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2.1 心血管疾病之定義 

胸腔心臟血管部位—心臟、胸腔、食道、週邊血管有關外科疾病：如肺腫瘤、

胸腔腫瘤、畸形、膿胸、血胸、氣胸、胸部外傷、風濕性心臟病、狹心症、動脈

瘤、動靜脈阻塞及各類血管手術、小兒先天性心臟病、食道阻塞（腫瘤）等。 

心臟部位—冠心病、高血壓、心律不整、瓣膜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臟病、末

梢血管（頸、腎、四肢血管）疾病、風濕性心臟病、心悸、胸痛、喘促、暈厥、

心臟衰竭、心絞痛及其他各類心臟血管疾病。 

 

2.2 藥物不良反應 

評估「藥物交互作用」前必需要先定義「藥物不良反應」，但是各國各地之

定義皆有不同，但是大同小異，本研究蒐集各方定義予以彙整，對於行政院衛生

署、WHO、FDA及 ASHP所定義者皆予以接受。定義如下﹕ 

1. FDA/衛生署：病人用藥期間發生的事件，包括： 

 （1）醫生或藥劑師配藥時所發生的不良反應事件； 

 （2）故意或非故意之藥品過量所造成的不良反應事件； 

 （3）濫用藥品所造成的不良反應事件； 

 （4）戒除藥品時所產生的不良反應事件； 

 （5）未達到預期效果之藥理反應； 

 （6）非期望的藥物反應。 

其中第六項「非期望的藥物反應」：即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藥物交互作用所

產生的不良反應，這種反應本身所產生的嚴重性未列於實驗發現、標示、市場所

認可；或藥物交互作用，在藥物上市前並未發現或實驗證明之反應，單一藥物的

作用藥學上無法解釋，同時併用兩種以上藥物所產生之反應。 

2. ASHP（American Society of Health-System Pharmacists）：任何非期望、非預期、

不想要或過度的藥物反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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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病患需要停止使用該藥物； 

 （2）醫師需要改變藥物治療； 

 （3）病患需要改變治療用之藥物劑量； 

 （4）使得病患必須住院； 

 （5）病患需延長停留在醫院之時間； 

 （6）院方必須提供支持性治療； 

 （7）病患產生重大併發症或惡化診斷； 

 （8）造成病患往後負面的影響； 

 （9）病患發生短期或長期的殘疾、死亡。 

3. 世界衛生組織WHO：正常用於預防、診斷、疾病治療及生理機能調節的用藥

下，任何藥品所產生有害或非預期的反應。
（7、11、21）

 

2.3 藥物交互作用 

2.3.1定義：當兩種或多種藥物一起給予時，在藥理或臨床上發生與預期不同

之反應。這兩種藥物，一個可能是是扮演催化作用的角色，而另一個則扮演受影

響標的之藥物。 

2.3.2藥物交互作用之機轉：（6、11、13、17、19)

1. 藥物動力學機轉 

    （1）吸收：同時食用兩種藥物，造成臨床上其一藥物吸收不良而造成療效

不彰，亦相對影響吸收程度及藥效發揮時間改變。 

         （1.1）藥物在腸胃道的結合。 

         （1.2）腸胃道活動力的改變／胃排空時間的改變。 

         （1.3）腸胃道酸鹼值的改變。 

         （1.4）腸道菌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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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藥物動力學機轉之吸收 

受影響的藥物 A 導致藥物 B 交互作用結果 
Digoxin Cholestyramine A與 B結合造成 A吸收降低 

Penicillamine Neomycin B使 A吸收狀況異常 

 

（2）分佈：不同藥物會競爭在血漿蛋白質或組織間可結合部分，發生血漿

蛋白結合之置換。競爭藥物的游離態濃度會升高、毒性增強，即是其

藥理作用會增加。 

表 2- 2藥物動力學機轉之分佈 

受影響的藥物 A 導致藥物 B 交互作用結果 
Phenylbutazone Warfarin 凝血功能改變 

     

（3）代謝：藥物代謝會因同時併用其他藥品而造成代謝加快或抑制。 

    （3.1）小腸壁上的藥物代謝過程改變。 

    （3.2）酵素誘導代謝系統、酵素抑制代謝系統過程改變。 

表 2- 3藥物動力學機轉之代謝 

受影響的藥物 A 導致藥物 B 交互作用結果 
Caffeine Enoxacin A之效應及毒性增加 

Anticoagulants Metronidazole 抗凝血效應增加 

 

    （4）腎臟排除：其交互模式為甲藥因為其他藥物的影響造成腎臟排除時機

能降低。 

表 2- 4藥物動力學機轉之腎臟排除 

受影響的藥物 A 導致藥物 B 交互作用結果 
Methotrexate Salicylates A之效應及毒性增加 

Anticoagulants Phenylbutazone 降血糖效應增加並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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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藥效學機轉 

    （1）加成：兩種藥物同時食用讓治療效果增加，在非刻意或不經意的情形

下造成藥理的加成。 

表 2-5藥效學機轉之加成 

受影響的藥物 A 導致藥物 B 交互作用結果 
Methotrexate Co-trimoxazole 巨母紅血球過多症 
補鉀 保鉀利尿劑 顯著的高血鉀症 

 

（2）抗拮：在非刻意或不經意的情形下造成藥理的減弱，在非刻意或不經意的

情形下造成藥理的抗拮。 

表 2-6藥效學機轉之抗拮 

受影響的藥物 A 導致藥物 B 交互作用結果 
Antucoagulants Vitamin K 抗凝血結果下降 
Carbenoxolone Spironolactone 潰瘍治癒效果降低 

Hypoglycemic agent Giucocorticoids 降血糖效果降低 

 

2.3.3藥物交互作用的意義分級： 

1. 作用速度（Onset）：指藥物交互作用發生的速度。 

1. 快速（Rapid）—24小時之內出現作用反應.           

2. 延遲（Delayed）—數天甚至數週後才出現作用反應 

2. 嚴重度（Severity）： 

1. 嚴重（Major）—有可能會致命或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2. 中度（Moderate）—可能使病情惡化 

   3. 輕度（Mino）—有輕微的影響 

3. 實驗證實（Document）： 

1. 已證實的（Established）—已被重要文獻所證實  

   2. 很非常可能的（Probable）—非常有可能性，但不具臨床證實  

     3. 有嫌疑的（Suspected ）—可能發生，有文獻佐證，但仍需更多的研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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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可能的（Possible）—可能發生，但醫學文獻之證明少.   

   5. 不太可能的（Unlikely）—較少臨床證實和文獻佐證 

依照嚴重度和實驗證實度可分成級數：  

表 2-7 級數表 

臨床級數 嚴重性 文獻證實 
1 嚴重 
2 中度 

已證實、很非常可能、

有嫌疑的 

3 輕度 有可能 
4 嚴重/中度 有可能 
5 任何 不太可能 

 

2.4  ICD-9-CM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Ninth Reversion，Clinical Modification 

   健保局曾於 1998年 6月以健保醫字第 87017091號函各分局轉基層診所改以

ICD-9-CM申報門診疾病代碼（不含中醫院所及牙醫診所），自 2000 年元月份（費

用月份）起未依規定申報者，其費用不予受理。所以在 1999 年的健保資料當中

仍有部分的健保資料以A-code作為編碼方式。

ICD-9-Code為一國際疾病分類，ICD9-CM (Clinical Modification)每年被美國

聯邦政府發表，並被認定為健保及相關聲明之重要參考文獻，此提供了數值編碼

來作為敘述病人病情的指標，此編碼幫助醫療院所作為健保服務之賠償退款、估

價、以及疾病之研究。 

    在 ICD9-CM中，有三方面是需要被定義的： 

（1）疾病列表 （Tabular List of Diseases）  

（2）疾病字母索引資料庫 （Alphabetic Index to Diseases） 

（3）索引列表之關聯查詢資料庫（Tabular List and Alphabetic Index to Procedures） 

    關聯查詢資料庫表示醫生和醫院用來報告病人病情之途，疾病列表和疾病字

母索引資料庫則是專門被用在醫院醫療紀錄部門以了解病人的用藥程序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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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列表為美國疾病診斷編碼來做的定義碼，提供一專業分類架構，在此架

構疾病依據數值及字母被總合為許多單一主種類和副種類的歸類，根據該編碼，

醫療院所亦更清楚疾病之分類及該如何診斷與治療。 

    疾病字母索引資料庫是用來彌補字母索引資料庫之缺陷，並且用來諮詢、提

供更好之交互參考。此提供醫學細項和數值編碼，醫學細項是根據英文排列，簡

單敘述症狀、病情….等等。 

    當任何人查看ICD-9-CM時立即可以得到以下的診斷資訊，第一：與病人相

關之病情和用藥情形，第二：可在字母索引資料庫找到該項，第三：作交互對照

參考，接下來根據病人情形作下適當之診斷編碼（8、12）。 

以心血管疾病為主之舊碼 A-Code如下： 

表 2-8 心血管疾病之 A-Code 編碼 

A-Code 中文疾病名稱   
A189 庫興氏徵候群 電解質及體液失調症 高脂血症 

 痛風性關節炎 痛風性腎病變  

A217 身心官能症 心理生理功能障礙 心因性心血管功能障礙 

A251 風濕性心臟病   

A260 高血壓性心臟病   

A269 本態性高血壓 次發性高血壓 高血壓性腎臟疾病 

A270 急性心肌梗塞   

A281 心律不整 心房顫動 心房撲動 

 陣發性心室上心搏過速 陣發性心搏過速  

A289 鬱血性心臟衰竭 診斷欠明之心臟疾病 心臟衰竭 

A291 大腦出血   
A292 腦梗塞   
A299 陳舊性腦血管意外 暫時性腦部缺氧發作  
A300 動脈粥樣硬化   
A302 末稍血管循環病變 雷諾氏徵候群 血管炎 
A303 靜脈炎 深部靜脈栓塞  
A304 下肢靜脈曲張   
A309 食道靜脈曲張 姿勢性低血壓  
A461 心雜音 心悸 心搏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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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血管疾病為主之新碼ICD9-Code為 390～459：（12）

表 2-9 心血管疾病之 ICD9-Code 編碼 

 疾病名  疾病名 

390 未提及侵及心臟之風濕熱 427 心臟性節律不整

391 侵及心臟之風濕熱 428 心臟衰竭

392 風濕性舞蹈症 429 診斷欠明之心臟疾病及其併發症

393 慢性風濕性心包膜炎 430 蜘蛛網膜下腔出血

394 風濕性二尖瓣疾病 431 腦內出血

395 主動脈瓣疾病 432 其他及未明示之顱內出血

396 二尖瓣及主動脈瓣疾病 433 腦前動脈阻塞及狹窄

397 其他心內膜構造疾病 434 腦動脈阻塞

398 其他風濕性疾病 435 暫時性腦部缺氧

401 自發性高血壓 436 診斷欠明之急性腦血管疾病

402 高血壓性心臟病 437 其他及診斷欠明之腦血管疾病

403 高血壓性腎臟疾病 438 腦血管疾病後期影響

404 高血壓性心臟及腎臟疾病 440 動脈粥樣硬化

405 續發性高血壓 441 主動脈瘤

410 急性心肌梗塞 442 其他動脈瘤

411 其他急性及亞急性缺血性心臟病 443 其他末梢血管疾病

412 陳舊性心肌梗塞 444 動脈栓塞及血栓症

413 心絞痛 446 結節狀多關節炎及相關病態

414 其他形態之慢性缺血性心臟病 447 其他動脈及小動脈疾患

415 急性肺性心臟病 448 毛細血管疾病

416 慢性肺性心臟疾病 451 靜脈炎及血栓性靜脈炎

417 其他肺循環疾病 452 門靜脈血栓

420 急性心包膜炎 453 其他靜脈栓塞及血栓

421 急性及亞急性心內膜炎 454 下肢靜脈曲張

422 急性心肌炎 455 痔瘡

423 其他心包膜疾病 456 其他位置之靜脈曲張

424 其他心內膜疾病 457 淋巴管之非感染性疾病

425 心肌病變 458 低血壓

426 傳導障礙 459 循環系之其他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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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392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29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393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30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394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31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395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32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396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33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397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34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398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35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01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36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02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37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03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38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04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40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05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41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10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42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11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43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12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44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13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46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14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47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15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48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16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51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17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52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20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53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21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54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22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55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23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56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24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57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25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58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26
http://er.vghtc.gov.tw:8083/ICD/showDetail.asp?IICDNo=459


   但由於國內的疾病分類代碼有分為新碼ICD-9-CM和舊碼A Code，所以資料中

國際疾病代碼則分為兩個部分，特作下表以供部分比對：（12）

表 2-10 心血管疾病之 ICD9-Code 與 A-Code比對編碼 

英文疾病名稱 中文疾病名稱 ICD-9-Code A-Code 
Angina pectoris 心絞痛 413.9 A279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冠狀動脈心臟病 414.0 A279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充血性心衰竭 428.0 A289 
Heart disease 心臟病 429.9 A289 
Valvular heart disease 瓣膜性心臟病 424.90 A289 
Atherosclerosis 動脈粥樣硬化 440.9 A300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周邊血管疾病 443.9 A302 
Phlebitis 靜脈炎 451.9 A303 
Varicose vein 靜脈曲張 454.9 A304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直立性低血壓 458.0 A309 

 
 
2.5 抽樣方法 

2.5.1 比例機率抽樣法  
假設每個群集的母體大小差異不大、母體變異數差異不大時，認為每個群集

抽到的機率相同，就以均等機率即一般的簡單隨機抽樣法進行抽樣。 

    2.5.2 系統機率抽樣法  

   系統抽樣是先作一簡單隨機抽樣後，就依固定間隔數抽出樣本直到所需樣本

數足夠後即停止。若母體為有限，先依序編號 1-N，若欲選取 n個樣本，先從 1-k

中決定一數字，此數為起點，依序每 k個單位選取一樣本，通常 k為最接近『N/n』

之整數。 

可採用系統抽樣法之時機：（1）當母體單位過多且過程繁複費時。（2）或母

體內單位數不確定。舉例來說，假設母體內有 30,000個抽樣單位，而只需抽出

100個單位組成樣本時，即可使用系統抽樣法。如要對動物園觀光客的意見作調

查，則可利用在動物園門口訪問以成為系統抽樣的樣本。 

其優點是（1）在抽取過程中，容易完成工作；（2）樣本更普遍的散佈於母

體中，使樣本不會過度偏差、更具代表性；缺點（1）為不易計算估計量變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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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避免母體內樣本單位有週期性變動。 

所以使用系統抽樣最好的時機是當（1）母體內的樣本單位為隨機分散；（2）

母體數過多，而抽樣的樣本又較多時；（3）母體內的單位不能確定時。 

本研究中，門診處方及治療明細檔和門診處方醫令明細檔是自門診處方及治

療明細檔以系統比例抽樣法抽出樣本數。兩檔案以費用年月、申報類別、醫事機

構代號、申報日期、案件分類及流水號六個欄位值作為索引檔相連結。 

 

2.6 資料採礦 

2.6.1 C5.0分類樹  

C5.0演算法生成兩種模型決策樹（Decision tree）、規則集（Rulesets）。根據

能夠帶來最大資訊增益的欄位對樣本作切割。之後再依序的欄位作樣本繼續作切

割，如此重複進行直到樣本子集不能再被分割爲止。但是過度精細的分隔可能造

成模型過於龐大且瑣碎，可以重新檢驗最低的層次，將沒有顯著貢獻的子集被剔

除、合併或修剪；其優點在於模型穩健、不需過長時間進行訓練估計，使用者根

據圖示即可清楚理解。 

決策樹模型：每一葉子節點描述了測試資料的特定子集，訓練資料集中的每

一種葉子為決策樹上的終端節點。決策樹展示的任一特定資料記錄只有一種可能

預測，所以如果決策樹過於瑣碎，該模型容易發生過度配適的情形，之後需作修

剪或刪除來解決該問題。 

規則集模型：是規則的集合，對單個的樣本作出行為預測。規則集以一種簡

化、精煉的方式敘述資訊。可以保留決策樹中的大部分有用資訊且不複雜。與決

策樹最大之區別在於，使用規則集，一個樣本可能有多個規則可循，此時規則會

根據信賴度給予權數來決定；也可能一個也沒有，就給予預設的預測。 

    其中所包含的功能有增益比率的計算，假設反應變數有n類，pi表示該類別

之發生機率，並定義熵為 ∑
=

=
n

i
iin pppppH

1
.....21 ))/1log((),( ，以增益比率最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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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支的依據，熵代表類別變數的亂度，值越大代表變數的不確定性越高。 

    增益（Gain）的計算須經過熵，定義 T為資料庫的訓練資料，

為將訓練資料依照解釋必變數的類別分成 n個資料級的集合，

{ }nTTTS ,...,, 21=

iT 表示 集合中

的個數。則增益的計算方式為 ，增益比率的

計算方式為

iT

∑
=

−=
n

i
ii DHDPTHSTGain

1
)()()(),(

⎟
⎟
⎠

⎞
⎜
⎜
⎝

⎛
=

T
T

T
T

H

STGainSTGainRatio
n,...,

),(),(
1

，增益比率可以避免變數亂度小時，

絕對獲利難以高於其他本身亂度大的變數問題。 

    在 C5.0有一重要發展－Boosting，即是建立許多分類模型並將其合併，來獲

得更好的正確率。但是若資料雜訊過多，可能會降低正確率。 

      

2.6.2 關聯法則 

    關聯規則分析最大的優點是能產生點單明瞭的結論，不但所採取的計算簡

單、而且容易應用在其他領域中。但是當遇到過大的資料量時，所產生出的結果

將會過於龐大，想從中篩選解釋資料更是困難。其最大缺點就是計算量會隨著計

算變數之加入呈幾何級數增加。 

    進行關聯分析時其演算法一般是計算交易資料庫中，每個變數在所有紀錄中

出現的頻率。衡量一項變數是否推至另一變數的準確率為支持度（Support）和

信心度（Confidence），其定義如下： 

支持度：X→Y資料庫中包含 X和 Y的比例，即 P(X, Y) 

信心度： X→Y資料庫中包含 X發生之下，Y發生的比例，即
)(
),(),(

XP
YXPYXP =  

    支持度 P(X, Y)代表 X和 Y皆發生的機率。若一規則的支持度很高，表示此

規則對於整體資料庫而言是相當實用的規則。但是若一味要求高支持度，容易忽

略罕見變數出相的規則，支持度最住要的缺點就是僅僅考慮出現次數的比例，容

易忽略少數變數出相中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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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度
)(
),(),(

XP
YXPYXP = 代表 X發生之下，Y發生的比例，最大的缺點就是

未考慮後項變數發生的機率，常常有許多變數出相的信心度高於所設定的門檻，

但是沒有比後項變數出相發生的機率高，因此造成誤解。 

 

 

2.7 資料採礦在醫學資料上之應用 

1. 基因工程之應用 

人類基因體計畫的快速發展，生物系統背後運作指令的複雜，為彌補傳統方

法的不足，資料採礦技術被應用於龐大生物系統資訊。透過生物資訊科學、人工

智慧、資料探勘演算法及資訊技術的應用，可將龐大且不斷增加的生物資料進行

儲存、分析及萃取，經過快速過濾、解讀出有用的基因體資訊。 

首先建立生物基因資料庫，支援高效率的搜尋、資料比對及不同資料庫間的

關聯。利用資料庫蒐集比對發掘有意義之 DNA序列，找出基因規則、特性、相

互關係。而近年來被廣泛運用的資料採礦技術和方法為類神經網路、基因演算法 

利用類神經網路模仿人類腦神經網絡的特性，連結強度值的可大可小不僅會

產生增強或減弱的效果，連結強度值的正負值亦會產生不同的效果，透過類神經

網路進行基因預測及辨識的工作。而基因演算法則是模擬人類基因演化的模型，

用來衡量基因序列的優劣程度或與目標序列的接近程度，最後即可找出具有最高

適應函數值的基因，在短時間運算時間求得最佳解答。 

    人類的生命藍圖雖已完成定序，但基因組成序只是找出大量基因資料，欲解

讀DNA序列並瞭解數千萬基因間的互動關係，仍須數十年研究工作，利用國內

資訊電子業之優勢，培養相關研究人才，以達到台灣生物科技產業之超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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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醫院門診資料之探索應用 

    就醫院而言，一天約上千人次的病患就診，長期累積的龐大資料中，蘊藏許

多未知而有用的知識，藉由資料採礦及資料倉儲技術，將病歷資料庫中有用的知

識探索出來，以有效地找出具可參考性的醫學及醫管方面之可靠決策。     

針對醫院門診資料庫，利用Apriori演算法進行門診疾病之關聯法則研究，利

用所得到的法則供醫生診斷之參考，亦可以提供民眾平時自我保健時的預警功

效。未來可延續的目標為（1）進行更多資料的資料採礦工作，提供更多更有用

的法則以供利用。（2）將時間序列加入模型，進而追蹤病患，找出長期累積的疾

病關聯性及時序性的關聯法則。（3）找出關聯法則，作為醫務管理之決策參考。

（4）就病患之背景分析，以找出容易引發某疾病之族群特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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