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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之成年人 (平地人、原住民) 與頂尖運動選手(球類選手、

武術選手) 共四個族群為研究對象，共 182 人。受試者年齡介於 18 到 25 歲之間，

平均年齡為 21 歲。 

 

二、 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立意取樣，將參與研究之受試者，依照運動表現高低狀況 (國家代

表隊儲訓選手與一般大專生) 及檢測調查問卷之結果，將組別分為四個族群；為

原住民組、一般大專生組，以及國家代表隊儲訓選手部分兩組 (武術組與球類

組) 。針對不同族群組別做體適能檢測，以及相關基因多型性檢定，並針對其間

之關係加以比較研究。 

 

三、 實驗工具 

 

（一）身體活動量調查問卷 

  基於國外的研究問卷在內容上，會因為種族、民情與生活習慣的不同於我

國，使得在實施大樣本的問卷調查時可能產生差異。因此，本研究之問卷參考國

外問卷之架構，並加以重新設計或刪改內容，以期能收集到更客觀具體的資料，

確實掌握活動形態與體能現況之間的相互關係 (附錄一) 。 

（二）引子 (primer) 

  引子是一最短鏈的單股核酸分子，可在作為模板的 DNA 上找到互補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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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使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的過程得以啟動 (附錄二) 。 

（三）聚合酶連鎖反應 (PCR) ： 

  美國生化學家 Mullis 發明的技術，利用耐高溫的 DNA 聚合酶及特定的引

子，在試管內將一段 DNA 份數放大的方法。可用來製造任何片段 DNA 不限數

量的備份，有了 PCR 的技術，科學家便能從遺留的那些微量組織中將 DNA 放大，

確定其來源 (附錄三) 。 

（四）限制酶 (restriction enzyme) 

  限制酶具有黏附在 DNA 上頭的特性，且能選擇特定的位置，因此能辨認雙

股 DNA 上某些特定序列的酵素，並在該位置或是出現特定的 DNA 鹼基序列處，

將 DNA 切斷。因此限制酶也被稱為「分子剪刀」。 

（五）電泳分析 (electrophoresis) ： 

  根據各種分子的大小及電性，加以區分開來的步驟，是一種蛋白質分離技

術。物質所帶電性不同時，在一正負極兩端電場下移動的速率也有不同，通以低

量的電流，可以促使帶電分子在凝膠薄膜的孔隙中移動；小分子片段要比大分子

走得更遠。這個過程又可稱為凝膠電泳。 

 

四、 實驗方法與程序 

 

（一）聯絡本研究之志願參與人員並填寫志願參與者問卷。 

（二）填寫身體活動量問卷。 

（三）進行採血ㄧ管，血液樣本之採集由合格的醫護人員從事之，以坐姿方式於

肘窩中央靜脈處抽血，血量約 20 ml。 

（四）依照教育部頒訂體適能檢測方法測量屈膝仰臥起坐、握力、立定跳遠、1600

公尺跑步。 

 

五、 血液處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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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所採集之血液冷藏保存，並且於 24 小時內進行以下步驟： 

（一）DNA 萃取 (DNA extration) 

2. 用純試劑量 1 ml 洗淨細胞球。 

3. 離心機以轉速 12000 轉，進行 5 分鐘離心。 

4. 用吸量管並小心加入緩衝液 100-200 (400) μl。 

5. 加入蛋白酶 K (10mg/ml) 50μl 和 RNAse(10mg/ml) 5μl，其溫度＜500C、

時間為 3 小時至隔夜。 

6. 萃取酚、氯仿、異乙醇為 25：24：1 (加入等量緩衝液) ，並用手輕搖 5

分鐘。. 

7. 離心機以轉速 12000 轉，進行 5 分鐘離心，溫度為 200C。 

8. 收集浮層物。 

9. 經 2-丙醇 (並加入等量浮層物) 使其沉澱，並保持在溫度 200C、時間為

30 分至隔夜。 

10. 離心機以轉速 12000 轉，進行 10 分鐘離心。 

11. 用 75％酒精洗淨此細胞球。 

12. 離心機以轉速 12000 轉，進行 10 分鐘離心。 

13. 風乾此細胞球。 

14. 用二次蒸餾水分解此細胞球。 

15. 步驟用二次蒸餾水分解 DNA 緩衝液 5000 ml。 

（二）PCR 處理 

1. 檢測 DNA 之純度及濃度，再送 PCR。 

2. dNTP (2.5μM) (dATP、dGTP、dCTP、dTTP) 4μl。 

3. primer1 7.5μM 1μl。 

4. primer2 7.5μM 1μl。 

5. sample (100ng) 1μl。 

6. Iox buffer 2.5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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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aq 2.5U 1μl。 

8. H2O 13.5μl。 

9. Total volume 25μl。 

  PCR cycle，反應條件為 940C，1 分 30 秒；940C，30 秒；940C，30 秒；720C，

30 秒；再返回第二步驟進行 30 次；720C，5 分，反應終了後以 40C 保存反應產

物以供電泳分析。本研究進行 PCR 之儀器為 MJ Research USA 公司生產，形號：

PTC (Peltier thermal Cycler) -200 形。 

（三）凝膠電泳分析 

  將 PCR 處理所得結果，進行電泳分析，本研究所採用之毛細管電泳凝膠為

GE Healthecare bio-Sciences 公司所生產之 GeneGel Excel 12.5/24 kit (Made in 

Sweden)。 

（四）自動化 DNA 定序 (automated DNA sequencing) 

  電泳分析所得結果，委由生物科技公司，以 Applied Biosystem 公司發展之

ABI Prism 3700 自動定序儀，進行自動化 DNA 定序。 

 

六、 資料處理 

 

  所得資料以 SPSS12.0 版統計軟體進行以下分析： 

（一）以描述統計及次數分配進行資料統整。 

（二）以 ANOVA 考驗檢定不同分組之體適能之差異。 

（三）以卡方考驗檢定不同族群與體適能相關基因多型性之差異。 

（四）本研究顯著水準α＝.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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