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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過基因檢測了嗎？基因檢

測簡單來說，就是「分析解碼

人體的基因DNA，找出疾病的

源頭」。基因檢測最近越來越

頻繁出現在健康檢查的項目中

，也令人困惑「基因檢測到底

可以檢查出什麼？」。目前基

因檢測在遺傳疾病、癌症等方

面的技術已相當成熟，並已推

廣運用成為健康管理的好工具

。它能告訴我們當下的身體狀

況，還有未來可能的疾病風險

，可說是一個預測未來身體狀

態的科學方法。

基因檢測怎麼做？

　　基因檢測就像親子鑑定驗DNA一樣，只要採身體的一

部分組織，例如頭髮、唾液、指甲、組織切片、血液等，

不過最常用的是血液、唾液或刮口腔黏膜。

1.基因分析常用做法：一種是較傳統的桑格氏定序（

Sanger method），一種是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 NGS），次世代定序一次能分析的基因數量

、速度都比桑格氏定序更佳，所以現在大多的基因檢測

實驗室都會採用NGS來分析。另外基因晶片(genechip)也

可用來篩檢是否有基因變異，仍需再確診。

2.基因檢測的流程：基因檢測常用的人體檢體是血液、唾

液，如果是在產前檢測，還可能用到羊水或絨毛膜。如

果想要開始基因檢測，可以先看看想要檢測的項目，是

用什麼檢體來檢測。採集完檢體之後，接下來是基因分

析，所需的時間從3-21天不等。最後安排看報告與諮詢

解說，並告知後續需要的處置。

科學算命！
基因檢測可診斷遺傳疾病
更能預知未來罹患疾病風險

基因檢測分三種

　　雖然大部分人對於基因DNA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遺傳疾病或親子鑑定，但其實基因檢

測的內容早就超過這個範圍。包含母胎基因檢測、癌症基因標靶藥物檢測、疾病風險預測等

，都是其中的熱門項目。基因檢測大略上可以分為三類：

1.產前、產後的遺傳檢測：母胎基因檢測與新生兒、兒童檢測

　　它是最早發展的基因檢測項目。包括染色體異常唐氏症、單基因突變海洋性貧血、血友

病、脊髓小腦萎縮症、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等，都可以透過產前染色體或基因檢測出來，對生

育保健與遺傳諮詢相當有助益。當產前其他檢查已經有特殊的疑慮，例如：胎兒超音波異常

、具有其他單一基因疾病風險等，可選擇加做基因晶片。如果小孩有無法解釋的智能障礙、

先天性異常或者自閉症，基因晶片檢查可做為第一線的遺傳學檢查。然而基因晶片檢查可能

得到複雜或者不確定的結果，需謹慎判讀。

2.癌症篩檢：針對癌症患者量身打造藥物、個人專屬療法

　　這部分的檢測主要是針對「癌症患者」來進行，例如肺癌患者是否帶有EGFR基因，乳癌

則是看HER2的基因標記，此關係到標靶藥物的效果。目前各種癌症也正在研究不同的基因或

分子型態，將來針對這些次型態一一研究，繼而開發相對藥物，就能真正精準達到每個人的

需求。

3.「消費性檢測」: 並非確診 、不確定性較多

　　許多兒童及成人疾病的發生與體質(或遺傳)有關。因此針對疾病風險的預測，包含癌症

、心血管疾病、其他疾病，或是針對個人基因的分析，像是天賦、性格、腦力檢驗等。它是

以大數據來分析基因的差別，但常受到基因檢測實驗室數據庫資料(如種族差異)的不同，而

有結果上的差異。研究範例：近年來臨床資料顯示，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血管比正常人老

10歲，容易發生心臟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也有類似問題，以前只能從身高體重血壓及生化

檢查等評估，經過精準基因檢測，找出此類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因子(例如載脂蛋白

, Apo E基因變異)，可提早發現與預防。此稱為精準醫療，乃強調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善用

基因檢測科技及早提供病患精準保健概念，並輔以精準治療的方針，更有效率提升醫療品質

。然而其檢測必先有要各種臨床疾病及其共病之生物資料庫，才有相關疾病基因變異及多形

性的大數據來提供評估疾病發生之風險。這種應用基因資訊輔助風險分析之範疇及深度，是

過去傳統做風險因子研究所做不到的。

前瞻性兒科預防醫學
1.基因科技SNP分析應用在兒童生長及發育：兒童生長發育出現問題時常需多方面評估，檢驗

項目多而需大量抽血量，若以刮口腔黏膜取得DNA，將可大減負擔。隨著人類基因組計畫

進行，基因定序成熟，研究發現單一核苷酸多形性(SNP)對於兒童體內營養素有影響。例如

國人營養調查發現維生素D普遍缺乏，尤其在成長期的兒童青少年，而且攝取食物中維生素

D後仍需經活化過程才有活性。目前已知此代謝過程與維生素D結合蛋白(DBP)基因GC多形

性有關，低GC頻率者血中維生素D濃度就低，需更高劑量維生素D補充。可應用基因檢測來

偵測及改善兒童發育及情緒問題還有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UFA) 如omega-3、omega-6則與過

動不專心有很大關聯性。

2.兒童基因營養體學後之精準調理方針：除了個人化營養調理給予相對應的營養素補充外，

也能使用經過營養基因體學驗證的營養素來輔助體內因為基因多形性導致功能較弱的機制

。例如牛骨膠原蛋白可提升第一型膠原蛋白與骨鈣蛋白的基因表現，以改善鈣吸收及造骨

機能。

基因檢測該怎麼選？

　　遺傳疾病及癌症檢測有其醫療上的需要性，而「消費性檢測」則是針對一般人進行，分

析基因中帶有的訊息。就如同「科學算命」一樣，許多人期待可利用來掌握未來健康。但如

果把基因檢測當成一種日常的「健康檢查」來看，確實價格不斐，而且人體基因總數高達

2-3萬，其中未知的部分還是相當多。所以對於這類的檢測，部分醫師則持保留態度。因為

除了真的找到致病基因的疾病之外，其他的疾病都是用資料庫裡面的基因進行比對，比如糖

尿病患者的基因長某種樣子、你的基因跟他的差多少等，等於是用大數據來分析風險。事實

上，即使有疾病的基因，也不見得會表現出來，像是雖呈現致胖基因，只能告訴你，未來的

某一天、可能、也許會發生這個疾病。但也有醫師抱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基於現在的風險預

測是用大數據來做的，所以越多人做，最後的結果就越準，最重要是好好整合數據。但無論

如何，它就是一個風險，不是100％確診，所以之後的諮詢就很重要。像是一個容易得心血

管疾病的人，原本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知道這個風險之後，就開始戒菸、飲食少油少

鹽，這就達到檢測的目的了。當然也有些人會心想，完了，我可能會得心臟病、得癌症，所

以醫師或諮詢師怎麼針對個別人的性格、心理狀態去解說，才能決定接下來的走向。

　　所以基因檢測要做之前，要先釐清自己的目的，想要從基因檢測這邊得到什麼。只有清

楚自己的需求，去選擇不同項目的時候，才能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做。免得花了大錢卻得到負

能量。其次一定要確定報告會有人解說，而且會告知後續的處理方法。就像健康檢查報告一

樣，如果做完只給了一份數據報告，相信很多人根本還是「一頭霧水」，也不知道自己身體

到底是不是健康。最後定要選擇符合自己需求、預算的項目，不需要做多餘無效的檢查。

結語 

　　今日的基因檢測已結合大數據與人工智慧，邁入個人化精準醫療時代，它讓我們能掌握

基因特性而預知疾病風險，以利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基因檢測已改變傳統標準化的醫療模

式，由「治病」轉為「治人」。它提供預防和逆轉疾病的大好良機。其正面效應包括可確診

單基因遺傳疾病、確立癌症治療決策，與多因子疾病的風險預測。而負面考量則有花大錢卻

可能報告結果不明確、自我困擾、風險機率預測跟現況不符合等。如同教育上的因材施教，

經由分析個體差異的基因檢測，已成為癌症治療新利器。DNA並不是決定一切的絕對要素！

有先天不足時更不能後天失調，應找出解決對策以對症下藥。表觀遺傳（epigenetics）機轉

即是經由改善生活方式與飲食內容，補充對應營養素或健康食品就能調節基因表現，改善較

弱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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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檢測怎麼做？

　　基因檢測就像親子鑑定驗DNA一樣，只要採身體的一

部分組織，例如頭髮、唾液、指甲、組織切片、血液等，

不過最常用的是血液、唾液或刮口腔黏膜。

1.基因分析常用做法：一種是較傳統的桑格氏定序（

Sanger method），一種是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 NGS），次世代定序一次能分析的基因數量

、速度都比桑格氏定序更佳，所以現在大多的基因檢測

實驗室都會採用NGS來分析。另外基因晶片(genechip)也

可用來篩檢是否有基因變異，仍需再確診。

2.基因檢測的流程：基因檢測常用的人體檢體是血液、唾

液，如果是在產前檢測，還可能用到羊水或絨毛膜。如

果想要開始基因檢測，可以先看看想要檢測的項目，是

用什麼檢體來檢測。採集完檢體之後，接下來是基因分

析，所需的時間從3-21天不等。最後安排看報告與諮詢

解說，並告知後續需要的處置。

基因檢測分三種

　　雖然大部分人對於基因DNA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遺傳疾病或親子鑑定，但其實基因檢

測的內容早就超過這個範圍。包含母胎基因檢測、癌症基因標靶藥物檢測、疾病風險預測等

，都是其中的熱門項目。基因檢測大略上可以分為三類：

1.產前、產後的遺傳檢測：母胎基因檢測與新生兒、兒童檢測

　　它是最早發展的基因檢測項目。包括染色體異常唐氏症、單基因突變海洋性貧血、血友

病、脊髓小腦萎縮症、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等，都可以透過產前染色體或基因檢測出來，對生

育保健與遺傳諮詢相當有助益。當產前其他檢查已經有特殊的疑慮，例如：胎兒超音波異常

、具有其他單一基因疾病風險等，可選擇加做基因晶片。如果小孩有無法解釋的智能障礙、

先天性異常或者自閉症，基因晶片檢查可做為第一線的遺傳學檢查。然而基因晶片檢查可能

得到複雜或者不確定的結果，需謹慎判讀。

2.癌症篩檢：針對癌症患者量身打造藥物、個人專屬療法

　　這部分的檢測主要是針對「癌症患者」來進行，例如肺癌患者是否帶有EGFR基因，乳癌

則是看HER2的基因標記，此關係到標靶藥物的效果。目前各種癌症也正在研究不同的基因或

分子型態，將來針對這些次型態一一研究，繼而開發相對藥物，就能真正精準達到每個人的

需求。

3.「消費性檢測」: 並非確診 、不確定性較多

　　許多兒童及成人疾病的發生與體質(或遺傳)有關。因此針對疾病風險的預測，包含癌症

、心血管疾病、其他疾病，或是針對個人基因的分析，像是天賦、性格、腦力檢驗等。它是

以大數據來分析基因的差別，但常受到基因檢測實驗室數據庫資料(如種族差異)的不同，而

有結果上的差異。研究範例：近年來臨床資料顯示，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血管比正常人老

10歲，容易發生心臟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也有類似問題，以前只能從身高體重血壓及生化

檢查等評估，經過精準基因檢測，找出此類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因子(例如載脂蛋白

, Apo E基因變異)，可提早發現與預防。此稱為精準醫療，乃強調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善用

基因檢測科技及早提供病患精準保健概念，並輔以精準治療的方針，更有效率提升醫療品質

。然而其檢測必先有要各種臨床疾病及其共病之生物資料庫，才有相關疾病基因變異及多形

性的大數據來提供評估疾病發生之風險。這種應用基因資訊輔助風險分析之範疇及深度，是

過去傳統做風險因子研究所做不到的。

前瞻性兒科預防醫學
1.基因科技SNP分析應用在兒童生長及發育：兒童生長發育出現問題時常需多方面評估，檢驗

項目多而需大量抽血量，若以刮口腔黏膜取得DNA，將可大減負擔。隨著人類基因組計畫

進行，基因定序成熟，研究發現單一核苷酸多形性(SNP)對於兒童體內營養素有影響。例如

國人營養調查發現維生素D普遍缺乏，尤其在成長期的兒童青少年，而且攝取食物中維生素

D後仍需經活化過程才有活性。目前已知此代謝過程與維生素D結合蛋白(DBP)基因GC多形

性有關，低GC頻率者血中維生素D濃度就低，需更高劑量維生素D補充。可應用基因檢測來

偵測及改善兒童發育及情緒問題還有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UFA) 如omega-3、omega-6則與過

動不專心有很大關聯性。

2.兒童基因營養體學後之精準調理方針：除了個人化營養調理給予相對應的營養素補充外，

也能使用經過營養基因體學驗證的營養素來輔助體內因為基因多形性導致功能較弱的機制

。例如牛骨膠原蛋白可提升第一型膠原蛋白與骨鈣蛋白的基因表現，以改善鈣吸收及造骨

機能。

基因檢測該怎麼選？

　　遺傳疾病及癌症檢測有其醫療上的需要性，而「消費性檢測」則是針對一般人進行，分

析基因中帶有的訊息。就如同「科學算命」一樣，許多人期待可利用來掌握未來健康。但如

果把基因檢測當成一種日常的「健康檢查」來看，確實價格不斐，而且人體基因總數高達

2-3萬，其中未知的部分還是相當多。所以對於這類的檢測，部分醫師則持保留態度。因為

除了真的找到致病基因的疾病之外，其他的疾病都是用資料庫裡面的基因進行比對，比如糖

尿病患者的基因長某種樣子、你的基因跟他的差多少等，等於是用大數據來分析風險。事實

上，即使有疾病的基因，也不見得會表現出來，像是雖呈現致胖基因，只能告訴你，未來的

某一天、可能、也許會發生這個疾病。但也有醫師抱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基於現在的風險預

測是用大數據來做的，所以越多人做，最後的結果就越準，最重要是好好整合數據。但無論

如何，它就是一個風險，不是100％確診，所以之後的諮詢就很重要。像是一個容易得心血

管疾病的人，原本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知道這個風險之後，就開始戒菸、飲食少油少

鹽，這就達到檢測的目的了。當然也有些人會心想，完了，我可能會得心臟病、得癌症，所

以醫師或諮詢師怎麼針對個別人的性格、心理狀態去解說，才能決定接下來的走向。

　　所以基因檢測要做之前，要先釐清自己的目的，想要從基因檢測這邊得到什麼。只有清

楚自己的需求，去選擇不同項目的時候，才能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做。免得花了大錢卻得到負

能量。其次一定要確定報告會有人解說，而且會告知後續的處理方法。就像健康檢查報告一

樣，如果做完只給了一份數據報告，相信很多人根本還是「一頭霧水」，也不知道自己身體

到底是不是健康。最後定要選擇符合自己需求、預算的項目，不需要做多餘無效的檢查。

結語 

　　今日的基因檢測已結合大數據與人工智慧，邁入個人化精準醫療時代，它讓我們能掌握

基因特性而預知疾病風險，以利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基因檢測已改變傳統標準化的醫療模

式，由「治病」轉為「治人」。它提供預防和逆轉疾病的大好良機。其正面效應包括可確診

單基因遺傳疾病、確立癌症治療決策，與多因子疾病的風險預測。而負面考量則有花大錢卻

可能報告結果不明確、自我困擾、風險機率預測跟現況不符合等。如同教育上的因材施教，

經由分析個體差異的基因檢測，已成為癌症治療新利器。DNA並不是決定一切的絕對要素！

有先天不足時更不能後天失調，應找出解決對策以對症下藥。表觀遺傳（epigenetics）機轉

即是經由改善生活方式與飲食內容，補充對應營養素或健康食品就能調節基因表現，改善較

弱的環節。



基因檢測怎麼做？

　　基因檢測就像親子鑑定驗DNA一樣，只要採身體的一

部分組織，例如頭髮、唾液、指甲、組織切片、血液等，

不過最常用的是血液、唾液或刮口腔黏膜。

1.基因分析常用做法：一種是較傳統的桑格氏定序（

Sanger method），一種是次世代定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 NGS），次世代定序一次能分析的基因數量

、速度都比桑格氏定序更佳，所以現在大多的基因檢測

實驗室都會採用NGS來分析。另外基因晶片(genechip)也

可用來篩檢是否有基因變異，仍需再確診。

2.基因檢測的流程：基因檢測常用的人體檢體是血液、唾

液，如果是在產前檢測，還可能用到羊水或絨毛膜。如

果想要開始基因檢測，可以先看看想要檢測的項目，是

用什麼檢體來檢測。採集完檢體之後，接下來是基因分

析，所需的時間從3-21天不等。最後安排看報告與諮詢

解說，並告知後續需要的處置。

基因檢測分三種

　　雖然大部分人對於基因DNA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遺傳疾病或親子鑑定，但其實基因檢

測的內容早就超過這個範圍。包含母胎基因檢測、癌症基因標靶藥物檢測、疾病風險預測等

，都是其中的熱門項目。基因檢測大略上可以分為三類：

1.產前、產後的遺傳檢測：母胎基因檢測與新生兒、兒童檢測

　　它是最早發展的基因檢測項目。包括染色體異常唐氏症、單基因突變海洋性貧血、血友

病、脊髓小腦萎縮症、脊髓性肌肉萎縮症等，都可以透過產前染色體或基因檢測出來，對生

育保健與遺傳諮詢相當有助益。當產前其他檢查已經有特殊的疑慮，例如：胎兒超音波異常

、具有其他單一基因疾病風險等，可選擇加做基因晶片。如果小孩有無法解釋的智能障礙、

先天性異常或者自閉症，基因晶片檢查可做為第一線的遺傳學檢查。然而基因晶片檢查可能

得到複雜或者不確定的結果，需謹慎判讀。

2.癌症篩檢：針對癌症患者量身打造藥物、個人專屬療法

　　這部分的檢測主要是針對「癌症患者」來進行，例如肺癌患者是否帶有EGFR基因，乳癌

則是看HER2的基因標記，此關係到標靶藥物的效果。目前各種癌症也正在研究不同的基因或

分子型態，將來針對這些次型態一一研究，繼而開發相對藥物，就能真正精準達到每個人的

需求。

3.「消費性檢測」: 並非確診 、不確定性較多

　　許多兒童及成人疾病的發生與體質(或遺傳)有關。因此針對疾病風險的預測，包含癌症

、心血管疾病、其他疾病，或是針對個人基因的分析，像是天賦、性格、腦力檢驗等。它是

以大數據來分析基因的差別，但常受到基因檢測實驗室數據庫資料(如種族差異)的不同，而

有結果上的差異。研究範例：近年來臨床資料顯示，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血管比正常人老

10歲，容易發生心臟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也有類似問題，以前只能從身高體重血壓及生化

檢查等評估，經過精準基因檢測，找出此類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因子(例如載脂蛋白

, Apo E基因變異)，可提早發現與預防。此稱為精準醫療，乃強調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善用

基因檢測科技及早提供病患精準保健概念，並輔以精準治療的方針，更有效率提升醫療品質

。然而其檢測必先有要各種臨床疾病及其共病之生物資料庫，才有相關疾病基因變異及多形

性的大數據來提供評估疾病發生之風險。這種應用基因資訊輔助風險分析之範疇及深度，是

過去傳統做風險因子研究所做不到的。

前瞻性兒科預防醫學
1.基因科技SNP分析應用在兒童生長及發育：兒童生長發育出現問題時常需多方面評估，檢驗

項目多而需大量抽血量，若以刮口腔黏膜取得DNA，將可大減負擔。隨著人類基因組計畫

進行，基因定序成熟，研究發現單一核苷酸多形性(SNP)對於兒童體內營養素有影響。例如

國人營養調查發現維生素D普遍缺乏，尤其在成長期的兒童青少年，而且攝取食物中維生素

D後仍需經活化過程才有活性。目前已知此代謝過程與維生素D結合蛋白(DBP)基因GC多形

性有關，低GC頻率者血中維生素D濃度就低，需更高劑量維生素D補充。可應用基因檢測來

偵測及改善兒童發育及情緒問題還有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UFA) 如omega-3、omega-6則與過

動不專心有很大關聯性。

2.兒童基因營養體學後之精準調理方針：除了個人化營養調理給予相對應的營養素補充外，

也能使用經過營養基因體學驗證的營養素來輔助體內因為基因多形性導致功能較弱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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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牛骨膠原蛋白可提升第一型膠原蛋白與骨鈣蛋白的基因表現，以改善鈣吸收及造骨

機能。

基因檢測該怎麼選？

　　遺傳疾病及癌症檢測有其醫療上的需要性，而「消費性檢測」則是針對一般人進行，分

析基因中帶有的訊息。就如同「科學算命」一樣，許多人期待可利用來掌握未來健康。但如

果把基因檢測當成一種日常的「健康檢查」來看，確實價格不斐，而且人體基因總數高達

2-3萬，其中未知的部分還是相當多。所以對於這類的檢測，部分醫師則持保留態度。因為

除了真的找到致病基因的疾病之外，其他的疾病都是用資料庫裡面的基因進行比對，比如糖

尿病患者的基因長某種樣子、你的基因跟他的差多少等，等於是用大數據來分析風險。事實

上，即使有疾病的基因，也不見得會表現出來，像是雖呈現致胖基因，只能告訴你，未來的

某一天、可能、也許會發生這個疾病。但也有醫師抱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基於現在的風險預

測是用大數據來做的，所以越多人做，最後的結果就越準，最重要是好好整合數據。但無論

如何，它就是一個風險，不是100％確診，所以之後的諮詢就很重要。像是一個容易得心血

管疾病的人，原本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知道這個風險之後，就開始戒菸、飲食少油少

鹽，這就達到檢測的目的了。當然也有些人會心想，完了，我可能會得心臟病、得癌症，所

以醫師或諮詢師怎麼針對個別人的性格、心理狀態去解說，才能決定接下來的走向。

　　所以基因檢測要做之前，要先釐清自己的目的，想要從基因檢測這邊得到什麼。只有清

楚自己的需求，去選擇不同項目的時候，才能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做。免得花了大錢卻得到負

能量。其次一定要確定報告會有人解說，而且會告知後續的處理方法。就像健康檢查報告一

樣，如果做完只給了一份數據報告，相信很多人根本還是「一頭霧水」，也不知道自己身體

到底是不是健康。最後定要選擇符合自己需求、預算的項目，不需要做多餘無效的檢查。

結語 

　　今日的基因檢測已結合大數據與人工智慧，邁入個人化精準醫療時代，它讓我們能掌握

基因特性而預知疾病風險，以利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基因檢測已改變傳統標準化的醫療模

式，由「治病」轉為「治人」。它提供預防和逆轉疾病的大好良機。其正面效應包括可確診

單基因遺傳疾病、確立癌症治療決策，與多因子疾病的風險預測。而負面考量則有花大錢卻

可能報告結果不明確、自我困擾、風險機率預測跟現況不符合等。如同教育上的因材施教，

經由分析個體差異的基因檢測，已成為癌症治療新利器。DNA並不是決定一切的絕對要素！

有先天不足時更不能後天失調，應找出解決對策以對症下藥。表觀遺傳（epigenetics）機轉

即是經由改善生活方式與飲食內容，補充對應營養素或健康食品就能調節基因表現，改善較

弱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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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檢測類似科學算命，是當前很夯的話題。可確診斷遺傳疾

病外，更能預測甚至掌握將來罹患各種疾病的風險。1.
基因檢測畢竟所費不貲，宜選擇對目前情況最有幫助的，如需

遺傳諮詢的疾病或需抗癌標靶治療時。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