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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生物學性哲學的真正食物

歸還犬貓健康

澳洲原裝進口

B博士

   

B
博士

犬貓營養
金字塔配方
-18度下冰封

無需添加防腐劑
堅持模擬天然獵食

 不含穀，不調味，不添加

生物學性哲學：依照生物演化提供適合生物生長的環境的理論。生物性哲學實踐於動物/植物園提供模
擬動/植物自然的生活環境，讓動物/植物可以健康的生活繁衍。符合生物性哲學的真正食物就是模擬
犬貓在自然環境下的採集獵食的真正食物。臨床證實符合生物性哲學的真正食物可以回復犬貓健康。

http://www.drb.com.tw


在1980年代，Dr.B 發現吃生食的犬貓非常的健
康。簡單的發現引起歷經十年的研究。研究的成
果萃取在Give Your Dog A Bone『給狗一根骨
頭』 作為---配方Dr.B 生食餐的依據。

瘦肉
來自多種動物及鳥禽。貓需要攝取量多過狗。約整體的35%~40%

骨頭
必須是軟的。大多數取自年輕的動物。15%是軟骨。占整體大約30%。

狗的需要攝取量略高於貓。年輕需要攝取量多於成熟或年老 

內臟
儘可能包含多種內臟肌肉, 包括肝, 腎, 心, 脾, 胰

臟。貓需要15%~25%, 狗需要10%~15%

多種綠色蔬菜-攪碎的生菜
熟成的新鮮水果。一般而言蔬菜較水果

多。貓不超過5%, 狗至少10% 

季節蔬菜水果

其他健康食物

蛋,乳製品,海藻, 
油,藥草,維他命

Dr.B 堅持只用未加工的新鮮食材。經臨床證實
Dr.B“營養金字塔”配方可以歸還犬貓健康 。



Dr.B 經過10年研究將B.A.R.F, 符合生物性的
生鮮食Biologically Appropriate RAW Food,  
以肉餅方式商品化。堅持：＊不添加鹽＊不添
加糖＊無填充＊無化學藥劑＊不染色＊不添加
防腐劑＊不含人工香精＊無穀＊不加熱＊

於冷凍環境，Dr. B 產品保存期限達 2年。 容
易撕開的設計---方便乾淨 。

注意：

1. 餵食後,清洗所有工作台、餐具、並以肥皂清洗雙手

2. 無化學防腐劑的添加，必須冷凍。在解凍前都必須冷藏。         

    解凍後請不要再冷凍。

3. 撕開包裝後把Dr.B 生食餐倒入陶瓷的容器並加蓋。放在冰   

    箱解凍。任何尚未吃完的食物都必須在冰箱冷藏或丟掉。           



BEEF

Dr.B 牛肉口味 
(紅肉）

DrB 牛肉口味適合所有生命階段。
但是，如果狗狗有發炎或是老化症
狀就不適合。牛肉口味非常適合給
成長中的幼犬或活動力高的犬隻。
例如，農場牧羊犬。牛肉口味含
有豐富的鐵質，非常適合貧血的
狗狗。
牛肉口味BARF被定義為紅肉，紅
肉刺激發炎。如果寵物有發炎或是
老化的現象。例如關節炎，皮膚問
題，或是癌症。可以選擇Dr.B的雞
肉，豬肉，以及羊肉口味。

成份: 牛肉、磨碎雞骨、牛肝、
蛋、乳酪、甘藍菜或白菜、西芹、
菠菜或銀甜菜、紅蘿蔔、亞麻籽
粉、紫花苜蓿、牛心、未經漂白牛
肚、蘋果、海藻粉、大蒜、柳橙、
鮭魚肉骨
營養成分：每一份量227公克
水份 70%
蛋白質 15%
脂肪 12%
纖維質 1%
鈉 低於1%
鈣 1.7%
磷 1.2%
鈣磷比 1:0.7
熱量 379.76 Calories

重量：
2.72公斤 （12份X227公克）

每天餵飼塊數（以體重百分比）

體重 2% 3% 4%

5~7kg 0.5 1.0 1.5

10~12kg *1.0 2.0 3.0

20~25kg 2.0 4.0 6.0

35~40kg 3.0 5.0 7.0

＊依照活動量餵飼體重2%~4%
。例如10~12公斤低活動量餵
飼約1份

Dr.B 羊肉口味
(不是紅肉也不是白肉）

澳洲羊肉是最天然的肉。澳洲的羊
是草飼羊。羊肉不是白肉也不是紅
肉。這也就是為什麼Dr.B羊肉口味
適用在所有情況。
Dr.B 羊肉口味適用於所有生命階
段。而且臨床上關節炎，皮膚問
題，甚至癌症有顯著改善。高含
量的抗癌脂肪酸 （Conjugated 
Linoleic Acid) 存在於Dr.B 草飼羊
BARF。
但是應注意：羊肉口味不適合用於
患有胰臟炎或是對羊肉，羊骨頭，
羊脂肪有過敏反應的寵物。

成份: 羊肉、磨碎雞骨、牛肝、蛋、
乳酪、甘藍菜或白菜、西芹、菠菜
或銀甜菜、紅蘿蔔、亞麻籽粉、紫
花苜蓿、牛心、未經漂白牛肚、蘋
果、海藻粉、大蒜、柳橙、鮭魚
肉骨
營養成分：每一份量227公克
水份 68%
蛋白質 14%
脂肪 15%
纖維質 1%
鈉 低於1%
鈣 3.4%
磷 2.2%
鈣磷比 1:0.6
熱量 431.12 Calories

重量：
2.72公斤 （12份X227公克）

每天餵飼塊數（以體重百分比）

體重 2% 3% 4%

5~7kg 0.5 1.0 1.5

10~12kg *1.0 2.0 3.0

20~25kg 2.0 4.0 6.0

35~40kg 3.0 5.0 7.0

＊依照活動量餵飼體重2%~4%
。例如10~12公斤低活動量餵
飼約1份

LAMB PORK

Dr.B 豬肉口味 
(比羊肉更白）

豬肉口味非常適合狗狗。儘管豬肉
有一些負面消息。Dr.B 豬肉口味
取材於無寄生蟲以及疾病的澳洲
牧場。
皮膚問題或是腸過敏可以選擇Dr.B 
豬肉口味。豬肉跟羊肉一樣都是介
於紅肉以及白肉之間。只是更白。
狗狗愛吃豬肉口味。同時改善許多
健康問題，特別是過敏現象。

成份: 豬肉、磨碎雞骨、牛肝、
蛋、乳酪、甘藍菜或白菜、西芹、
菠菜或銀甜菜、紅蘿蔔、亞麻籽
粉、紫花苜蓿、牛心、未經漂白牛
肚、蘋果、海藻粉、大蒜、柳橙、
鮭魚肉骨
營養成分：每一份量227公克
水份 69%
蛋白質 15%
脂肪 12%
纖維質 1%
鈉 低於1%
鈣 2.0%
磷 1.4%
鈣磷比 1:0.7
熱量 379.76 Calories

重量：
2.72公斤 （12份X227公克）

每天餵飼塊數（以體重百分比）

體重 2% 3% 4%

5~7kg 0.5 1.0 1.5

10~12kg *1.0 2.0 3.0

20~25kg 2.0 4.0 6.0

35~40kg 3.0 5.0 7.0

＊依照活動量餵飼體重2%~4%
。例如10~12公斤低活動量餵
飼約1份

Dr.B 雞肉口味
(白肉）

這是澳洲最受歡迎的口味。狗狗愛
吃。雞肉口味是促進健康的食物，
提供造血的元，也提供充分的鈣
質。非常適合成長中的幼犬，以及
哺乳階段。Dr.B 雞肉口味有充分的
軟骨可以預防關節炎以及癌症。此
外Dr.B 雞肉口味富含高單位動物必
須攝取的脂肪酸 （俱有抗菌功能）
。Dr.B 雞肉口味為白肉適用於因
為炎所產生的疾病關節炎，皮膚問
題，或是癌症。

CHICHEN

成份: 雞肉、磨碎雞骨、牛肝、
蛋、乳酪、甘藍菜或白菜、西芹、
菠菜或銀甜菜、紅蘿蔔、亞麻籽
粉、紫花苜蓿、牛心、未經漂白牛
肚、蘋果、海藻粉、大蒜、柳橙、
鮭魚肉骨
營養成分：每一份量227公克
水份 68%
蛋白質 14%
脂肪 14%
纖維質 1%
鈉 低於1%
鈣 2.5%
磷 1.6%
鈣磷比 1:0.6
熱量 409.62 Calories

重量：
2.72公斤 （12份X227公克）

每天餵飼塊數（以體重百分比）

體重 2% 3% 4%

5~7kg 0.5 1.0 1.5

10~12kg *1.0 2.0 3.0

20~25kg 2.0 4.0 6.0

35~40kg 3.0 5.0 7.0

＊依照活動量餵飼體重2%~4%
。例如10~12公斤低活動量餵
飼約1份

Turkey

COMBO

Dr.B 綜合口味
(牛羊豬雞混合）

Dr.B 綜合口味適用於所有的狗
狗。因為Dr.B 綜合口味含有多種
蛋白質來源（牛、羊、豬、雞）。
適用於每個生命階段—幼犬，哺
乳，成犬，老年犬，懷孕。
Dr.B 綜合口味適合給飼養或看護
很多狗狗，例如狗狗安親或旅館。

成份: 牛肉、羊肉、豬肉、雞肉、
磨碎雞骨、牛肝、蛋、乳酪、甘藍
菜或白菜、西芹、菠菜或銀甜菜、
紅蘿蔔、亞麻籽粉、紫花苜蓿、牛
心、未經漂白牛肚、蘋果、海藻
粉、大蒜、柳橙、鮭魚肉骨
營養成分：每一份量227公克
水份 68%
蛋白質 15%
脂肪 13%
纖維質 1%
鈉 低於1%
鈣 2.1%
磷 1.6%
鈣磷比 1:0.6
熱量 398.87 Calories

重量：
2.72公斤 （12份X227公克）

每天餵飼塊數（以體重百分比）

體重 2% 3% 4%

5~7kg 0.5 1.0 1.5

10~12kg *1.0 2.0 3.0

20~25kg 2.0 4.0 6.0

35~40kg 3.0 5.0 7.0

＊依照活動量餵飼體重2%~4%
。例如10~12公斤低活動量餵
飼約1份

Dr. B 火雞肉口味 
(貓或小型犬）

狗狗也可以使用Dr.B貓用
BARF。例如：小型犬。反
之貓貓也可以使用Dr.B 犬用
BARF。例如：有糖尿病，肥
胖，腸炎，關節炎，腎病，肝
病，或是癌症等患者，需要更
多的蔬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餵食Dr.B犬用生食餐！

Turkey

成份: 火雞肉、骨及內藏、雞肉
骨及內藏、牛肝、蛋、乳酪、紅
蘿蔔、豬心、蘋果、海藻粉、
鮭魚肉骨

營養成分：每一份量115公克 
水份 69%
蛋白質 14%
脂肪 12%
纖維質 1%
鈉 低於1%
鈣 3.7% 
磷 3.1% 
鈣磷比 1:0.8
熱量 187.49 Calories

重量：
1.38公斤 （12份X115公克）

每天餵飼塊數（以體重百分比）

體重 4% 5% 6%

1kg 0.3 0.5 0.6

2kg 0.6 0.75 1.0

3kg *1.0 1.3 1.5

4kg 1.5 1.75 2.0

＊依照活動量餵飼體重
4%~6%。例如3公斤低活動
量餵飼約1份



真正的食物，Dr.B 生食餐3種使用方法：
1. 直接未解凍前餵食 
2. 解凍後餵食 
3. 蒸熟

1. Dr.B 生食餐可以在未解凍前餵食:特別是夏天，狗狗喜歡冰
冰的食物。以演化的角度來說冷凍是適合的。至少對狗來說。
眾所皆知，狗是由狼的分支演化而來。由加拿大皇家騎警在
1950年代主導的研究證實：狼在冬天靠冷凍過的獵物生存。我
們都知道很多狗狗喜歡冰冰的肉餅。特別是夏天。但是如果狗
狗一年內都喜歡冷凍的肉餅，這也是正常的。
2. 解凍後餵食：a.夾鏈塑膠袋隔水解凍約20分鐘 b.放入冷藏
櫃12小時解凍  （可以在冰箱內存放36小時）
3.蒸熟：利用水蒸氣蒸熟有很多好處 I. 流失營養以及水分最少 
II. 熟度可以控制 III. 長期吃乾乾或是罐頭的貓狗可以借由熟食
轉換 。 IV. 很方便解凍後在電鍋加熱 V. Dr. B 生食餐在蒸過
後裡面的骨頭不會刺，是因為骨頭是磨碎的雞『軟骨』。



幼犬餵飼：
為了幫助幼犬成長，餵食量是成犬的2倍。此外，口味必須常
常換—營養的均衡可以確保一生的健康。如果只選擇一種:綜合
口味是最佳的選擇。

大型以及巨型幼犬

每天餵食2%-4%的體重—分3到4餐。
注意:這類幼犬成長速度緩慢。為了讓他們長得健康，加一點蔬
菜汁到肉餅。或加一些軟骨，像是雞脖子或雞翅。
注意:添加鈣片(可能吸收不良）可能對幼犬造成傷害。
鈣的攝取必須是來自軟骨，例如雞翅或雞脖子。充分的鈣質確
保健康的關節以及骨骼 。

中小型幼犬

每天餵食3%-5%的體重—分2到4餐;越年輕的狗狗，越需要少
量多餐。正確的讓Dr.B生食餐成為他們一生的主食。替換口味
以保持新鮮感，同時也可以攝取多種營養。



FAQ 常問問題：
1. Dr.B犬用生食餐可以讓貓咪吃？
是的，Dr.B犬用生食餐同時含有貓咪所需要的營養。反之，狗
狗也可以使用Dr.B貓用生食餐。例如：小型犬。
2. 餵食Dr.B 生食餐需要添加補充營養嗎？
不需要，除非寵物有特殊的疾病，必須補充營養。
3. 可以在肉餅未解凍前餵食？
當然可以。Dr.B 生食餐可以在未解凍前餵食。特別是夏天，狗
狗喜歡冰冰的食物。
4. 可以把乾飼料跟Dr.B 生食餐一起餵食？
可以，但是會減低Dr.B 生食餐的營養。同時也可能有腸胃不適
的風險。
5. 必須隨著寵物年齡的增長調整飲食？
對健康的寵物是不必要的。生病的寵物往往轉換Dr.B 生食餐後
產生明顯的改善。可以加一些蔬菜汁補充營養。
6. 微生菌的存在生食會對寵物造成健康問題？
嚴選食材以及嚴格的處理程序讓Dr.B生食餐內存在的微生菌不
會對具有正常免疫系統的寵物造成傷害。免疫學證實：生食低含
量的微生菌對健康是有益的。
7. 可以跟生骨肉一起餵食嗎？
通常生食餵飼者都會混合相同比例的Dr.B 生食餐跟生骨肉。生
骨肉通常包含雞翅，雞脖子，雞頸，軟骨，羊排，牛腩，豬軟骨
或袋鼠尾巴。
8. 為什麼Dr.B 產品使用雞骨？
使用雞骨有很多原因：
a. 因為源自年輕健康的禽類。沒有毒素殘留而且比較軟。這就
是理想骨肉的原料。b. 雞骨含有很多骨髓。骨髓是造血的重要
營養，並且富含犬貓需要的脂肪酸。c.所有的骨頭中，以雞骨最
適合因為富含可被貓狗吸收的鈣質以及磷質。這是幼犬及幼貓骨
骼生成不可或缺的養分。包含巨型犬。d. 雞骨富含軟骨。軟骨
是保護關節的重要營養。同時也可以防止癌細胞的形成。
9. 為什麼Dr.B 的產品是冷凍的?
在不破壞食物的品質以及添加防腐劑的情形下，冷凍是最有效
保存生鮮食物的方法。冷凍雖然不可消滅生菌。但是可以殺死
寄生蟲。經過Dr.B 產品嚴選食材以及妥善地處理下。確保產品
的衛生。
10. 為什麼Dr.B 不依照各個生命階段製造不同的食物?
Dr. B全系列產品是生鮮的。生產過程嚴格遵守進化式的營養理
論。適用於所有生命階段：懷孕，哺乳，成長，中年，以及老
年。
別於工業化的寵物飼料。因為食材品質不良或是不合適用於製作
這些產品。導致必須製作品質較好的產品以符合各個生命階段：
懷孕，哺乳，成長，中年，以及老年。這都是因應劣質工業化產
品的對策。
但是不要被混淆了。這些“改進”式的生命階段食物無法與依照
進化理論配方的真正的食物相比較。因為Dr.B 生食餐依據進化
營養配方。不需要依據依照各個生命階段製造不同的食物。
但是有一些例外：1. 對成長異常快速的大型犬，需要多添加一
些蔬菜。2.哺乳時需要添加雞翅或雞脖子。3. 年長或是生病的
狗多添加蔬菜。



11. Dr. B 生食餐可以餵食有健康問題的貓或狗嗎？
絕對是可以的！！！事實上有很多飼主持續寄信，email，電話告訴
我們。大多數健康的問題有顯著減緩以及消失在他們轉換Dr.B 生食
餐後。一些疾病如腎病以及胰臟炎。做一些簡單的改變（例如增加
一些絞碎的低糖蔬菜）將變成最棒的治癒食物。
12. 為什麼Dr.B 不做單一蛋白質食物？
依據進化式的營養。貓狗都需要攝取多種類的蛋白質。而且過敏不
完全是食物蛋白質所造成的。過敏造成的物理原因（過敏原）：
a. 接觸：清潔劑 
b. 注射：跳蚤唾液 
c. 吸入：香菸，花粉
d. 食物：特定的蛋白質
過敏形成的生理原因（過敏體質）：
過敏是在幼犬是不會顯現的。大部分是工業化食物造成的逆反應。
如果從小吃符合生物進化的真正食物。逆反應就不會形成。
很多有過敏體質的貓狗在轉換符合生物進化的真正食物後。過敏現
象就減輕或是消失。
13. Dr.B 生食餐的食材是不是有機？
先從肉品來說，除了袋鼠肉以及兔肉是有機的以外。（完全是野
生，唯保護台灣農業只有偶蹄類以及禽鳥類可進口作為犬貓飼料
外，其他類如：兔類，袋類不可以進口）其他肉品因為有部分人力
介入嚴格來說並非完全自然有機。 但是在符合現狀可取得的最好食
材。
牛 : 皆為草飼。大部份的來源都是野放的牛隻。但是也有少部分因                 
為可取得性的因素，取自於圈養的牧場。
羊：皆為草飼放養
雞：符合人道飼養的放養雞
豬：基於野放可能使豬隻有寄生蟲。取自空間足夠乾淨的圈養環境
火雞：皆為野放
雞蛋是不是野放雞所生。現實上因為稀少性以及取得成本。雞蛋使
用人道飼養的雞蛋。
營養品添加物如：優格，起司，海帶，種子.....都是市場上高品質可
取得最天然的食材。
14. 肉餅是讓進化式營養商品化的唯一方式嗎？
有三種方式：
a.將小型動物例如：天竺鼠，斑鳩，鴿子，或是小雞整支讓貓狗
吃。這種方法讓人無法接受。所以失敗了
b.把貓狗所需的營養成份分裝，每天調整餵食量。因為不方便所以
沒有成功
c.冷凍生肉餅的成功是把營養金字塔的成分完全放到一塊塊肉餅。
沒有防腐劑添加可以方便運輸，保存，以及餵食。

                 

                   

                    其他問題:請電郵 info@drb.com.tw



吃Dr.B（B博士）生食餐的好處
皮膚和毛髮
改餵BARF後，主人首先會發現寵物的指甲、皮膚和毛髮會有明顯改
善。減少因皮膚問題而要看獸醫。原本稀疏暗淡的毛髮會︰
回復色彩、油潤光澤、更加濃密潔淨
如狗狗有因食物過敏引起的皮膚問題，極力推薦Dr. B的豬肉口味。

免疫和消化系統
純天然的飲食習慣有助免疫和消化系統回復正常
過敏反應往往會消失
其他免疫系統絮亂所引致的毛病會減輕
強壯的免疫系統減少染病的機會
增加對跳蚤和體內寄生虫的抵抗力
腸胃、肝和胰臟的健康都會有顯著的改善

糞便量和氣味
糞便量會大大降低
氣味也會減少
由於乾糧中有難消化和質量較差的材料，且缺少生骨頭，吃乾糧的
寵物會排出大量有惡臭的糞便。但 Dr.B急凍貓狗糧只含高品質、極
易消化的材料及酵素，所以糞便量會大大降低，而高骨質含量會令
氣味減少。

健康的關節
從小進食BARF的狗狗較少有關節毛病
高質量脂肪和軟骨幫助減低關節磨損及減輕關節炎症狀
軟骨是大自然中最有效、最高品質葡萄醣胺和軟骨素的源頭，能保
證關節健康。

退化的疾病
跟人類一樣，寵物的糖尿病、腎病、肝病、心臟病、癲癇、腸臟炎
症、關節炎等等 － 包括癌症，都有年輕化的趨勢。其中一個主要原
因是進食了過度處理及加入大量化學品的食物。當改吃純天然不加
化學成份的Dr.B生食餐，年幼的寵物發病機會將減到最小，患病的
寵物會有驚人的改善。

體能狀況
很多主人發現，改吃Dr.B生食餐的寵物會更活潑，尤其是年老的寵
物變得更有活力。

清減的身材
減去多餘的脂肪
加快增長肌肉
加速新陳代謝
更有活力
減低關節所受的壓力
要使生食餐發揮最大的效果，必須配合有規律的運動。

牙齒和氣息
較清潔的牙齒
更清爽的口氣
牙石明顯減少
更健康的牙肉
我們建議定期餵飼整塊的帶肉生骨頭來清潔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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