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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A Eyed-view of Marek’s Disease) 

(a ）病童基本身的特性放傳染力：因為 Marek’s 病

給其致病能-JJ);克強弱各有不同。

(b ）不同的染毒量。

(c ）難本身對遺傳而來的感受性強弱。

(d ）難齡的不同：愈年輕的難愈具感受性。

(e J 是否有 Second pa回enger 之存在：據報告，

有一種 Papova 病毒〈或者是 AE 主義病〉與

Herpes virus相依存在。故若有 Papova 病
毒或者有 AE 病毒存在時，會增加難禽之損

失。此外有人報告 Myxovirus 亦是一種誘發

園子。
( f) Dr. Maag主張：馬力克氏的症狀是 Herpes

virus, Papova Virus JJz免疫機構的交互作

用的表觀。

馬力克氏為之是狀及剖按：

為力克氏病一般發生在 4-8wks 齡之難，神經型

症狀是胸發生麻痺。其次是翼麻痺歧頸部麻痺，幼年母
雞感染時，其雙腿里伸直一箭一後不能站立之現象。有

時體表有毛卸的，草生雞痘樣之紅疹，〈按雞痘生於無羽

部〉可能因皮膚i神經受病毒侵襲致代謝不正常所引起。

眼型者星虹彩變灰色或其珠樣色，瞳孔縮小癱瘓或形狀
不整，或角膜外突，甚至有失明，不能採食而致死者。

至於馬力克民病之內臟症狀，外觀不易查覺，通常

與神經型或是眼型相伴發生。

剖檢發現神經型者，眼神經叢，坐骨神經叢或頸部

迷走神總叢}fz神經幹發生不規則腫大，時有7｝＜腫現象。
腫大部份會失均神經特有的橫紋，里不顯明的灰色或濃

黃色。

馬力克民病內職型者爵肝臟腫大，肝有灰白色結筒

。卵巢投腺胃亦發生麗脹，此外其他服器亦可能受侵害

，而產生淋巴瘤（Lymphoid · tumors) 

為力丸氏為與淋巴型白血病之

區 $1J

今分數點說明如下：

(a ）發生之雞齡不同：淋巴型白血病約在 5～8 個
月齡，而馬力克氏病早在 4～8 i!M齡即發生。

Cb ）病毒特性之不問：淋巴型白血病毒為卵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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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十年來，馬力克氏病（Marek’s disease）危害

鵝群至甚，是家禽白血病群 （Av ion Leucosis Comp
lex）中最受重視者。與新城鵡瘟，間為打擊本省贅聽

書長者最嚴重的疾病，筆者僅就﹒平日所得筆記整理寫出和

問學切蹉。

馬力尤氏為定義
對於白血病的分類各派學者意見不間。英國學者主

張眼型、神經型投內臟型應、白白血病群中分離出來，稱

爵馬力克民病 f按馬力克氏為神經型}fz眼型的最初報告

人）。
家禽白血病是一種增殖或增殖樣病（Neoplastic or 

neoplast.iclike disease）。根據 Dr Maag 之報告可

分為三類：

{A.淋巴型白血~（Lym阱。id leucosis) o 

B. Marek’s disease. 
Marek’s disease 可再分買兩型：

r炎個 (lnflam叫〕：表現岫純的神
經，皮膚敘眼睛症狀。

（叫祖（叫咖oli
在1誇、肝、脾、生殖腺，肌肉b之，已、磁的增殖性

麗脹症狀。

馬力尤氏為之品問及傳播

馬1J克氏病之病原為居霹型病主義（Herpes virus) 

，又因其含有 DNA 故又稱 DNA 型病毒。

Herpes virus 極富傳染性，存在於錢體中之 Her

pes 抗原，緊密地和被感染細胞連合，這個細胞遺骸可

以保持三個月以上的感染能力。據實驗報告：受污染的

鶴糞六個月後還具有感染性，將同日孵出之小雞分成兩

種處理一種是將難置於感染雞舍外數百呎之難舍中，第

二天再移到清潔處飼養﹔ 另～個處理是自始至終在清潔

璟續中飼贅。結果前，苦死亡率至70 日齡!l:i高達289苔，後

者則只有4侈，由此可見庸君主拘高更﹝專染性。 Herpes 
virus 有介卵傳染 （egg『transmission）現象。因此病

毒又能感染問蹋的小雞加速庸毒的散佈。縱使有人報告

有介卵傳染現象，但最主要還是第呼吸道的感染。

染病後的雞禽揖失情形有下列車接點因素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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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為 80mµ ，所含核酸為 RNA。馬力克民

病毒寫抱疹型任Ierpes 型，夫小 lOOmµ ，所
合核酸為 DNAo 白血病對 COFAL 反 CIF

試驗為陽性，而馬1.J克民蔚為陰性。 ，
Cc ）侵襲器官之不問：馬力克氏府會侵襲神經在之所

有軟組織尤以卵巢反暐胃為甚。還是馬力克民

府中內藏型的柯：微。而淋巴型白血病影響神經

極小，但對其他軟組織亦能侵害，但以肝蟻罵

著，故淋巴型白血病所導致之內蟻腫症又稱爵

大肝病（Big-liver disease）。淋巴型．白血病
常能導致直腸旁之粘液囊（Bursa）之腫脹，

這是馬力克府所沒有的。

六 馬力尤為之于頁仿
Marek'’s disease 之控制預助，目前尚無明確而有

把握的方法，還得繼續研究實驗，茲分直接點討論如下 2

(1）難舍汝等葉（Bedding）：有人報告：新雞舍患病

~鞍舊難舍為高，故這一派學者主張保用舊墊專置

於新難舍中，期能收費j自然接種病毒而有免疫性的

產生。但是當墊尊需要有嚴格的控制，否則病毒太

多而導致本病的發生。不過以筆者淺見，還是保用

新草書車較安全－叮靠，同時難舍要行嚴格徹底的消孽

，因為當墊尋常會導致他種疾病的發生。

(2）免皮：感染 Marek’s 府主義立雞斐，身凡會產生抗

體 CAntibodi部），但這種免疫體（Immunity)
是否能確實的fr.腫瘤之發生，或抗病毒，還待證明

。利用點眼法，在難跟上點上血液或tumor mixt 
ure 或是將糞便加入飼料中給餌，據說可間產生免

疫，但還待進一步的研究。探用此法注意所周之血

志之糞便應從自己的難禽中取得。在尚未正式證實前

，最好不要冒然揉用，經過病毒接讀之母雞其小難

有移行抗體產生，但仍然會感染病主義，只是在有足

侈的抗體時不發病而巴。但如此接種母雞可能會導

致母雞發病死亡。弱毒接種於雞禽中 3～4 迦後很

明顯的能抵抗疾病的發生。

﹛3）育成抗病毒的雞禽（Genetic Resistance）：據

Corrrell university之Dr. Cole 報告：認為可以

從遙機交配群中分出抗病群（resistanUine）歧感

病群（Susceptible line) Dr. Sevoian 指出用

Viremia test 測出 8～10 迦之難雙血中所合病毒

量，而使無病毒系（Non-viremic line）中選擇無
奪之種禽行繁殖育種 ，可跟這到撲減為力克民病的

目的。此法並不是一件短時間所能完成立計割。在

試驗期中也、嚴須格控制不能感染到馬力克民因子〈

Marek’s agent) 

﹛4）探用全遍全自（All in all 。”。管理方法：因為小

難對病毒特具感受住，故小雞務必與成難隔離飼養

，但有人報導：蛋難蝶用此法，患病較多，反而大

小雞相慘者較少發生，真是莫衷一是。
(5）肩雞之淘汰：遇有病難宜早淘汰，以除去庸原，又

因病毒能介卵感染，故不可孵化感染本病母雞之種

卵。

(6）減少飼發羽數（Depopulation）：難場若遇到本
病感染時，要減少飼費羽數，俾能減少損失，待敵

底消主義雞場後，再重新恢復飼養數目。並且要避免
密飼：可減少本病。

\7﹜強迫換毛：蛋難患本病之後，強迫換羽，可0減少
207彭病難之損失。其法子難舍海黑使光線減暗，但

得注意轟金通風，並停供飲水2～4天，夏天約2天
，春秋冬天可長延至 4 天，同時停飼較停水多一夫

如此。可達換羽之目的。

(8）物理化學訟的處理： Herpes virus 對紫外線投稿
爾馬林之揖抗力很弱，故用福爾馬林線鐵舍或讓陽
光充免照射，可達消奪目的。此外，有人建議用兩
性能肥粵泡在飲水中給服，可以預助本病。

(9）預助球蟲府可以減輕本病：據加州大學的 Dr. A. 
S. Rosenwald 報告：有球蟲病時，馬克克民府較

為嚴重。馬1.J克氏病發生前 2～3wks 鶴腸內發現

有胞囊增多的現象，所自若檢查聽小腸中，胞囊較

多時應給服球蟲藥。若已發生馬力克氏病時要用毒

性小或無主義的球蟲藥 C如 Buquinolate) ，並加上
輔助治療劑一－Vit A 較為有效。｛［：！亦有持相反意

見者，如 Dr:.Maag 認為 2 馬力克民府毒使噶淋

巴系統受害，因而產生大量不成熟淋巴球，影響囑
雙對疾庸的抗抵住，葦成熟的淋巴細胞才有免疫作

用。因此感染馬力克民病後免疫機構損傷，易導致

球蟲庸的發生，此外亦能引起 New castle disea 

se. Bronchitis 或 Laryngotracheti!~ 庸的發生。
這也設明了新城錢瘟預助注射所以失敗的其中一個

原因。

UOJ免農機構之活化：用 AE 府主義引起銬的免疫機構活

化乘有掃除 Second passenger 之效果。蓋雛囑初

期6迦0前，產生免疫體情形不好。故用 AE 接撞

，解除其免疫之惰性。另一方面病隻有7AE抗體

後，不易感染 AE病毒，可能減少馬力克民府的患

病率。

個揉用完全階敵方式：揉用超微生的完全階喜單單單，要

避免病毒的再度感驅﹔否則易失敗，錯齡大而無抗

體的過群感染病毒後，可能引起較大的損失，故在

早期接觸少矗揹毒反而會增加抗髓，減少本病的發

生。

~結論

馬克克民病目前尚無明確的方法來被制，尚待進一

步的研究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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