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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养相关事宜

超过两百万只宠

物

与主人重聚

您需要支付动物领养费，以便我们为接受我们照顾的动物提供医疗、食物和收容所。

核心治疗项目*
驱虫药

跳蚤治疗

FVRCP疫苗
狂犬病

*仅在接受我们的照顾期间提供

卵巢摘除和绝育
通过美国硅谷人道协会 (HSSV)渠道
领养的成年猫与幼猫必须在领养前完

成。

微型芯片

HSSV与 HomeAgain合作提供微型芯
片服务。未植入微型芯片的动物将在被

领养前植入。领养时，所有微型芯片都

会在 HomeAgain注册。

体检和行为评估

领养时，我们会向您提供动物病史和行

为评估副本。有关病史的任何问题，请

咨询您的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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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 shelter • loveTM

新宠物的饮食习惯

美国硅谷人道协会很荣幸成为希尔思 (Hill’s) Food, Shelter & Love®计划的一份子，而且我们为
协会的宠物饲喂希尔思品牌的宠物食品。

我们为所有新上任的宠物父母提供参加希尔思宠物新父母 (New Pet Parent)计划的机会。参与希
尔思宠物新父母计划后，您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希尔思宠物新父母网站的链接、关于

希尔思宠物食品和收养工具包的更多信息，以及给宠物新父母的其他建议。如果您不想再收到关

于希尔思宠物新父母计划的电子邮件，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底部的链接选择退订，或发送电子邮

件至 Hills_Corporate_Consumer_Affairs@hillspet.com联系希尔思，或致电 1-800-445-5777。

我们为什么建议您继续为您的新宠物饲喂希尔思宠物食品 (Science Diet)：
• 连续一致的食物有助于缓解消化困难

• Science Diet拥有以下优势：
• 是兽医首推的宠物食品

• 精确的营养配比有利于皮肤、皮毛和粪便健康

• 含有经临床证明有益于免疫系统健康的抗氧化剂*
• 拥有专为各种年龄、大小和需求的健康犬和猫研发的食品

• 天然原料口味佳*
• 非人工着色、调味或腌制*
• 美国制造，您可以信赖的全球配料

*仅限干粮

您选择 Hill’s®品牌，就是对我们的收容所和希尔思 Food, shelter, and Love®计划的支持！

您愿意报名参加希尔思宠物新父母计划及其他优惠和促销活动吗？愿意_____不愿意____

参加希尔思 Food, Shelter, and Love®计划的宠物新父母会受到一包宠物食品新手包。其中包含
大约 1周量的宠物食品和一张 5美元的优惠券，您首次购买 Hill’s®产品时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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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与疫苗接种

你宠物医疗记录的完整副本将会在领养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你。

请记住，逾期的疫苗或治疗费用将由领养人承担。我们建议你在领养后的两周内与宠物医生预约，以

查看你新宠物的医疗记录，并计划好打疫苗的时间。

当你领养一只新宠物时，与你的家庭宠物医生建立联系至关重要。虽然你的新宠物已经接受了预防治

疗，也由我们的医务人员进行了体检和疫苗接种，但是在领养 1-2周内让你的家庭宠物医生给你的新
宠物做检查也很重要。这将会让你的家庭宠物医生为你的新宠物建立健康状况基准线，并为其提供

HSSV没有的额外预防性治疗和护理。

我们建议你与你的家庭宠物医生讨论一下宠物的健康护理需求，包括未来的疫苗接种和疾病筛查测试

情况，比如你新领养的猫要进行的猫白血病（FeLV）和猫免疫缺陷病毒（FIV）筛查测试（逆转录病
毒 SNAP测试）。疫苗接种和疾病筛查测试的指南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你最好向家庭宠物医生寻求
建议，根据你新领养的猫咪的生活方式，来确定理想的疫苗接种和筛查测试时间。你的宠物医生可以

为你关于最佳营养食品、宠物美容、宠物培训或行为问题等方面的内容出谋划策。你的家庭宠物医生

应该每年至少给你的宠物体检一次，对年老宠物的检查次数应该更多，以监测它们的细微变化或随着

宠物年龄增长而可能出现的问题。

就像人一样，当猫咪感受到压力时，它们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受到损害。正如压力很大的人容易感冒一

样，压力很大的猫也会出现类似的上呼吸道感染（URI）情况。虽然我们竭尽全力让无家可归的宠物
在 HSSV期间舒适开心，但是收容所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压力大的地方，猫可能会因为 URI生病。引
发 URI的最常见原因是病毒感染，通常会引起类似感冒的症状，比如打喷嚏、流鼻涕或流眼泪。在大
多数情况下，URI无需治疗即可痊愈。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轻微的病毒性 URI会发展成继发性
细菌感染，通常表现为流绿色或黄色鼻涕和/或眼睛产生分泌物。发生这些情况时可能需要抗生素来治
疗感染，我们建议让动物医生来进行检查。

对全家人来说，把宠物从收容所接到新家都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但是同时它也会让你的新宠物产生

压力，会导致一些在 HSSV看上去很健康的猫咪，来到新家后就得了 URI。由于引发 URI的病毒可
能会传染给其他猫，如果你的新猫出现了任何 URI的症状，请将它们与家里的其他猫咪分开，并向你
的家庭动物医生寻求医疗帮助。

我们的核心治疗方法是什么？

FVRCP疫苗对猫鼻气管炎病毒、杯状病毒和泛白蛋白减少症有效。在收容所时，宠物会在四周龄时
进行第一次疫苗接种，到四个月大之前每两周接种一次，然后在一岁时再进行一次接种。

狂犬病疫苗对猫狗狂犬病有效。宠物三个月大时进行第一次接种，然后在一岁时接种加强针。

跳蚤治疗在收容所，我们使用福来恩来为猫咪驱虫。我们每月一次给猫咪使用外用药，有效驱除跳蚤

和蜱虫。

噻嘧啶对钩虫和蛔虫有效。在收容所，我们每两周随餐将此药喂给宠物。

妥曲珠利砜对球虫有效。在收容所，我们每两周随餐将此药喂给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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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兽医
您领养宠物后，就要尽快和兽医建立关系。即使您从 HSSV领养的宠物已接种疫苗并由我们的兽医进
行了检查，您也应该在带宠物回家后 1-2周内请您的家庭兽医对宠物进行检查。这样，如果您的宠物
出现任何问题，兽医可以建立一个可比较的基线。您的兽医也可以为您提供关于喂养、梳理、训练等

方面的建议。您的宠物每年都需要去您的家庭兽医那里做一次检查，年老的宠物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检

查。这样，您的家庭兽医能够及早发现宠物健康的细微变化和问题。如果您的兽医能定期观察到宠物

的衰老情况，他们就能建议您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应对宠物健康的这些变化。

请登陆 www.hssv.org/choosingavet寻找兽医

Parktown兽医诊所
HSSV推荐动物医院

1393 S. Park Victoria Dr.，
苗必达市，加利福尼亚 95035 (408)
408-263-3990
周一、周三、周五：上午 8点-下午 6点
周二、周四：上午 7点-下午 6点
周六：上午 8点-下午 2点
周日：不营业

www.parktownvet.com

PARKTOWN
兽医诊所

领养后 5天内可享受宠物免费体检，以确保您的新宠物健康，并解答您对宠物健康的任何疑问。如果
您的新宠物出现健康问题，我们会在领养后为您免费提供 14天的一些低成本随访护理，条件如下：

呼吸道感染、腹泻、耳朵和眼睛问题、呕吐

皮肤疾病、跳蚤和蜱虫、尿路感染

我们会指导您如何持续照顾您的新宠物，并制定一项健康维护计划。我们会提供宠物的健康保险信息，

并给您的宠物一个名牌。请致电预约。

您的 14天医疗保险范围包括治疗呕吐、腹泻、呼吸道感染、眼睛和耳朵问题的口服和外用药物；内
部实验室检测，如粪便寄生虫、疥癣虫和疥癣虫检测、内部血液检测套餐和尿检。

*不包括 X光检查、犬恶丝虫检测、需要住院治疗或液体治疗的疾病治疗，以及必须送到商业实验室
进行的实验室检测



7

恭喜您领养成功！

在新家安顿

这段时间，你可能一直在想把你的新朋友带回家。然而，你的新猫咪可能会因为自己生活的突然改变

而感到惊奇。即使是最自信的猫科动物，它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也会感觉很害怕。它们需要习惯很多

新的景象、声音和味道。按照以下步骤来安顿你的新猫咪，让它们对自己的新家产生安全感和自信感

吧。

1.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在最开始 1-2周内，把你的新猫咪安置在一个小房间里，比如卧室或大
的卫生间。确保你的小猫有食物、水、猫砂盆、玩具、可以睡觉的柔软之地还有一个藏身之处。

如果猫咪能够一点一点熟悉新家的话，它们能更快地安顿下来。如果你的猫咪很胆小，害怕过于

自由地生活，太快让它们熟悉新家可能会让它们不知所措，做出过激的举动。

2.开始建立感情：在它们感觉安全的空间里，为它们提供大量玩耍时间。如果你的猫咪活泼好动，
请尽快开始每天早晚和它们玩耍两次。如果你的猫咪一开始不想玩或被你抚摸，你可以先在它们

吃东西的时候和它们坐在一起，再给它们一些美味零食。对于害羞的猫咪来说，想要取得它们的

信任，关键在于和它们沉着积极的互动，

3.你准备好进行探索了吗？：一旦你的猫咪开始熟悉自己的安全空间，在里面很自在（进食、梳
理毛发、使用猫砂盆以及接近你来吸引你的注意），那就意味着它们已经准备好慢慢开始探索你

家的其他地方了。如果你的猫咪还没有做出这些行为，请给它们更多时间，让它们舒服地待在安

全空间里。当你的猫咪开始要探索房子时，请监督它们不要养成什么不良习惯或者受伤。如果你

无法监管的话，请把它们放回安全区域。如果你的猫咪还没有做出这些行为，请给它们更多时间，

让它们变得舒服自在。

甜蜜之家

成功布置好你的家可以鼓励你的猫咪做出良好的行为习惯，让它们更加自信放松。在你打开探索之门

时，请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你家在猫咪眼中是什么样子的。

*向上活动！：猫咪在自己的空间中会进行垂直思考，所以它们会选择在离开地面的地方休息，这
一点很重要。这就包括了猫树、桌子、椅子、地板上的坚固盒子或者是带有猫栏的窗台。

*藏身小洞：成年猫与幼猫都喜欢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观察。为你的猫咪准备好可以躲藏或者
逃跑的地方。不要把你的猫咪从它们的藏身小洞中拉出来，强迫它们和你互动，因为在它们建立

对你的信任期间，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它们对你的信任感。你可以把猫树、软软的床，甚至一个纸

箱，给你的猫咪当作安全隐蔽处。

*良好的使用卫生间习惯：为了让你的新猫养成使用猫砂盆的习惯，请遵循以下规则：
□ 把猫砂盆放在安静、方便使用的地方

□ 每天铲出用过的猫砂，每 1-2周更换猫砂盆中的所有猫砂
□ 如家中有多只猫，除了为每只猫都准备一个猫砂盆之外，再多准备一个

猫砂盆意外通常是因为压力导致的，其中就包括由于过渡到新家而产生的压力。请保持耐心，好

好观察你的猫咪。如果你的猫咪不止一次发生了猫砂盆意外，而且你已经按照以上推荐进行了处

理，那么请联系 HSSV寻求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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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之家：让你的新朋友有能够锻炼身体和大脑的途径，同时让它们在白天时尽情玩耍，尤其是在它
们睡眠时间之间特别活跃的时候。对你的猫咪来说，你的房子越可以进行互动玩耍，它们就越不会做

出不良行为。包括：

□ 猫抓板——它们需要去抓挠东西来磨利爪子
□ 可以看到户外的窗台

□ 用于探索的轨道、纸袋和盒子

□ 食物游戏和玩具，比如零食球或藏在袋子里的零食

□ 可以敲打和猛扑的小玩具

*抱有积极乐观的想法：你不应该期望你的猫咪马上就会在一个新地方感到舒适自在，或者马上就和它
们的新家庭建立深厚的感情。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帮助它们熟悉新家，和你成为最好的朋友：

□ 每天都花时间陪伴你的猫咪，但不要强迫它们和你互动

□ 当向你的猫咪介绍新事物或不认识的人时，记得用零食来安抚它

□ 请记住，食物=很好，人类=食物，所以人类=很好！

玩耍时间

每只猫天生都是猎人。如今，无需它们狩猎，你就可以给它们食物，但是不管什么年纪的猫都有想要

跟踪、突袭、跳跃和追逐的强烈欲望。与你的猫日常进行玩耍可以消耗它们的精力，让它们不会做出

不良行为。与人玩耍还可以帮助害羞的猫咪变得大胆。

1.使用互动玩具，比如魔杖玩具、绳子、激光笔等。不要用你的手和它们玩，因为这样即使在你
没有想和它们玩的时候，你的猫咪也爱对着你张嘴上爪。

2.移动玩具，模仿猎物在地面爬行的动作，或者在天空飞行的动作。
3.挑战你的猫咪，让它们来追赶玩具。对有些猫咪来说，你可能需要慢慢开始它们才能跟上。但
之后你可以加大动作，让猫咪保持兴奋。

4.10-15分钟后，你可以放慢对玩具的移动，让动作平静下来。
5.让猫咪发出最后一击，让它们抓住自己的“猎物”，并且用零食或者加餐来奖励它们的努力！
6.如果你的猫咪很活泼的话，在活动或者玩耍过后，你可以给予它一些平静的时间，然后再开始
抚摸它。这样会给它们的大脑和身体一些放松的时间，也让它们知道，玩耍时间已经结束了。

关于猫的事实：猫的日常就是狩猎（玩耍）、进食、梳毛、睡觉，并不断重复以上内容。

试着在猫咪饭前和它们玩耍，让它们睡得更香。

你的猫咪想告诉你什么

猫咪对于人的抚摸和触碰有不同的容忍程度。有些猫咪可以被幼儿粗暴对待，还依然像黄瓜一样酷爽，

而有些猫咪则对自己的私人空间更加敏感。幸运的是，当你和猫咪互动时，它们会告诉你它们更喜欢

什么。

*观察它们的身体：猫咪会表现出一些迹象，告诉你它们已经到了被抚摸的极限当你看见以下某个
或多个迹象时，请在这些迹象消失前停止抚摸猫咪。包括：

o 猫咪甩尾巴，发出嗖嗖声

o 当你抚摸猫咪时，它快速回头看你的手

o 猫咪走开——请记住，有些猫咪不会走开，所以请注意它们表现出的其他迹象



9

*诶呀，我没注意到这些迹象：当猫咪受够了你的抚摸，而且你也无视了它们表现出的想要休息的
迹象时，它们的下一步就是张嘴上爪了。

*安全五步法！：当猫咪因为家里的活动而不知所措时，它们会像被过度抚摸一样表现出上述的相
同迹象，你可以为它们提供丰富的活动和玩耍时间，或者让它们在安静的地方休息。

关于猫的事实：当猫咪在背部朝下滚动时，看上去可能像是在邀请你抚摸它们的肚子，但其实大多数
猫咪都对被人抚摸肚子非常敏感。最好等你知道你猫咪的界限之后再行动。

稳扎稳打稳赢比赛

每只动物都是不同的个体。虽然有些猫咪可以应对自己生活中的巨大变化，但有些却认为新事物很难

处理。在布置好你家并安排好规律的玩耍时间后，帮助你猫咪的最好方式是保持耐心，让你新的猫咪

朋友有时间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调整。如果你的猫咪表现出一些不良行为，很可能是由于环境过渡产

生的压力造成的。保持耐心，和猫玩耍会让你在养猫之路上走得更远。

更多资源

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hssv.org/behaviorhelp了解更多关于猫咪不良行为的内容，以及让你的新猫咪
轻松自在的信息。

如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你的动物领养顾问！
adoptions@hssv.org
408.262.2133 ext 150

动物行为帮助

你可以在领养动物后联系我们的行为团队成员，以询问相关行为问题。你需要在你的领养文件上找到

你的“个人编号”，并在以下链接填写表格：

www.hssv.org/behaviorhel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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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家猫咪带玩伴回家：把猫咪介绍给猫咪

对我们人类来说，又带一只猫咪回家很让人兴奋。但是，这对于猫咪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如果不

小心一点的话，可能最后会以灾难告终！

猫天生是独居动物。它们在野外通常是以两到三只猫的小家庭群体生活的，而群体的每个成员也需要

有足够的独处时间。猫天生有地盘意识，如果你又把一只猫带回家的话，将会收获一场灾难。猫咪可

以学着去享受另一只不属于它们直系亲属的猫的陪伴。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仅仅是学着容忍在自

己的地盘内有另一只猫，但是一定要小心处理，谨慎行事。

通过遵守以下规则指南，你可以更轻松地完成地点过渡，也更有可能成功让另一只猫咪融入你的家庭。

基本指南

仔细遵照每个步骤行事，不要跳过任何一个步骤。每只动物的年龄越大，计划在每个步骤上就越需要

花费两倍的时间。对于一些从未与其他猫咪分享过住所的老猫来说，在你最终达到第六步时，可能需

要花费长达 12周的时间。像幼猫这样的年幼动物通常可以在 10-12天内完成以下步骤。

ꞏ除非两只猫都表现正常，和谐相处，否则继续下一步。也就是说两只猫不会发出嘶嘶声、咆哮
声以及呼噜呼噜声，双方都很平静。匆忙进行下一步可能会导致猫咪产生攻击性，让你支付不必

要的动物医生费用，以及让两只猫咪之间终生都是敌对关系！

ꞏ在以下过程中，包括日常锻炼（试试猫咪有氧运动或者猫咪舞者玩具），请对你已有的猫咪多加
关注。这样做会让你已有的猫咪感觉到安全感，知道其他猫咪不会夺走你对它的爱。

ꞏ为两只猫都设定明确的相同喂养时间。这样做会大大增加让两只猫咪和谐共处的速度。一日喂食
多次少量比一日仅大量喂食一两次好。

ꞏ任何时候都不要抱着猫，让它们面对面。这样肯定会激发猫的攻击性！猫并不是很宽容的动物。
要是它们开局不利的话，就很难挽回两者关系破裂的损失。

ꞏ始终在不同位置多放一个猫砂盆。如果你有两只以上的猫咪，你就需要至少为每只猫都准备一个
猫砂盆。这是为了防止猫咪对这种重要资源进行地盘争端。请记住每天都需要清理猫砂盆，以鼓

励猫咪使用猫砂盆的正确习惯。

第一步：把新猫圈养在它自己的小房间里

这是你新猫的“游戏护栏”和安全区域。你已有的猫通常不会去“闲逛”的卫生间、小办公室或者小卧室都
是充当你新猫房间的理想地点。在新猫房间里放上猫砂盆、猫床、食物、水、猫抓板和玩具。这个特

别的房间有几个用途。第一，它减少了传播新猫可能携带疾病的机会。（请记住，即使你能在更短的

时间内完成以下步骤，也请把你的新猫圈养十天。）第二，它可以帮助你的新猫适应你家的味道、声

音和你，而不必去面对“怀有敌意的”欢迎（你已有的猫）。

在房子的不同区域放置你已有猫的猫砂盆、猫床、玩具等。你已有的猫可能会去你新猫的房间，在门

下闻闻嗅嗅，发出嘶嘶声和叫声。当它那么做时请无视它。此时不要因为它发出嘶嘶声或者咆哮声而

以任何方式惩罚它。从它身边走开就好了。当它冷静下来的时候多关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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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使用“有味道的”食盘
在你的新猫被圈样几天，并且不会躲着你或者看到你很紧张时，你可以拿一小块在你的新猫身上擦一

擦，然后在喂食时间之前，把毛巾放在你“旧”猫的食盘下面。现在也对新猫做类似的事。要是两只猫
都不愿意吃东西的话，就试试在猫广域网里加一些特别的东西，吸引它去吃。（或者把毛巾放在离它

的猫碗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这样它就会安静地吃饭了。在接下来的几天，你可以把毛巾放得离猫碗越

来越近，直到最后，你可以把毛巾放到它的食盘下，而不产生任何问题）。

每次喂食时请重复这一步骤（通过擦另一只猫来让毛巾沾上味道），直到每只猫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平

静进食，也不会发出嘶嘶声或者咆哮声。你每天喂食的次数越多，这一过程的进度就越快。只需在一

天内少量多次喂食即可。每天至少喂食两次，最好是三次以上。

成功完成此步骤的时间有些猫咪需要长达两周，而有些猫咪则低至四天。不管怎样，除非两只猫都放

保持放松状态，否则不要继续下一步。

第三步：开始近距离喂食

在成功完成第三步后，将每只猫的食盘放在新猫房间的两侧。在相同的时间，在两边猫护栏下给每只

猫咪喂定量的食物。你不必在食盘下再放有味道的毛巾了。重复该过程，直到两只猫都表现正常，毫

不犹豫地吃东西，没有发出嘶嘶声、咆哮声、呼噜呼噜声等。然后就可以继续第四步了。

你也可以每天都和每只猫在护栏下玩猫咪有氧运动的玩具（一个看上去像线上蜘蛛的橡胶绒球），这

样也可以加快这一步骤。在玩耍的过程中，它们会把爪子放在护栏下，让对方看到、嗅到。这也有利

于它们在护栏下一起玩耍。

第四步：玩交换游戏

如果你要开始这一步，请确认你已经把这只新猫带回家至少十天了。如果还没到十天，请继续进行第

三步，直到到达十天。着同样是为了防止传播疾病。如果新猫到你家已经超过十天了，但你还没到达

这一步，也不用担心！按照你猫咪的节奏进行。你的猫咪会通过它的放松自在表现告诉你，是时候继

续下一步了。这个步骤要将新猫的味道散布到你已有猫的所有地盘上，但是不会让猫咪之间发生实际

的身体对抗冲突。这一步很重要，所以不要跳过！

让你已有的猫待在一个舒适的房间，里面放上猫砂盆和一些它最喜欢的食物。只需要打开新猫的房间

门，就可以让它出来探索房子。不要带它出去。我们想让它用它自己的四肢来探索进出它房间的路线。

让它在你的监管下在房间里游荡几个小时吧。和它一起玩，鼓励它放松下来。

接下来，把它放在它的房间里，然后让你的“旧”猫出来。你已有的猫可能会在房子里走来走去，闻闻
嗅嗅，发出嘶嘶声或咆哮声，因为它闻到了他家每个地方都有“入侵者”的味道。没关系的。让它四处
走动，发发脾气吧。你只需要无视它，或者陪它一起玩，帮他放松下来。

每天都重复这种交换游戏，直到两只猫都表现正常，放松自在。

第五步：有限接触

在成功完成第四步之后，我们可以开始下一步。首先，我们要把新猫放回它的安全房间。该过程会让

猫咪看见对方，但不会有身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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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在新猫门口堆两个 36英寸（约 91厘米）的高压护栏（婴儿护栏），但是最底部留下 2英寸
（约 5厘米）空隙。（足够伸进爪子，但是伸不进头部。）你可以在宠物商店、儿童用品专卖店或者
百货公司买到护栏。或者从你朋友那借用一下。

要么：用两个硬塑料门挡卡住房门，把猫咪隔在门两边，中间只有 2-3英寸（约 5-8厘米）的开口。
确保两只猫都没法把头伸进开口。检查门是否牢固，如果猫咪猛力撞击的话，门不会突然打开或者关

上。它们可以用爪子打架，也可以在没有全身接触的情况下互相试探。我们鼓励猫咪通过开口互相玩

耍。

从上面的第四步步骤继续进行喂食，但是两只猫依然在婴儿护栏或者被卡住的们的两侧。当你不在家

或者无法在周围监管时，请关上房门。在猫咪不再发出嘶嘶声和咆哮声，也不再摆出进攻姿势之后，

请继续第六步。

第六步：让它们偶然见面

在成功完成上述所有步骤之后，你现在就可以让猫咪在房子里偶然发现对方了。

首先，先让每只猫分开进行大量锻炼，尤其是当有只猫又年轻又爱玩的时候。如果有只猫太想玩耍了，

一直去骚扰另一只猫，那它们很快就会成为敌人。

然后，为每只猫都准备好食盘，里面放上好吃的东西，比如一些金枪鱼或者一勺湿猫粮。在喂食时间

之前，打开新猫所在的门或者取下堆叠的婴儿护栏。让两只猫偶然相遇，然后给它们喂食，这样它们

会在相距一英尺（约 30厘米）远的地方进食。

接下来，继续拿出一个猫玩具，和猫咪一起玩。第六步的整体过程旨在让猫咪把“发生愉快的事情”与“有
另一只猫咪在身边”联系起来。

有些猫咪可能会躲起来，多以在最开始你会听到它们发出嘶嘶声或咆哮声。没关系的。只要猫咪没有

对另一只猫咪发起全面物理攻击，就让它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继续在它们离得很近的时候喂食，并

且和它们玩它们最喜欢的游戏。

最终注释：

不要让猫咪变得像公牛那样好斗。如果有只猫看上去总是在攻击挑衅，请监督它和其他猫的任何互动。

准备好一个喷瓶，以阻止猫咪打架。请确认这是骚扰而不是玩耍！如果你遇到这种猫咪霸凌问题的话，

请不要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让两只猫咪待在一起。在你没法照看的时候，把霸凌者关起来。

在它们被允许进行互动前，试着加重攻击挑衅的猫咪的锻炼力度。这通常会消除猫咪的“怒气”，让攻
击挑衅的猫咪变得更可爱。也可以让攻击挑衅的猫咪在有人监管的情况下戴上安全绳，把它的活动范

围约束在六英尺（约 183厘米）以内。你可以通过安全带把他快速从混乱局面中拉出来。尽量让猫咪
把“发生积极的事情”与“有另一只猫咪在身边”联系起来，比如美味零食或者玩耍。

如果你没有咨询遵循上述指南，请回到开头重新开始。请注意，你对新猫的第二次介绍时间可能会是

第一次的三倍，因为你得回头修补“糟糕的初印象”。

让任何新动物融入你的家庭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耐心。如果你按照上述步骤一步一步来，就会很顺

利的。但是别指望事情一夜之间就完美解决，也不要急于求成，因为那样的话，你可能最后会让猫咪

成为敌人，而不是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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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猫狗共同生活

猫狗可以学会在同一屋檐下和谐共处。它们可能并不喜欢彼此的陪伴，但它们会学会容忍对方。在猫

狗幼年时让它们接触更加容易，因为同样年幼，并且没有与其他动物发生过矛盾。但即使是稍大一些

的猫狗也可以通过一些规则学会相处。

1.永远不要让你的幼犬或成年犬接近你的猫.
您可能会认为您的爱犬只是想交朋友，而您的猫只能忍受嗅探，然后告诉您的爱犬“后退！”狗狗喜欢
追逐小动物。这是它们的一种狩猎天性，所以并不是您的爱犬行为恶劣，它只是在遵从本能。当您的

猫在房间时，请让您的狗狗保持安静。这样一来，狗狗受到了控制，猫才有胆量在它周围走动。

如果您不能用语言控制您的狗狗，即您对它说“不”或“停下”时，不能阻止它的行动，这样就要用狗绳将
它拴在家里，直到您学会用语言控制它。狗绳长度在 6到 10英尺即可，这样您可以很容易地阻止它。
当您的狗狗不再追逐您的猫时，马上表扬它。

如果您无法控制狗狗的行为，高质量的培训课程能够让您重新控制它，这样猫也可以享受它的家！

不要允许您的爱犬追逐任何小动物。这样只会破坏对狗狗离开猫的训练。

2.允许您的猫靠近您的狗狗。
无论如何，请允许你的猫咪走上前，去了解你的狗狗，但是请小心监管，以防止狗狗追逐猫咪。通过

这样，你的猫咪会信任你和你的狗狗，知道不会发生什么对它不利的事。还会开始意识到与狗狗（不

允许靠近猫）共处一室并没有那么糟糕！

3.如果您的猫想躲起来，请准许。
不要强行让您的猫狗碰面。请让您的猫自行试探狗狗，它只是想确认狗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允许追

逐自己。给它准备一个可以用来逃跑的房间，里面放上它的食物，而且狗狗也去不了。您的猫可能需

要 8到 10周的时间才能适应与狗狗共处一室。

4.当您不在家时将猫狗分开。
在您能够确定您的爱犬任何时候都不会恐吓您的猫之前，不要让它们单独相处。您可以将猫放在一个

房间里，关上房门（确保里面有猫的猫砂盆以及玩具和水），或者把狗狗关起来（例如关进家里的笼

子）。

5.对猫狗之间的友好互动进行奖励。
每当您的狗狗允许猫咪靠近它或在它身旁走动确没有去追逐猫时，请表扬它，比如您可以用高兴的语

气说“乖狗！你太棒了！”

6.给您狗狗的追逐行为一个发泄途径。
教会您的爱犬去追球，接飞盘，玩绳球或吱吱作响的玩具，而不是追逐猫猫。经常锻炼也可以让你的

狗狗在猫咪周围保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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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咪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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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强制性项目

__可靠运输工具

1.收集基本用品
__食物（希尔健康饮食干湿食品）
__猫砂盆
__猫砂
__猫砂铲

其他用品

__猫碗
__玩具
__猫树
__训练零食
__舒适的床
__梳毛用品
分离式颈圈

__姓名牌

2.完成微芯片注册
我们已经为你的新宠物在 Home Again数据库中
开始了微芯片注册。登录以下网站，完成注册

www.homeagain.com。

3.预约兽医
即使您从 HSSV领养的宠物已接种疫苗并由我们
的医疗团队进行了检查，您也应该在带宠物回家

后 1-2周内请您的家庭兽医对宠物进行检查。兽
医可以帮助您回顾您的新宠物的病史，并制定未

来的疫苗计划，包括每月的跳蚤预防和未来的除

虫治疗。

4. 饮食
在我们收容所，你的猫咪一直吃的是

希尔健康饮食干湿食品。您可以根据包装背面的

喂食指南或兽医遗嘱确定合适的喂食量。您选定

的兽医也可以为您的新宠物提供关于哪种饮食最

适合的建议。

建议：如果你决定变更食物的话，请慢慢将新食

物融入宠物食谱，而不要一次性完全更换。

相关资源

低价疫苗接种诊所

我们的医疗中心提供疫苗接种、驱虫和微芯片服

务。欲查看营业时间、位置和联系信息，请访问
www.hssv.org/what-we-do/medical-services

动物行为资源

美国硅谷人道协会 (HSSV)为您和您的宠物提供
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讲习班和研讨会。如果你面

临了更大的挑战（比如宠物好斗、使用猫砂盆有不

好习惯），你和你的宠物可能需要私人训练或者行

为咨询服务。请在 www.hssv.org/behaviorhelp
上查找参考内容和资源

退养和退费

如果您因任何原因需要归还动物，请致电

408.262.2133 x110，与我们的接收部门联系。归
需预约才能归还宠物。领养费不可退还，90天后

弃权费用生效。

动物年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动物体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殊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