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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ARLY FIND OUT DAIRY CATTLES’ DISEASES
前

-‘

一次反歸時間約四十五3鐘，一回行反興五至六次。假如

蔥，

要想、飼養乳牛成功，首先必須注意乳牛的健康，周時
對於乳牛疾病也要有充 分的認識 。字L牛疾病種類很多，
在談各種疾病之前，先講 疾病 的早期發見。自已所飼養
的牛是否有病，早期發 現是一件重要的的事。展病的早

胃部有疾病或染患熱性疾病的時候，就不會行充分的反
留作用。不會反鉤的時候，身體一定有異常，這點我們
頭特別注意。

排糞狀怠

期發現，是治療上的第一要件，也是畜主的重大義務。

有無精神

觀察排糞狀態，是件重要的事。提康牛的糞，有一
定的塊狀和軟性。一日排糞，有一定的塊狀和軟，性。一

健康牛的精神非常好，常常作竟都運動，但健康發

日排糞次歉，約為十五至三十次，如果次數較多，或排

生異常時，元氣消 缸，動作不活潑，常站立在牛舍的一

軟便、水樣便、混有粘液泡沫和血液等的糞便，即為發

角，受蒼蠅和蚊子咬叮時也懶 去理會。

生胃陽炎的現象。如果糞中有穀校和其他沒有消化的飼
料，就是消化不良症。

營養狀怠
健康牛自古體格好，被毛具有光潭。如果營養不好的

排尿狀怠

話， 被毛變爵粗阿If ， 沒有光澤 i市瘦削 ，骨給突出。如患寄
生蟲病、慢性結核病 、 慢性胃腸病時 ，就有這種現象 。

健康牛的排尿數多，排尿狀態也很順利，沒有痛苦
。但如腎臟、膀脫和尿道等泌尿器看疾病，則排尿時按
都做可形，排尿不順利，有時候一滴一滴的滴下，就是

食迷和缺水狀桂、
健康牛的食態、很大，飲水量多。乳牛出乳量多，所
領 71<份也多，由於飼料的差異 ，每天大約要飲十至六十
公斤的水。
食慾不 好成完全 沒有食態，是i健康不好的證明，可
能有腸 胃 疾病或﹒噩熟 。飼 養位 理者應在給飼後輯查殘餘

疼痛的現象。有時候尿星紅色﹔還是尿中沒有血球血紅
素的現 象 ，是由泌尿器疾病所引起的。個乳牛患焦蟲府

時，也會排出很厲害的血紅素尿。仔牛 C 五至十三個月
〉有時候也有排出紅色尿的現象，還是由飲水過多引起
一時的肌色素尿症，減少飲水量即可治癒。

汁觀土的狀怠

飼 料的多少 。

採食、咀嚼和哄下狀怠

乾燥，是染唐、熱性疾病的現象。反之，有多量的鼻

健康牛的課食狀況很好，且經岫利咀嚼後才！孵下，

汁，是呼吸器官的疾病。

流法E 異常的多是食道援華或口內炎。

然而 口內有炎症或有異單身刺入的時候 ，困苦哥疼 痛的關係

左邊第一胃部份有膨大的，是鼓，眼 症 。

，踩食和咀嚼瑋原有直難﹔又如食道援塞時，膀下也發

有咳嗽，是喉頭支氣售等的農府。

生困難。

發熱

有無瓜多3
牛有四個 胃 ，也有牠特異的反詞作用。其中第一胃

最大，佔左腹部的大部份 ， ~r栽在第一胃的飼料，還出

動物檢iHd ，原則上都插入肛 門內檢查。如無檢混器
時，觸診角頭或耳板等，大致也可檢查也有無發熟。

口中再咀嚼的現象 ，就是反興。

乳牛前體潤，隨年齡或氣﹛炭等i市有多少的差異．劫牛

反獨在吃飼料後經過犬的三十分鐘，牛休息的時候

開始。對一次食塊的咀嚼i欠教 ，大的為四十至五十固，

-

此老牛高一點，夏天此冬天高 。健康牛的體溫普通為攝

氏三七﹒五至三九度，盛夏濕度高時會增高到四十度。

1 一

及早發現有接庸的現牛

食道硬塞如早期發現時，有完全的治療效果，但本

吟吸狀態
鍵康牛用肋骨和腹部的肌肉等行安靜且有規律的呼

吸。染患呼吸器疾何處發熱時呼吸變快，次數也增多。－
體內有疼痛時現由疼痛性的呼肢。健康牛的呼吸次數，

安靜玲差不多為十至三十五次。

府發生過程中常常併發鼓，臨症或誤 I燕位肺炎，對這種t1t

發症也須要處理。

（二）食滯

脈搏的變化
服搏的狀態a細心，穢的機能及血液循璟有密切的關係

互合病又名叫做第一胃，食滯或第一胃急性擴張，因過

食的原因，胃壁擴張jj'jj 收縮力減退引起消化陣害。
原問

。倒如發熱、心撥衰弱或貧血時，脈搏次數就增加。

主因是多吃7乾燥的粗硬飼料或穀類和多量盜吃m

服縛的被查方法，是用手指按於牛的外領動服或尾

中動跟上，這好像人看病的薄膜，醫生用手指按在患者

引起。
診斷嘉措

手臨上來檢查動脹的悸動一樣。

＠吃飼料臥後已經經過二、三小詩還未行民詞，均

安靜待健康牛的旅傳教，一分鐘差不多四十至八十

次。

茫然站著和有苦闊的呻吟。

步行狀怠
健康乳牛步行莓，四股均能確實著地，但股有疼痛
時，因懼怕聲地而旱放行，還時候大概蹄部有毛病。如

精神蔓靡i市步行眼睛，就是全身衰 弱的症候。
內外疾病

＠由外面觸診時，第一胃覺硬固或膨大和運動停 .1l:.

。直腸檢查時，在骨盤腔內即可觸到硬間的胃。
＠隨使庸的進展，呼吸變快， i市脈搏數也增加。

＠輕症的普通二、三日可給療，但重症的須要長期
的治療，而且容易轉變為鼓腹症。
治療法

（一〉食道使塞
原肉

＠患畜要絕食，並慢慢使牠運動或用稻草從外部來
按摩第一胃。

牛吃飼料的尊候，咀嚼並不充分部嗎下去的程度且

＠授與下鍋藥，倒如硫酸鍋五百至一千克用水溶解

其他家畜顯著，所以便塞的機會此較多。引起便塞的異

到百分之二以後經口或經鼻投與之。商時注射胃搗蜻動

物有玉米穗、甘譜、蘿蔔、馬鈴薯、甘藍菜等，也有是

促進劑。

因小百頭或玻鴉身所引起的，這是常常發生的疾屑。

診斷惡點
＠牛星茫然的停立，頭頸部伸長。舉動不安有憂苦

的情缸，但沒有發熬。
＠可操食或飲水，但膀下去時，因食道 ﹔反塞不過，

吃下的飼料和水再逆流出來，問時流誕很厲害，所以鼻
腔及口邊粘上污物。又可態下時發出很強的咳嗽把食渣喀

＠如果因盜食很多量的時候，利用第一胃切開手術

來排除胃內容物J士投與下劑的治療較好。

（三）急性主主月挂在
本症是醋酵住氣體lt:i' 留在第一腎內，引起胃壁的急

性膨大，胃機能也停ll:: 的疾病。有時很快致死，所主l管
理上要特別注意到這種疾病。
反問

出口內。

探食酸酵性的飼料或通 it 容易醋酵的荳科植物，有

＠由外部觸 診 食道時，可觸知堅硬的硬塞物。

治療法
＠硬塞不嚴重時，如援塞物靠近喉頭部可能食道兩

聽酵過的麥酒柏酒柏，有時也有國腐敗的甘譜和馬鈴薯

的中莓，或踏車於食道援塞症之後。

診斷壽路

ill!J 用手拍，靜靜揉擦，使異物送出口中。但異物在食道

＠腹部，特別是左嫌部膨大和緊張，用手指敲打時

中部以下時，則用手指把異物揉進胃內。

＠硬塞嚴重縛，利用 食道異物推送器來推進胃內。

會發出鼓音。重症的右側藤部也膨大起來。因氣體的刺

若沒有推送器的海候，則 利用產畫家所用的旅條，在先端

激牛發生肢痛，所間里不安的狀態。鼻鏡乾燥且沒有食

錦上布來推送也是一個方法。﹛且提塞非常嚴重時，使用

慾，反勢也停.LI:: 。胃腸的擺動很 弱，糞尿的排泄也很少

推送誰也不河能。

。呼吸變通而快，重症時呼吸困難，脈搏數亦增加。
＠眼結膜呈充血或暗紫紅色 。

＠食道切開法，以上 的方法都不能治療時，最後利

＠重症的質病後一、 三小玲或數小薄可困窒息：市死

用外科手術切開食道來除去異物 ， 但異物硬塞於胸部 食
邁的時債，要用第一胃切關治療。

。

2 一

畜教學報
十克，苦味丁幾十至五十西西，稀鹽酸十至三十西西，

治療法

早期發見及時治療最重要，重點是排除胃內的氣體

重會三十至一百克，人工鹽十至五十克。

＠丘爾~；使用以下的藥量：韓酸五至三十克，吹硝

。
＠傌助胃腸的運動，按摩左眼都特別是膝部，使用

柔軟的稻草或雜布等。摩擦方法也下方自上方用了1充分

酸蒼鋒十至廿五克，藥用炭末一百至二吉克，碳酸鈣十
至五十克。
＠用 E黃股劑 （ ;::t.Jv::J'Y~Y ） 及盤尼西林 c~ 二 ν

摩擦。亦有舌頭用手牽引出來，在它的上面塗擦木摺油

C木夕一／吟，以促進排出！愛氣 。

!J

＠利用胃導管插入食道以排除氣體。

＠鶴7 控制胃內容物的酸酵，授與以下的內服藥：

那克遠林 C 夕 ν;;1-9 ：.；）十至五十西西，來蘇十五至三
十西西，稀鹽酸十至三十西西，酒樁，三十至五十茵茵，

敬代硫酸鍋（ =J- 丈硫酸 y 一夕〉一首至二百西西，薄荷

::Y ）也可缸。

（五）蜻下＃﹔i
剛生下鑽牛對外界揖抗力弱，容易發生下病而起全
身衰弱。如果變戚慢性下策時恢復困難，對立l後發育的

影響很大，所以初生積牛的下病要特別注怠。發現下鋪
就要馬上除去他的原因。

少量。

J去問

＠胃穿刺街，有危險窒息的時候，利用套管針來穿

導致下繭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由於奶和飼料的供給

制第一胃而排除胃內的氣體。

＠第一胃切關衡，投與內服藥或胃穿刺都不龍排除

氣體時，及特殊的泡i朱性鼓脹症的時候要課用本手紛。
＠本症治療後須要絕食一日，第二日是給與容易消

與方法，或感冒引起的胃鷗障害。即不良的母奶，餵飼
的分量、混度、﹔欠毅等的不適合、賊風的侵入和牛含內
潮濕等。此外腐敗的飼料、不消化飼料、濃厚飼料的過

食等也是幼牛下摘自守原因。但最可怕的是細菌蔥、染引起

化而品質好的飼料，第三日開始給與普通的飼料。
Q,( 上的處理不適當時，有的時候可移行慢性的鼓脹

的所謂細菌住下捕。

診斷姜昆

症，所以要特別注意。

單純的食餌住下鍋僅食態誠退和體溫的小變化。但

（四）胃腸于他和胃腸長

是體溫增高而排出有惡臭和灰白色水樣的下府便時是細

腎腸卡﹛也是胃 C牛是第四胃〉和臨粘膜的卡他性炎

菌住下荊，此時食懲廢絕和全身衰弱 的症狀很明顯。

症，這也是經常發生的疾病。胃腸炎此胃腸卡他的炎症

治療法

嚴重，粘膜受高度的破壞，並發高熟。

牛身體用毛布包起來，牛舍保持溫暖，授與.tH！可藥

原因
＠因飼養翠的失宜即飼 料配合不嘗，給與腐敗或有
傲的不良飼料、過食和過勞等。

。盡量除去下病的原因，同時應用強 壯劑助.ti: 衰弱。

.ti:病樂有藥用炭宋、教酸等，如果是細菌性的下瘤
，頭要用大量的抗生泰治療。

＠體質虛弱和老齡或繼﹒芸於傳染病和熱性疾病的過

（六）腸重疊及腸 i急轉

程中。

腸重疊是腸管的一部的基入與其連續的腸管內前發

巧、斷苦早點
＠急性型是元氣和食態、都減退更排不消化的下病便

生的急性疾病。腸掠轉是腸管的一部份有纏絡拾、轉的。

，有時候排出有混合粘液和血液的惡臭下病便。踴蜻動

這兩種疾病都因踢官閉塞或獄寒而歸內容物不能通過，

所以發生血行降書，才引起該部陷於壞死，牛經常發生

亢遲，也有腹痛的說象。
＠慢性型有時，妻生便秘或下繭，有時，草生輕度的鼓

。

脹，因此營養慢慢地表弱而漸瘦削，乳量也減少。

原岡

治療法

＠急性踴卡｛fu 時候 ， 腸螞竄i亢進，並有數烈的臨撞

＠須先排除其他配原 因，注意飼養售彈，不嚴重的

擊時。
＠在踢章發生尾部性的麻 痺 引起前面的歸宮發生強

不投藥也可治癒。

＠重症的須先投予下荊劑＊拆除胃醋的內容後，再

烈蜘勤時。

＠在金、歡的運動最跌f圳市 腸宜 的一部份笠，高度的壓

投與消毒l仗欽劑和消化整 腸劑。如果營養不良的要注射

生蠶食鹽水和葡萄糖被大約三千至三千百酒。

迫時。

＠投與鍵胃和整腸劑，用藥量如下：龍臘末十至五

一 3 一

＠在肢腔內的其他不明原因所引起。

及早發現有疾病的乳牛

診斷姜昆
＠牛發生很厲害的腹疼，所間舉動不安，在牛舍內

計或作者等的調查，一般認為乳牛多﹔市肉牛、投牛較少

，亦老年牛此的齡牛多發生。理由是因為乳牛是繫留在

跑來跑去和常常回頭看後部，又常常用後肢蹦臨腹部，

比較狹隘的場所，又飼育上利用加工飼料的關係，吞下

有努貴但糞便很少只有排粘液便，這樣經過差不多一夫

金屬斤的機會較多。

吞下去異物的種類隨璟坡有差異，照過去的切開倒

的時間，第二夫叫後精神沉妾，食態廢絕而只有站立一

個地方，且排出很少量的粘血便。
＠腸蜻島完全停沌，直腸檢查時有時能觸覺息部，

敗者，釘最多，其次是鐵線、針等。任振至1挽時是心囊
炎最容易發生的時期。
牛吞下去的釘、針要達到心臟部的期間，隨牛的個

直腸完全空虛而粘膜稍微腫J張。直腸檢查愚覺困難。
＠體溫稍藹增加，脈搏數增加而細弱。

體和璟接或異物的種類等有差異，普通大約一佰月。

診斷妥路

治療法

早期發見而行手術開腹來整復或切除患都以外沒有

＠初期現出創傷性胃橫隔膜炎的症狀，是食態消失

其他辦法，但經過三日以上的利用開肢芋術也不可能治

和項目的消化障書，營養衰退，第二胃部和它附近有疼

療。如果沒宿治療的話，數日內就會死亡。

痛，所臥避惡運動和步行，又站起來和步行的時候發生

(-t:: ）直1］每性首長﹒創傷性棋隔膜采

呻吟的聲音。

﹒創傷性心愛夫
由牛的生理解剖上看﹒，心臟僅隔膜i市位於第二胃的

前部。心臟的外側由心囊包圍。本症是乳牛經常發生的
重要疾病，因此症死亡的亦多。

＠症狀變惡化時食慾漸減最後廢侶，體溫增到攝氏
四十度呼吸變快也發生滯痛性的咳嗽，心悸亢進，脈搏
數增加i市服博變細小微弱且不整。顯示這樣症狀的時候

，可診斷為創傷性胃橫隔膜炎或創傷性心囊炎。可講用
血液檢查或用金屬探知器的檢查來決定病勢。

／項目
本症是因牛吞下尖銳的物譚，如釘、針、裁縫針、

鐵線等所引起。牛會行民餌，所QJ.主因是探養時咀嚼太
組。此外，牛有誠食其韌的性質似乎也有關係，即對冷

＠疾病更嚴重的時候，因血液循璟障害而有顯著鬱

血症狀，即末梢靜脈怒張i市頸靜服可見顯著的搏動，眼

桔膜呈暗紫紅色，額下和胸下和下腹部等處可看出浮腫
。

聽診的時候可聽出心包膜摩擦音或拍水音，心包膜

的異物特別是鐵製品、小石頭、玻璃丹等。

這樣吞下去的針、釘、鐵線先到第一胃然後達到第

內滲出液增多，則心音變戲非常微弱而難聽診。

二胃。由於第二胃的收縮運動貫穿第三胃壁，初引起創

牛有現示以上的症狀，百分之一‘百可斷言權思創當

傷性胃橫隔膜炎。續i市貫穿在前部的心囊i市發生所謂創

1世心囊炎。到這樣程度的牛大概一個星期左右﹒即將致死

傷性心囊炎。所以創傷性胃炎，創傷性橫隔膜炎，創傷
性心囊炎都是針、釘、鐵線所引起的，可QJ.設是同種類

，但生存數月的也有。本症的合併症是敗血症和胸膜炎
或肺炎。
治療法

的疾病。

類似本症的現象，作者會看過令人驚嚇的實倒，即

如里明顯的傷性心龔炎症狀的，到目前為 ll:.無法治

大約廿五位﹒分長的雨傘柄會貫穿胃壁而刺入脾臟的事實

療，然金屬身還遊離在胃內時，利用特製的做鐵由口取
出。﹛尚金屬斤刺在胃壁或橫隔膜的時候要切開第一胃，

。

發主狀況

然後探測第二胃取出在那里的金屬斤。
第一胃切開俯在外國…般都認用，混在畫灣因政府

本症無論在歐洲、三是耳和日本都廣泛的發生，受害

非常大。作者回臺灣五年來即接觸這種疾病多次，可以

鼓勵訓練這種手俯，所以已漸漸的使用 7 。
異物（釘、鐵線等〉途，至lj 心臟所~產生的所謂創傷性

說是威脅酪農的疾屑。

作者扭住利用動物謹 內金屬探知器來檢瓷體內有無

心囊炎，原來沒有治療法，但昆在在外團對牛的開胸手

金屬斤的存在，結果有百分之六十的陽性率。作者於過

衛和其手術須要的裝置已在積極 研究中，所以作者相信

去施行多次的第一胃切 闊的經驗，這種金層反應大部份

不久的將來本症也有治療的可能 。

預防法

是砂鐵，但是釘、鐵線等 也有。凡是遊離存在於第三胃
內的這些金屬斤，一部的可能排的體外，大部份蚓沉澱

關於創儷性心囊史應該是預 防重於治療。

在第二胃盾。

＠預助法，時常清掃，整理牛舍內外和運動場附近

本症的發生依牛的用途多少有差異，根據美耳的統

的璟頃，把引起木府的原因如洋釘、鐵線和針學盡量排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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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去－分，但因自然磨滅的關係一年大概勵行二次的定蚵

幣。

同時實施飼料檢查，即在混合飼、持或飼料配合的時

制蹄即可。疏忽、制蹄的時候會召來下列的結果：

候，利用強力的磁鐵來吸取金屬斤，然後才給飼。

＠肢變型，體重的負擔偏重於一邊，因而影響體型

＠勵行定期健康檢查，各縣政府家畜疾病診療所和

和能力讚惡。
＠步樣變不活潑，運動困難，所以營養漸漸變惡，

獸醫師，每年最好實施二次健康檢查，檢查方法除了一
般檢查以外，並利用金屬探知器來探測胃內有沒有其物

乳量也漸漸減少。
＠蹄的過度的長是趾間腐爛的原因。

的存在。

＠困伸長的蹄角損傷乳房i市引起病菌侵入。

檢查結果若胃內有釘或鐵線和針的時候，應及早利

乳牛大部份時間在牛舍內飼養，因爵運動不足，且

用磁鐵或用第一胃切開街來排除。

外國最近對於本症的預助方注：先給與牛內服…餾
小小的棒狀磁鐵使預存胃底，把吃進胃內的金屬斤吸附

蹄部常踏糞尿，如果不勵行削蹄，腐蹄或趾問腐爛很容

易發生。
因此也可引起全身的反病，所以應多放出舍外運動

，經過一段期間以後，才利用更強力的磁鐵由口腔通到

，對牛舍內的情掃和制蹄及蹄的管理要特別注意。

胃內來吸取這塊小磁鐵，這種方法相當有殼。
有關於第一胃切開街，作者會於臺灣省畜牧獸醫工

診斷妥踮

作報告第四卷第三期中報告，請各位參照。

牛發生本庸的患部有充血及腫脹或有些腐爛，排出
有惡臭的滲出液。疾病嚴重的時候腐爛很厲害 21.致組織

（入）脫臼
牛前肢的脫臼很少，但說肢有股關節和膝蓋骨的脫

壞死排出濃汁，非常疼痛，所21.牛星．跛行或不能步行。

一般乳牛的跛行和不能步行，大概因感染了本症。

4日。

治療法

原罔

發生於跌倒、滑跌、跳躍等情形，肢勢不良及運動
不足、老齡軟骨症等是它的誘因。膝蓋骨是靠數條韌帶

支持的，如果鞠帶受到斷裂或她緩會使膝蓋骨偏位i市脫
白。

牛保定在固定臺，把患肢上舉縛走在固定畫，先把
蹄用清水洗淨，然使把當府的蹄底充分削蹄，且完全排
除內部的濃汁 C有的時候蹄底～全部要制除的很厲害的

情形也有2

21.後用雙氧水（ :;t 玉'rv7Jν 〉充分消毒後壁布碘酒

診斷要點
股關節不完全脫自時是步行困難或步行時，發生關節

窩的聲音。膝蓋骨脫臼時，患肢的舉上和前進及後退等

運動很困難，同時忌、肢伸張i市用蹄尖乘著地。

（決度丁幾〉，再在患部放入消炎粉（嘖胺劑J ’蓋上
一‘層棉花，才施行紗布包奏，蹄底給穿草鞋。本治療一
、二天讀要換藥一次。輕症的～個星期，重症的須要一
個月的治療。

治療法

結論

股關節脫臼無治療法。膝蓋骨脫臼時可整復的也有

句但容易再脫白。普通是用外科手術治療。

以上所列的診察事項，除獸醫師外，飼養管理者也
可自己做到，注意這些診察事項，可以及早1瓷現異常的

（九）制崎﹒腐崎﹒泣闕爛

乳牛。

乳牛 QJ,體重的此仰著蹄較小，而且大部份時間是在

一‘般來說，都是預的重於治療，尤其是早期發現的

牛舍內，所以蹄的磨損少。他方面牛床是水泥造的，國

治療效率更高。為了養護你的的牛章，必須隨時隨地加

牛蹄接觸水泥地面 i市變硬，以致引起磨損不正，且蹄蜂

以仔細的觀察和照料﹒對於牧場璟墳，牛舍管理和飼料

伸長使蹄變型。我們把變型的蹄修復叫做制蹄。

給與等予以妥善的注意。

牛的蹄典人的指甲 ～樣不斷地伸長 ，一個月可伸長

（請參看下 頁附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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