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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生物資訊統計研究室 

Laboratory of Bioinformatic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Agronom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研究室簡介

本生物資訊統計研究室為一跨統計學 (statistics)、資料探勘與學習 (data mining &

learning)、生物資訊大數據分析 (big data in bioinformatics analysis)、系統生物學

(systems biology)、基因體學 (genomics) 及計算機科學 (computing sciences) 等跨領域

的研究室。在這資訊快速爆炸的雲端世代，巨量資訊快速產生並累積，如何從巨量資料

中去蕪存菁，快速有效擷取並整合有意義的大量資訊，同時串連基因體學及生物資訊

學，已成為目前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本研究室以培育生物資訊統計等跨領域人才為宗

旨。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生物資訊大數據探勘與整合分析、優化系統、系統生物學、種原

核心收集、全基因組關聯分析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等相關研究。

在跨領域研究方向，也與傳統作物栽培、遺傳育種、植物病理、質譜與生化分析等領域

之專家學者合作，結合不同專長，建立一個跨領域的研究室。在課程的安排上，主要是

以主課程為基礎，以生物統計相關知識與方法學延伸，同時輔以跨領域知識結合生物資

訊，深入淺出，由理論學理配合實作，讓學生能夠將所學應用到實務。

 開設課程

1. 多變數統計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

2. 農業試驗設計與統計分析 (Design and Analysis of Experiments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3. 複因子試驗之設計與分析 (Design and Analysis of Factorial Experiments)

4. 統計應用程式導論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Statistical Packages)

5. 生物資訊學之統計方法 (Statistical Methods in Bioinformatics)

6. 統計諮詢 (Statistical Consulting)

7. 生物統計專題討論 (Seminar in Biometrics)

8. 農藝學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s for Agronomy Science)

實驗室簡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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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資料探勘、整合分析、優化系統

•路徑分析、網絡分析

•全基因組關聯分析

•稀有與常見變異關聯分析

•因果圓模型

•親緣設計與不完全資料

•RNA sequencing分析

生物/遺傳統計

•訊息理論

•圖形理論 (有向圖、無向圖)

•概似理論與概似模型

•轉折點/改變點分析法

•時間序列分析

統計方法

•種原調查、品質管制分析

•多變量統計分析

•混合型資料相似度計算

•遺傳/表型歧異度分析

•核心收集、迷你/應用核心收集

生物多樣性

 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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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主題 

主題 1：臺灣毛豆種原核心收集之建立 

毛豆(Glycine max (L.) Merr.)具有高營養價值且食用方式多元化，是高經濟與商業價值的作

物。極端氣候下，農業人力與生產型態結構改變，作物生長環境及產量也遭受影響。如何選

拔耐抗環境逆境，又具有毛豆所需之重要農藝性狀(耐寒、大粒種子、豆莢常綠、高異黃酮

含量及高產量)之優良品種，是本研究重點。農試所國家作物種原中心收集並保存的 213 份

毛豆種原，記錄詳細且豐富的外表型基本資料，提供毛豆重要性狀遺傳歧異度調查依據，以

供建立毛豆蔬食性狀核心收集。本研究依據「原始種原→初級核心種原→核心收集」策略，

排除重複及潛在影響之干擾品系，再利用統計套裝軟體 R 及 PowerCore v1.0，進行種原分群

及歧異度分析，逐步建置毛豆蔬食性狀核心收集，最後選出 23 個核心種原作為毛豆育種之

基礎。在核心收集驗證方面，我們分別就各蔬食性狀之分群、歧異度、差異性檢定及相關評

估指標(平均差、變異差、一致率、變異率及覆蓋率)等面向，與原始種原逐一比較。評估結

果顯示，相對於原始種原，核心收集有效精簡種原庫 88.5%數量，選拔出 23 個核心收集

系，但保留原始種原至少 86%-100%遺傳歧異度及 100%的變異覆蓋率，且在各性狀之差異

性檢定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05)，足以說明核心收集在所有重要農藝性狀之多樣性

與原始種原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選拔的 23 個核心收集品系，能有效代表原始種原蔬

食性狀之歧異度，可以利用它們直接進入育種程序，縮短投入研發成本與時程，達到種原活

化及使用效率，提供發展新興育種技術及品系選拔，開發具臺灣特色新品種，提升國際競爭

力。 

 

關鍵字：毛豆、種原、核心收集、歧異度 

 

主題 2：木瓜"種苗 7 號"性別調控基因網絡分析 

木瓜(Carica papaya L.)是具有雌性、雄性及兩性分化的重要熱帶水果。因性別不同，在花

數、花梗、花序及果型也明顯不同。木瓜性別調控基因鑑別在木瓜果實生產方面具有重要意

義。種苗改良繁殖場選育的 "種苗 7 號" 品種可生產 100% 全兩性實生後裔，因此，我們以 

"種苗 7 號" 為研究對象，在既有全基因體序列資料中，以全兩性性狀為標的，利用生物資

訊大數據分析，探勘並整合可能的關鍵差異，篩選出 35 個木瓜性別調控基因(sex 

determination related genes, SDgenes)，這些基因與 MADS-box、開花調節、逆境反應及 RNA

轉錄調節相關。利用不同性別材料(2 個雌性、2 個雄性、1 個兩性及 1 個全兩性"種苗 7 號") 

進行不同性別差異性表現驗證分析，結果顯示 MADS-box 蛋白(SVP-like 蛋白, Cp2671)及

MDAR 基因(Cp3177)在雌性 X 染色體、雄性 Y 染色體及兩性株 Yh 染色體有明顯差異，推測

X 染色體 SVP-like 基因及 Y/Yh 染色體 MDAR 基因不具功能。利用系統生物學分析，找到

10 個木瓜性別調控相關的 pathways，這些 pathways 彼此緊密 crosstalk，參與調控花器發育

及花器成熟相關的生物機制。這些發現與成果可提供後續木瓜開花前性別篩檢，提升木瓜性

別鑑定效率，具商業應用價值。未來可應用在全兩性品種選育，降低整體生產成本，強化品

種競爭優勢及改變田間栽培管理模式，同時對產業上下游帶來系統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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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木瓜、性別決定、性別調控基因、基因路徑、基因網絡 

 

主題 3：利用大數據資料學習建構大豆耐抗性狀應用核心收集 

極端氣候導致農作物產量下降、品質劣化、病蟲害頻繁，嚴重造成經濟損失。面對日益嚴苛

的環境，我們亟需一顆耐抗環境逆境的堅韌種子。國家作物種原中心保存兩萬多份大豆種原

收集系，然而，這些大豆種原僅提供簡略的基礎性狀資料且數量龐大，難以從中挑選出適合

利用與育種之品系。我們利用生物資訊大數據資料學習技術，探勘並整合大豆龐大的外表型

基因資訊，導入基因優化、全基因體關聯性定位分析、資料學習技術，快速精準選拔耐抗環

境逆境(如耐淹水、耐寒)之優化基因。我們修正多變量分析策略，整合大豆種原外表型與基

因型資料，計算各品系相對貢獻與相似度，淘汰重複、去蕪存菁，保留大豆耐抗逆境之遺傳

歧異度，突破傳統育種在速度及多樣性之瓶頸，精確選拔大豆耐抗環境逆境品系，建立應用

核心收集，達到種原有效利用。進一步利用路徑網絡分析，鑑別大豆抗性基因在耐抗環境逆

境，扮演的功能與機制。我們利用大數據整合分析與資料學習策略，串聯外表型與基因型之

關聯，建立大豆耐抗逆境應用核心收集，提供育種家選擇親本、培育後代及固定雜交、保留

耐抗逆境性狀多樣化，建立智慧育種選拔，生產具競爭性新品種，推展南向新興外銷巿場，

站穩世界市場。 

 

關鍵字：大豆、耐抗性狀、優化基因、大數據資料學習、應用核心收集、路徑網絡分析 

 

主題 4：利用基因體關聯分析建立大豆耐淹性狀相關遺傳因子 

淹水是一種非生物逆境並且對大豆造成大規模經濟損失。近年來，淹水造成產量減少的情況

更加頻繁，然而據前人研究顯示，耐淹性狀是數量性狀而目前只有少數 QTLs 已被發表。為

了對大豆耐淹性狀的遺傳變異有更詳細的調查，我們蒐集美國 USDA 大豆表型資料與 SNP

基因型資料，並利用 GWAS 建立耐淹性狀的 QTLs 和候選基因的資訊。耐淹性狀指標性狀

包含葉黃化指數、倒伏、莖終止生長指數和產量。我們分別就四個指標性狀做 GWAS 分

析，同時整合四個指標性狀做主成份分析，建立一組混合樣本再進行 SNP-based GWAS 和

gene-based GWAS 分析。我們篩選顯著的 SNP 分子標誌，並定位到基因體找出顯著 QTLs 和

候選基因，建立大豆耐淹性狀基因庫，提供後續研究及育種之利用。同時，結合生物途徑分

析，為研究者提供更精準和完善分子機制。 

 

關鍵字：大豆、耐淹性狀、SNP-based GWAS、gene-based GWAS 

 

 

 研究成果 

1. Chu HL, Wang CS, He SS, Kao CF*. (2019)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e collection of Edamame 

in Taiwan. Crop, Environment & Bioinformatics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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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