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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基因檢查結果   

 

阿滋海默症、高血脂症、冠狀動脈心臟病相關基因檢查結果 

基因名稱與 SNP 你的基因檢查結果 說明 

APOE（SNP1） C或 T T/T 
E3/E3（TC/TC） 

綠燈  

參與血脂質代謝，與阿茲海默症、冠

狀動脈心臟病、高血脂症…等疾病有

關，風險依序為 E4> E3> E2，詳細風

險請見第 3頁圖表。 
APOE（SNP2） C或 T C/C 

 

附註 1綠燈      ：結果為兩個綠燈，表示帶有保護基因，在無其它因素（例如：環境因子、

生活型態、飲食習慣、其它基因）的影響下，得到此基因相關疾病的機率極

低。 

      綠燈 ：結果為綠燈，恭喜您沒有帶有可能致病的基因變異，在無其它因素（例如：

環境因子、生活型態、飲食習慣、其它基因）的影響下，得到此基因相關疾

病的機率較低。 

      黃燈 ：結果為黃燈，代表您帶有一個可能致病的基因變異，仍可執行正常的功能

表現，但是當您飲食習慣不佳、處於不良環境時，可能影響你基因的正常表

現。若您能積極且有效地預防，則可以降低疾病的風險。 

紅燈 ：結果為紅燈，那表示您帶有二個致病的基因變異，基因功能表現較差，可能

會影響健康狀態，是此基因相關疾病的高危險群。需要更積極地採取預防措

施以降低疾病發生。 

 

附註 2：疾病的產生除了先天體質（基因）影響之外，亦受到環境因子、飲食因子、生活壓

力因子…等等一起共同所導致。提早知道自己先天體質（基因）弱點，作好正確的健康管理，

是預防疾病的好方法。 

 

附註 3：先天體質（基因）分析僅作為個人增加了解自己身體的資訊，並非疾病的診斷、檢

驗、或醫療。若有任何疾病或醫療問題，建議找專科醫師諮詢。 



P070000（呂小弟）                                                                           

 2 

【附件一】您的基因檢查結果（原始數據） 

1. 您的 APOE檢查結果：E3/E3 

   --您的 APOE（SNP1）基因型為：T/T                        

 

   --您的 APOE（SNP2）基因型為：C/C 

 

 

 

【附件二】APOE與阿滋海默症、高血脂、冠狀動脈心臟病之間的關係 

※ APOE與阿滋海默症的關係 

阿茲海默症的診斷是根據腦部組織病理切片來判定，病人腦部組織有澱粉狀老年斑，神經細

胞內有神經纖維纏結。目前並沒有精確的臨床診斷方法來判定阿茲海默症的存在。研究發現

A0072 e4基因型與阿茲海默症有很明顯的相關性。APOE的基因型檢測可以作為有阿茲海默症

（老年癡呆）病徵的病人診斷的參考。一等親屬中若有一位罹患阿茲海默症，則本身有 20%

的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若家族中有多位成員得到阿茲海默症，其他成員罹患阿茲海默症的

風險更高。早發家族性阿茲海默症是源於自體顯性遺傳，患者傳給下一代此基因的機率是 50%。

約 25%的阿茲海默症病患源自家族遺傳，家族性遺傳的病例與非家族性遺傳的病例，在臨床

的表現型相同，只可依據家族病史或基因檢測來區分。有關的分子與基因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晚發型家族性阿茲海默症（AD2）  

許多研究指出，晚發型的阿茲海默症是與許多基因相關的複雜性疾病，雖然仍沒有單一基因

或一群基因被認為對阿茲海默症的成因有直接的影響，以下是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 

 充分的證據顯示：晚發型的阿茲海默症與 APOE e4的基因型有關。雖然機制尚不清楚，

但是 APOE e4的基因型與阿茲海默症發生的年齡有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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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與人間，APOE有 2個常見的遺傳變異與晚發性的阿茲海默症有關，第ㄧ個變異是ㄧ

個 T或C的 SNP；第二個變異點是 C或 T的 SNP，這兩個位點可組合成三個常見的haplotype：

E2、E3、E4。 

這三個 haplotype與阿茲海默症發生的年紀有關，基本上 E2具有保護作用，而 E4則為危險

因子。每個人會有兩個 haplotype，組成五種常見形式：E2/E3、E2/E4、E3/E3、E3/E4、E4/E4。 

不同 APOE基因型個體於不同年齡不會有阿茲海默症的機率則如下圖所示： 

 

※ APOE與高血脂症、冠狀動脈心臟病的關係 

APOE是一種脂蛋白，也是乳糜微粒（chylomicron）上的主要蛋白質，它會與肝臟細胞或週

邊細胞上的受體結合，經由吞噬作用將乳糜微粒從循環血液中吸收，進入細胞中。APOE對於

富含三酸甘油脂之脂蛋白的代謝扮演著中樞的重要角色。若是 APOE基因功能發生嚴重缺陷會

導致第三型高血脂蛋白症，患者由於乳糜微粒和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殘體無法從血液中

排除，而造成高膽固醇及高三酸甘油脂血症。不同人之間，APOE代謝血脂質的能力天生就不

同，有些人天生就能代謝多一些的血脂質，有些人卻不行，影響這與生俱來的差異是基因。

除了嚴重突變以外，APOE在一般族群中存在三種常見的基因多型性，分別為 E2、E3及 E4，

不同基因型在脂質代謝上有所差異。這三個 haplotype與人體內 LDL濃度有關，基本上 E2具

保護作用而 E4則為危險因子，其中 E4/E4、E3/E4脂質代謝異常，乳糜微粒及極低密度脂蛋

白殘體無法從血液中排除，造成高 LDL膽固醇及高 TG，而 E2/E2導致第三型高血脂蛋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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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保健建議> 

1. 銀杏葉 

銀杏萃取物是由銀杏樹葉提煉而成，銀杏萃取物中含有黃酮體與 DHEA可以降低腦部脂質自由

基過氧化，維持大腦的正常運作，有助於緩解阿茲海默症以及帕金森氏症等老人的痴呆狀況。 

2. 紅麴 

紅麴含有一種可抑制體內（肝臟）膽固醇合成的最佳成分，稱為 HMG-CoA還原酵素之抑制劑，

可調節體內膽固醇，同時還含有不飽和脂肪酸，也有助於促進健康的血清三酸甘油酯濃度。 

 

【附件三】生活保健資訊站 

阿茲海默症是一種複雜的疾病，受到許多因子的影響，科學家們仍致力於各項相關研究。有

些人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機率比其他人高，這些會提高患病率的可能因素稱為危險因子。目前

科學家們發現的危險因子如下，其中仍有部分因子具有爭議： 

 年齡 

患病機率隨年齡增加而增大，通常發生在 65歲以上的老人。西方國家 65～74歲的患病

機率約為 5%，85歲以後則高達 50%，而臺灣流行病學研究顯示 65歲以上患病機率為 2.5%

左右。 

 家族史 

5～10%的阿茲海默症患者有家族史的紀錄，若直系親屬中有此疾病則其得病率是一般人

的 3-5倍。目前已知有三種基因突變與早發型阿茲海默症有關，而 ApoE  基因突變與會

增加晚發型阿茲海默症的機率。 

 性別 

目前已知女性發病機率較男性高，推測是因女性壽命較長。 

 生活型態 

臨床研究發現用腦程度與發病時間有關，顯示利用腦力或教育水準較高的人罹患此病的

機率較低。 

 頭部外傷 

研究發現一些拳擊手罹患失智症與阿茲海默機率較高，因此推測頭部創傷也會增高罹患

機率。 

 環境 

例如鋁金屬累積腦部而引發疾病，但仍需進ㄧ步證實相關機制。 

 荷爾蒙補充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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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研究顯示停經後的婦女因荷爾蒙補充療法會增加失智症的風險，但也有研究顯示

雌激素可降低患病的機率。 

 無緣故的擔憂 

一項最新的研究指出，如果經常胡思亂想、杞人憂天所帶來的壓力，可能會加倍發生阿

茲海默氏症的風險。這項試驗結果顯示，持續擔憂的老年人發生阿茲海默氏症的機會，

為沒有這方面問題老年人的 2.4倍。 

其它建議 

銀杏 

銀杏萃取物是由銀杏樹葉提煉而成，銀杏萃取物中含有黃酮體與 DHEA可以降低腦部脂質自由

基過氧化，維持大腦的正常運作，有助於緩解阿茲海默症以及帕金森氏症等老人的痴呆狀況。 

魚油 DHA 

大腦除了容易產生自由基，其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但不飽和脂肪酸容易受自由基破

壞，隨著年齡的增加，腦中 DHA含量遞減。魚類的油脂是 DHA豐富的來源，尤其是於眼珠後

方深處的眼窩脂肪含量最多，其次是肥肉的油脂。 

蘋果 

依據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人員發表在 2004年 12月的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的研究結果，顯示新鮮的蘋果中有高含量的抗氧化劑 quercetin，在動物細胞實驗

中發現其可以保護腦細胞免受氧化壓力的傷害，而減低阿茲海默症和其他神經退化性疾病有

關的腦組織缺損過程。 

蕃茄 

蕃茄含有豐富的脂溶性維他命 E及胡蘿蔔素，胡蘿蔔素抗氧化作用比維他命 E還強，因此延

緩大腦老化相當有效果。而蕃茄中茄紅素的抗氧作用更強，所以應可有效預防癡呆。 

保持敏銳頭腦的方法 

預防失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要保持你的腦筋活絡，建議的方法如下： 

 運動腦袋瓜 

 保持活躍體力 

 吃好睡好保持健康：均衡飲食，多攝取深綠色的蔬菜及水果喲，早睡早起，多喝水 

 沉思冥想放鬆心情、保持正面樂觀的態度 

 發展提醒自己的方法 

 和醫師保持溝通、定期檢查指數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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