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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樣性分析 
 

報告人  張秀鑾 

 
自 1992年 6月全球各國領袖在巴西里約熱內盧全球高峰會議上簽訂生物多樣性公約

後，研究學者常將生物多樣性區分為三或四個層次，由微觀的基因多樣性（所有生命的

遺傳基因庫）、物種多樣性（不同的物種組成的種原庫）、到生物與外在環境組成之生態

系，乃至具有人類文化意涵的景觀多樣性。公約的目的即是在保育和持續利用這些生物

資源，而基因多樣性代表著地球上所有生物遺傳訊息的總和。達爾文曾說過：「生物不

為自己而活，也不會為產生個體而活，而是為了基因而活」，故基因多樣性的內涵是由

選擇與演化而來，凡能延長個體生命、繁衍後代、增加後裔存活機率與一切和基因傳遞

有關的基因，均會在生命基因庫中有較佳的優勢－佔較高的比例；因生物的多樣性是靠

基因多樣性來傳遞的，換言之，生命有限而基因永恆，生物只是 DNA 製造更多 DNA 的

一個過程（Edward Wilson）；其中血緣選擇便是基因淘汰的一種策略。 

2006 年 9 月聯合國 FAO 在土耳其 Antalya 舉行的畜產會議中，羅馬總部畜牧生產服

務組組長 Irene Hoffman 指出，FAO 家畜遺傳資源庫中超過 7600 個品種之遺傳資源，在

過去 15 年中已有 190 種滅絕，且有 1500 個品種正處於瀕臨滅絕的「高風險」狀態。2007

年 FAO 會員國之國家報告亦指出，過去五年中已有 60 種牛、山羊、猪、馬與家禽消失，

平均每個月有一個品種不見－基因多樣性正在逐漸消失中。同時，FAO 資料預估未來 40

年，世界人口會由現在的 62 億增加至 90 億，主要成長部分會是在開發中國家。回顧 20

世紀中葉，源自於歐洲的少數高性能畜禽品種（包括荷蘭牛－至少遍佈 128 個國家、娟

姍牛、藍瑞斯、約克夏與杜洛克猪、撒能山羊、洛島紅與來亨雞等）大量被應用於全球

畜牧生產的結果，雖造就了蓬勃發展的企業化畜產；但也擠掉了傳統的地方品種與剝奪

掉人類多樣性的選擇。過去此種基因多樣性逐漸消失的現象主要發生在歐洲與北美洲等

國家，但現已開始出現於許多現今仍保有大量地方品種的開發中國家；意味著 21 世紀畜

禽品種多樣性的消失主要將發生於南國。因此，今（2007）年 9 月 FAO 將在瑞士 Interlaken

舉行動物遺傳資源的國際技術會議，召集世界各地的專家研商、擬定與通過一項遏止動

遺傳資源消失和改善遺傳資源永續利用、發展與維護的全球行動計畫。 

生物的多樣性係由控制形態與發育的遺傳藍圖－基因多樣性決定；故研究基因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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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不僅可提供特定物種的地理和時間分佈，解答生物系統分類問題，且是遺傳資源正確

與有效利用的重要依據。應用 DNA 與蛋白質作為遺傳標記是基因多樣性研究與分析的主

要方法之一，利用試驗所得交替基因頻率、DNA 序列、蛋白質序列等定量或定性資料，

經不同數學模式分析處理，則可估得基因多樣性、基因型多樣性、核苷酸多樣性、遺傳

距離、遺傳相似性與遺傳變異係數等指標，供作族群遺傳結構與演化分析、基因漂流與

系統發育等探討之資訊。 

通常估計族群中基因多樣性最簡單的方法為計算基因歧異度（gene diversity），主要

涵蓋： 

1. 多型性基因座比例 (percentage of polymorphic loci, P)：多型性基因座係指一個基因座

中出現頻率最高之交替基因頻率低於 0.95 者稱之。 

2. 平均觀測異質度(Observed heterozygosity, HO)：每個基因座中所含的雜合子個體在族

群中所佔的實際比例。 

3. 平均理論異質度(Expected heterozygosity, He)：依據哈溫定律估算族群中異質度的期望

值，估計公式為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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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m 為基因座總數，n 為各基因座交替基

因數，Pij則為第 i 個基因座第 j 個交替基因的頻率。 

4. 每個基因座之平均交替基因數（The mean number of alleles per locus, A）：族群內所有

交替基因數之總和與基因座總數之比值。 

 

族群遺傳結構分析方面，可應用 F-統計中的三個固定指數（Fixation indices），Fis、

Fit與 Fst，評估族群內（within population）和族群間（among population）的遺傳變異分布

情形：其中 Fis為族群基因固定指數，可做為族群內個體間近親配種（inbreeding）程度的

指標；Fis=1-Ho/He， 

(1) 當 Ho＝He 時，則 Fis = 0；表示族群是處在逢機配種狀態。 

(2) 當 Ho < He 時，則 Fis > 0；表示族群是處在近親配種狀態。 

(3) 當 Ho > He 時，則 Fis < 0；表示族群是處在雜交配種（outcrossing）狀態。 

Fit為整個族群（total population）的基因固定指數，係以整個族群的總和來計算物種

近親配種傾向的指標；並以 Fit=1-Ho/Ht表示之，其中總基因歧異度（Ht，total gene diversity）

代表族群內（Hp）、區域內族群間（Dpl）與不同區域（Dlt）基因歧異度；意即 Ht =Hp+ Dpl 

+ Dlt。因此，族群間之歧異度（或稱多樣性）則可表以 Gst= 1-Hp/Ht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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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t為族群間遺傳分化指數，可用以判斷族群間遺傳分化（genetic differentiation）的

情形；可用族群平均理論異質度（He）與總基因歧異度（Ht）之差距估計之，Fst=1-He/Ht， 

(1) 當 Fst<0.05 時，則表族群間沒有遺傳分化。 

(2) 當 0.05 < Fst < 0.15 時，則表族群間的分化程度為中等。 

(3) 當 0.15 < Fst < 0.25 時，則表族群間有高度分化。 

(4) 當 Fst＞0.25 時，則表族群間分化程度非常高。 

此外，三個固定指數（Fixation indices），Fis、Fit與 Fst，之關係為 1-Fit=(1-Fis)(1-Fst)。 

 

從分子層面而言，蛋白質序列分析較 DNA 序列分析靈敏度高。試想分析兩條遺傳距

離很遠之生物序列時，從蛋白質序列著手雖比用 DNA 序列簡單多，但 64 組遺傳密碼轉

譯成 20 種氨基酸的同時也失去某些訊息。例如六組遺傳密碼在轉譯前有六種變化，但若

對應同一種氨基酸，則轉譯後僅剩一種。因此，若發生 DNA 層次之突變，則此改變可能

不會表現在蛋白質層次，因突變前後之兩組遺傳密碼可能對應同一個氨基酸。因此，DNA

序列分析對許多研究領域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探討因 DNA 核苷酸序列改變（演化）

之多樣性分析，計有 

(1) 單一 DNA 序列上之核苷酸替換：Jukes 與 Cantor 單參數（one-parameter model）或

Kimura 雙參數（two parameter model）。 

 
 

 

(2) 兩條 DNA 序列間之核苷酸替換次數，包括兩非編碼序列間或兩蛋白質編碼序列間之

替換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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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苷酸與氨基酸序列比對，有點陣法（The dot matrix method）與序列-距離法（The 

sequence-distance method）；其中距離法係估計兩序列分離後，在每一核苷酸位置之平

均改變次數，故若僅簡單地計數某段距離間之改變數，則可能會低估置換率，尤其是

對因多次置換導致之非常不相似序列間的比較。因此，可以在模式中應用合理的參數

來反映比較序列的特性。例如：假設所有改變均相同之 Jukes Cantor 模式，或針對每

種改變給予不同機率之 General time reversable model (GTR)。 

(4) 核苷酸替換次數間接估計法，應用限制酵素片段型與限制圖譜，以及 DNA-DNA 雜

交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