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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以基因訊息為藍圖, 建構而成

-> 建材特性及弱點藏在基因體中



身體特性來自基因上的變異

功能差異
疾病

蛋白質結構改變
基因表現改變

身體特性
體質, 疾病, 功能, 對外在的反應



基因變異對健康的影響
比想像中大

• >10,000單基因疾病

• 1/17單基因基因異常比率

• 80%的健康異常與基因有關

• 每個人都有致病性(pathogenic)基因變
異

全基因
定序

統合健
康資訊

基因變異資料快速增加

基因與疾病具相當相關性

基因資料不斷更新

病人不易了解基因資料

終身服務



身體特性來自幾百萬個基因變異的組合

疾病正常

體質

功能差異

藥物反應

疾病傾向



檢查所有兩萬多個基因

ClinVar變異點臨床作用分類

全基因定序



基因體醫學 -- 利用基因體資訊，個人化量身訂製的醫療

•精準醫療 (precision medicine)
• 診斷性測試病患的基因、分子分析或是其他細胞分析來選
擇適當的最佳療法。

• 是否專一有效 ?

•藥物基因體學 (pharmacogenetics or pharmacogenomics)
• 探討基因序列變異如何影響藥物代謝，及病患對藥物治療
的反應，以找出最適合的藥物和劑量進行治療

• 是否適合或不傷身 ?

基因體醫學-藥學



精準醫療 --肺癌末期



精準醫療 : 根據腫瘤基因特性選擇藥物

標靶治療

免疫治療✔
✘

PDL1表現高



Nivolumab + Bevacizumab + C/T  

第一次
治療後

肺癌消失



4歲, 不明原因癲癇

全基因外顯子定序 1. 先確定核心病因



2. 定位及導航
缺陷基因的作用及影響範圍



3. 找出基因標靶或適合藥物藥物
CDKL5 精準治療藥物: Ganaxolone



全基因
檢測

找到關鍵基因變異

掌握疾病特性

廣義精準醫療
標靶藥物
適合藥物
相同基因異常, 查詢文獻

處理方式

常見問題 : 檢查出基因異常, 又能如何 ?

預防疾病

早期偵測處裡



卵巢癌晚期, 45歲導遊癌症基因

精準醫學 高效標靶藥, 
讓存活率大幅提高

BRCA1基因變異



精準醫療 – BRCA1基因標靶藥
PARPi (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inhibitor) : Olaparib 

優異的治療效果



30歲未生病時?晚期卵巢癌才就醫

精準預防醫學

個人化健康規劃



查詢基因基本步驟: 利用ClinVar 資料庫

NM_007294.4(BRCA1):c.3112G>T (p.Glu1038Ter)

臨床重要性

專家意見

變異點基本
特性



證據力



證據力

證據力評論



基因變異寫法 HGVS-nomenclature

NM_006009.4(TUBA1A):c.641G>A (p.Arg214His)



https://varnomen.hgvs.org/recommendations/general/

NM_006009.4(TUBA1A):c.641G>A (p.Arg214His)



NM_006009.4(TUBA1A):c.641G>A (p.Arg214His)



檢查基因相關資訊

推薦網站 GeneCards



1. 基因作用及特性



2. 基因造成的症狀,疾病或症候群



3. 查詢對應或相關藥物 : 精準醫療



臨床試驗



先天基因(germline mutation) vs
腫瘤基因(somatic mutation)

Bioninja.com

先天癌症基因

腫瘤中基因突變



子宮內膜癌第一期

先天癌症基因

腫瘤中基因突變

第一型
子宮內膜癌

預後較好



檢查全部基因會看到什麼 ?

Ovarian carcinoma 致病基因BRCA2



藥物反應基因 : 藥物基因學

全基因外顯子定序



藥物基因(體)學
Pharmacogenomics, pharmacogenetics

• 探討基因序列變異如何影響藥物代謝 , 病患對藥物治療的反應，
以找出最適合的藥物和劑量進行治療

• 基因與藥物之間的交互作用, 代謝, 劑量, 副作用

• 主角 : 變異度極高的藥物代謝基因cytochrome 450 (CYP)家族



重要資料庫 : PharmGKB



經專家評估具證據力

可由ClinVar連至PharmGKB



AC基因型 : 使用鉑金類藥物, 腎毒性較高



經專家評估, 具相當證據力



FDPS基因變異與雙磷酸鹽治療骨鬆效果

FDPS基因雙變異 : G/G    (1/1 = alt/alt)



預期病人FDPS 基因型對雙磷酸鹽反應較差



史帝芬－強生症候群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wiki

藥物或是代謝物刺激T細胞引發嚴重自體免疫反應
1. 非類固醇抗發炎藥
（NSAID）
2. 抗癲癇藥物
3. 降尿酸藥：Allopurinol
4. 磺胺類(Sulfonamide) 等等



預測史帝芬－強生症候群
抽血驗HLA-B*58:01基因型



其他與史帝芬－強生症候群相關的基因
-可用全基因檢測



Cytochrome 450 (CYP) 基因變異命名及資料庫

Cytochrome P450 (CYP) enzymes, 57 genes



CYP基因變異與不同藥物代謝能力
(metabolizers)
• ultrarapid metabolizer (UM) 

• generally carries duplicated or multi-duplicated gene copies of the same allele

• intermediate (IM) and poor metabolizers (PM) 
• characteristically carry one and two defective alleles (eg gene inactivation or 

deletion), respectively. 

• extensive metabolizer (EM) 
• is normally used for subjects carrying two alleles giving normal activity of the 

CYP enzyme

• also called the *1 or consensus allele



CYP基因變異命名是根據不同變異組合



我喝幾天的甘草止咳藥水, 被驗出

有毒品反應, 幫我查一下是不是

基因異常 ?



DNA

基因體資料 醫院終端機

資料處理中心



智慧藥物醫療 : 最精準藥物 + 最少副作用

精準醫療 + 藥物基因體學
個人化醫療

人工智慧, 藥物選擇



基因體是健康及疾病的關鍵
掌握基因體資訊
讓醫療更精準

dna.tw
基因醫師張家銘

cmgenom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