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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阻力運動可以改善高齡者生理及其功能，但微型核糖核酸做為新穎
調控者及其對阻力運動產生的保護效應仍不明瞭。本研究招募19名
健康高齡者(年齡大於65歲)，分為運動組10名，控制組9名; 運動組
從事12週漸進式阻力運動，運動前後進行血液樣本採集。次世代定
序用來檢測微型核糖核酸於阻力運動訓練前後的變化。本研究結果
發現阻力運動訓練後顯著改善受試者的握力、下肢肌耐力及行走功
能。循環受體素及腫瘤壞死因子的濃度也在12週阻力運動後顯著下
降。本研究也觀察到與脂肪合成、肌肉生長及發炎反應相關的微型
核糖核酸在運動訓練後顯著改變(Fold change > 2, P < 0.05)。
miRNA-155-3p 和miRNA-499a-5p 與皮脂厚度和IGF-1的變化有顯著
相關。miRNA-125-1-3p 則與行走速度和IGF-1有顯著負相關。本研
究證實阻力運動訓練後，特定的微型核糖核酸與阻力運動誘發的生
理及功能性的適應有關。

中文關鍵詞： 阻力運動訓練；微型核糖核酸；老化；類胰島素成長因子；腫瘤壞
死因子

英 文 摘 要 ： Functional and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s induced by
resistance training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in older
adults. However, microRNA (miRNA) as the novel regulator in
this protective effect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19 healthy older adults without previous resistance
training experience were recruited.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baseline (PRE) and after 12 week of resistance
training (POST).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was used
to determine circulating microRNA responses to chronic
resistance training. Physical function, including grip
strength, chair stand test, and walking capacity, was
improved in older adults after 12-week training. Serum
levels of leptin (18.1 ± 20.0 vs. 14.9 ± 17.6 ng/ml, P <
0.05) and TNFa (4.4 ± 0.6 vs. 4.0 ± 0.6 pg/ml, P < 0.01)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12-week training. After
12 week of resistance training, adipogenesis-, myogenesis-,
and inflammation-associated miRNAs were significantly
changed in older adults (Fold change > 2, P < 0.05). Log2
fold changes of miRNA-155-3p and miRNA-499a-5p were
correlated with delta skinfold thickness and change in IGF-
1. Log2 fold change of miRNA-125-1-3p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delta walking time and change in IGF-1.
Resistance training alters specific circulating miRNAs to
account for functional and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s in
older adults.

英文關鍵詞： resistance training; microRNA; aging; IGF-1; TN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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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型核醣核酸(microRNA)與萎縮基因: 最近的研究指出 non-coding microRNAs(miRNAs)透過轉錄後修

飾調控目標基因的表現，對發育、生理及代謝有重要影響。自 1993 年首度發現 miRNA 至今，Sanger 

miR Base 資料庫內的 miRNA 數目不斷增加，其中人類 miRNA 已發現有 940 個，且有將近 1/3 的

人類基因受 miRNA 調控。miR-1, 23a, 29, 146a, 486 等已被證實對肌肉萎縮也扮演著重要的腳色 

(Sharma, Juvvuna, Kukreti, & McFarlane, 2014)。在相關藥物、疾病及老化引起的肌肉萎縮的狀態下，皆

觀察到不同微型核醣核酸的變化與疾病形成的關聯性。例如，在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DK)

下，過度表現 miR-23a/miR-27a 會增加 Akt 及降低 PTEN 磷酸化，避免轉錄因子 FoxO1 進入細胞核，

下調 MuRF1 及 Atrogin-1 的表現，達到延緩 CDK 小鼠肌肉流失，增加抓力的效果(Wang et al., 2017)。

過度表現 miR-23a/miR-27a 也可降低 myostatin 表現及其下游 SAMD-2/3 訊息傳遞路徑，減少凋亡路徑

caspase-3、7 活化，增加肌肉再生的相關指標。(Wang et al., 2017)。另外 miR-29, 181, 206 也會隨著老

化而產生變化，例如 miR-181 隨著老化而降低，進而使得肌肉發炎因子 TNF、IL6 表現增加，使得肌

肉降解加速(Xie et al., 2013)。微型核糖核酸扮演調控肌肉萎縮基因的關鍵腳色，是預防及治療肌少症

嶄新的研究議題。 

運動與循環微型核醣核酸: 循環的微型核糖核酸會因運動刺激所造成的生理反應而有所改變。急性耐

力運動後可觀察到血漿中循環 miR-146a、miR-222、miR-21、and miR-22 表現增加(Nielsen et al., 2010) 。

甚至在 90 天的訓練後，上述微型核糖核酸的基礎值仍高於運動前的值。受試者訓練過後再進行一次急

性運動，核糖核酸仍會對運動的刺激有所反應(Baggish et al., 2011)，顯見微型核糖核酸能夠反應急性和

長期運動訓練下的生理刺激，可作為運動訓練監控的潛在生物指標。急性的阻力運動也會造成循環微

型核糖核酸的變化，miR-133 與 miR-149 在阻力運動後上升，而 miR-146a、miR-221 在阻力運動後三

天成呈現顯著下降(Sawada et al., 2013; Uhlemann et al., 2014)。同一個微型核糖核酸(miR-146a) 在耐力

有氧運動及阻力運動刺激下，呈現完全不同的趨勢，其代表的生理意義及實際執行的功能仍待進一步

研究。不同的微型核糖核酸皆有其對應不同生理功能，舉例來說耐力運動會減少循環中 miR-486，造

成 FOXO 路徑活化，加速蛋白質分解，同時抑制蛋白質合成，這也揭露了監控微型核醣核酸的變化可

知運動員是否有過度訓練的情況(Zacharewicz, Lamon, & Russell, 2013)。透過分析循環的核糖核酸，未

來將可在運動訓練過程中去平衡正向或負向調控的生物指標，達到運動訓練的精準化及最佳化之效。

目前相關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藉助生物醫學的平台，進行完整微型核糖核酸定序，找出與運動相關

的微型核糖核酸，並進一步探討其對應生理功能，特別是與肌肉蛋白質合成降解相關的族群。 

研究目的 

本計畫研究主軸在探討與身體活動及運動訓練相關的微型核糖核酸對高齡肌少症的影響。 

研究目的如下： 

1. 阻力訓練調控微型核糖核酸對生理功能(脂肪合成、肌肉合成、發炎反應)的影響 

2.  評估微型核糖核酸做為運動訓練介入監控的新穎生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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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第一年 

一、研究對象及實驗流程 

於台北市文山區鄰里共餐據點招募受試者，並篩選出未有規律運動習慣年長者共 19 名，依照年齡性別

隨機分配到阻力運動(n=10)及未規律運動組(n=9)。運動組將進行 12 週運動訓練。本研究排除具規律運

動習慣的老人，規律運動定義為，過去一年曾從事阻力或有氧運動訓練，且每週運動頻率高於一次，

每次運動時間大於 20 分鐘者，符合規律運動定義者將不納入本實驗受試對象。本研究也排除具有下列

條件之一的受試對象: 1. 疾病: 癌症、心臟疾病、腎臟疾病或肝臟疾病，及任何可能會影響研究結果的

相干疾病。2. 代謝異常及服用藥物: 醣類代謝異常、甲狀腺異常、或正在服用類固醇藥物、抗凝血藥

物的患者。3. 工作能力: 排除不良於行的老人。4. 肥胖: BMI  28kg/m
2。本研究招募的受試者將具有

類似的身體活動能力及正常認知功能。 

二、研究工具 

(一)身體活動量調查 

本研究採用 IPAQ 台灣活動量調查短版問卷，此問卷為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託國立陽明大學劉影

梅博士辦理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問卷內容主要了解受試者過去七天中身體活動量的多寡。受試者持

續從事 10 分鐘以上身體活動時間，包括在工作、做家事、整理庭院／陽台、交通、休閒、運動及坐著

等活動中所花的時間。本量表將身體活動強度區分為中等費力（moderate）及費力（vigorous）的身體

活動。中等費力的身體活動，係指從事 3-6 METs 的活動（走路則為 3.3 METs）；費力的身體活動，係

指從事大於 6 METs 的活動(打籃球為 8 METs)，可藉由瞭解受訪者從事身體活動時間及其強度換算消

耗的能量。 

身體活動強度定義： 

(1)中等費力活動：持續從事 10 分鐘以上身體活動時，還可以舒服的對話，但無法唱歌，這些活動會讓

您覺得有點累，呼吸比平常快一些，流一些汗，心跳快一些。例如：健走、下山、一般速度游泳、網

球雙打、羽毛球、桌球、排球、太極拳、跳舞（不包括有氧舞蹈、慢舞、國標舞、元極舞）、一般速度

騎腳踏車等。 

(2)費力活動：持續從事 10 分鐘以上身體活動時，會讓你無法一面活動，一面跟別人輕鬆說話，這些活

動會讓您的身體感覺很累，呼吸比平常快很多，流很多汗，心跳加快很多。例如：跑步、上山爬坡、

持續快速地游泳、上樓梯、有氧舞蹈（運動）、快速地騎腳踏車、跆拳道、攀岩、跳繩、打球(如籃球、

足球、網球單打)等。 

身體活動量計算方式： 

1.先分別計算在過去 7 天從事中等費力、費力、走路的時間。 

2.再乘以不同分類活動的代謝當量（METs）：中等費力活動 × 4，費力活動 × 8，走路 × 3.3，坐 × 1。

身體活動代謝當量＝代謝當量(METs) × 每天活動時間(分鐘) × 每週天數 

3.將各項身體活動量分別加總，再依下列分類標準判定身體活動量等級。 
  

項目 條件 

身體活動量足

夠 

1.費力天數達到 3 天以上，且費力時間達每天達 20 分鐘以上。 

2.中等費力天數或走路天數總和達 5 天以上，且每天至少 30 分鐘。 

3.費力天數、中等費力天數與走路天數加總達 5 天以上，且三項累計加總的能量消

耗達 600METs 以上。 

高身體活動量 

1.費力天數達 3 天以上，費力總和 METs 大於 1500METs 以上。 

2.費力天數、中等費力天數與走路天數總和達 7 天以上，且三項累計加總的能量消

耗達 3000METs 以上。 

身體活動量不 身體不活動或活動未達高身體活動量與身體活動量足夠標準者，即為身體活動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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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足。 

(二) 迷你營養評估表 

變項 記分方式 
分
數 

營養篩檢 

1. 過去三個月之中，是否因食慾不佳、消化問題、咀嚼

或吞嚥困難以致進食量越來越少？ 

0 分＝嚴重食慾不佳 

1 分＝中度食慾不佳 

2 分＝食慾無變化 

 

2. 近三個月體重變化 

0 分＝體重減輕＞3 公斤 

1 分＝不知道 

2 分＝體重減輕 1~3 公斤 

3 分＝體重無改變/體重變重 

 

3. 行動力 

0 分＝臥床或輪椅 

1 分＝可以下床活動或離開輪椅

但無法自由走動  

2 分＝可以自由走動 

 

4. 過去三個月曾有精神性壓力或急性疾病發作 
0 分＝是 

2 分＝否 
 

5. 神經精神問題 

0 分＝嚴重癡呆或抑鬱 

1 分＝輕度癡呆 

2 分＝無精神問題 

 

6. 身體質量指數(BMI)  體重 kg/身高 m
2
 

0 分＝BMI19 

1 分＝19≦BMI＜21 

2 分＝21≦BMI＜23 

3 分＝BMI≧23 

 

篩檢分數小計（小計滿分 14 分） 
大於或等於 12 分表示正常 

小於或等於 11 分可能營養不良 
 

一般評估 

7.可以獨立生活（非住護理之家或醫院） 
0 分＝否 

1 分＝是  
 

8.每天需服用三種以上的處方藥物 
0 分＝是 

1 分＝否 
 

9.褥瘡或皮膚潰瘍 
0 分＝是 

□1 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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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天中可以吃幾餐完整餐食 

0 分＝1 餐 

1 分＝2 餐 

2 分＝3 餐 

 

11.蛋白質攝取量 

◎每天至少攝取一份乳製品 (牛奶、乳酪、優酪乳） 

◎每週攝取兩份以上的豆類或蛋類  

◎每天吃些肉、魚、雞鴨類 

0.0 分＝0 或 1 個是 

0.5 分＝2 個是 

1.0 分＝3 個是 

 

12.每天至少攝取二份或二份以上的蔬菜或水果 
0 分＝否 

1 分＝是 
 

13.每天攝取多少液體（包括開水、果汁、咖啡、茶、牛奶）（一

杯＝240cc） 

0.0 分＝少於三杯 

0.5 分＝3~5 杯 

1.0 分＝大於 5 杯 

 

14.進食的形式 

0 分＝無人協助則無法進食 

1 分＝可以自己進食但較吃力  

2 分＝可以自己進食 

 

15.自己覺得營養方面有沒有問題？ 

0 分＝覺得自己營養非常不好 

1 分＝不太清楚或營養不太好 

2 分＝覺得自己沒有營養問題 

 

16.與其他同年齡的人比較，自己認為自己的健康狀況如何？ 

0.0 分＝不如同年齡的人 

0.5 分＝不知道 

1.0 分＝和同年齡的人差不多 

2.0 分＝比同年齡的人好 

 

17.臂中圍 MAC 

（公分） 

0.0 分＝MAC＜21 

0.5 分＝MAC21~21.9 

1.0 分＝MAC≧22 

 

18.小腿圍 C.C.（公分） 
0 分＝C.C.＜31 

1 分＝C.C.≧31 
 

一般評估小計 小計滿分 16 分  

總  計 

MNA 合計分數滿分 30 分。 

營養不良指標分數： 

 營養良好（MA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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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性營養不良 

   （17＝＜MAN＜23.5） 

 營養不良（MAN＜17） 

 

(三) 肌肉功能檢測內容及流程 

A. 肌肉功能：6 公尺定時行走試驗。以測量走路速度當作指標，受試者會走兩趟，兩趟時間取平均作

為走路速度。 

B. 肌力：使用握力器測量手部握力。受試者採坐姿，左右手各測三次，取平均值作為手部握力。 

C. 肌肉量：本研究使用 InBody720，測量身體肌肉量並計算肌肉質量指數。 

二、有氧及阻力運動訓練處方 

(一) 未從事規律運動組: 受試者將維持既有的生活型態，每週運動頻率低於一次，每次運動時間少

於 20 分鐘者。 

(二) 阻力運動訓練: 受試者在前兩週為訓練的適應期，安排適應期的主要目的有兩點: (1)在訓練初

期使肌肉神經適應增加肌纖維招募，逐漸增加老人受試者肌力。(2)重量訓練所造成的傷害常發生於

運動訓練的前兩周，在前兩周採漸進式的方式訓練可有效降低運動傷害。適應期結束後安排上肢和

下肢肌力及肌耐力測量。運動訓練處方參考老人阻力訓練指導方針，為期 12 週的訓練課程，總共

訓練 36 次，平均 3 次/週。每次的訓練涵蓋腿部、胸部、背部、腹部、手臂等主要肌群進行訓練，

訓練動作包含坐姿水平推蹬、膝伸展、膝屈、坐姿推胸、坐姿划船、肘伸展、肘屈等動作，組間休

息時間 90 秒，每一動作需完成 8-10 反覆。訓練處方內容為漸進式，第 1、2 週從 40%1RM 開始，

第 3、4 週調整至 50%1RM，第 5-12 週上調到 60%1RM (Bottaro, Machado, Nogueira, Scales, & Veloso, 

2007)。 

(四) 血液樣本採集 

受試者在採血日前須至少二天未進行運動。採血日當天受試者需空腹(空腹時間 8-12 小時)再進行血液

樣本採集，受試者採血過程將採坐姿進行。本研究將聘請專業醫護人員使用真空採血管，採集肘前靜

脈血兩管，每管各 5 毫升共 10 毫升。兩管皆未含有任何抗凝血劑，一管將用來萃取微型核糖核酸進行

微型核糖核酸定量及小片段核醣核酸定序；第二管則將使用於血液生化分析(胰島素、類胰島素成長因

子、發炎因子)。 

(五) 血液生化樣本分析-胰島素(Insulin)、發炎因子(TNF、IL-6) 

胰島素 Insulin: 全血靜置 30 分鐘之後，低速離心(3000g)取得血清，依照 Human insulin ELISA Kit 

(Mercodia )提供之測定比例進行測試，將 200μl 反應試劑與 25μl 血清和標準品震盪混合，放置 37˚C 中

培養 15 分鐘，加入 50μl 硫酸終止反應後，讀取吸光值(波長 450nm)，劃出標準曲線之後換算可得血清

胰島素濃度。 

發炎指標(TNF, IL6): 購買商業的套組進行分析，利用多株抗體的特性，辨識血清中的 TNF-α 及 IL6，

再以其受質(TMB tetramethylbenzidine )與過氧化酶作為呈色劑，檢測吸光值並帶入標準曲線計算濃度

數值。96 空盤中加入 25μl 的血清與標準品，而 Enzyme conjugate solution 加入 50μl 後一起反應約 2 小

時，以 Wash buffer 清洗 6 次，加入 200μl 的 TMB 反應 15 分鐘後隨即加入 50μl 的 Stop solution，讀取 

吸光值(波長 450nm)。 

(六) 小片段核糖核酸定序(small RNA sequencing) 

採集的血液樣本進行 total RNA 萃取，確定 RNA 品質後，再進行小片段 RNA 定序 (small RNA 

sequencing)。小片段核糖核酸定序實驗流程簡介: 先透過聚丙烯醯胺凝膠電泳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PAGE) 將 total RNA 依據片段大小進行分離，小於 30 nt 的核糖核酸片段在純化後及

一系列的處理後，使用次世代定序平台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platform) 進行定序與生物資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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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透過序列與資料庫的比對，確認所有序列的來源、種類與比例，再針對小分子 RNA (miRNA) 進

行一系列的分析，包括新穎小分子 RNA 的預測 (novel miRNA predeiction)、所有已知與新穎小分子

RNA 的調控標的預測 (Target gene prediction) 與調控標的所屬的功能註解 (functional annotation)，同

時可以再針對樣品間表現量具有顯著差異的已知與新穎小分子 RNA 進行調控標的預測以及調控標的

所屬的功能註解等分析。微型核糖核酸定序將假豐技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illumina HiScan 平台

檢測，實驗資料將委託豐技生物科技統計團隊進行客製化分析。生物統計分析: 小片段核糖核酸定序

可獲得數千萬條的小片段序列，因此小片段核糖核酸定序資料處理，包括: 與參考序列比對

(Alignment)、已知 miRNA 表現及樣品間表現差異分析(Known miRNA Expression Analysis)、新 miRNA

預測(Novel miRNA Prediction (With Reference Genome))、叢集分析(Clustering/ Heatmap)委外由豐技生物

科技進行分析。 

(七) 資料分析: 資料將以 SPSS 20.0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採描述性及推論性統計分析，包含平均值、

標準差、混合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成對樣本 t 檢定及 Spearman's rank 相關係數等方式，了解

各變項之分佈情形以及影響關係。 

 

結果與討論 

12 週阻力運動對身體組成及身體功能的影響 

訓練組在 12 週阻力訓練後顯著增加身體功能，包括握力、行走速度、下肢肌耐力測驗，控制組前

述測驗則無顯著改變(Table 1)。身體組成的部分，不論是肌肉重、體脂率、皮下脂肪厚度在訓練前後沒

有顯著差異(Table 1)。造成上述結果可能原因來自身體組成是由生物電阻抗及皮脂夾的方式進行，相關

的研究文獻指出此兩種方法會低估運動產生的微小變化(Sillanpaa, Hakkinen, & Hakkinen, 2013)，所以身

體組成有微小的變化也準確評估。另一可能性來自於運動訓練強度不足及訓練持續的時間不夠，整體

對肌肉肥大的刺激不夠，再者訓練所造成的能量消耗需要更高，才能讓皮下脂肪顯著下降。但有趣的

我們觀察到控制組皮下厚度在 12 週後顯著增加，這代表阻力訓練所造成的能量消耗雖不足以顯著降低

脂肪量，但卻可延緩隨著老化而產生的脂肪過度堆積。再者，近來的研究也指出，肌肉力量的增加對

於高齡族群的重要性更勝肌肉質量的變化(Whitney & Peters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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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週阻力運動對賀爾蒙及細胞激素的影響 

訓練組 leptin 濃度在訓練前、後顯著高於控制組(fig. 1A)。瘦素(Leptin)濃度在訓練後顯著下降。控

制組及訓練組腫瘤懷死因子 TNF濃度皆顯著下降。控制組及訓練組血清胰島素、介白素-6(IL-6)及三

酸甘油酯濃度在訓練前後皆無顯著改變。 

 

 

Fig. 1 訓練前後控制組及運動組血漿受體素、胰島素、腫瘤懷死因子、介白素-6 及三酸甘油酯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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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控制組(p<0.05)。*相較於基礎職(未進行運動訓練)。 

12 週阻力運動對微型核糖核酸的影響 

由於微型核糖核酸次世代定序檢驗費用高昂，僅分析訓練組血液樣本。本次分析偵測到 2525 個微型

核糖核酸，其中 112 個在訓練後變化量顯著改變(fold change > 2.0 and P < 0.05)，3 個於訓練後顯著

上升，其餘則於訓練後顯著下降。23 個與運動相關的微型核糖核酸，僅有 miR-133a-3p, 146b-3p, and 

146b-5p 在訓練後有顯著變化(Fig. 2A)。與脂肪生成作用有關的 miR-103a-3p, 103b, 143-5p, 146b-3p, 

146b-5p, 17-5p, 181a-2-3p, 181b-5p, 199a-5p, 204-3p, and 378c (Fig. 2B)。與抑制脂肪生成作用相關的

包含miR-155-3p and miR-448 miR-363-3p等(Fig. 2C)。與肌肉生成作用相關的miR-125b-1-3p, 133a-3p, 

181a-2-3p, 181b-5p, and 499a-5p (Fig. 2D)。與抑制發炎相關的 miR-146b-3p, 146b-5p, 155-3p, 

181a-2-3p, and 181b-5p (Fig. 2E)。miRNAs 在生物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調控腳色，在相關代謝疾病(肥

胖、二型糖尿病)的情況下也觀察到表現異常的趨勢。本研究發現阻力運動後改變 miRNAs 的表現與

疾病的預防及治療有關。miRNAs 透過調控目標基因參與脂肪細胞發育和肥胖的形成。舉例來說

miRNA-363 經由調控 C/EBP及 PPARγ 基因來抑制脂肪細胞分化(Chen, Cui, et al., 2014)。本研究發

現 miRNA-363 在阻力運動後表現顯著上升，這代表阻力運動對抗肥胖的功效與肥胖基因及特定

miRNA 有關。此外 miRNA-146-3p 在肥胖和過重的族群有較高的表現量(Chen, Dai, et al., 2014)。本

研究發現運動訓練降低皮脂厚度，這樣的結果與下調 miRNA-146 有關。這些結果也進一步指出與脂

肪生成作用有關的 miRNAs 可能是運動誘發減脂效應的新機轉。除了上調及下調 miRNAs 表現外，

miRNA-155-3p 也與皮脂厚度變化有正向關。過往的研究發現 miRNA-155 在脂肪生成作用扮演負調

控的腳色(Skarn et al., 2012)，所以阻力運動後 miRNA-155 的下降會促進脂肪生成作用而非對抗肥

胖。這些矛盾的結果也顯示了 miRNAs 調控生理功能的複雜性，不一致的結果本研究也難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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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訓練前後循環微型核糖核酸變化量以 Log2 fold change 表示。變化量從 1.5 至-1.5。顯著水準訂

為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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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連結核醣核酸和運動適應的關聯性，使用 Spearman's rank 分析皮下脂肪厚度、身體功

能；代謝賀爾蒙及細胞激素與顯著變化的核醣核酸進行比對。圖三呈現的是與體脂肪相關的微型核

糖核酸。miRNA-155-3p and -499a-5p 與皮下脂肪厚度變化量呈正相關(Fig. 3A and B; P < 0.05)。

miRNA-128-3p and -146-3p 與瘦體素成正相關(Fig. 3C and D; P < 0.05)。 

 

Fig.3 微型核糖核酸 miR155-3p、499a-5p 和皮脂厚度前後測差異的關聯性(A & Ｂ)，微型核糖核酸

128-3p、146-3p 和瘦素變化量的關聯性(C & D) 

 

圖三呈現的是與身體功能及類胰島素成長因子相關的微型核糖核酸。miR-125b-1-3p 與六公尺行走能

力呈負相關(Fig. 4A; P < 0.05)。miR-143-5p 與握力的進步幅度成負相關 (Fig. 4B; P < 0.05)。

miR-125b-1-3p, -155-3p and -499a-5p 與類胰島素成長因子成正相關(Fig. 4C -E;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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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微型核糖核酸 miR125b-1-3p 和行走速度前後測差異的關聯性(A )，微型核糖核酸 miR143b-5p

和握力前後測差異的關聯性(B )微型核糖核酸 miR125b-1-3p、155-3p、499a-5p 和類胰島素成長因子

變化量的關聯性(C & D) 

 

合成代謝刺激的失衡會到導致肌肉流失，IGF-1 經由 mTOR 路徑刺激肌肉蛋白質合成。因此隨

著年齡下降的 IGF-1 會誘發肌肉質量和力量的流失(Giovannini, Marzetti, Borst, & Leeuwenburgh, 

2008)。miRNA-125b, -128, -133a, -155, -199a, and -223 這群 miRNAs 經由抑制 insulin/IGF-1 路徑及轉

錄因子 MEF2A 負向調控肌肉成長(Ge, Sun, & Chen, 2011; McCarthy & Esser, 2007; Motohashi et al., 

2013; Seok et al., 2011)。本研究發現這些 miRNAs 在運動後皆下降，這樣的結果也可幫助解釋運動誘

發 miRNAs 的變化如何影響肌肉生成來達到延緩老化所引起的肌肉流失。除了上調和下調的改變

外，miR-125b-1-3p 與行走速度有顯著相關。IGF-1 與 125-1-3p and 499-5p 呈顯著負相關。499-5p 在

肌肉萎縮的模式動物中顯著下降(McCarthy, Esser, Peterson, & Dupont-Versteegden, 2009)，這樣的結果

與阻力運動的效果是相反的，所以 499-5p 在阻力運動後下降是不大合理的。除了 499-5p 這矛盾的

結果外，我們也提供了初步的證據，阻力運動下調 125-1-3p 參與維持高齡者肌肉質量和功能。 

隨著老化慢性發炎的指標 TNF和 IL-6 會隨之上升(Morley & Baumgartner, 2004)。促發炎因子

TNF和 IL-6 刺激發炎路徑和活化蛋白質降解會導致老化過程中肌肉質量逐漸流失(Da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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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meislova, & Koppo, 2017)。過往研究已發現 miRNA-181s and miRNA-155 分別是正向和負向的調

控發炎反應(Bala et al., 2016; Dan et al., 2015; Xie et al., 2013)。雖然本研究中兩者皆在阻力運動後下

降，我們僅發現 miRNA-155 和皮脂厚度變化有關。TNF主要由脂肪組織分泌，循環 TNF的濃度

也反應著肥胖的程度。運動抑制 TNF的濃度可能與下調 miRNA-155 主導的促發炎機制有關。運動

可影響特定 miRNAs 及其目標發炎因子來達成抑制肌肉蛋白質降解之效。 

總結本研究發現，我們的結果僅能解釋 miRNA-125b 和阻力運動的關係，這樣的連結與生長因

子所調控的肌肉發育和恆定有關。少數不如預期的結果未來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最後，本研究指

出了高齡者經運動訓練後會改變特定循環 miRNAs，而這樣的變化扮演生理反應調節的重要腳色，

透過影響不同的目標路徑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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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08 年 6 月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第 66 屆美國運動醫學年會 2019 在佛羅里達奧蘭多市，鄰近有著名的海洋世界

及環球影城等遊樂園。由桃園國際機場經過 12 個小時的飛行後抵達西雅圖，

再飛行 6 小時候抵達奧蘭多國際機場。從機場再轉乘巴士到達下塌的旅社 days 

inn，位置就在本次會議中心 5 分鐘路程。為期 5 天的國際研討會聚集了來自世

界各地與運動科學相關領域的學者，主要參與學者仍以美國各地大學運動科學

相關科系為大宗。本次會議基礎科學主題為晝夜節律與睡眠(Circadian rhythms 

and sleep)，2017 諾貝爾生醫獎頒給發現生物時鐘的學者們後，晝夜節律及睡

眠和運動表現的影響也被大會選定為本次年會主要探討議題。 

二、與會心得 

本次與會有許多精采的演講，以下僅就晝夜節律及睡眠和運動表現相關議題演

講分享心得。1. Circadian and sleep science for health and athletic performance, 

這主題由科羅拉多大學 Kenneth Wright 教授主講，由 Wight 教授所提供的數據

顯示該校美式足球校隊在進行客場比賽時(前往夏威夷大學進行比賽)，短短機

個小時的時差就會影響到客隊的表現，這也是生理時鐘影響運動表現最直接的

證據。台灣是一個小島，在島內進行比賽時不受影響，但國家代表隊出國遠征

時，勢必得考量到生理時鐘的因素，如果經費允許提到到場地適應是最佳的方

式。另外想分享 D.B. Hill Historical Lecture 由 William Haskell 主講過去 50 年

身體活動和健康指導原則在過去 50 的演進過程 (Guidelines of physical activity 

計畫編號 MOST－107－2410－H－0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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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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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alth: evolution over 50years。已從史丹佛醫學院退休的 Haskell，長期參與

美國身體活動處方政策制定，在整場演講中無須字幕提示，每一張投影片的內

容及講述時間之精準令人印象深刻。Haskell 教授提到所有的運動處方的指導原

則會隨著證據的累積而有所更新，在未有足夠樣本及證據之前是無法形成政策

及指導方針，這也提醒了促進人類健康福祉的運動處方，需要相關領域學者的

持續的貢獻。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Chronic inflammation and metabolic dysregulation may eventually cause tissue damage in type 2 diabetes.  

PURPOSE: We examined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moderate intensity aerobic exercise on kidney function in 

diabetic db/db mice. 

METHODS: Functional and morphological alterations and metabolic and inflammatory signaling were 

examined in type 2 diabetic db/db mice with or without exercise training (5.2m/min, 1h/day, and 5days/week 

for a total of 8weeks). 

RESULTS: Exercise training prevented weight gain (-7.0%) in db/db+Ex mice, but it did not reduce glucose 

and insulin levels. Exercise lowered serum creatinine, urea, and triglyceride levels in db/db+Ex mice. 

Reduced kidney size (0.37 vs 0.4g, P=0.036) and morphological alterations including decreased glomerular 

cross-sectional area (0.0235 vs 0.0367mm2, P<0.001) were observed in db/db+Ex mice compared with 

untrained db/db mice. Mechanistically, preventing loss of SIRT1 (+62%, P=0.048) through exercise was 

linked to reduced acetylation of NF-κB (-48%, P= 0.002) in kidney of db/db+Ex mice. Exercise increased 

citrate synthase (+132%, P=0.038) and mitochondrial complex I activity (+80%, P=0.004), subunits of 

mitochondrial complexes (I, II, and V) and PGC1a (+24%, P= 0.039) at protein level in kidney of db/db+Ex 

mice compared with non-exercise db/db mice. 

CONCLUSIONS: Moderate exercise training modulates metabolic dys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process, 

thereby attenuating the progression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二、 建議 

相較於去年明尼亞波利斯市的年會，奧蘭多這次整體規模和參加人次有顯著增加，

也見到幾名與會的台灣學者。筆者已連續三年參加美國運動醫學會，此年會無論是

品質和內容有非常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此行也有筆者的兩位研究生一同參與，學生

會費及大會註冊費非常划算，對於有興趣或未來發展將朝高教發展的年輕人是很好

的學習機會及場合。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本會議相關議程及與會發表摘要均已電子化，大會提供專屬 APP 供與會學者隨時搜

尋相關資訊，無攜帶相關紙本資料回台。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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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證據。台灣是一個小島，在島內進行比賽時不受影響，但國家代表隊出

國遠征時，勢必得考量到生理時鐘的因素，如果經費允許提到到場地適應是

最佳的方式。另外想分享 D.B. Hill Historical Lecture 由 William Haskell主講

過去 50 年身體活動和健康指導原則在過去 50 的演進過程 (Guidelin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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