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細菌性軟骨壞死及骨髓炎(BCO)-3
1.好發於雄雞，發生率約為25-35%，死亡率為5-15%
2.症狀:

a.種公雞：早則4週齡即被感染，好發於8-14週齡；慢性病例，
偶見於50週齡以上的公雞

b.輕症病例：呈現虛弱或步伐不穩，病雞仍然活潑機警及繼續
吃料喝水，直到不再接近飼料及飲水為止；呈現犬坐姿勢、
拱背，當人靠近時向後移動、側臥，無法維持正常的姿勢

c.重症病例：因跛腳、輕癱、癱瘓而被淘汰
d.受精率下降：起因於脊椎病變，而導致不利於交配

3.病變:
a.剖檢時需將肺臟，有時連腎臟一齊移除，才能看到脊椎的病
變，偶而與肺臟發生黏連

b.切開病變處，病灶外圍被致密的結締組織圍繞，增生的軟骨
類似骨折後形成的骨痂；在病灶內，充滿易脆的壞死組織和
炎症滲出物

c.當病灶擴散時，脊髓會被壓迫，偶見脊髓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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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骺端的血管供應(EV)徑路，係通過骨骺(E)的

透明帶(HY)內的骨骺血管通道(EC)來供應；即

由穿透骨骺血管(PEV)的末端分支，供應生長

板(GP)的骨骺端或骨骺板；營養動脈(NA)穿過

骨幹(d)的營養孔(NF)後分成升降2分支(ANA，

DNA)，然後在幹骺端(M)內再重複細分而形成

幹骺端血管(MV)；幹骺端血管供應生長板的幹

骺端側的幹骺端血管叢(MVP)；其他特徵還

包括：A骨骺軟骨的關節區；EB，骨內膜骨;

EO，骨內膜小動脈；MC，髓腔；PB，骨外膜

；PO，骨外膜小動脈

脛骨的血液供應系統





細菌性軟骨壞死及骨髓炎(BCO)-股骨頭病變



細菌性軟骨壞死及骨髓炎(BCO)-股骨頭病變



細菌性軟骨壞死及骨髓炎(BCO)-脛骨頭病變











左旋麩醯胺酸(Glutamine)的功能-1
1.左旋麩醯胺酸是黏膜細胞外面具有保護性黏液的生成原料：所

有存在於消化道上(甚至呼吸道、生殖道)的黏液，均為「黏多

醣蛋白」，最基本的功能是保護作用，防止外來(細菌、病毒、

毒素等)、或者是本身分泌物(酵素)的傷害。

2.口腔黏膜的黏液，可以潤滑口腔、預防口腔細胞脫水、防止口

腔內細菌的入侵。

3.胃黏膜上的黏液，能保護胃不受胃酸侵蝕，也可避免被自己分

泌的胃蛋白酶消化液把自己分解掉。

4.小腸裡有來自胰臟的各種消化酵素以及膽囊的膽酸，是消化、

吸收營養最重要的場所；小腸的黏液，可以保護腸壁細胞不受

這些消化液的侵蝕和分解。

5.大腸主要的功能在吸收水分與礦物質，而且腸道中住著成千上

萬的好菌與壞菌，壞菌會分泌毒素影響身體機能；大腸黏液的

功能，在於保護腸黏膜以免細菌與毒素的入侵



左旋麩醯胺酸(Glutamine)的功能-2
1.左旋麩醯胺酸(谷氨醯胺)可以提供細胞所需的能量：

氮(N)與碳(C)，是腸道細胞最主要的能源，體內的一般細胞都

是以葡萄糖做為能源，但是腸胃道利用麩醯胺酸比葡萄糖還要

多，是體內麩醯胺酸最大的使用者，約佔全身麩醯胺酸使用量

的40%

2.左旋麩醯胺酸促進腸細胞之間緊密連接蛋白的形成，是維持腸

道屏障功能的主要營養素：

a.除增強腸道功能外，並可促進腸細胞的增殖；在腸道受傷、

感染和其它分解代謝條件下，調解腸道的屏障功能

b.缺乏麩醯胺酸，造成小腸絨毛萎縮、降低緊密連接蛋白的表

現和增加腸滲透性

3.麩醯胺酸是腸道黏膜細胞與淋巴細胞的主要營養來源：麩醯胺

酸能強化腸道黏膜、增強淋巴細胞的活性，有助免疫能力的提

升，減低疾病感染的發生機率



L-Glutamine左旋-麩醯胺酸—

體內重要能源與修復者



黴菌毒素吸附劑(Adsorption:HSCAS)

1.Binding agents: Bentonite, Aluminosilicates, Spent canola oil,  Bleaching clays and 

Alfalfa fibre

2.MOS(Mannanoligosaccharide): Does not bind vitamins or minerals

3.Increase neutral amino acids in diet: Leucin, Isoleucin, Valine, Tyrosine and 

Phenylalanine (Compete with Tryptophan; Good for T2, Vomitoxin and Fusaric acid)

黴菌毒素 吸附效果

Aflatoxins (黃麴毒素) +++

Fumonisins (伏馬鐮孢毒素) ±

Ochratoxin A (褐麴毒素A) ±

Zearalenone (F-2) ±

Deoxynivalenol (嘔吐毒素) -

T-2 toxin -

Other Trichothecenes   -



Mycotoxin binder: challenges

黴菌毒素吸附劑存在的問題

Friend et al. (1984), Kubena et al. (1990, 1991, 1993), Bursian et al. (1992), Williams et al. (1994),  Phillips et al.
(1995),  

Ramos et al. (1996),  Scott (1998), Alexanda  et al. (2001),  Sebastian et al. (2012)…

Aflatoxins黃麴黴毒素

Ergot Alkaloids麥角堿

Fumonisins伏馬鐮孢
毒素

Ochratoxins赭麴黴毒
素

Zearalenone

玉米赤黴烯酮
T-2 Toxin

T-2毒素
DON

嘔吐毒素

Adsorption efficacy

吸附效率

Mycotoxin binders could not adsorb all the mycotoxins!

吸附劑不能吸附所有黴菌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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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麴毒素吸附機制



單端孢黴烯族毒素

生物轉化法(Biotransformation)

環氧酶

酵素裂解12,13-環氧基
(epoxy group)



伏馬鐮孢毒素

生物轉化法(Biotransformation)

伏馬菌素酯酶
fumonisin esterase



夏季腸毒綜合症(一)：病因

1.腸毒綜合症是一種由多病因引起的，以腹瀉、過料、腸粘膜脫

落等的腸道疾病為主徵，它不是單純的一種病原體引起的，而

是由多種致病因素共同作用的綜合性疾病

2.病原：細菌、病毒、寄生蟲、支原體的代謝產物以及死亡病原

微生物被溶解的代謝產物，亦即毒素是罪魁禍首

3.發病原因：

a.飼養密度大是誘因 b.雞舍內環境溫暖潮濕是主因

c.衛生條件差，通風不良，空氣污濁是間接原因

d.消毒不徹底或根本不消毒，為病菌創造生存環境是根本原因

e.夏季飼料營養偏高，特別是蛋白或高熱量玉米添加較多，加

重肝臟負擔而誘發營養性腹瀉

f.生長過快或頻繁發生球蟲病的雞群，極易發生腸毒綜合症



夏季腸毒綜合症(二)：流行病學

1.本病一年四季均會發生，但以氣候和溫差變化較大的時期發生

較多

2.任何日齡都能發生，特別是15-90日齡的雞

3.產蛋雞也會發生，但肉雞的發生頻率較高



夏季腸毒綜合症(三)：致病機制

1.腸毒綜合症是一種由多病因引起的腸粘膜發炎、增厚、脫落、

出血、壞死等變化的綜合性病症。一般認為小腸球蟲是本病發

生的主要原因。

2.小腸球蟲主要寄生於腸黏膜上皮細胞中，當其大量生長繁殖時，

必然導致腸黏膜增厚，水腫，嚴重脫落及出血等病變，使飼料

不能被完全消化吸收，同時對水分的吸收也明顯減少，所以發

病雞群所排的糞便就很稀薄且不成形，內含沒有被消化的飼料

3.大量的營養物質在腸道內不能被消化吸收而發酵，為有害菌的

繁殖創造條件，從而造成腸道菌群失調，致使大量的腸上皮細

胞破裂，在細菌的作用下發生腐敗分解，產生大量的有毒物質

被機體吸收後呈現出自體中毒現象，病雞表現為興奮、不安、

奔跑、顫頭、癱瘓等神經症狀。



夏季腸毒綜合症(四)：症狀(1)

1.本病發病初期，雞群無明顯症狀，個別雞隻出現糞便變稀，不

成型，夾生料增多；隨時間延長，雞群中大部分雞開始腹瀉，

糞便稀薄，顏色呈西紅柿樣或呈淺黃色，此症狀持續2～3天，

採食量明顯下降，飲水量反而增加，導致腹瀉加重，形成惡性

循環

2.濕度增加，氨氣濃度增高，腹瀉加重，直接導致吸收功能降低

，增重減緩，消瘦貧血

3.部分雞出現乾爪子的症狀，精神沉鬱、閉眼呆立、零星死亡；

大群雞精神狀態尚好，只是腹瀉不間斷

4.後期個別雞出現神經症狀，頭頸震顫、驚叫、狂奔、癱瘓而死。

5.患病雞群呈零星死亡，幾乎每天都有殘雞出現；黎明前猝死明

顯增多，先興奮不安而後癱軟衰竭死亡



夏季腸毒綜合症(四)：症狀(2)

1.產蛋雞群普遍出現食慾減退、飲慾劇增的現象，有時大群精神

較差，排黃白色稀糞的較多，此時許多養殖戶都認為是由高溫

引起的，並沒有及時進行治療，造成雞群產蛋量明顯下降，並

且雞蛋品質低下

2.再觀察糞便，發現已變為黃白稀薄水狀或紅黑色，有的糞便內

還有未消化的飼料存在，隨後雞群中出現零星死亡的雞隻



夏季腸毒綜合症(五)：病變

1.初期病變：在發病的早期，卵黃憩室之前的黏膜增厚(十二指

腸、空腸)，顏色呈灰白色，像一層層的麩皮，極易剝離，繼

而腸壁增厚，腸腔變窄，內容物較少，有的內容物為尚未消化

的飼料

2.中後期病變：

a.到病程中後期，腸壁變薄、脆弱、擴張，充滿氣體、黏膜脫

落、腸內容物呈蛋清樣、黏膿樣或西紅柿樣

b.有的在十二指腸段有火柴頭大小的出血點，有時在整個腸道

可見到大小不一樣的出血點或出血斑

c.擠壓腺胃乳頭，有大量的黏液流出；腸黏膜上附著黃綠色偽

膜，腸黏膜嚴重潰瘍，壞死、完全脫落、崩解；盲腸扁桃體

腫脹、出血；肝臟質脆、發黃；心冠脂肪增生、點狀出血

d.腎臟多尿酸鹽沉積，其他器官一般無明顯變化













夏季腸毒綜合症：治療原則
1.控制球蟲為前提，抗菌消炎：

a.當發生腸毒綜合症時，首先應控制腸道挖掘機-球蟲，因為

球蟲的加劇，會損壞腸道的正常結構，導致腸道內壞菌及毒

素極易進入機體，而導致更加嚴重的感染。

b.抗菌消炎，則是控制腸道內壞菌的數量。

2.保護粘膜，修復受損組織：

a.由於球蟲等病原的大量繁殖可引起腸道炎症，使黏膜上皮細

胞崩解脫落，同時也消耗了養分而造成上皮下的厭氧環境，

致使隨飼料進入的梭菌等厭氧菌感染加快，繁殖能力增強，

同時產生大量的外毒素，進一步引起腸道發生損傷，並引起

中毒。

b.因此，加速腸道粘膜的修復與維護是必不可少健腸護腸措施。

在生產中常選用丁酸鹽、寡聚糖等腸道粘膜培植劑，從而達

到保護腸粘膜、修復受損粘膜的作用。



1.雞舍：保持乾燥，加厚墊料，減少卵囊的芽胞化

2.球蟲消毒劑：Oocide及Parafectant

a.A液：破壞球蟲卵殼的電荷層及卵殼的結構

b.B液：進入球蟲卵內，產生氨氣殺死球蟲卵囊

3.空舍時，進行火焰消毒

球蟲病的對策：雞舍的處理



Compound Monensin Narasin Maduramisin Salinomycin Lasalocid

Tiamulin I I I I C

Tylosin C C C C ‐

Kitasamycin C C C C C

Oleandomycin I ‐ ‐ ‐ ‐

Erythromycin I I C I C

Flumequine C C C C ‐

Chloramphenicol I/C I/C ‐ I I

Sulphadimethoxin I I ‐ ‐ I

Sulphmethazine I ‐ ‐ ‐ C

Sulphachlorpyrazine I I C I ‐

Sulfaquinoxaline I/C I C I C

Furaltadone C ‐ ‐ ‐ C

Furazolidone C ‐ ‐ ‐ C

Anti-oxidant CE-402 C C ‐ C C

Anti-oxidant XAX-M I I ‐ I ‐

* Concentrations of compounds were generally in the therapeutic ranges, but are variable and reference to original papers is 

necessary for exact details I, incompatible; C, compatible; -, not reported; I/C, both incompatibility and compatibility reported.

Interactions of ionophores with other components
Ionop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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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酸梭菌的作用機制-1

1.調節動物腸道微生態平衡：

a.丁酸梭菌是嚴格厭氧菌，能夠在腸道的厭氧環境生長良好；

對酸和膽汁有高耐性。

b.能夠產生丁酸、乳酸、乙酸等有機酸，能降低腸道pH值，抑

制有害菌(大腸桿菌、沙門氏菌)，並能夠促進雙歧桿菌和乳

桿菌等益生菌的生長繁 殖，從而促進腸道微生態平衡。

2.促進動物的消化吸收：

a.丁酸梭菌在腸道內繁殖會分泌澱粉酶和蛋白酶、糖苷酶、纖

維素酶等多種酶類，幫助對營養物質的消化和吸收

b.通過丁酸梭菌在動物消化道內生長、繁殖，能產生如B群維

生素、維生素K等多種營養物質，能增加小腸蠕動的速度，

改善腸道消化功能，促進對飼料各種營養成分的消化與吸收



丁酸梭菌的作用機制-2

1.提高免疫力和抗病力：

a.口服丁酸梭菌能增加動物體內血清中免疫球蛋白A(IgA)和免

疫球蛋白M(IgM)的含量，刺激小腸黏膜免疫活性，使IgA增

多，抑制微生物在消化道上皮附著，減緩病毒繁殖，防止病

原體入侵機體，提高動物的免疫力和抗病力。

b.Mu-rayama等用丁酸梭菌飼餵無菌鼠，發現其可以刺激小腸

黏膜活性，使IgA增多

2.促進腸道上皮組織細胞的生長：

a.丁酸梭菌的主要代謝產物是丁酸和乙酸，而丁酸是腸道上皮

細胞再生和修復的主要能源物質，因此丁酸梭菌對修復動物

腸道黏膜也有一定的作用

b.丁酸可以促進腸道黏液的合成



夏季腸毒綜合症：防治措施

1.保持雞舍內清潔衛生，避免環境潮濕。

2.為防止球蟲與梭菌的併發感染，應定期給雞群驅除球蟲。

3.當發現雞群有拉稀症狀時，不能武斷地認為是腸炎，並單純使

用治療腸炎的藥物，以免導致腸道內的菌群失調，使病雞的腸

黏膜受損。

4.定期用消毒藥進行帶雞消毒，切勿使用石碳酸和醛類消毒劑。

5.對發病雞群，每天中午用口服專用電解質飲水，連用幾天，雞

群的病情會有所好轉



夏季腸毒綜合症：結論

1.第一階段：細菌或病毒或寄生蟲感染

2.第二階段：引起腸炎

3.第三階段：自體中毒

4.無論是哪種腸炎的發生，均會造成腸道菌群的紊亂，因此治療

腸毒綜合症，調理菌群平衡是根本。針對此病還是以預防為主，

通過改善自身的養殖環境，同時加以藥物的預防，預防此病關

鍵是降低雞舍濕度，因為高濕度，容易引起病原的孳生



夏季籠疲症：簡介
1.產蛋疲勞症又稱籠養產蛋雞骨質疏鬆症或籠養雞癱瘓症，是籠

養雞骨骼疾病中最嚴重的疾病之一，也是現在蛋雞的養殖生產
過程中最突出的代謝性疾病；一般發生在初產蛋雞和產蛋高峰
雞群，且易發於高溫季節；臨床上呈現產蛋率下降、癱瘓及死
亡，死亡率可達10%-30%

2.雞群一般在夜間死亡，有時白天雞群很好，但往往在早晨餵雞
時挑出死雞或癱瘓雞；死雞的泄殖腔往往突出，肥胖雞較多發

3.為什麼病雞多在夜裡死亡?
a.高溫季節雞群需要補充大量水分，實際飲水量不足造成輸卵
管黏膜潤滑度降低(卡蛋)，尤其是夜裡熄燈後雞群不能喝到
潔凈的水，但夜裡蛋雞還要排泄大量的糞便，遂引起血液黏
稠度的增高，從而引起循環障礙，增加心臟負擔，導致心力
衰竭而死亡

b.夜間3：00左右，是氨氣濃度最高的時段，其二氧化碳、硫
化氫等氣體濃度較白天也有所增加而導致氧氣減少，因而易
造成呼吸性鹼中毒



夏季籠疲症：病因(一)

1.病因：當飼料中缺鈣、或鈣/磷不平衡、或缺乏維生素D3時，

便會消耗骨鈣而導致體內礦物質代謝絮亂，是本病的直接原因

2.產蛋率快速上升時或產蛋高峰期，雞對鈣、磷的需求量大，特

別是在夏季氣溫高，因雞的採食量降低而導致鈣、磷、維生素

等的不足

3.夏天雞大量飲水，使腸內容物運動加快造成酸性物質大量流失

而引起雞體代謝性鹼中毒；此外，由於夏季呼吸頻率加快，造

成CO2大量流失，導致體內PH值上升而引起呼吸性鹼中毒

4.在炎熱天氣，許多養雞戶在白天和夜晚補光時開風扇降溫，而

在熄燈後往往也關掉風機，而且夜間停止光照後，雞因不能正

常飲水而更容易受到高溫的影響



夏季籠疲症：病因(二)

1.飼料中的石粉過細：

a.粉碎過細石粉，吸收快，排泄也快，造成鈣的利用率降低

b.蛋殼的形成主要在晚上，在蛋殼形成期間，大量的鈣已被排

泄而造成缺鈣，長期下去，不得不動用骨鈣，從而引發籠疲

症

2.飼餵方式方法不合理，夏季高溫環境下，餵料過於頻繁、次數

過多、餵量過大等，或者經常在中午高溫的時候添料，均會加

重雞的心臟、肝腎的負擔，造成雞的代謝機能紊亂而誘發本病

3.籠養蛋雞活動量小，導致骨骼和肌肉的發育不良，進而容易引

起籠疲症



夏季籠疲症：臨床症狀(一)

1.病死雞外觀較大，肌肉豐滿，泄殖腔突出，越高產的雞，死亡

率越高。

2.大群採食量輕微下降，飲水增加，個別雞張口呼吸，肉垂亂顫

，但無明顯的喘鳴音。

3.糞便有點稀，並有少量的雞拉黃白色稀糞。

4.羽毛蓬鬆，用手觸摸雞體發燙，雞冠和雞爪發熱；雞冠發紫、

皮膚發紅。

5.多在產蛋前出現站立困難，兩腿發軟，關節不靈活，常以飛節

和尾部支撐身體，個別雞隻出現側臥或癱瘓。



夏季籠疲症：臨床症狀(二)

1.高產的母雞受害最大，癱雞最多：

a.在產蛋高峰期，每隻雞每天形成蛋殼要從體內帶出2-2.2g鈣

b.若不及時補給鈣，或飼料中鈣量不足，只好動用骨骼中的鈣

而引起產蛋雞癱瘓

2.症狀：

a.病初產軟殼蛋、薄殼蛋，雞蛋的破損率增加，但食慾、精神

、羽毛均無明顯變化

b.之後，由於肌肉鬆弛，雞翅膀下垂，腿麻痹而無法站立，常

側臥於籠內；嚴重時，會發生癱瘓與骨折

c.在後期則表現為精神沉鬱，發生脫水，最後衰竭死亡

3.若及時發現，採取適當的治療措施，大多能在3-5天後恢復







夏季籠疲症：病變

1.對病死雞進行解剖的時候，發現病雞的肋骨和胸廓變形，脊柱

與肋骨交接處呈串珠狀；病雞的腿骨薄而脆，剖檢可發現翅骨

、腿骨易碎

2.解剖生殖系統發現，卵泡正常，輸卵管粘膜乾燥，急性死亡的

雞在子宮部有一硬殼蛋

3.有的雞還會出現腎腫脹、腸粘膜脫落等病變。

4.病雞的其他器官比較正常，並無明顯的病理變化。







夏季籠疲症：預防措施-1

1.保證全價營養和科學管理，使育成雞在性成熟時達到最佳的體

重和體況。

2.在開始產蛋前2-4周飼餵含鈣2%-3%的專用產前料，當產蛋率達

到1%時，及時換用產蛋雞飼料。

3.籠養高產蛋雞飼料中鈣的含量，不要低於3.5%；並保證適宜的

鈣磷比例，每公斤飼料中添加維生素D3 2000國際單位以上。

4.給蛋雞提供粗顆粒石粉或貝殼粉，粗顆粒鈣源約占總鈣的1/3-

2/3；鈣源顆料大於0.75毫米，既可以提高鈣的利用率，還可

避免飼料中鈣質分級沉澱。炎熱季節，每天下午按飼料消耗量

的1%左右將粗顆粒鈣均勻撒在飼槽中，既能提供足夠的鈣源，

還能刺激雞群的食慾，增加進食量。

5.平時要做好血鈣的監測，當發現產軟殼蛋時就應做血鈣的檢驗



夏季籠疲症：治療措施-2

1.發現病雞時，及時把病雞從籠中挑出，放在地面單獨飼養，補

充骨粒或粗顆粒碳酸鈣，讓雞自由採食，病雞一週內即可康復

2.對於停產的病雞單獨飼養，並保證其正常飲水、吃料的情況下

，一般不超過一週即可自行康復

3.對於血鈣低的同群雞，在飼料中再添加2%-3%粗顆粒碳酸鈣，

每公斤飼料中添加2000國際單位的維生素D3經過2-3週，雞群

的血鈣就可以上升到正常水平，發病率亦明顯減少

4.粗顆粒碳酸鈣和維生素D3的補充，需要持續一個月左右

a.病情發現較晚，一般需要20天左右才能康復

b.個別病情嚴重的癱瘓病雞，可能會死亡

5.添加維生素C（每噸飼料中添加500-1000克）和氯化鉀（0.1%

濃度飲水），可緩解病情



蔡信雄 博士簡介
學歷：台灣省立屏東農專 獸醫科

台灣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學碩士

日本國立北海道大學 獸醫病理學博士

專長：獸醫診斷病理學(豬、禽及水產動物)、鴿病學

經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院 首屆院長

考試院 獸醫師高等考試 典試委員兼召集人

現任：中華民國賽鴿總會/台灣青田信鴿協會 顧問

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 顧問

中華海峽兩岸 畜牧獸醫交流協會 顧問

中國賽鴿培訓學院 專家委員會 委員

台灣：大成飼料/京冠生技/貿立營養/合記生技公司 顧問

中國：江豐集團/中國禮藍公司/惠盈動保集團 顧問

連絡電話:+886-939-776-541 網址:sstsai370320@gmail.com

謝
謝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