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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論 

  本章將就以下各部份分別進行討論：一、體適能與族群之差異性，二、族群

與基因多型性之相關性，三、不同族群體適能與基因多型性之探討。 

 

一、體適能與族群之差異性 

 

  本研究比較族群間之體適能結果發現，在頂尖運動表現分組 (球類組與武術

組) 與一般運動表現分組 (原住民組、一般人組) 之間，確實在體適能檢測項目 

(仰臥起坐、立定跳遠、握力、及1600公尺跑) 呈現有差異存在，而在體適能檢

測項目之外的其他統計量，除身高之外，在年齡、體重及身體質量指數等方面，

則並未達顯著差異 (表4-2) 。 

  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發現，在平均身高方面、原住民顯著比平地人略矮 

(p=.024) ；而在仰臥起坐項目方面，球類選手的成績表現則顯著低於武術組 

(p<.001) ；在握力表現方面，四組的右手握力不相上下，但在左手的握力表現，

則顯現出球類選手左手握力劣於一般組及武術組 (表 4-3) ，透過表 4-1 檢視左右

手握力的差異，推論應是後天的訓練造成球類選手產生側化(lateralization)現象所

導致。 

  國內較早期的研究 (陳鶴姿，1995) ，在不同族群學童的體格以及運動能力

的比較上，發現在仰臥起坐、壘球擲遠、50 公尺短跑以及 800 公尺耐力跑方面，

原住民學童的運動表現平均優於平地的學童。而在成年男子方面的研究，陳克宗 

(1983) 以高山原住民與一般大專生為對象來比較不同族群的耐力跑以及訓練效

果，結果發現在訓練前，原住民大專生耐力跑優於平地生，但在訓練效果上，則

平地生優於高山原住民。本研究所測得資料，並未如文獻所述原住民大專生優於

平地生 (表 4-1) ，顯示成年後可能由於後天訓練之影響、或由於生活品質與習

慣漸趨一致，而未產生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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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適能與基因多型性之相關性 

 

  體內的血中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 NO) 濃度關係到平滑肌的收縮，以及血

管內皮細胞的功能。人體在必要時需合成一氧化氮，而血管內皮細胞層上存在有

NOS (一氧化氮合成酶) 與接收器，當乙醯膽鹼 (Acetylcholine) 與內皮細胞層上

的接收器作用，刺激 NOS 開始合成一氧化氮。而研究指出 NO 在肥胖病人體內

的濃度與血清中三酸甘油脂的水平有正相關性 (Lin 等，2007) ，研究以重度肥

胖病人為對象，比較在縮胃手術前後的 BMI 及血脂水平，結果手術後 NO 的製

造減少使得病人血脂相對的降低，這些結果顯示 NO 可能與人體內 iNOS 基因的

表現有關 (Karpuzoglu ＆ Ahmed, 2006)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基因分佈圖上，

iNOS 多型性之 G/G 與 G/T 形分佈上武術組與球類組均呈現顯著(圖四與表 4-4)，

顯示頂尖運動表現族群體內 NO 的製造，可能與一般人有明顯之差異存在。 

  在 NOS3 多型性方面，武術組與球類組之分佈則顯著不同 (圖 4-3 與表

4-4) 。在本研究中，高運動表現族群之武術組，其運動特殊性屬於高爆發力高

強度之運動屬性，無氧程度約佔 90％，而高運動表現族群之球類組，則屬於高

有氧性之運動屬性，無氧程度僅佔 10％ (Powers, ＆ Howley, 2002) 。而本研究

中結果也顯現出 NOS3 基因與心肺耐力間之關聯性。因此本研究認為 NOS3 基因

多型性之 T/T 型與有氧運動表現密切相關。 

 

三、不同族群體適能與基因多型性之探討 

 

（一）身體質量指數相關基因 

  腎上腺素接受器 3 型 (ADRB3) 在人體內主要存在於脂肪組織，人體內的脂

肪分解以及熱量產生都與之有關聯。事實上有不少研究指出 ADRB3 被認為與肥

胖、高血脂或糖尿病有關，但亦有許多研究結果卻無法証實其關連性。儘管如此， 

ADRB3 基因 (Ringel 等，2000) 仍是肥胖基因的重要考量，因此我們認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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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種、性別以及特殊族群之間所產生的差異所致。 

  與人體運動表現有相關的基因片段，已經有研究指出，族群的不同有可能

在人體基因的形性上有不同的比例，許多國家如：芬蘭、法國、日本、台灣等的

研究均有不同的結果 (Tsai 等，2004) ，就 ADRB3 基因的 Trp64Arg 多型性比例

上，台灣與大陸、高加索種族的比例相似，但卻相異於印度與澳洲。 

  本研究透過表 4-4 之卡方檢定表得知，比較不同組別在身體質量指數相關基

因之多型性，發現一般組在 ADRB3 以及 CETP 基因兩項出現比例顯著不同於高

運動表現組 (p <.05) 。 

  同樣的情形原住民組的 ADRB3 基因多型性分佈亦顯著不同於高運動表現

組。進一步將達到顯著相關之族群各組基因多型性的體適能表現進行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結果發現：原住民組 ADRB3 基因的 Trp/Arg 型在 BMI (p=.021) 顯著高

於 Trp/Trp 型 (表 4-5) (圖 4-6) 。 

  此結果顯示 ADRB3 基因與原住民身體質量指數有相關性。 

（二）肌力與肌耐力相關基因 

  Sokolnicki 等 (2005) 研究 ADRB2 基因中的 Arg16/Gly 的基因多型性對等張

訓練的心輸出反應，結果發現在非最大強度 (40％) 的等張握力測驗時，Gly16

基因型的受試者因受到前臂血流的影響，而有較高的心輸量，其研究推斷此可能

是高血壓及心臟衰竭發展過程中的線索。 

  比較不同組別在肌力與肌耐力相關基因之多型性，發現球類組在 NOS3 以及

ADRB2 基因兩項出現比例顯著不同於低運動表現各組 (p <.05) (參照圖 4-1、圖

4-3 與圖 4) 。在 NOS3 基因多型性表現方面，球類組亦顯著不同於其他各組 (表

4-4) 。藉由表 4-1 得知，球類組在肌力與肌耐力之運動表現顯著低於其他各組，

探討其相關基因多型性分佈，發現 Gln/Glu 型比例偏高，而其他組別比例則以

Gln/Gln 型佔大多數。Macho-Azcaratea, Martia, Calabuigb, and Martineza (2003) 以

ADRB2 對偶基因 Gln/Glu 型與女性的 BMI 進行比較，結果在跑步機的測驗後發

現，Gln/Glu 型的婦女血中三酸甘油酯以及胰島素的濃度在恢復期高於 Gln/G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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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的婦女，顯示相同的運動對不同的基因型可能產生不同的生理反應。本研

究結果認為 ADRB2 基因 Gln/Glu 型與肌力、肌耐力有顯著不利關係存在。 

（三）心肺耐力相關基因 

  在心血管生理以及病理上，NOS 所製造出 NO 所扮演的角色與體內器官的

平衡息息相關，其影響從呼吸道與心臟血管的平滑肌，體內的免疫系統，到人體

的內分泌系統都有相關聯 (Sureda 等，2005) 。NOS 有神經性 (nNOS)、誘發性 

(iNOS) 和內皮性 (eNOS) 等三種，是依照最初發現的地方而命名 (各在神經突

觸、巨噬細胞和血管內皮組織) 。 

  學者 Rossi 等 (2006) 的世代研究中指出 NOS3 基因的 T786C 多型性中 TT

形的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率高於 CT 形的心血管疾病患者，主要是由於 NOS3 基

因多型性可能與關係到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氧化壓力改變。在本研究中 NOS3 基因

多型性方面，武術組與其他各組在 TT 形與 CT 形比例分佈上截然不同 (圖

4-3) ，則意味著頂尖武術選手需擁有較佳的抗氧化壓力能力的NOS3基因CT型。 

  本研究文獻探討心肺耐力相關基因，曾一併探討 ACE2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Xp22) 基因。ACE2 基因，在藥理學上是 ACE 基因的抑制

劑，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子，其主要作用在心臟與腎臟的血管功能 (Oudit, 

Crackower, Backx, ＆ Penninger, 2003；Burrell, Johnston, Tikellis, ＆ Cooper, 

2004；Keidar, Kaplan, ＆ Gamliel-Lazarovich, 2007) 。而在本研究 DNA 定序過

程當中，發現 ACE2 基因所進行之 DNA 定序，在四組資料所呈現結果一致，並

未出現基因多型性，因此本研究在此未列入討論。 

（四）不同族群基因多型性之分佈 

  本研究藉由繪出不同族群基因型分佈圖，發現原住民族群在 ADRB2 基因與

ADRB3 基因的多型性分佈上，有別於平地人族群，特別在 ADRB2 基因多型性

之 Glu/Glu 基因型，並未出現在原住民族群，此是否為不同族群之基因標記，仍

有待更大量的樣本，做進一步探討。而在高運動表現族群的 ADRB3 基因多型性，

分佈狀況不同於低運動表現組 (圖 4-2) ，似可列為運動選手基因選才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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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頂尖運動員擁有高頻率 ADRB2 基因的 Gln/Gln 型及 NOS3 基因的

CT 型，冀研究結果能提供運動科學及基因選才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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