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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  貓實驗動物貓實驗動物貓實驗動物貓實驗動物 

 

一、簡介 

過去由於人們相信犬貓的解剖、生理及對疾病的反應與人相似，因此數世紀

以來廣泛被使用於生物醫學研究。貓的腦部在發展上介於低等哺乳類及靈長類之

間，且腦部大小於演化過程中變異少，因此貓的腦部一直是研究人員極有興趣的

部分，在解剖學及功能性的探討都曾被廣泛研究。如今，貓仍舊繼續作為人類疾

病模式研究的實驗動物。 

使用於研究實驗的貓與一般飼養的家貓屬同一物種（species）。家貓（Felis 

silvestri catus）源自非洲野貓（Felis silvestris libyca），牠們是半棲息樹上的肉食動

物（semi-arboreal carnivore），是掠食者。根據最早的歷史記載，家貓與人類至

少共同生活了 5,000年，但是與人類共同生活 20,000年的狗相比，貓還是保留著

強烈的孤立性及野性，其優越的水分保存能力，即使飲水量少的情況下亦不容易

陷入脫水狀態，但這種特性亦使牠們對外來疾病的抵抗力薄弱，凸顯與其他圈養

動物截然不同的習性。 

作為科學研究用的貓，需選擇健康、年輕、短毛（易於使用、清潔及管理），

並熟悉人類的觸摸者。貓的研究應用方向有：膀胱疾病、骨隨移植、HIV研究、

人類遺傳性疾病（新生兒代謝異常）、心肌病變、腦神經及精神醫學、神經脈衝

的傳遞、染色體異常等。 

由於貓是一般家庭常見的伴侶動物（companion animals），因此動物的取得

必須採取合法途徑，並經機構的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審核同

意後執行。 

 

二、生物特徵 

(一) 一般特徵 

貓是聰明、高度個體化的動物，其生活方式與人類或犬有很大的差異。貓是

優秀的攀爬者、跳躍者、掠奪者，眼睛在夜間透過微薄的亮光亦可獵捕動物，牠

們對快速移動的物體特別敏銳。其聽覺非常發達，尤其是對於囓齒類動物間溝通

的超音波頻率，此特性有助於獵捕此類動物。貓的嗅覺協助獵物的定位，但並不

如犬那麼發達，也不像犬般具有豐富的肢體語言及高度社交性，如面部表情、體

態、尾巴姿勢、或群居性等。貓天性孤立，並有強烈地域性，只能以不甚緊密的

社群方式結合，儘管如此，只要有足夠的空間，貓可以群居飼養。貓生物特徵與

一般生理特徵列於表 24-1。 

 

表 24-1  貓的生理參考值 

壽命 9-14年 

成貓體重 雄貓：3-7公斤；雌貓：2.5-4公斤 

染色體數 38對 

攝食量 70 -190公克/公斤(依不同食物種類而不同) 

體溫 38.6℃（38.0-39.5℃） 

性成熟 公：8-9月齡；母：5-10月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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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期(breeding life) 6-8年 

繁殖季節 冬末至初秋 

發情型式 多發性 

發情週期(estrous cycle) 14天（未交配時） 

排卵機制 誘導型 

排卵時間 交配後 25-50小時 

懷孕期 59-65天 

胎數 3-6隻 

出生體重 100-120公克 

哺乳期 7週 

牙齒構造：乳齒 

永久齒 

2(I 3/3:C 1/1:P 3/2)＝26 

2(I 3/3:C 1/1:P 3/2:M1/1)＝30 

資料來源：The UFAW Handbook on the Care and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and 

Other Research Animals.8
th

 edition.2010. 

 

(二)生理特徵 

貓是百分之百的肉食動物。其蛋白質及脂肪需求量遠高於狗，而碳水化合

物需求較低，腸道也較短。為維持身體的正常運作，貓對必需胺基酸的需求較高，

貓無法由 ornithine和 citruline合成 arginine，需由食物中攝取，如果貓因疾病或

緊迫導致食慾減退或不進食，則產生 arginine 缺乏症。狗可以由 methionine 和

cysteine 合成 taurine，但是貓沒有有效的酵素執行此一路徑，取而代之的是將

cysteine 轉換為 felinine 或 glutathione。缺乏 taurine，貓會產生退行性視網膜病

變，甚至會造成心肌病變或癲癇。如果貓持續 3-5天不進食，則體內脂肪代謝改

變，導致脂肪肝。 

其他營養特異性如下：無法利用 β-carotine 作為維生素 A 的來源；無法利用

tryptophane作為維生素 B3（niacin）的來源；無法由體內多餘的必需脂肪酸 linoleic

或 linolenic acid產生 arachidonic acid；對碘的需求遠比其他肉食動物（例如犬）

高；對高含量的鎂耐受性低；及需要維生素 B，如僅餵食魚或工廠生產的飼料，

易造成維生素 B缺乏而發生神經病變。 

有關藥物代謝方面，貓雖然使用與人類或犬相同的藥物，但是有些藥物對

貓幾乎造成致命的毒性。貓的肝臟缺乏 uridine diphosphate-glucuronyl 轉換酶，

導致無法代謝許多藥物，例如 salicylates、morphine、phenol 等藥物需經過此一

轉換步驟才能增加水溶性以排出體外。其他經 glucuronide conjugation代謝的藥

物，則需改變給藥頻率及劑量後才能使用。Acetaminophen使貓血液中的紅血球

氧化，產生 methemoglobin及 Heinz body，造成貓的死亡。 

 

(三)血液及生化值 

如表 24-2所示，貓的血液及生化值依不同的檢驗室、品種、年齡及性別而

呈現顯著的差異性。表 24-2 為建議參考值，各動物設施或實驗室需建立屬於單

位的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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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貓的血液及生化參考值 

心跳 成貓：100-120/分鐘；幼貓：130-180/分鐘 

血壓 120/75 mmHg 

全身血液量 55.5（47.3-65.7）毫升/公斤 

單次最高採血量 2% / 體重 

呼吸次數 20-40次/分鐘 

呼吸潮量 20-42毫升 

總血液量 47.3-66.7 毫升/公斤 

血容積比 30-45％ 

紅血球 5.0-10.0×10
6
/ul 

白血球 5.5-19.5×10
3
/ul 

血色素 8-15 g/dl 

平均血球容積 82-92 fl 

平均血球血紅素 13-17 pg 

平均血球血紅素濃度 31-35％ 

血小板數 3-7×10
5
/ul 

嗜中性白血球 3-13×10
3
/ul 

淋巴球 1.2-9×10
3
/ul 

單核球比 0-0.7×10
3
/ul 

嗜伊紅球 0-1.2×10
3
/ul 

嗜鹼性球 稀少 

總蛋白質 5.4-7.3 g/dl 

白蛋白 2.1-3.3 g/dl 

球蛋白 2.6-5.1 g/dl 

尿素氮 15-33 mg/dl 

肌酸酐 100-850 IU/L 

鹼性磷酸酶 2-7 IU/L   

血清麥氨酸草酸氨基轉移酶 15-35 IU/L 

血清麥氨酸丙酮酸氨基轉移酶 1.7-1.4 IU/L 

總膽紅素 0.15-0.20 mg/dl 

血糖 70-110 mg/dl 

資料來源：Brent J.Martin. The laboratory cat. 1997. 

 

三、飼養及管理 

(一)貓的行為 

貓是非社交性動物，但通常在小群飼養環境中表現良好的適應力，在小群

體中，牠們會共同遊戲及彼此清理毛髮。採取小群飼養時，貓隻隻數以 10-15隻

為原則，雄性與雌性動物應分別飼養，一般來說性成熟的母貓較公貓更能接受小

群飼養。幼貓及年輕貓在小群飼養環境中共同遊戲，並從中逐漸學習社會化，老

貓也參予同伴間的遊戲，但是頻率較低，老貓大約 60﹪的時間用於睡眠。 

貓會以嗅覺進行溝通。藉由噴灑尿液、以及將位於兩頰和耳朵前腺體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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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味塗抹在物體表面的方式表現自我地盤。在公貓，噴尿的情況尤其明顯。 

貓在固定地點排泄，飼養貓時應提供足量的乾淨貓沙盆，貓沙盆太骯髒，

或者已經有其他貓隻使用過時，有些貓會拒絕在該貓沙盆排泄，而造成排泄習慣

改變。每一貓沙盆最多提供 2-3隻貓使用，且需每天清潔或更換貓沙。 

健康、穩定的貓隻充滿警覺性，並對周遭環境非常好奇。牠的眼睛明亮、

耳朵豎立，當人員進入動物房時，貓常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但不要誤以為是代

表舒服或滿足的徵兆。大部份的貓喜歡被當寵物對待，他們常以抓飼養者的手或

腳等方式引起人們的注意。很多貓都會玩飼養籠內的玩具。貓隻之間的溝通常帶

有侵略性和警告性，因此常會聽到群體間發出咆哮、尖叫、低沉的警告聲。當貓

心情不好時，會蜷縮在籠內，尾巴抽動，眼睛微閉、耳朵垂下，活動量下降，並

發出低吼聲。當貓隻呈現扁耳、露齒與拱背，表示處於侵略狀態。 

貓對熟悉的飼養人員及環境結構的改變很敏感，突然面對陌生的飼養人員

或環境、過於吵雜或忙亂的動物房，可能使貓陷入極度神經質的狀態。如因實驗

所需而更換飼養人員或飼養環境，則應花費足夠時間逐漸使貓適應。貓的飼養人

員，應由個性安靜、穩定、動作溫柔的人員來擔任。 

貓的抓取方式與大部分的家畜不同。一般而言，貓對輕柔的抓取方式反應

較佳，飼養人員需安靜的，或者輕聲細語呼喚著貓的名字接近貓，抓取貓後繼續

維持交談，搔癢貓的脖子及臉頰。突然的大動作或噪音會使貓掙扎或跳脫，也會

使飼養人員被抓傷或咬傷。這些觸摸、抓取的動作需在和貓隻遊戲與互動中持續

進行，而不是只在餵食或清潔動物房舍時施行。與人類互動良好、且熟悉人類觸

摸及抓取的貓隻不僅易於照料，更有助於研究的進行。 

另一種能提供安定的環境常用方法是撥放收音機，使貓熟悉輕度的環境噪

音及人的談話聲，以免人員的進出或作業對貓造成不必要的緊迫。 

 

(二)繁殖 

雄貓的陰囊極為明顯，內有睪丸。但其陰莖及包皮常內縮，故不易觀察。

雌貓的陰戶位於肛門口腹側方，外觀極易辨識。 

雌貓為季節性多發情動物，從冬末至初秋會有多次的動情週期。在自然界

中冬季嚴寒時約有 2-3個月的發情休止期，但是在恆溫恆濕的動物設施內，透過

恆定的光照（12小時光照/12小時黑暗；或者 14小時光照/10小時黑暗），雌貓

可以一年四季繁殖。貓的繁殖方法可採用一夫多妻制，2隻雄貓與 15-20隻雌貓

輪流配種。雌貓約 12月齡開始配種，或者體重至少達 3公斤，雄貓數量太多時

往往造成嚴重的攻擊及衝突，因此單一繁殖族群內雄貓隻數以不超過 3隻為佳。 

貓是誘導發情的動物，辨別雌貓的發情期需觀察牠的行為及身體姿勢的變

化。發情期時，雌貓常發出低沉的求偶聲，當人員用手刺激或按壓其背部時，雌

貓呈現背部壓低、臀部翹高、尾巴移至外側、後腳踩步的求偶姿勢。雌貓的發情

期約 4-6 天，期間如未進行交配，則持續發情約 8-10 天。交配後，雌貓體內黃

體素上升，約 25-50小時後誘導排卵。通常雌貓進行一次以上的交配來誘導排卵，

因此同一胎的仔貓可能來自一隻以上的雄貓。 

雌貓受精後 12-14天胚胎著床，懷孕期為 59-65天。在懷孕第 4-6週時可以

腹部觸診、超音波或照射 X光診斷。確定雌貓懷孕後，可單獨分開飼養，以免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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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被其他母貓偷取或公貓攻擊。生產前可在分娩箱內添加巢料或毛巾，供雌貓築

巢之用。 

仔貓出生時尚無視覺及聽覺，在出生後 10-14天才發育完全。哺乳期約 6-7

週，離乳後與同輩幼貓群居飼養至 5-6月齡性成熟為止。 

一般而言，育種用雌貓及雄貓可持續繁殖 6-7年，每年生產兩次，每胎生產

3-6隻仔貓。良好性格的雌貓造就良好性格的幼貓，因此育種用貓需選擇母性良

好、與人親近、不神經質的雌貓。在雌貓分娩後的哺乳期（社會化最適當時期為

出生後至兩月齡），飼養人員即需對雌貓及仔貓進行觸摸及安撫，以便協助仔貓

社會化並熟悉與人類互動。 

 

(三)飼養環境 

貓的飼養可採單獨飼養或小群飼養、室內或戶外飼養，研究機構依其環境、

經費及研究目的而選擇飼養方式，但在下列情形建議採取單獨飼養：分娩前後的

雌貓、性成熟的雄貓、生病或受傷的貓、檢疫及適應期的貓、因實驗目的需單獨

飼養的貓。每隻貓的建議飼養空間如表 24-3。 

表 24-3  貓的建議飼養空間 

體重（公斤） 地板面積/動物 

（平方公尺） 

高度（公分） 備註 

≦4 0.28 60.8 貓隻喜愛高架棲息平台，並提

供較充裕的垂直高度 ＞4 0.37 60.8 

 

單獨飼養或小群飼養，每隻貓的飼養面積約為 0.3-0.5平方公尺，以及足夠

的垂直空間。設置供動物休息的高於底板的高架平台、遮蔽用紙箱或籃子、遠離

休息區和餵食區的供排泄用的貓沙盆，以提供貓的心理及生理層面的舒適感。通

常幼貓對玩具的接受度高，但是對性成熟的公貓，則以提供能觀察外界動態的視

窗較為合適，方便能觀看走廊或建築物外頻繁的人、物活動來紓解環境壓力。巢

料需清潔衛生且為可拋棄式，乾淨的碎布或軟墊是常用的巢料。 

在小群飼養時，需注意是否能提供足夠使貓隻隱藏及逃避的空間。這使貓

隻能擁有小型地盤、並在遭受其他貓攻擊時能撤退至安全的避難所。其次是需有

垂直活動的空間，以便貓隻在高處休息、懸吊、攀爬窗戶的邊框等，同時透過窗

戶進行屋外觀察。 

單獨飼養的貓籠常以 4 至 6 個為一組，安裝於移動式籠架上。籠舍通常以

不鏽鋼製成，每個飼養籠的內部需有貓沙盆、水盆、伸展身體的活動空間、以及

高架平台。 

貓舍大環境維持恆溫恆濕並提供良好的通風，建議條件如表 24-4： 

表 24-4  貓的飼養環境條件 

溫度 18-29℃ 

溼度 30-70﹪ 

換氣次數 10-15次/小時 

光照 150 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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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的呼吸道疾病是貓飼養設施內最棘手的問題之一，良好的環境溫度、濕

度控制及增加換氣次數可有效減低呼吸道問題。貓在 15-30℃環境中皆可適應，

但是低溫高濕、或超過 20公分/秒的罅隙風，則可能對貓造成緊迫而誘發呼吸道

疾病。 

實驗用貓的飼養，需符合下列三個飼養環境條件，以滿足貓的心理及生理

需求。1、環境的複雜性及正面的刺激（提供探索的樂趣）；2、環境中難以預測

的程度（滿足好奇心）；及 3、可控制或選擇性活動的機會。有些動物設施使用

貓薄荷（Nepeta cataria），約 50﹪的貓對貓薄荷中含有的荊芥內酯（nepetalatone）

呈現反應。這種香氣如同大麻一般吸引貓，透過貓的嗅覺產生麻醉性及興奮性。 

 

(四)清潔及餵食 

貓飼養區域應隨時保持乾淨舒適的飼養環境。環境的清潔不僅是清理排泄

物或清洗飼料槽，由於貓隻疾病的傳播與貓所處的環境有關，因此需儘可能清除

環境中貓的呼吸道分泌物、排泄物、皮屑、毛髮，以減低疾病傳播的機會。貓沙

盆需每天清潔或更換貓沙。飼養籠最少每 2週應更換或徹底清潔。以水盆裝填新

鮮的飲用水，水盆應每日清洗且每週消毒 2次。進行環境的清潔及清洗工作時，

貓隻應暫時離開清潔區域。 

貓採取機會性進食，也就是說牠們會適應可以取得食物的機會而進食。成

貓每日 1-2次餵食，但是懷孕母貓及幼貓則需增加餵食次數。貓對食物非常挑剔，

不新鮮或已經有貓隻食用後剩餘食物，往往造成其他貓隻拒吃。常見的飼料有三

種類型：乾、半乾及罐頭飼料，每日供應新鮮食物是維持食慾的基本原則，在固

定的餵食時間，餵食 20-30分鐘後，清除剩餘的食物並清潔飼料槽，其他時間則

提供數次小碗乾飼料給貓隻食用，這遠比以大型飼料槽裝滿食物全天候供貓隻任

食為佳。 

季節變換或者環境緊迫時，有些貓出現毛球問題，牠們不斷的舔舐毛髮，

堆積在胃部形成毛糰，導致間續性嘔吐，此時可給予化毛膏治療毛球問題。 

 

(五)動物標示及資料保存 

常用的標示法有刺青、皮下訊號發射器、頸圈、籠舍標示卡等。大多數的

貓皆擁有不同的花紋與毛色，群居飼養時可以外貌、皮毛辨識個體。 

任何標示方法皆應於動物進入設施第一天完成。標示卡上可記錄多項資

料，包括研究人員的基本資料及聯絡方法、動物的來源、品種品系、性別、年齡、

編號、飼養日期、體重、實驗摘要或研究審查通過編號等。 

每一動物個體皆應建立一份病歷資料，個別紀錄所有檢疫內容、每週一次

的臨床檢查、每年一至兩次的健康檢查、疾病診斷、治療、預防、麻醉等資料。 

 

四、營養 

如上述貓是肉食動物，必須攝取足夠的肉製品。依據美國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於 1986年建議，成長中貓的營養需求，每日蛋白質需求量約為 11.4公克，

包括：arginine 478毫克、histidine 144毫克、isoleucine 239毫克、leucine 574毫

克、lysine 383毫克、methionine 和 cystine 359毫克、phenyaline 和 tyrosine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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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threonine 335毫克、tryptophan 72毫克、valine 287毫克、taurine 19毫克。

脂肪中 linoleic acid 0.24公克、arachidonic acid 9.53毫克，以及其他礦物質與維生

素。食物的適口性決定於蛋白質的品質、脂肪的新鮮度及食物的組成，貓喜歡食

物有變化，對不同的蛋白質來源接受度亦高。離乳後，食物的攝取型態逐漸固定

化，因此從幼貓發展社會化時期，就開始讓牠們食用不同的食物。勿餵食生羊肉

或生雞肉，以防止傳染弓蟲的危險性，亦勿餵食冰冷的飼料或罐頭，所有食物需

回復常溫後才使用。腐臭的脂肪不僅降低適口性，而且有氧化維生素 E作用，引

發維生素缺乏而導致貓的脂肪炎。 

 

五、運輸 

運輸動物前應事先確認運輸條件、籠子大小、運輸溫溼度、交通時間等。

遠距離離運輸時，每 12 小時提供飲水、每 12-24 小時提供食物。運送時盡量使

用配有空調的交通工具，否則至少提供適當的遮蔽物，避免動物直接暴露於外在

環境。夏季運輸動物時，尤其要注意高溫及緊迫問題，建議於 30℃以上的環境

溫度中運輸動物，運送時間不要超過 4-6小時，如超過時途中應補充飲水，以免

動物熱中暑。 

運輸籠大小需符合動物體型大小、方便轉身及躺臥，材質堅固不易破損，

可防止排泄物流出籠外(可舖吸水性強的木屑或看護墊)，並要透氣性佳、容易觀

察，一般建議約長 65公分、寬 40公分、高 40公分。爲降低緊迫，於運送前一

天先將運輸籠置於貓的欄舍內，使貓能在運輸籠留下氣味標誌、熟悉並適應。 

雖然運輸對貓是很大的緊迫，但儘可能不使用鎮定劑。接收貓的動物設施

或實驗室需爲新進貓提供有適當遮蔽物的飼養場所。貓到達當日，將裝有貓的運

輸籠直接放置欄舍內，打開運輸籠的門，人員離開欄舍，接下來需等待讓貓自行

決定何時跨出運輸籠，探索新的環境。房舍內部需保持安靜，並備有可以躲藏的

遮蔽物。在貓有足夠時間習慣新環境、並在房舍內活動之前，人員盡量勿接近或

抓取貓。使用鎮定劑會使貓的感官的靈敏度降低，延遲貓對新環境的適應度。 

 

六、檢疫及適應 

研究人員可由兩種來源取得實驗貓：（一）專門進行實驗貓生產的繁殖場；

及（二）將流浪貓進行收容、馴化後作為實驗貓之用。SPF微生物等級的貓體內

需無特定病原菌的抗體，如呼吸道皰疹病毒、卡里西病毒、披衣菌、貓白血病病

毒(FeLV)、貓免疫缺陷病毒(FIV)、冠狀病毒(FIP)以及內外寄生蟲等。 

SPF微生物等級的貓，應隔離適應約 2-3週，之後施打疫苗才進入飼養區。

非 SPF微生物等級的貓，例如由動物收容所取得者，則隔離檢疫四週。亦可依據

貓的健康狀況，於必要時實施 8週的隔離，進行疾病診斷、治療及預防措施，以

免不慎感染原已飼養在設施內的動物。 

非 SPF微生物等級貓的建議檢疫程序，如表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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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5  非 SPF微生物等級貓的建議檢疫程序 

動物到達程序： 

1.由獸醫師或資深飼養人員依照動物訂購單上的項目清點送達的動物是否

符合需求。年幼、老年、生病動物或不符合研究需求的動物則直接送回

供應商。 

2.外觀觀察、性別辨識、秤重、標示、製作健康紀錄表。 

到達後檢疫及適應程序： 

1.噴灑外用殺蟲劑。 

2.進行全身性理學檢查：耳鼻口等五官、內外寄生蟲、呼吸道...等。如發現

耳疥蟲、內外寄生蟲、感染等狀況，則給予適當的處理及預防性治療。 

3.提供食物及飲水，觀察攝取量 

4.進行每日觀察，注意貓是否有疾病症狀，必要時進行個別診斷及治療，

或者安樂死。 

5.正常情況下，2週後施打疫苗。 

移入飼養區前程序： 

1.進行全身性理學檢查 

2.進行糞便檢查 

3.依據研究需求，必要時進行血液或尿液檢查 

一般注意事項： 

1.不同來源、不同批次的新進動物應隔離飼養。注意硬體環境、空調、飼

養設備，以確保工作人員的安全與避免疾病擴散。 

2.進行長期實驗的貓，需每年追加注射疫苗(1.皰疹病毒 2.卡里西病毒 3.披

衣菌肺炎 4.貓瘟小病毒 5.貓白血病病毒，五效合一)，及驅除內寄生蟲。 

 

七、經由貓媒介之人畜共通傳染病 

經由貓媒介之人畜共通傳染病，主要有 6種，如表 24-6。 

 

表 24-6  經由貓媒介之主要人畜共通傳染病 

疾病 症狀(人) 處理 控制及預防 

Campylobacter 下痢 尋求醫師處理 避免糞便污染 

沙門氏桿菌症 下痢、敗血症 尋求醫師處理 避免糞便污染 

內寄生蟲-圓蟲類 仔蟲移行至臟

器 

尋求醫師處理 避免糞便污染 

黴菌 圓形禿、病灶區

的皮膚角質化 

尋求醫師處理 接觸動物後徹底清潔雙

手 

弓漿蟲症 孕婦流產及畸

形胎兒 

尋求醫師處理 懷孕婦女需配戴口罩、

手套後才可以接觸貓的

排泄物及餵食之生肉 

貓抓熱 局部淋巴結病

變 

尋求醫師理，

可預防性服用

抗生素 

避免遭受貓的攻擊，以

較安全的方式處理攻擊

性強的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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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獸醫照顧 

(一)常見疾病 

下列是常誘發或惡化疾病的傳播因素：過度擁擠的飼養密度、房舍通風不

良或換氣次數不足、低溫高濕的環境、清潔衛生條件差、營養不良、混合飼養各

種不同來源的貓，以及心理、生理、環境的緊迫等。貓的行為及表現顯示出個體

的健康狀態，健康的貓顯示警惕的舉止、輕巧及自由的移動，對週遭環境及食物

表示好奇心，常常舔舐清理自己的皮毛，擁有清潔的眼睛、耳朵、嘴巴及皮毛，

而生病的貓則顯現多量的分泌物(眼、耳、鼻、尿道口)、流涎、嘔吐或下痢、捲

縮身體、活動量降低等。 

 

1、呼吸道疾病 

疾病 症狀 處理 控制及預防 

貓病毒性鼻氣管

炎(cat flu)： 

1.皰疹病毒 

2.卡里西病毒 

發燒、打噴嚏、膿漾

眼鼻分泌物、結膜炎 

補充營養及水

分，處理繼發

性感染問題 

施打疫苗，隔離病貓 

披衣菌肺炎 打噴嚏、眼鼻分泌

物、角膜炎 

Tetracycline, 

doxycycline 

施打疫苗，隔離病貓 

 

2、血液-淋巴系統疾病 

疾病 症狀 處理 控制及預防 

貓泛白血球減

少症；貓瘟 

發燒、下痢、脫水、

白血球下降 

補充營養及水

分，處理繼發

性感染問題 

施打疫苗，隔離病貓 

貓病毒性免疫

缺陷症(FIV) 

無明顯病症。於免疫

抑制及繼發性感染

時有明顯臨床症狀。 

安樂死  

貓白血病(FeLV) 淋巴瘤或骨髓造血

不全性貧血、較少有

免疫抑制現象 

安樂死 施打疫苗  

貓傳染性腹膜

炎(FIP) 

腹水-腹圍擴大、胸

腔積液 -呼吸困難

(溼式)；肉芽組織化

腹膜炎(乾式) 

安樂死 感染動物不一定發

病，需控制緊迫、營

養、飼養環境等誘

因，以降低發病機會 

 

3、消化道疾病 

疾病 症狀 處理 控制及預防 

球蟲症 血痢、脫水 磺胺藥 減低緊迫、加強衛生 

Campylobacter 下痢、脫水 紅黴素、輸液 減低緊迫、加強衛生 

沙門氏桿菌症 發燒、下痢、脫水、

敗血症 

輸液、抗生素 減低緊迫、加強衛生 

內寄生蟲 下痢、消瘦、貧血 驅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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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皮毛及皮膚疾病 

疾病 症狀 處理 控制及預防 

黴菌感染 圓形脫毛 黴菌藥 減低緊迫、加強衛

生。幼貓在約 30 天

左右會自行復原。 

跳蚤感染 有跳蚤及其排泄物 貓藥浴、防蚤

滴劑、環境噴

藥 

加強環境衛生及消

毒 

 

(二)麻醉、止痛及術後照顧 

1、麻醉 

(1)注射型麻醉藥物 

   操作容易，價格便宜，但是購買及使用此類藥物應至管制藥品管局 

       申請相關證件。 

   對於神經質或攻擊性強的貓，常使用可肌肉或皮下注射給藥的麻醉劑。 

A、Ketamine HCl：它是屬於解離型麻醉劑，注射後使動物進入強制性昏

厥狀態，嚴格說來它並不是真正的麻醉劑，止痛及肌肉鬆弛效果差，

在臟器或深部組織的止痛效果不佳。Ketamine溶液的 pH值較低，因

此對組織的刺激性大，易引發動物的疼痛感。 

Ketamine 常與其他鎮靜劑合併使用，例如 xylazine(Rompun
TM

)、

acetylpromazine (Acepromazine
TM

)和 diazepam(Valium
TM

)是常用藥

物。Xylazine是 α-2- adrenergic agonist 鎮靜劑，鎮定及肌肉鬆弛效果

良好，亦有短效的止痛效果，但是由於它有催吐作用，故使用前動

物需禁食。Acepromazine 可降低個體對環境的生理反應而產生鎮定

作用，常用來做為動物保定用藥。Diazepam 有鎮定、抗經孿效果，

但是止痛效果不佳，有時不同動物會產生興奮或抽蓄反應。 

B、Zolazepam HCl /Tiletamine HCl混合麻醉劑(Zoletil
TM

)：Tiletamine HCl

屬於解離型麻醉劑，Zolazepam HCl為肌肉鬆弛劑，兩者合而為一，

麻醉及肌肉鬆弛效果佳，麻醉持續時間亦較長。 

C、其他麻醉藥物及參考劑量如表 24-7。 

(2)吸入型麻醉藥物 

對動物安全、副作用低，但是價格昂貴，需配合附有汽化器的麻醉 

        機使用。 

        A、Halothane：最常使用的吸入性麻醉劑，價格便宜、麻醉效果良好，  

           但是它具有肝毒性，因此操作時需在空調系統良好，且能有效排除    

           halothane廢氣的場所進行動物麻醉。 

 B、Isoflurane：使用上較 halothane安全，且對身體代謝影響較低，但 是

價格較 halothane貴。 

    2、止痛 

     由於貓對類鴉片止痛劑的超興奮反應以及無法有效代謝 NSAID類藥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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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7  貓常用麻醉藥物劑量參考表 

適用條件及藥物 劑量 投予途徑 

麻醉前給藥 

Atropine 

Glycopyrrolate 

 

0.03-0.045mg/kg 

0.02 mg/kg 

 

SC 

IM、SC 

鎮靜及保定 

Ketamine 

 

Ketamine/Midazolam 

Acepromazine 

Diazepam 

 

Xylazine 

Tiletamine HCl/Zolazepam HCl  

 

 

5-10mg/kg 

2.2-4.4 mg/kg  

5-10 mg/kg+0.2 mg/kg 

0.03-0.125mg/kg 

0.1-0.3mg/kg 

0.2-0.4 mg/kg 

0.04-0.9mg/kg 

0.1-0.3mg/kg 

5 mg/kg 

 

IM 

IV 

IM 

IM、SC 

IV 

IM 

IM 

IV  

IM 

麻醉 

Ketamine 

Ketamine/Acepromazine(10:1) 

 

Ketamine/Xylazine 

追加 ketamine劑量 

 

Ketamine/Medetomidine 

Ketamine/Medetomidine/ 

Butorphanol 

Halothane 

 

Isoflurane 

 

 

22-33mg/kg 

10-25mg/kg(以ketamine 

劑量計算) 

10mg/kg+1mg/kg 

4-8mg/kg 

 

5-20mg/kg+40-100μg/kg 

5mg/kg+80μg/kg + 

0.4mg/kg 

誘導麻醉：3-4％ 

維持麻醉：1-1.5％ 

誘導麻醉：4-5％ 

維持麻醉：1-3％ 

 

IM 

IM 

 

IM，先投予

xylazine，10-20分鐘

後再投予 ketamine 

IM 

 

 

IH 

IH 

IH 

IH 

止痛 

Morphine 

Butrenorphine 

Flunixin meglumine 

Oxymorphone 

Carprofen 

 

Ketoprofen 

Meloxicam 

 

0.1-0.2mg/kg q8h 

0.01-0.02mg/kg q8h 

0.5-2.2mg/kg q24h 

0.02-0.1mg/kg q6h 

4mg/kg q24h 

1-2mg/kg q12h 

1-2mg/kg q24h 

0.3 mg/kg q24h 

0.05 mg/kg q24h 

 

IM、SC 

SC 

IM、IV 

IM、SC 

IV SC  

PO 

IM、SC、PO 

SC 

PO 

拮抗藥 

Yohimbine(拮抗 Xylaxine) 

Atipamezole (拮抗medetomidine) 

Nalaxone 

 

0.1mg/kg 

0.05mg/kg 

0.005-0.02mg/kg 

 

IV 

IM 

IV 

IV：靜脈注射；IM：肌肉注射；SC：皮下注射；PO：口服；IH：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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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以來貓被誤認為不適合使用止痛劑。但是在術前或術後給予適量的類鴉   

     片止痛劑，可加速麻醉甦醒並減低疼痛感。止痛藥的使用不應採取“必要時 

     才使用”的措施，而是依照止痛藥標準使用量及使用程序給予。 

 

3、術後照顧 

動物麻醉或手術後，需安置於安靜、溫暖、乾淨的環境中甦醒。可準

備柔軟乾淨的臥墊、保溫燈或保溫墊供動物保暖，並勿製造噪音。 

(三) 安樂死 

安樂死的最終目的是讓動物無知覺、無痛苦的快速死亡。最常使用於貓的

安樂死方法為靜脈注射過量的巴比妥鹽麻醉劑（ sodium pentobarbital，

120-200mg/kg）。對於溫馴的、社會化的貓而言，這是簡單、緊迫度低的方法，

但是未社會化、神經質、攻擊性強的貓，並不容易安全、有效地進行進行靜脈注

射，對於後者，較適用的安樂死方式為先以保定籠或保定袋保定後，肌肉注射

katamine HCl/xylazine 混合藥劑，待動物被鎮定，再由頸靜脈或頭靜脈以過量巴

比妥鹽麻醉劑注射。其它安樂死方法與藥物劑量，請參考 2007 Report of the AVMA 

panel on euthanasia。 

 

九、實驗技術 - 動物保定、採樣及投藥方式 

(一) 動物保定 

將貓從籠內移出或短距離移動時，可用一隻手掌抓牢貓的頸部，並在提起

貓的同時，用另一手撐起貓後腿及臀部，接著將撐住後腿的手朝貓的後腿及臀部

滑動，並以拇指及中指扣住貓後腿，再以食指穿過後腿中間避免雙腿受到壓迫。

保定貓時，需將貓靠近保定者胸部，頭朝上，並以保定者胸部作為支撐，且貓需

維持正立並背對保定者。 

另一種常用的保定法為夾子固定術 (clipthesia)，用彈簧夾、衣夾或紙夾夾

住貓隻背部的皮毛使貓無法動彈。這種方式可以安全地保定 50﹪貓隻，以進行

採血或注射等操作，事後只需將夾子移除即可。 

如需對動物施以中度保定，可將動物背朝保定者並安置於穩固的檯面（如

檢驗檯），同時以雙手分別抓握動物的前腿及後腿。此時可用食指穿過動物的 2

腿間，可達到更佳的效果。另外，可用抓握動物前腿的手輕輕靠壓動物下顎下方，

實施此一動作時，需提防被動物咬傷。如需另一隻手抓握動物頭部時，可用膠帶

固定動物的腿部，即可空出一隻手。 

如動物不易保定，可將動物置入帆布或尼龍製的保定袋中。保定袋可調整

至剛好圍住動物頸部並可露出動物頭部，保定者可由保定袋的拉鍊開口處接近動

物的四肢，如果沒有保定袋，也可利用厚毛巾將動物身體包住。 

對於不易保定的動物，捕獸器是最後才可採行的方式。捕獸器一般為 5 英

呎長的竿子，竿子的一端有可收縮的套環，套環是套於動物前胸、約為前腿後方

的區域，但不可直接套於動物頸部。除非情況緊急，否則儘量不要使用捕獸器，

且當動物被鎮靜或壓制後，即需立刻鬆開捕獸器。 

較強硬的物理性保定法，通常都會使原本無侵略性的貓變得狂躁並攻擊人

員。因此，當不適合採用物理保定方式時，應採用化學保定法，由獸醫師執行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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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注射使動物鎮靜或麻醉。 

(二) 採樣 

貓常採取之樣品為血液及尿液。常用採血部位為頸靜脈或前肢的頭靜脈，

如需多次採血，則需麻醉後以外科手術的方式放置頸靜脈導管。採血前採血部位

先剃毛，再以 70％酒精消毒後執行。 

許多方法可以採取貓隻尿液，放置導尿管、膀胱擠壓、膀胱穿刺等方法，

在長期重複採樣下易造成組織損傷，較理想的方式是先訓練貓養成在乾淨的收集

盆上排尿的習慣，再進行實驗。導尿管採集尿液需進行鎮靜或麻醉，貓採取側躺

姿勢，用無菌導尿管經尿道導入膀胱取得尿液，由於公貓的尿道較細窄，因此收

集尿液較母貓困難。亦可以按壓腹部壓迫膀胱排尿，或者以無菌針筒直接由腹部

進行膀胱穿刺取得尿液，執行後者操作時，穿刺部位需先剃毛與消毒。 

(三) 投藥 

如將藥物混合食物餵，幾乎所有的貓會拒吃。在兩人保定下，可餵食藥丸

或膠囊。用拇指及食指壓住上下顎關節處，將貓頭上揚，另一隻手壓下貓的下顎，

使貓張開嘴巴，將藥丸快速塞入舌頭中央喉嚨中，閉合嘴巴，按摩喉頭部刺激貓

吞嚥，較大的藥丸需分割成小塊餵食。餵食液體時則將液體滴在舌頭上令貓舔舐

及吞嚥，每次 2-3滴，避免貓被嗆到。 

注射時需小心保定貓隻，將貓放置操作台上，使用前述保定方式保定。皮

下注射常用部位為頸背部和肩膀處，肌肉注射則選擇後大腿，靜脈注射則由前肢

頭靜脈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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