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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複雜性疾病易感受性基因的基因定位

非常仰賴家庭為本的相關分析。然而

收錄家族對照比收錄族群對照困難許

多。本計畫中，主持人提出一個新穎

的病例對照研究法，其中傳統病例對

照研究所面臨的族群分層偏差將以研

究設計階段的族層配對以及資料分析

階段的基因體控制進行處理。族層配

對是指依據種族、氏族、國籍、出生

地等變項進行配對；基因體控制是在

全基因體隨機選取若干虛無標記基因

而後以卡方分佈的縮放原理進行調

整。本計畫以電腦模擬展現出族層配

對的正確比例越高，將可提高研究的

檢力。假如族層配對粗糙，雖然檢力

下降，仍可利用基因體控制調整出正

確的型一誤差。主持人並比較族層配

對 策 略 研 究 與 個 案 雙 親 設 計

(case-parents design)所需的病例數。對

照組之於病例組的配對比例(matching 
ratio)增加，可減少病例數的需求。倘

若配對比例趨於無窮，所需個案數大

約為原本的一半。本計畫所提出族層

配對及基因體控制之病例對照研究法

可以掙脫家庭的束縛，而遺傳學上原

本複雜的基因定位問題將可由簡單的

流行病學方法解決。 
 
 
二、緣由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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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疾病研究方法中，對於疾病

易 感 受 性 基 因 定 位 (disease 
susceptibility gene mapping)的方法，包

括傳統的連鎖分析(linkage analysis)，
以及近代提出的相關分析(association 
approach)1,2。連鎖分析的方法是檢定標

記基因座(marker)和疾病易感受性基

因座間是否存在連鎖，藉此而定位出

疾病易感受性基因座。然而學者指出

複雜性疾病(complex diseases)的基因

定位，連鎖分析方法有統計檢力(power)
偏低的缺點。個案收集時，也不容易

收集具有親屬關係而同樣得病的個

案。另外這個方法必須事先假設特定

的遺傳模式(mode of inheritance)，限制

了它的廣用性。 
相關分析為近年來廣為使用的方

法，檢定標記基因座和疾病易感受性

基因座間是否存在連鎖不平衡(linkage 
disequilibrium) 1,2。然而收集家族對照

相較於收集一般對照，難度會增加許

多。病例的父母/子女可能並不與病例

本人住在一起，也可能拒絕參加研

究。即使空間阻絕的困難可克服，實

際上研究者也可能面臨病例父母已身

亡或病例是家中獨子（女）而無兄弟

姊妹的窘境。因此傳統的病例對照研

究法（收集一般的對照而非家族對照）

如果不是因為它有可能造成族群分層

偏差3,4，應是遺傳相關研究較佳的選

擇。 
最近Wacholder等人5做了一個有

關族群分層偏差的理論及實證的研

究，結果發現這個偏差在美國非西班

牙歐洲裔高加索人的癌症研究，其大

小是無關痛癢的(inconsequential)。雖

然其他族群的資料迄今仍缺乏，學界

已逐漸認清族群分層偏差的影響可能

不是早先所認為的那麼嚴重6-8。 
不過若吾人的興趣係在未知基因

的基因定位(gene mapping)，而非已知

基因的基因效應定量（比如估計基因

型 相 對 危 險 性 ， genotype relative 
risk），情況又有不同。基因定位的場

合以標記基因座的連鎖不平衡檢定為

主 9。這是一種假說檢定 (hypothesis 
testing)而非估計(estimation)。統計學教

科書中明白告訴我們，只要樣本數夠

大，任何偏差即使再小也會被檢定出

來。因此族群分層偏差其偏差量雖可

能不大，但它在基因定位相關分析場

合中，卻極可能造成過多的假陽性連

鎖不平衡訊號。 
「配對」(matching)是流行病學中

控制干擾作用慣用的手段10；而基因體

控制(genomic control)則為晚近遺傳學

家提出的方法11-13。我們可將配對的原

理用來處理族群分層的偏差，做為第

一道防線。比如我們可以依據種族、

氏族、國籍、出生地等變項進行配對

式 病 例 對 照 研 究 法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如此族層配對

(stratum matching)當然不可能百分之

百正確。接著我們可以再採用基因體

控制做為第二道防線，針對族層配對

後 所 殘 留 下 的 族 群 分 層 (residual 
stratification)，進行處理。這種研究設

計階段採族層配對而在資料分析階段

採基因體控制的整合策略是一種創新

的思維，並可能有實際的效用。 
 

因此本計畫目的為: 
1. 提出一個新穎的病例對照研究

法，其中傳統病例對照研究所面

臨的族群分層偏差將以研究設計

階段的族層配對以及資料分析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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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基因體控制進行處理。 
2. 以電腦模擬分層族群的演化史

(evolutional history)，以探討此等

整合策略對於族群分層偏差所造

成的過多偽陽性訊號（亦即第一

型誤差）的控制效果。 
3. 進行完整的模擬試驗驗證族群配

對精緻程度(正確配對比例的多

寡 )、對照病例個案的配對比

(control-to-case matching ratio)在
策略中與統計檢力的關係。 

4. 探討族層配對之錯誤耐受度。以

明瞭實際研究中，在有基因體控

制為後盾的情況下，研究者可僅

需花費多少心力在族層配對上，

而不致對第一型及第二型誤差有

太大影響。 
5. 進行檢力公式(power formula)以

及最適加權係數的推導。 
 

 
三、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發展配對不平衡檢定

(matching disequilibrium test, MDT)，檢

定配對組合中病例與對照基因頻率的

差異，藉此進行本研究整合策略中的

基因體控制分析。 
電腦模擬顯示，若不進行基因體

控制，MDT受到族群分層偏差的影

響，產生擴張的型一誤差。配對越粗

糙，偏差的情況越嚴重，相反的，當

配對完全正確的時候，將可避免族群

分層偏差。 
 
無論配對正確與否，利用基因體

控制皆可校正因族群分層偏差而擴張

的型一誤差。但研究顯示，若配合族

層配對策略，將可彌補基因體控制檢

力不足的缺點。配對越精緻，檢力越

高。對照組之於病例組的配對比例

(matching ratio)增加，則檢力越高。 
作者推導該整合策略的檢力公式

和最適加權係數。並比較各遺傳模式

在相同檢力下，整合策略與家族研究

中個案雙親設計(TDT檢定)的所需病

例數。結果發現，對照組之於病例組

的配對比例(matching ratio)越高，所需

病例數越少。 
總結以上可知，面對基因疾病相

關研究時，若採用本計劃提出族群配

對與基因體控制整合策略的病例對照

研究，除了可以控制族群分層偏差，

並可增加提升檢力。病例對照研究相

對於家族研究而言，更容易募集對照

組。並可增加對照組之於病例組的配

對比例(matching ratio)，減少病例數的

需求。 
 

四、計畫成果自評： 
家族研究由於對照組收案不易，

向來是流行病學家最大的夢魘。吾人

若能完全掙脫家庭的束縛，在廣大族

群中選取對照組，就如流行病學家長

久以來所做一般，可依經費、人力的

考量，自由提高配對比率（如從1：1
提高至1：4）而提高檢力，那麼複雜

性疾病基因定位從連鎖分析至相關分

析的典範轉移才能竟全功。 
本計畫提出的病例對照研究法，

採取族層配對及基因體控制，以克服

族群分層偏差的問題。預計其實際應

用價值高。另外，本計畫的研究成果

已獲“Genetic Epidemiology”14雜誌接

受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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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based association studies have 

gained in popularity for mapping 

disease-susceptibility gene(s) of complex 

diseases. However, recruiting family 

controls is often more difficult than 

recruiting unrelated controls. The author 

proposes a case-control study, where the 

possible biases due to 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 are controlled by matching 

in the design stage and by genomic 

controlling in the data-analytic stage. The 

matching is based on a set of 

"stratum-delineating variables," such as, 

race, ethnicity, nationality, ancestry, and 

birthplace; and the genomic controlling is 

based on typing a number of null markers 

across the genome and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multiplicative scaling of 

chi-square distribution. It pays to match 

carefully to hav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correctly matched sets, as computer 

simulation showed that this would 

increase the power of the study. If 

matching is crude, one loses power but 

still has the correct type I error rate after 

genomic controlling. Power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numbers of affected 

subjects required for the pair-matched 

study are comparable to those required 

by the case-parents design, if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homogeneous 

population. As the (control-to-case) 

matching ratio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affected subjects required decreases. 

With matching ratio tending toward 

infinity, the number required shrinks 

roughly by half. The case-control study 

with matching and genomic controlling 

frees us from family bondage, and the 

genetic problem as complicated as 

mapping genes can now be studied using 

simple epidemiologic methods. 

 

 

Keywords: epidemiologic methods; 

genetic epidemiology; case-control study;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transmission/disequilibrium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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