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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一、 前言 

 

  今日科學的進步，使得愈來愈多的新興科技與儀器被研發出來，這些進步，

使得我們能逐一的揭開分子生物遺傳方面的神秘面紗。而在分子遺傳 (molecular 

genetics) 的領域當中，人類的基因 (gene) 關係著人類身體健康以及行為運動的

表現。 

  人體內是個龐大的基因庫，並且蘊藏著促使身體適能更加提昇的基因型，是

否能藉由不同的身體活動形態來誘發與提高身體表現的基因表現型，來預防許多

慢性疾病或者是肥胖，提高生活品質，正是目前先進國家積極投入的研究課題 

(Drlica, 1997；Pilzer, 2002)。 

  基因在人體中所佔的比例極為微小，但是其所執掌的訊息以及對人體的影響

卻是遠大的。所謂的基因型 (遺傳因子) 是產生表現型 (外在表現) 的根本。而

表現型本身也擁有表型可塑性 (phenotypic plasticity) ，能夠在基因型未改變的狀

況下有所變化，並且能夠遺傳到下一世代  (Zimmer, 2001) 。近年來基因與各種

疾病之間的關係不斷的被發現，諸如癌症、阿兹海默症、杭丁頓症等，都被發現

可能與遺傳基因有關。自然，有關身體活動表現與基因相關議題，必定為先進各

國所重視。 

  人類基因圖譜 (human gene map) 在西元 2003 年四月，終於在科學家們的多

方面努力下，得以一窺全貌。基因圖譜的呈現不但使得我們對生命科學向前邁進

一大步，對全人類的疾病防治與生命的品質提昇，更是意義重大。 

 

二、 問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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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許多關於人類運動表現以及健康體適能的研究指出，基因的多型性 

(gene polymorphism) 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 (Wolfarth, 2001) ，並且全球有幾個

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芬蘭、德國以及波多黎各等多國間，有合作的基因研究

計畫 (Rankinen 等，2002) 正在積極進行當中。 

  美國國家生物科技資訊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NCBI) 也為人類 (homo sapiens) 基因建立了相當完整的架構，NCBI 網站對人類

基因體資源 (Human Genome Resource) 提供了正在進行人類基因體研究者的大

門，且由美國國家衛生署 (United Stat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和國家醫學

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贊助，並由國家生物科技資訊中心 (NCBI) 

維護並呈現於網站 (http://www.ncbi.nlm.nih.gov) 。而使得許多與運動表現以及

和健康相關的基因漸漸的浮出枱面。 

  在有關人體健康以及運動表現的相關基因片段研究中，陸續有研究結果報告

出現；如 ACE 基因與心肺耐力有高度相關 (Bouchard, Rankinen, & Chagnon, 

2000；Gayagay, Yu, & Hambly, 1998； Rankinen, Rice, & Perusse, 2000；Sonna, 

Sharp, & Knapik, 2001；Wolfarth, 2001) ，GDF8 (MSTN) 基因可能與腿部肌肉量

有關 (Seibert, Xue, Fried, & Walston, 2001) ，VDR 基因與骨質密度的相關 

(Geusens 等，1997；Lorentzon, Lorentzon, & Nordstrom, 2001) 等等，這些基因訊

息的累積，使得我們對於身體的活動表現程度，與相關基因片段之間的微妙關

聯，產生極大的興趣。 

  令人深思的是，人類是否在體內深處即藏著祖先所遺留下來的遺傳密碼，而

這些密碼隱約記載著如和讓人們在與大自然對抗當中，能夠安然的存活下來。例

如改善肌肉適能，提高人體肌力與肌耐力的基因表現型 (phenotype) ，或有助於

人們渡過冰河時期 (ice-age) ，而促使人們囤積脂肪的基因型 (genotype) ，如同

所有的遺傳變異最初都是來自基因突變、基因重組與物競天擇的過程，決定人類

的特徵被延續或是淘汰，甚至使後代獲得延續的謀生技能得保留下來。 

  另一方面，在流行病學研究指出，不從事運動者死亡率高過從事規律運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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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ffenbarger 等，1993) 。適度的運動習慣能促進生活健康，提升生活品質已是

不爭的事實，而研究也提到，擁有優良的基因形態，有可能使我們具有較好的體

適能或身體品質；但是具備較好的運動習慣與體適能或較高的身體活動量，是否

可使得人體內體適能相關的基因方面，能誘發產生具有優勢的基因表現型 

(phenotype) ，進而有更優質的生命品質？此外，不同的國家，可能由於地域、

海拔、風俗等的因素，產生不同的人種或是族群，這些外在因素長久下來是否使

得基因上存在著先天的差異，影響身體活動的表現，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目標。 

  在台灣世代居住的人種，長期以來大致分為兩大方向；一為高山原住民，一

為漢人族群(平地人)，而在生活型態的影響方面，也衍生出坐式生活型態 

(sedentary) 的族群，以及活動表現位於金字塔頂端的頂尖運動選手。而是否如上

述所言，這些族群在先天上存有差異，因此本研究將藉由以上不同族群分組的比

較，並透過基因體科學的研究方法，來探索台灣地區族群的體適能相關基因多型

性之間的關係，提供運動選才之依據，以提昇選才之標準，做為體適能與基因之

多型性研究者之參考。 

 

三、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 

（一）族群間體適能之差異。 

（二）族群間身體質量指數相關基因多型性之差異。 

（三）族群間肌力相關基因多型性之差異。 

（四）族群間心肺耐力相關基因多型性之差異。 

 

四、 研究假設 

 

  本研究假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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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群間之體適能有差異。 

（二）族群間之身體質量指數相關基因多型性有差異。 

（三）族群間之肌力相關基因多型性有差異。 

（四）族群間之心肺耐力相關基因多型性有差異。 

 

五、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範圍限於台灣地區之 18 至 25 歲成年男性。研究所採用之調查方式，

受限於時間、地點、受試者的人數、醫院的作業方式以及研究對象之隱私，因此

部份受試者資料的取得上，僅請填答者以回憶方式，自行勾選實況；由於無法完

整查詢其診療病歷報告上之記載，可能使得原始資料的完整性受到限制。 

 

六、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族群分組 

  本研究依運動表現，將族群分為四組；其中一般運動表現者有原住民組與平

地人組兩組，而頂尖運動表現者 (國家代表隊儲訓手) 有球類組與武術組兩組，

說明如下： 

  原住民組：原住民包括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其身分之認定，除原住民

法規另有規定外，依下列規定：臺灣光復前原籍在山地行政區域內，且戶口調查

簿登記其本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原住民者。 

  平地人組，本研究中之平地人以居住台灣 (漢人) 且不具備原住民身分之大

專生稱之。 

  頂尖球類選手組：高運動表現選手中之球類組，以軟網、手球、棒壘球之國

家代表隊選手組成。 

  頂尖武術選手組：高運動表現組選手中之武術組，以空手道、跆拳道、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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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體操之國家代表隊選手組成。 

（二）體適能相關基因 (genes related to physical fitness) 

  本研究體適能相關基因為： 

1. ADRB2 (beta-2-adrenergic receptor) ，位於第五號染色體，與肌力及肌耐力有

關，標記為 5q31-q32。 

2. ADRB3 (beta-3-adrenergic receptor) ，位於第八號染色體，與 BMI 有關，標

記為 8p12-p11.2。 

3. NOS3 (nitric oxide synthase 3) ，位於第七號染色體，與心肺耐力有關，標記

為 7q36。 

4. iNOS (nitric oxide synthase 2A , similar to nirtric oxide synthase NOS)位於第十

七號染色體，與心肺耐力有關，標記為 17q11.2-q12。 

5. CETP (cholesteryl ester transfer protein) ，位於第 16 號染色體，與 BMI 有關，

標記為 16q21。 

（三）多型性 (polymorphism) ： 

一段 DNA 序列在不同人當中常見的變異。本研究之多型性指的是基因具有

不止一種的版本 (或稱對偶基因) 。即使是少見形式的對偶基因，在族群中也可

能有超過 2%的出現機率，通常高於 1%的出現機率，可稱之為多型性。多型性 

(polymorphisms) 與突變 (mutations) 在研究上定義有些類似，“突變＂是常用來

描述異於主要基因表現型所偏差出的對偶基因，特別是那些被認為會造成疾病狀

態或影響某些表現型的不正常對偶基因，因此”多型性”在名詞使用上更具意義。

在基因表示中，單一核苷酸的多型性稱為 SNPs ，是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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