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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AI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I歷史沿革 AI
對於人類所帶來

的影響與衝擊

AI
如何應用在藥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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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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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定義

最早定義：麻省理工學院約翰·麥卡錫
(John McCarthy)在1956年的達特矛斯
會議(Dartmouth Conference)上提出：

「人工智慧就是要讓機器的行為看
起來就像是人所表現出的智慧行為
一樣」。
Goldman Sachs的定義：AI是一門利用

在電腦或智慧型機器上模擬智慧行為的
科學。亦即電腦或智慧型機器能夠展現類
似人類的行為特徵，包括：知識、推理、
常識、學習與決策。John McCarthy: Computer scientist known as the father of AI

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news_20170622001.pdf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obituaries/john-mccarthy-computer-scientist-known-as-the-father-of-ai-6255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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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技術

人工智慧

製作智能機械及
程式的工程

機器學習

無須顯示程式的
學習能力

深度學習

深度神經網路的
學習基礎

1950 年 1970 年 198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7 年2006年

(最早的人工智慧令人興奮不已) (機器學習開始崛起) (深度學習取得突破驅動人工智慧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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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技術

機器學習

無須顯示程式的
學習能力

「 AI ，透過演算法使得機器能從大量

歷史數據中學習規律，從而對新的樣本
做智慧辨識或對未來進行預測。該領域
近期的重大發展之一是所謂的「深度學
習（deep learning）」。

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news_2017062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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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技術

深度學習

深度神經網路的
學習基礎

機器學習的一個分支，模仿人腦神經元
和突觸接觸到新刺激時的反應，可單獨

或與其他AI一起幫助機器處理複雜的

任務，並展現出類似直覺的能力，有時
的表現甚至優於人類。同樣的技術應用
在語音和影像辨識，以及無人駕駛車。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Publications/contents.aspx?SiteID=1&MmmID=2000&MSid=71103274306405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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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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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news_20170622001.pdf

AI的演進



深度學習技術引領AI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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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news_20170622001.pdf



11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Publications/contents.aspx?SiteID=1&MmmID=2000&MSid=711032743064055635



12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Publications/contents.aspx?SiteID=1&MmmID=2000&MSid=711032743064055635



13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Publications/contents.aspx?SiteID=1&MmmID=2000&MSid=711032743064055635

1997年，IBM「深藍」超級電腦戰勝
國際象棋傳奇人物加里·卡斯帕羅夫

2016年，人工智慧AlphaGo以4：1
打敗韓國圍棋九段棋手李世乭

2017年，人工智慧AlphaGo以2：0
打敗中國圍棋九段棋手柯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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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對於人類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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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news_20170622001.pdf

AI領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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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binsights.com/blog/artificial-intelligence-startups-healthcare/

AI應用在醫療健康領域場景



17
https://www.cabotsolutions.com/how-ai-and-blockchain-impact-big-data-analytics-in-the-healthcare-industry

AI應用在醫療健康領域 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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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news_2017062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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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news_2017062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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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news_2017062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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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ndit.org.tw/upload/research/news_2017062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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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631; https://udn.com/news/story/6905/2895485

台灣智慧醫療4.0

醫療

1.0 指發明了消毒、殺菌的現代化

2.0
由顯微鏡、顯微手術與內視鏡，看到身體裡的
各種狀況與微小結構

3.0 透過X光、CT、MRI手術，引導資訊的整合

4.0
整合大數據跟智慧分析，帶來新的醫療
革命與想像

醫療產業在第四次革命中，將過感測技術，提升手術的效率，連接醫院與家庭，將個人資訊與醫院需要的資訊
進行對接。而透過數據分析，能降低病人風險，增加醫師決策正確性，進一步提升醫療品質，並簡化整體醫療

流程，可望節省60-70%的醫療支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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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智能化 運輸智慧化設備物聯化 服務便利化

台灣智慧醫療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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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631

醫療4.0大躍進 看病不再「三長兩短」

以往看病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三長兩短」，掛號長、
候診長、領藥檢查時間長；醫師問診短、解釋病情的
時間也短。
但近年來，台灣人的看病流程已經快步走向智慧化了
，經驗已大大不同。

在雲端、大數據、物聯網及人工智慧等
科技協助下，醫療4.0時代正式來臨。從

門診、住院、手術排程等後端系統的流程進行優化，
不但可減輕醫護人員的工作負擔，患者也能得到更好
的照護。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631;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8337/ai-push-precision-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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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醫療導入層次應用

初級層

初級層次

提高效率

流程簡化

第二層次

藉AI輔助醫師決策判斷

避免人為錯誤

第三層次

應用遠距醫療
即時監測病人病情



功能 醫院
提供預約(取消)掛號、查詢看診進度、醫院資訊、
衛教等服務

長庚、馬偕、中國附醫、台中
榮總、北醫附醫等

以病人為中心提供各項智慧化照護服務，例如床
邊資訊系統連線護理站及護理人員、智慧床墊偵
測躺床狀態預防壓瘡

中國附醫、台中榮總、中山附
醫等

虛擬AI醫療聊天機器人∶建置在LINE上，協助掛
號等

萬芳、馬偕

服務型機器人∶協助衛教、提供醫院資訊等 台大金山分院、台北榮總、中
國附醫、台中榮總、奇美等

運輸型機器人∶搬運開刀房器械等 林口長庚、員林基督教

提供Apple Pay、Android Pay行動支付功能，以
及第三方支付，如微信支付、支付寶等

林口長庚、馬偕、中國附醫等

26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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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醫療-四大醫療應用創造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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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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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7738.html



29
29



• 2013年，台灣醫策會有感於近年醫界
面臨人力困境、民眾對醫療專業期待度
增加及外部法規評鑑的要求，加上近期

國際間興起Smart Healthcare、

Smart Hospital的概念，希望藉由
競賽選拔優秀醫療資訊作為，提供醫院
間標竿學習機會，以縮短醫院摸索期，
同時亦希望為開發智慧醫療作為的團隊
與機構創造產業化的價值，故於2013
年開始辦理台灣「智慧醫院優秀案例徵
選活動」。

30

彙集2013-2016獲得智慧醫療競賽醫
療機構組之案例，讓各界能看到結合
科技與創新智慧醫療技術，應用於當
前之醫療服務之相關成功案例。

https://issuu.com/jctrd/docs/_isbn_2017_________-11http://www.jct.org.tw/FrontStage/page.aspx?ID=969B32A8-53C1-493F-99EF-687504503EBD

台灣智慧醫院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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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id=0000399544_o9h4cvw55v46qg3s9lrgm

避免醫療疏失 提升醫療品質 智慧醫院勢在必行 (DIGITIMES, 2014/11/03)

智慧醫院降低醫療疏失風險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簡稱醫策會)執行
長林宏榮指出，智慧醫療可分為3個層次，大多數人認
知的是「智慧醫院」，是最狹義的智慧醫療；第二個層
次為「智慧照護」，也就是把醫院治療延伸到家裡的遠
距居家照顧；第三層次則是最廣義的「智慧健康」，即
是結合智慧城市的相關應用，以提升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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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id=0000399544_o9h4cvw55v46qg3s9lrgm

智慧醫院的基礎建設架構

IBM指出，智慧醫院建設的內容提供包括建築自動化、
通訊自動化、醫療自動化在內的智慧醫院系統設計、實
施與整合應用。解決方案必須要能從管理入手，建立智
慧建築管理中心、統一媒體管理、綜合安防管理、IT中
心管理以及病房管理系統，做到建設、運行、管理一體
化，才能真正發揮智慧醫院系統運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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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3758

科技大廠整合AI決戰智慧醫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01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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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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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luforecast.cdc.gov.tw/#/AllTaiwan

預測準確度評估
本平台使用下列兩種指標評估所使用的預測模型過去n期的表現：
就診人次預測誤差 MAPE（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預測就診數與實際就診數之實際差距，採百分比計算。
趨勢走向預測正確率 Hit rate：預測就診數上升或下降與實際是否上升或下降符合之比率（若過去4週內成功預測4次，則為100%）。

AI模型推估預測類流感就診人次



36http://fluforecast.cdc.gov.tw/#/AllTaiwan

平台使用之疫情推估模型包括以下幾種機器學習模型
Ensemble：綜合評估模型
ARIMA：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差分整合移動平均自迴歸模型。
RF：Random Forest，隨機森林模型。
SVR：Supportive Vector Regression，支持向量迴歸模型。
XGB：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模型。

AI模型推估推估預測類流感就診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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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醫院臨床應用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500/taiwanese-ai-hospital https://medicalinspire.com/web/posts/2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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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0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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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如何應用在藥局端?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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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rxium.com/index.php/pharmacy4-0/

AI人工智慧藥局發展



資訊化作業

數據化管理

智能化系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自動化作業
Automation Digitization, big data 

and data management

AI人工智慧藥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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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局資訊化作業

SSRI or SSKI?

• Should the sliding scale of regular insulin 

(SSRI) or potassium iodide (SSKI) (saturated 

solution of potassium iodide) be held?

Avandia or Prandin?

• Is this order for Avandia (rosiglitazone) or 

Prandin (repaglinide)?

ISMP 2007;12(1):1. ISMP 2007;12(12):1.
43



藥局自動化作業
44

44



自動針劑調配機

小型針劑、點滴、外用藥品

自動片裝藥品調配機

錫箔、片裝藥品

自動盒裝藥品調配機

PTP、片裝藥品

自動錠劑調配機

裸錠、膠囊藥品

自動粉劑調配機

磨粉、粉劑藥品

自動取藥、給藥機

管制、常備藥品

自動液劑調配機

液劑藥品

自動裸裝藥品包裝與調配系統

裸錠、膠囊藥品

全自動住院藥局藥品調配系統

裸錠、膠囊、片裝、針劑藥品

藥局自動化作業設備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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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局數據化管理作業

利用 SAS Enterprise Gulide
分析門診抗生素處方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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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局AI智能化系統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科技學院院長、萬芳醫院皮膚科主任李友專表
示，用藥錯誤四個階段，依發生時序分別是處方錯、調劑錯、給
藥錯以及病人錯誤服用。其中，最嚴重也最常發生的，是醫師在
處方開立階段就出現錯誤，「這很難挽救，藥師也救不回來。」

台灣方面每年3億4千5百萬處方箋中，不適當處方率近5%，這

個比例和美國相當，接近全球平均。

「智慧型藥物安全系統」
（Advanced Electronic Safety of Prescriptions，AESOP）∶

研究資料∶台灣健保資料庫、大型醫院提供的電子病歷資料，徹
底研究醫師處方行為

研究方式∶ 分析7億張處方箋，推導出數百億筆診斷、用藥的排
列組合，再用不同的AI演算法，以串連機率與深度學習的方式，
進一步判斷任一張處方箋中，是否有藥物無法被病症診斷、或其
他的用藥解釋。一旦處方中出現無法被解釋的用藥，即被認定為
不適當處方，AESOP系統會即時跳出提醒，診間醫師看到了，可
以再次檢視醫囑和處方，避免用藥錯誤的風險。

準確度∶目前可有效捕捉到50%至80%的不適當處方。

提示度∶內科的心臟科、腎臟科病因複雜，醫師被提示錯誤的次
數最多；相對來說，小兒科因用藥較單純，被提示的機率較低。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8869/learned-from-the-health-insurance-database-

tmu-used-ai-to-check-prescriptions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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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藥局

https://kknews.cc/society/aa3r6y6.html 48



住院藥局

自動化調劑

系統
化療藥品

自動調配

機器人
APOTECAchemo

全靜脈營養

調配系統

智慧藥櫃
(Automated 
Medication 

Cabinet, 
AMC)

藥庫倉儲

管理系統

智慧中藥

飲片調劑

系統

門診藥局

自動化調劑

整合系統

49

AI人工智慧藥局

AI
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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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50630_LP65QWVS43KTANLZPHW4Z&query=%A5%5F%C2%E5

AI處方警示系統

人工智慧(AI)現在已經能有效輔助醫師做出更加
精準的醫療決策。台北市立萬芳醫院醫療資訊執
行長暨放射腫瘤科主治醫師陳俊佑說，萬芳醫院
已在2018年部分門診開始導入AI技術，系統利
用健保資料庫當中7億筆的資料，對照門診醫師
每一次的開藥處方，提供醫師再次確認處方正確
與否。現在AI深度學習的成效越來越高，已能有
效輔助醫師進行最佳的醫事判斷。

在門診導入AI處方確認用藥流程的實際操作過程
中，有3%會跳出警示；而這3%當中有50%，經
過醫師再次確認，的確可以將用藥的方法再次進
行調整。陳俊佑說，當然希望醫師每一次都能夠
精準用藥，不過未來也希望可以讓這樣的警示系
統100%準確。也就是說，每次跳警示的時候，
就代表當下醫師的用藥仍有調整的空間，減少現
在還有50%過度敏感的警示通知，以及醫師要再
次確認的工作時間。



51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id=0000553486_
N665X44L74GMSP7GMZU6C

http://www.futuretech.org.tw/tech1_n.php?n=f85454e8279be180185cac7d243c5
eb3&s=0&PHPSESSID=8u9gri50t4gpsjociauip8tvv0



智慧調劑台

長庚藥局導入電子藥櫃和智慧調劑台，藥師感應藥單後，藥品所在位置就會亮燈
，避免拿錯藥。 https://m.mirrormedia.mg/story/20181231fin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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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調劑台

https://innoaward.taiwan-healthcare.org/AwardDetail.php?REFDOCTYPID=0nimiz4bw6272nt9&NumID=0pjibtee55bv4prn&REFDOCID=0pjjyqt4ikll2k7c 53



全自動藥品檢核系統

54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43380_GE7298R79ABAH3L9M61LJ

拍攝後快速識別藥品，用藥更精準。

55



AI藥品轉運機器人

56



自動調配機器人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5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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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藥局

未來發展方向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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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g.solutions/resources/author/shirin-rej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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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digital-hospital-market-map-expert-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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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https://ajp.com.au/news/forum-ai-future-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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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room.unsw.edu.au/news/science-tech/replacing-pharmacists-robots-isn%E2%80%99t-answer-better-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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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lideshare.net/JFahrni/the-future-of-pharmacy-using-technology-to-drive-practic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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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harmacy: 

Are You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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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