的比例差不

多，而實際脂肪比例則以品牌A罐頭濕糧

較高。要比較不同產品的營養素含量，消

費者就要留意產品的水分含量，而不是單

以營養素百分比數值作直接比較。

過重或過胖寵物的主人尤其需要留

意產品的脂肪含量。不過，產品實際所含

營養素數值大小，並不能反映所使用肉類

或動物脂肪的質素，因此要同時參考產品

成分資料。

肉類副產品較常見的標示方法。

品牌A罐頭濕糧標示：

粗蛋白質 8%

粗脂肪 5%

水分 75%

品牌B乾糧標示：

粗蛋白質 27%

粗脂肪 10%

水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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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個案

個案3：食用期未屆   狗餅已發霉
黃小姐在某寵物用品公司購買了一包狗用餅乾，數天後

打開準備給予寵物食用時，發現整包餅乾已經發霉，但包裝上

的食用期限未屆。黃小姐致電寵物用品公司要求退款，公司亦

一口答應，不過當她親身到公司要求退款時，卻遭職員拒絕；

最後需要報警求助，才能成功退款。

個案4：寵物店售過期貓糧
李小姐在某寵物店買了一包貓糧，晚上打開後，發現顆

粒外觀跟平時的不一樣，表面還有一層白色黏性物質，再檢查

包裝才發現產品已經過期，幸好愛貓未有食用。李小姐質疑店

舖的經營手法，認為他們不應售賣過期寵物食品，危害小動物

的健康。經本會調解，寵物店答應更換貨品，並承諾日後會留

意檢查貨品的最佳食用期限，避免出售「過期貨」。

醒一醒小貼士

供應商有責任確保所售產品的品質，消費者亦要知道自

己的義務和權益。

購買前，要留意產品的最佳食用期限、外觀和包裝，評估

寵物能否在期限前消耗全部，切勿貪便宜購買過期或快要到

期的食品。還要妥善儲存寵

物食品，儲存不當也會令產

品容易變質。開封後留意產

品的外觀、顏色、氣味和質感

與平常是否一樣，如有任何

問題都不宜給寵物食用，應

盡快持單據和問題貨品向有

關供應商查詢。

部分產品供應商在包裝上貼有防偽

標籤。

在網上商店購買寵物食品宜先和賣家溝通。

個案1：懷疑網站售賣冒牌狗糧
郭小姐表示從網站訂購了1包某品牌重15磅的狗糧，打

開後發現與平常購買的不同。於是致電該品牌的產品代理商

查詢，得知該網站公司根本沒有向代理公司訂購貨品。郭小

姐向網站公司反映問題，並質疑產品真偽和品質，但網站公

司拒絕回應。

個案2：貓糧藏蟲
廖小姐經網上商店購得2包大包裝貓糧，打開準備餵飼

愛貓時，發現 面竟然有蟲。廖小姐懷疑該問題貓糧導致貓

兒腸胃敏感，於是致電品牌代理商要求退款，但遭拒絕，代理

商只答應更換貨品。不過，廖小姐表示已對該品牌的產品感

到失望，故要求本會協助追討四百多元貨款。代理商最後願

意退回部分款項。

醒一醒小貼士

購買大包裝的飼料比獨立購買多包小包裝的便宜，又

有送貨上門的服務，因此很多人會在網上訂購貓狗食糧。不

過，消費者必須留意透過網上商店購買寵物用品的風險，包

括無法於購買前檢查貨品、可能買到品質有問題甚至假的貨

品、付款後不送貨或貨品與預期有別等情況。

因此，光顧網上商店前應留意店舖是否該品牌的指定

經銷商或代理商，付款前宜先以電話、電子郵件或網上聊天

工具和賣家聯絡，確定貨品的詳情，如產品名稱、來源地、包裝

和數量等。簽收前應檢查產品質素和有效日期，瞭解售後問

題的處理方法，索取公司簽發的單據並妥為保存。

考慮更換飼料時，宜先買小包裝，或向有關供應商索取

試食樣品，混入舊飼料，觀察寵物有沒有不良反應。如初次食

用便購買大包裝，萬一寵物對產品敏感，如非產品質量出問

題，供應商或會拒絕作退款安排。

此外，還要考慮儲存問題，例如家中是否有足夠空間

（有些大包裝產品達35至40磅裝），存放的器皿是否夠大又存

氣，否則飼料容易受潮、變質，最終可能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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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語

高質素的寵物飼料的肉類含量較多

（即在成分列表中排序較前），高要求的消

費者可選擇肉類副製品排序較後的產品。

「代謝能量」是什麼?
部分貓狗糧的包裝標示「代謝能量」

（Metabolizable Energy，簡稱ME），即從飼料

的總能量中減去因排泄而失去的能量﹝包

括糞能（feca l  ene rgy）和尿能（ur ina ry

energy）﹞後的能量值。寵物飼料中所含的

ME有多少，視乎食物和營養素的種類，以及

營養素的易消化程度。

兩款不同ME數值的寵物食品，假設

食用相同的分量，數值愈大的代表可提供

更多能量，換言之，以較少的餵飼分量便足

以維持寵物的基本營養需要。如轉食ME數

值較大的飼料時，沒有減少飼料的分量，容

易令寵物的體重增加。

灰質是什麼？
貓狗糧包裝上標示的灰質含量（ash

content），反映食物減去水分和有機物後剩

下的無機（inorganic）物質的總量。雖然灰質

可反映食品中礦物質的總量，但數值並不

能反映產品所含礦物質的種類和含量，因

此單看食物灰質含量的多寡，其實意義不

大。想知道食品中的個別礦物質（minerals）

或微量元素（trace  e l emen ts），如鈣質

（calcium）、鐵質（iron）和鋅（zinc）的含量，

應參考產品說明或成分分析列表。

注意事項
1. 暸解寵物的身體狀況，如年紀、體

重、生活習慣、患病紀錄、健康情況和寵物

品種，有需要時尋求店員或獸醫協助選購

合適的飼料。

2. 暸解寵物喜歡的口味，以及對哪類

食物或哪個品牌的飼料有過敏反應。一般

情況下，飼主可自行觀察寵物對不同種類

和品牌的飼料的反應。如進食任何食物後

出現嘔吐、腹瀉、不明原因的皮膚痕癢、紅

腫、脫毛等不適反應，就可能代表牠們對

該些食品敏感。

3. 留意寵物食品的最佳食用期限，

選擇較「新鮮」的，切勿貪便宜購買過期食

品。雖然一次過購買大量寵物食品可能獲

得較優惠的折扣和免費送貨服務，但購買

前需留意整批產品的最佳食用期限，評估

去年年底一間專營機票

業務的旅行社宣告倒閉，旅遊業

議會表示，受影響旅客主要是訂

購了機票，或機票加酒店套票。

如旅客的套票收據有蓋上旅遊

業賠償基金徵費印花，可望取回

套票費用的九成。假如旅客只單

獨購買機票而非機票加酒店套

票，情況又如何？旅客應怎辦？

萬一遇上以上的情況，若

旅客已繳付機票全費並已獲發

電子機票，應向有關航空公司再

次核實其訂位情況。若然消費者

只繳付了訂金而又未曾出票，便

可能需要向業內監管機構尋求

協助。

電子機票
過去3年，消委會接獲有關訂購機

票的投訴共90宗，分別為08年（1月至

11月）50宗、07年25宗及06年15宗；當

中涉及旅行社倒閉的投訴有33宗，分別

為08年21宗、07年10宗及06年2宗，佔

總數接近四成，因此消費者訂購機票時

應提高警惕。

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的規定，所有航空公司業已由2008年

6月1日起全面實施電子機票以取代「傳

統機票」。在使用電子機票時，消費者所

享受的權利與手持傳統的機票是沒有

分別的。

「雞肉粉（chicken meal）」

為較平價的材料，而成分列

表顯示，產品並無其他肉類

或肉類副製品。

你的寵物可否在該期限前消耗所有食糧，

否則不宜大量購買。

4. 檢查包裝是否完好，未經開封，亦

沒有破損。如部分包裝位置是透明質料，

可觀察產品的顏色和外觀。

5. 每次餵飼前，先檢查飼料的有效

日期，打開檢查有否變質、變味或傳出異

味，過期或已變質的食物切勿用作餵飼寵

物，否則可能會影響牠們的健康。

6. 寵物飼料切勿存放於潮濕的地方

（如廚櫃內），應放在陰涼乾爽處，開封了

的乾糧最好放入存氣的器皿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