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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n-Baked Tradition 由加拿大 Bio Biscuit Inc. 研發及

創製，全線產品以獨一無二低溫慢火烘焗方法製造，嚴選各

式各樣百分百天然優質原材料，為寵物提供健康、營養全面、

可口美味、容易消化的食糧，讓您無後顧之憂。

自家工場不假外求 嚴格監督製作 質量穩定

自家工場設於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不假外求，由營養

師、營養顧問、生產專員、品質控制專員、實驗室技術人員

等組成專業團隊，嚴密監管整條生產線，確保品質及安全性

達到最高標準。每個生產環節，都是維繫品質與食物安全的

關鍵。從原材料輸送、調配、到完成包裝，每個生產步驟都

由專員親自管控，嚴格把關，沒有外判任何工序，務求實踐

令飼主安心、寵物安全食用的承諾。

生產工場及實驗室由加拿大食品檢驗局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直接監控，定期進行各項有關食品安全衛

生的檢驗，遠遠超越美國 AAFCO 指標。每一批次的 Oven-

Baked Tradition 乾糧都獲該局發出衛生証書，確保品質

無誤，可供貓狗安全食用。

Oven-Baked Tradition 自家工場 Bio Biscuit 
Inc. 取得全球性認可標準 - FSSC 22000 食品安

全系統驗證，充份證明品牌達到國際食品安全標

準，同時兼備預防及處理食品安全問題的能力，

公信力無容置疑。

此外，品牌亦通過美國烘焙食品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Bakery 人類食品等級的高標準檢驗，

生產獲評定為「可靠安全，可放心食用」。

Oven-Baked Tradition 同時由澳洲國家檢疫

局 Australian 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Service
簽發衛生証書，證明產品不受污染，可供貓狗安

全享用。

加拿大品牌

品質超卓 信譽可靠

國際認可 符合高規格標準

Oven-Baked Tradition 深受世界各地寵物

糧食市場推崇，獲加拿大政府頒發最佳出口商 
“Exporter of the Year＂ 殊榮，肯定了品牌及

生產商的優越地位。

廣泛認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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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大部分乾糧都是以低成本的高溫高壓擠劑法製造，

用攝氏 500 度的高溫把食材極速煮熟，再以高壓造型機

器將乾糧顆粒擠劑成型。高溫極速烹調過程導致營養及

食材鮮味大量流失，而且由高壓法造成的顆粒變得堅硬，

不易消化。

有別於一般乾糧，Oven-Baked Tradition 以獨特低

溫慢火烘焗法製作，原材料的營養及肉汁得以鎖緊保存，

令每一顆糧更加鮮味可口。更重要的是，烘焗出來的乾

糧鬆脆軟身，不頂胃、易消化，貓狗腸胃不適和消化不

良的情況可大大減少。

非一般製法 用心之作

Oven-Baked Tradition
自家工場的生產過程

THE WAY
IT SHOULD BE

原材料運抵 Oven-Baked Tradition 自家工場後，實驗室人員會立即抽查各項樣本，確保所有食材新鮮、衛生。隨後，工作人員會把各種新鮮肉

類儲存於巨型保鮮冰櫃，再經管道直接送往大型攪拌器與其他原食材一起調配。

此外，所有穀物會存入自家穀倉，再經由獨立系統傳送到攪拌器，整個過程不經人手，全程零污染。攪拌後的材料會放在旋轉曲奇模上

製成粗粒狀，準備好的焗模會送到 160 呎特製焗爐裡，以低溫慢火烘焗至金黃鬆脆。

低溫慢火烘焗能有效鎖住原材料本身的豐富營養，當中包括蛋白質、維他命及礦物質，這種烹調方法比市場上大部份乾糧所採用的高溫高壓蒸煮法

更能保持食材的良好品質。低溫慢火烘焗的生產過程中完全沒有接觸水份、空氣及其他污染物。

每隔二十分鐘工作人員會進行品質測試，以確保所有產品符合嚴格標準。現代化的衛生包裝系統會自動因應不同磅數的包裝進行量度、封口、印上

有效日期，新鮮出爐的美味乾糧便會原裝出廠送到您和愛寵的手中。

再檢測 運送中

成型！160 呎特長焗爐

非凡滋味 鬆脆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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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選擇貓糧時不能只著重「好味」，

平衡 B-D-P 才是健康關鍵！

為求保持食材的完整性及避免營養受到破壞，Oven-Baked 

Tradition 採用低溫慢火烘焗法，用上十倍時間，為貓狗泡

製出更易消化、味道及口感更吸引的食糧。

不油不膩 不同凡響
低溫慢火烘焗   =   更多營養 + 更美味可口 + 更易消化   =   更健康！

Oven-Baked Tradition 團隊深信，選用上等材料固然重要，烹調方法卻也不能忽視。

要發揮食材最大效益而又保持原汁原味，低溫慢火烘焗就是必然之選。

堅守三大原則：Bioavailability ( 營養度 )、Digestibility ( 消化性 )、Palatability ( 可口度 ) 

– 就能掌握選糧關鍵！

揀糧要識B-D-P

營養度
Bioavailability

消化性
Digestibility

可口度
Palatability

【一般品牌乾糧】

營養度
Bioavailability

消化性
Digestibility

可口度
Palatability

【OVEN-BaKED TRaDITION乾糧】

不論放在手中或是咬入口時，一點都不油膩，乾爽脆身。
稍稍用力，就能把顆粒掐碎，鬆化不堅硬，較易消化。

不頂胃、易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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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n-Baked Tradition 寵 物 營 養 師 以“Holistic Philosophy - 
整全營養理念”為宗旨，全力研製一系列具豐富營養價值、適口性極高、

容易消化的貓狗食糧。天然、完整而全面，就是品牌所追求的層次。

整全營養理念
Holistic Philosophy

鮮肉為首 頂級口味

Oven-Baked Tradition 每一配方均

以鮮肉作材料首位，提供優質易消化

的蛋白質，讓貓狗得到充足能量，維

持正常新陳代謝。

鞏固骨骼 強化筋腱

提煉自鯊魚及貝類海產的天然葡萄

糖氨及軟骨素，有效預防關節炎、

加強筋骨柔韌度、減輕痛楚。

全天然 無添加

所有食材選自北美洲及紐西蘭，絕不採

用任何來源自中國的原材料。

食材選擇得宜，就能取得正面有益功效。水果、蔬

菜不但提供高效抗氧化物，亦含有大量維持身體健

康所需的維他命及礦物質。不含容易致敏食材，腸

道健康令身體能夠順利吸收營養，Oven-Baked 

Tradition 營養師特地於每一配方加入菊糖 
( 益菌生 )，能刺激腸道益菌生長、產生有

機酸及抑制壞菌數量，務求令貓狗的消

化系統更壯健。

11 3

3

絕不含人造色素、人造調味、化學防
腐劑 (BHA/ BHT/ Ethoxyquin)

絕不含牛肉，不存在感染瘋牛
症風險。

絕不含容易致敏食材如小麥、麩質、
玉米、大豆，減低胃氣脹、打嗝或腸
胃不適的機會。

保健 8+4 健康由此起

8 種蔬菜水果 + 4 種天然腸道益菌，每

個配方都有！

蔬菜水果不但提供各種維他命及礦物

質，亦蘊含豐富抗氧化物，可減少自

由基對身體的傷害，強化免疫系統。

天然腸道益菌能改善消化力，提升腸

胃健康，促進營養吸收。

22

取材自然 美味天成

POWER

UP

Holistic Philosophy 整全營養理念 – 由內到外，照顧整體狀

況。有全面而均衡的營養，就能擁有健康體魄，減少患病

機會。Oven-Baked Tradition 營養師嚴選 100% 天然

食材，為貓狗提供上等營養，讓牠們的身體達到理想狀態，

時刻精神煥發。每一顆 Oven-Baked Tradition 乾糧都

具備以下三大特點，對保持寵物健康起決定性作用：

成長健康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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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貓糧
Oven-Baked Tradition

全面營養是幼貓成長的重要基礎

適合一歲或以下貓隻、懷孕或哺乳中母貓

迎接一隻幼貓回家，總會讓人忐忑又興奮。像所有哺乳類動物一

樣，貓咪在幼年時期，需要十足充分的營養來支持牠發育成長。

一般來說，幼貓會在兩個月大的時候斷奶，斷奶後主人便要讓牠

進食營養完整的幼貓專用配方。

Oven-Baked Tradition 幼貓糧由專業營養師團隊調配，符合所

有品種和體重的幼貓每天所需的營養，讓貓咪寶寶們打下良好健

康基礎，茁壯成長。

天然原材料成份

新鮮去骨雞肉、雞肉茸、粗磨珍珠大麥、粗

磨糙米、新鮮雞肝、魚肉茸、乾甜菜纖維、南瓜

茸、雞脂肪（以維他命 E 及檸檬酸保鮮）、天然酵

母、燕麥、乾蛋製品、粗磨原粒亞麻籽、三文魚油、

菊糖（益菌生）、新鮮紅莓、新鮮藍莓、新鮮甜薯、新鮮胡蘿蔔、新鮮

蘋果、新鮮波菜、氯化膽鹼、乾菠蘿、蛋胺酸、牛磺酸、綠茶萃取物（兒

茶素）、嗜酸乳酸菌、乳酸乳桿菌、酪蛋白乳酸桿菌、葡萄糖

胺鹽酸鹽、硫酸軟骨素、絲蘭萃取物、洋芫茜、維他命及礦

物質（硫酸鐵、氧化鋅、維他命 B3、維他命 E、葉酸、

維他命B12、硫酸銅、氧化錳、維他命A、硒、硝酸硫胺、

泛酸鈣、維他命 B2、維他命 B6、生物素、維他命 D3、

碘酸鈣）、天然調味、迷迭香萃取物（此產品可能含微

量花生）

保護泌尿系統
紅莓含大量原花青素，
能有效抑制尿道感染問
題。

促進消化健康
菠蘿中的酵素能幫助
消化功能，有效控制
毛球形成。

增強腦部發展
雞蛋中含有 DHA、牛磺酸、
卵磷脂等，讓幼貓腦部發育 
更健康。

健康發育 
新鮮雞肉及魚肉蛋白質
為幼貓提供能量，支持
肌肉及骨骼發展。

營養分析

粗蛋白質 最少 30.0%

粗脂肪 最少 14.0%

粗纖維 最多  3.0%

水份 最多 10.0%

灰質 最多  6.0%

鈣 最少 1.0%

磷 最少 0.8%

鎂 最多 0.1%

奧米加 6 脂肪酸 最少  3.1%

奧米加 3 脂肪酸 最少 1.2%

全方位照顧
給幼貓的

卡路里含量 : 每杯 477kcal

0.7cm
實際大小 2.5 磅 5 磅

DRY 
FOOD乾糧



讓貓咪保持健美 時刻精神煥發

適合一歲至七歲的任何貓種

單一肉類蛋白質 改善過敏體質

適合一歲至七歲的任何貓種

從各種鮮魚中獲取健康的單一動物性蛋白質，簡單的天然元素，

配合獨特的低溫慢火烘焗法，讓豐富的營養發揮到極致，令貓咪

吃出健康！精選的各種野生魚類符合人類食用等級標準，每天新

鮮運抵品牌自家工場，不會添加防腐劑之餘，更嚴格遵從加拿大

政府有關法例，確保水銀含量絕不超標。

選用新鮮雞肉塊和深海鮮肉，紅肉混合白肉，滿足貓咪對蛋白質

的需求，亦可改善挑食習慣。Oven-Baked Tradition 成貓糧 - 
北美走地雞配方經由資深寵物營養學家根據成貓膳食營養需要而

配製，無激素去骨雞肉提供天然優質的蛋白質，均衡氨基酸含量

對控制和調節身體機能及肌肉發展十分重要。

此配方含有高質素動物性蛋白質，有利貓咪消化和吸收；不含任

何填充物，大大減低過敏機會。

調理腸胃 
新鮮水果及蔬菜提供膳
食纖維，能加強消化道
功能，幫助排走膽固醇。

護養關節、保護牙齒
天然絲蘭精華可減低關節炎，而新
鮮波菜含豐富的鐵質和鈣質，具預
防骨質疏鬆和保護牙齒的功效。

保護尿道
紅莓含大量原花青素，有
效趕走尿道細菌，可預防
尿道結石或膀胱炎，改善
尿道感染問題。

全方位照顧
給成貓的

營養分析

粗蛋白質 最少 27.0%

粗脂肪 最少 14.0%

粗纖維 最多 3.0%

水份 最多 10.0%

灰質 最多 6.0%

鈣 最少 1.0%

磷 最少 0.9%

鎂 最多 0.1%

奧米加 6 脂肪酸 最少 2.8%

奧米加 3 脂肪酸 最少 1.0%

營養分析

粗蛋白質 最少 28.0%

粗脂肪 最少 14.0%

粗纖維 最多 3.0%

水份 最多 10.0%

灰質 最多 6.0%

鈣 最少 0.9%

磷 最少 0.8%

鎂 最多 0.1%

奧米加 6 脂肪酸 最少 2.8%

奧米加 3 脂肪酸 最少 1.0%

卡路里含量 : 每杯 400kcal

0.7cm
實際大小 2.5 磅 5 磅 10 磅0.7cm

實際大小 2.5 磅 5 磅 10 磅

天然原材料成份

新鮮去骨雞肉、雞肉茸、粗磨珍

珠大麥、粗磨糙米、新鮮雞肝、燕麥、

雞脂肪（以維他命 E 及檸檬酸保鮮）、

乾甜菜纖維、南瓜茸、天然酵母、新鮮深

海魚、魚肉茸、乾蛋製品、粗磨原粒亞麻籽、鯡魚油、菊糖（益菌生）、

絲蘭萃取物、新鮮紅莓、新鮮藍莓、新鮮甜薯、新鮮胡蘿蔔、新鮮蘋果、

新鮮波菜、蛋胺酸、乾菠蘿、氯化膽鹼、氯化鉀、牛磺酸、綠茶萃取物（兒

茶素）、洋芫茜、葡萄糖胺鹽酸鹽、硫酸軟骨素、嗜酸乳酸菌、乳酸

乳桿菌、酪蛋白乳酸桿菌、維他命及礦物質（硫酸鐵、氧化鋅、

維他命 B3、維他命 E、葉酸、維他命 B12、硫酸銅、

氧化錳、維他命 A、硒、硝酸硫胺、泛酸鈣、維

他命 B2、維他命 B6、生物素、維他命 D3、碘

酸鈣）、天然調味、迷迭香萃取物（此產品可

能含微量花生）

天然原材料成份

新鮮白魚（鱈魚、鰈魚、黑線鱈）、

鯡魚肉茸、粗磨糙米、粗磨珍珠大麥、

燕麥、芥花籽油（以維他命 E 及檸檬酸保

鮮）、乾甜菜纖維、乾蛋製品、南瓜茸、天然酵母、粗磨原粒亞麻籽、

磷酸二鈣、鯡魚油、菊糖（益菌生）、氯化鉀、新鮮紅莓、新鮮藍莓、

新鮮甜薯、新鮮胡蘿蔔、新鮮蘋果、新鮮波菜、蛋胺酸、乾菠蘿、氯化

膽鹼、牛磺酸、綠茶萃取物（兒茶素）、葡萄糖胺鹽酸鹽、硫酸軟骨素、

絲蘭萃取物、洋芫茜、嗜酸乳酸菌、乳酸乳桿菌、酪蛋白乳酸

桿菌、維他命及礦物質（硫酸鐵、氧化鋅、維他命 B3、維

他命 E、葉酸、維他命 B12、硫酸銅、氧化錳、維他命 A、

硒、硝酸硫胺、泛酸鈣、維他命 B2、維他命 B6、

生物素、維他命 D3、碘酸鈣）、天然調味、迷迭

香萃取物（此產品可能含微量花生）

柔順亮麗毛髮
鮮魚是天然奧米加 3 及 6 脂肪酸的來源，有助
鎖緊細胞中的水份，防止皮膚乾燥、披毛乾旱，
減少痕癢。

促進腸道健康
吸收多種天然益生菌及益菌生、蔬菜水果
纖維能讓脆弱和敏感腸胃更強壯，有助排
出毛球。

保護眼睛
藍莓的花青素是所有水果與蔬菜中含量最高的，
有助增進視力，保持雙眼明亮。

不再搔癢
抵抗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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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走地雞配方
Oven-Baked Tradition
成
貓
糧

卡路里含量 : 每杯 400kcal

大西洋白魚配方
Oven-Baked Tradition
成
貓
糧



GRAIN-FREE
無穀物系列

ALL AGES
全年齡

想給牠們更好的？

Oven-Baked Tradition

年長貓咪 有獨特的需要

適合七歲以上或需要減重的任何貓種

較北美走地雞及大西洋白魚配方少 35% 脂肪，專為七歲以上的

高齡貓或體重超標的貓咪而設。新鮮走地雞及深海鮮魚提供優質

適宜的蛋白質和脂肪，讓減重中貓咪的免疫系統維持正常運作。

特別加入各種新鮮抗氧化食材，給貓咪的健康全面支持。低溫慢

火烘焗方法令每一顆 Oven-Baked Tradition 貓糧鬆脆可口，

易於消化，改善腸胃不適的情況。

關節保護、防止發炎
特別加入三文魚油，增加葡萄
糖胺和軟骨素含量，可護養關
節，減輕關節炎惡化。

抗衰老
新鮮波菜、胡蘿蔔、
蘋果含豐富天然抗氧
化物，有助預防自由
基攻擊、氧化或侵害
細胞，延緩衰老。

維護心臟
牛磺酸可加強腦部的機能，保
護心臟，同時維持肝功能正常
運作。由於牛磺酸對神經有抑
制作用，所以具有抗痙攣及減
少焦慮的功效。

全方位照顧
給老貓 / 減肥貓的

營養分析

粗蛋白質 最少 28.0%

粗脂肪 最少 9.0%

粗纖維 最多 2.5%

水份 最多 10.0%

灰質 最多 7.0%

鈣 最少 1.1%

磷 最少 0.9%

鎂 最多 0.1%

奧米加 6 脂肪酸 最少 2.0%

奧米加 3 脂肪酸 最少 0.5%

0.7cm
實際大小 2.5 磅 5 磅 10 磅

老貓 / 減肥糧
體重控制配方

天然原材料成份

新鮮去骨雞肉、雞肉茸、粗磨糙米、粗磨

珍珠大麥、新鮮雞肝、新鮮深海魚、乾甜菜

纖維、天然酵母、新鮮紅莓、新鮮波菜、粗磨原粒亞麻籽、乾蛋製品、

氯化鉀、新鮮藍莓、新鮮甜薯、新鮮胡蘿蔔、新鮮蘋果、新鮮香蕉、新

鮮西蘭花、乾海藻、乾紫花苜蓿、芥花籽油（以維他命E及檸檬酸保鮮）、

三文魚油、氯化膽鹼、葡萄糖胺鹽酸鹽、脫水菠蘿、菊糖（益菌生）、

絲蘭萃取物、硫酸軟骨素、維他命E、維他命C、蛋胺酸、綠茶萃取物（兒

茶素）、蛋白鋅、蛋白錳、蛋白銅、嗜酸乳酸菌、乳酸乳桿菌、酪

蛋白乳酸桿菌、維他命及礦物質（硫酸鈣、牛磺酸、硫酸鐵、

氧化鋅、維他命B3、葉酸、維他命B12、硫酸銅、氧化錳、

維他命 A、硒、硝酸硫胺、泛酸鈣、維他命 B2、維

他命B6、生物素、維他命D3、碘酸鈣）、天然調味、

迷迭香萃取物（此產品可能含微量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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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路里含量 : 每杯 375k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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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貓隻與生俱來的消化系

統特點，腸道較短，動物性蛋

白質讓牠們容易消化吸收。

高消化性動物蛋白質， 強營養吸收，大大

提高抵抗力及免疫力，對抗各類敏感症。

抗氧化蔬菜水果，配合各種

維他命和礦物質，提供

均衡營養。

鮮肉含量高，加上獨特烘

焗方法，肉味香濃，營養

豐富，適口性極佳。

不含麩質，減低血糖上升，減少體

內多餘脂肪積聚，有助保持標準身

型和體重。

75%肉類

適口性高

不易肥

卡路里含量 : 每杯 475kcal 卡路里含量 : 每杯 492kcal

抗敏

不含糙米、麥等難以消化的

穀身，減低敏感症狀出現，

改善過敏體質。
0%穀物

25%蔬果

0.7cm
實際大小 3.5 磅 7 磅 0.7cm

實際大小 3.5 磅 7 磅

Oven-Baked Tradition

適合任何年齡、任何貓種

鱈魚   +   比目魚   +   黑線鱈   +   鯡魚   +   三文魚

獨一無二的

極豐富的鮮魚含量，帶來天然而優質的奧米加 3 和 6 脂肪酸，

為貓咪增強免疫力，使毛髮更亮麗。單一動物蛋白質，有效預防

皮膚及腸道過敏。敏感拜拜！

5種魚配方無穀物

天然原材料成份

新鮮白魚（鱈魚、比目魚、黑線鱈）、鯡魚肉茸、木薯、新鮮三文魚、

雞蛋、褐色馬鈴薯、芥花籽油（以維他命 E 及檸檬酸保鮮）、豌豆纖維、

天然酵母、南瓜茸、粗磨原粒亞麻籽、菊糖（益菌生）、新鮮紅莓、新

鮮藍莓、新鮮甜薯、新鮮胡蘿蔔、新鮮蘋果、新鮮波菜、氯化膽鹼、乾

紫花苜蓿、海鹽、牛磺酸、乾海藻、葡萄糖胺鹽酸鹽、硫酸軟骨素、綠

茶萃取物（兒茶素）、絲蘭萃取物、蛋胺酸、蛋白鋅、蛋白錳、蛋白銅、

嗜酸乳酸菌、乳酸乳桿菌、酪蛋白乳酸桿菌、維他命及礦物質（硫酸鐵、

氧化鋅、菸鹼酸、維他命 E、葉酸、維他命 B12、硫酸銅、氧化錳、維

他命 A、硒、硝酸硫胺、泛酸鈣、維他命 B2、維他命 B6、

生物素、維他命 D3、碘酸鈣）、天然調味、迷

迭香萃取物（此產品可能含微量花生）

天然原材料成份

新鮮去骨雞肉、雞肉茸、木薯、鯡魚肉茸、雞蛋、新鮮雞肝、新鮮白魚、

雞脂肪（以維他命E及檸檬酸保鮮）、南瓜茸、粗磨原粒亞麻籽、菊糖（益

菌生）、新鮮紅莓、新鮮藍莓、新鮮甜薯、新鮮胡蘿蔔、新鮮蘋果、新

鮮波菜、氯化膽鹼、乾紫花苜蓿、海鹽、牛磺酸、乾海藻、葡萄糖胺鹽

酸鹽、硫酸軟骨素、綠茶萃取物（兒茶素）、絲蘭萃取物、蛋胺酸、蛋

白鋅、蛋白錳、蛋白銅、嗜酸乳酸菌、乳酸乳桿菌、酪

蛋白乳酸桿菌、維他命及礦物質（硫酸鐵、氧化

鋅、菸鹼酸、維他命 E、葉酸、維他命 B12、

硫酸銅、氧化錳、維他命 A、硒、硝酸硫胺、

泛酸鈣、維他命 B2、維他命 B6、生物素、

維他命 D3、維他命 K、碘酸鈣）、天然調味、

迷迭香萃 取物（此產品可能含微量花生）

Oven-Baked Tradition

適合任何年齡、任何貓種

無穀物雞魚配方

鮮魚組合！

營養分析

粗蛋白質 最少 36.0%

粗脂肪 最少 18.0%

粗纖維 最多 2.5%

水份 最多 10.0%

灰質 最多 7.25%

鈣 最少 1.5%

磷 最少 1.0%

鎂 最多 0.09%

奧米加 6 脂肪酸 最少 2.75%

奧米加 3 脂肪酸 最少 1.0%

葡萄糖胺 最少 600mg/kg

軟骨素 最少 500mg/kg

讓貓咪期待每一餐

高含量鮮肉徹底滿足天生就是吃肉一族的貓咪！優質蛋白質來源

自北美新鮮走地雞和大西洋深海鮮魚，讓貓咪的消化系統吸取最

大的營養。不含穀物和容易引致肥胖的馬鈴薯，採用木薯為主要

碳水化合物，有助舒緩貓咪對穀物所產生的敏感症狀。

營養分析

粗蛋白質 最少 42.0%

粗脂肪 最少 20.0%

粗纖維 最多 2.5%

水份 最多 10.0%

灰質 最多 7.25%

鈣 最少 1.5%

鎂 最多 0.09%

磷 最少 1.0%

奧米加 6 脂肪酸 最少 2.75%

奧米加 3 脂肪酸 最少 0.5%

葡萄糖胺 最少 600mg/kg

軟骨素 最少 500mg/kg

特強關節護養
葡萄糖胺

鯊魚軟骨素

600mg/kg
500mg/kg



Oven-Baked
Tradition

愛寵現時的主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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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轉吃 Oven-Baked Tradition
您 應 該 逐 步 讓 您 的 愛 寵 轉 吃 Oven-Baked 
Tradition，以避免突然改變飲食所引致的不良反應，

例如軟便或嘔吐。我們建議應用 7-12 天的時間，循序

漸進，逐少混合舊糧餵飼，慢慢調高 Oven-Baked 
Tradition 的比例，直至完全取代舊糧。從此，您和愛

寵的健康新體驗便可以真正展開。

食用罐頭可讓不愛喝水的貓咪攝取

大量水份，降低尿道結石形成，喵！

水會輸送養份到各個器官，對維持身體機

能極為重要。Oven-Baked Tradition 無穀物

貓罐頭含豐富鮮肉，不含任何穀類填充物，大幅降

低過敏的可能性！

無穀物貓罐頭 - 走地雞配方
適合任何年齡、任何貓種 2.75oz 5.5oz

雞肉、藍莓、蜆及其他天然原材料成份：

雞湯、新鮮雞肉、雞肝、深海鮮魚、豌豆、天然雞肝調味、洋菜、

胡蘿蔔、蘆筍、紅莓、藍莓、粗磨原粒亞麻籽、紐西蘭綠唇青口、雞蛋、蜆、三

文魚油、橄欖油、磷酸三鈣、海鹽、乾海藻、氯化鉀、三磷酸鈉、硫酸鈣、氯化膽

鹼、甜菜鹼、蛋白鋅、蛋白鐵、菸鹼酸、維他命 E、硝酸硫胺、蛋白銅、蛋白錳、亞硝酸

鈉、泛酸鈣、維他命 A、核黃素、維他命 B6、生物素、維他命 B12、碘酸鈣、維他命

D3、葉酸

2.75 oz : 86 kcal/can  |  5.5 oz : 172 kcal/can

無穀物貓罐頭 - 火雞配方
適合任何年齡、任何貓種 2.75oz 5.5oz

火雞、紅莓、青口及其他天然原材料成份：

火雞湯、新鮮火雞肉、火雞肝、深海鮮魚、豌豆、天然雞肝調味、

洋菜、紅莓、藍莓、粗磨原粒亞麻籽、紐西蘭綠唇青口、雞蛋、

蜆、胡蘿蔔、蘆筍、三文魚油、橄欖油、海鹽、三磷酸鈉、乾海藻、

氯化鉀、硫酸鈣、氯化膽鹼、甜菜鹼、蛋白鋅、蛋白鐵、菸鹼酸、

維他命 E、硝酸硫胺、蛋白銅、蛋白錳、亞硝酸鈉、泛酸鈣、維他命 A、

核黃素、維他命 B6、生物素、維他命 B12、碘酸鈣、維他命 D3、葉酸

2.75 oz : 86 kcal/can  |  5.5 oz : 172 kcal/can

無穀物貓罐頭 - 三文魚配方
適合任何年齡、任何貓種 2.75oz 5.5oz

三文魚、羅非魚、吞拿魚、蘆筍及其他天然原材料成份：

三文魚湯、三文魚、羅非魚、吞拿魚、豌豆、天然雞肝調味、洋菜、硫酸鈣、胡蘿蔔、蘆筍、

紅莓、藍莓、粗磨原粒亞麻籽、紐西蘭綠唇青口、雞蛋、蜆、大豆油、橄欖油、三磷酸鈉、

海鹽、乾海藻、氯化鉀、氯化膽鹼、甜菜鹼、蛋白鋅、蛋白鐵、菸鹼酸、維他命 E、

硝酸硫胺、蛋白銅、蛋白錳、亞硝酸鈉、泛酸鈣、維他命 A、核黃素、維他命 B6、

生物素、維他命 B12、碘酸鈣、維他命 D3、葉酸

2.75 oz : 86 kcal/can  |  5.5 oz : 172 kcal/can

乾糧比較 瞭解愛寵飲食
參考以下十大準則，剔一剔，品質一目了然！

看一看，愛寵現時吃的主糧有以下優點嗎？請在相應的空隔內填上

「     」號，便能評估愛寵的主糧是否優質：

低溫烘焗，肉味濃郁！
慢火烘焗可增加食物的天然香氣和味道，同時保留營養素及維他命的
完整性。1
粒粒鬆脆，不油膩！
獨特低溫慢火烘焗烹調，造出脆身乾糧，易於咀嚼及消化。2
材料首位：去骨無激素鮮肉 (fresh meat)
以鮮肉 ( 羊 / 魚 / 雞 ) 為首，提供高質素易消化蛋白質，不含動物副產
品 ( 例如羽毛、頭、腳、皮等 )。3
含有奧米加 3、6 脂肪酸
均衡的必需氨基酸，增強皮膚健康，亮澤毛髮。4
含有葡萄糖胺
從鯊魚軟骨提煉天然葡萄糖胺，促進骨骼、關節、軟骨健康。5
包裝袋內是鋁箔層，有效防潮。
鋁箔層具良好防霉、防潮作用，有效阻止水氣滲透，避免糧食容易變
壞。6

自家工場，供應穩定。
不假外求，嚴格製作，逐一監控每個生產步驟，質素有保證。8
全球性認可，於歐盟、加拿大、美國、澳洲取
得認證。9
不含劣質或有害材料，例如大豆、小麥、維他命 K3、
BHT、BHA、三聚氰胺、三聚氰酸、黃曲霉毒素 B1 等等10

買糧附送糧杯，可準確量度進食份量！7

85%第 1 至 2 日 15% 

70%第 3 至 4 日  30%

55%第 5 至 6 日  45% 

40%第 7 至 8 日 60% 

25%第 9 至 10 日 75% 

10%第 11 至 12 日 90% 

第 13 日 100% 

轉糧日數 Oven-Baked Tradition 的比例 舊糧的比例

天然貓罐頭
Oven-Baked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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