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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醫生
為您的健康把脈
撰文 海文（Douglas Heaven）
翻譯 連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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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肚子好痛！」「好的，」有個女性聲音說：
「可以麻煩您先回答幾個問題嗎？」

就這樣開始了看診過程。哪裡會痛？有多痛？痛
起來是不是一陣一陣的？對方經過推敲後才會提供意
見。「聽起來是腸胃道不適。醫生的專業說法是腸胃
道不適，說簡單一點就是消化不良。」
說這番話的女生其實不是醫生，而是從巴比倫
（Babylon）軟體傳來的一個聲音。包括巴比倫在內
的創新人工智慧軟體，正在掀起一股醫療新趨勢，可
以讓醫生不必再做無謂的文書和看診，病患也能縮短
等待就醫的時間。如果人不舒服，不必急著找醫生，
可以拿起手機先跟人工智慧助理聊聊。
這類軟體的構想是希望簡化看醫生的過程，就
跟自己上網查症狀一樣，但優點更多。這類軟體跟線
上自我診斷不一樣，會先進行臨床等級的分診過程，
視症狀而定，可能要你立刻就醫，或者在家吃個止痛
藥、多多休息就好。這項技術結合了好幾種人工智
慧，包括語言處理，可以讓使用者以閒話家常的方式

有了聊天機器人，
你可能不必跑一趟診所，
讓過勞的醫生減輕負擔。

描述症狀；專業級系統，能夠搜尋龐大的醫療資料
庫；機器學習，將症狀與病因串連起來。
巴比倫健康（Babylon Health）是一家位於倫敦
的線上醫療保健供應商，該企業的使命即是：讓每個
人都能一手掌握方便、平價的醫療保健服務。公司創
辦人帕薩（Ali Parsa）說，要做到這點，最好的辦法
是讓大家不必要親自去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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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診斷結果有疑慮，軟體還是會建議使

巴比倫目前還聯合創辦英國第一個數位診所

用者請教醫生。然而，隨著這些軟體成了民眾與

服務「在手家醫」（GP at Hand），可供倫敦民

醫療人員的中介，醫療保健的前線無形中也開始

眾註冊，就跟到在地診所註冊一樣，但民眾不必

轉移。自巴比倫健康透過軟體開始提供自我治療

預約候診，然後請假去看病，而是可以選擇詢問

的建議後，公司有一半的病患發現沒有就診的必

這款軟體，或與在手家醫服務的醫生視訊通話。

要，便不再要求約診。

很多情況其實沒有通話看診的必要，醫生成了醫

這種軟體並非只有巴比倫獨有，其他還有

療的最後一關，而不是第一關。

Ada 、 Your.MD 、 Dr. AI 等等，但就屬巴比倫處

在手家醫甫推出便深受民眾青睞，實行幾

於領先地位，主要是因為它已經和英國健保局

個月就約有 5 萬人註冊，連英國健康部長翰卡克

（National Health Service）服務進行整合，讓各

（ Matt Hancock ）也是用戶。巴比倫現在計畫

界看到科技可以翻轉健保服務的執行與支付。去

將服務推廣到英國各地。而在盧安達也有提供

年，巴比倫與英國一家醫院合作進行測試計畫，

這項服務；巴比倫創辦團隊成員兼醫生的巴特

將非緊急諮詢專線部分交由巴比倫的人工智慧接

（Mobasher Butt）表示，盧安達目前已有2成成

聽。民眾打通電話後，電話錄音會詢問是否要等

年人口登記。目前巴比倫正在加拿大籌備當中，

專員接聽，或是下載巴比倫的相關軟體「線上健

也計畫推行到美國、中東與中國大陸等國家。

保111」。
約有 4 萬人已經下載軟體。 2017 年 1 月底到

醫生工作量超載

10月初期間，有4成的軟體使用者經過引導，選

過去70年來，英國健保免費提供醫療服務，

擇自我治療，而沒有就診，跟電話專員溝通的患

由英國納稅人買單，但如今面臨愈來愈多的經營

者數量相比，人數多了2倍左右。但無論是人工

壓力。2個世代以前英國有5千萬人口，平均壽命

智慧還是電話專員，請民眾緊急就醫的比重同樣

只比60歲多一點。如今人口高達6千6百萬人，大

達21%。

多數人可望能活到80幾歲，無疑讓財力向來不雄
厚的健保制度更是捉襟見肘。

倫敦有4萬人使用過巴比倫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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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開始使用軟體建議自我治療的方法後，
半數病患發現沒有就診的必要，
便不再要求約診。

英國民眾每年平均看 6 次醫生，次數是 10 年
前的1倍。根據國王基金（King's Fund）的調查顯

人，還可以處理文書與處方事宜，甚至監控居家
照護，為醫生節省更多時間。

示，2011年到2015年期間，家庭醫生的門診人數

聊天機器人還能推薦適當的醫療人員。「家

增加1成，而醫生與病患的接觸次數（包含打電話

庭醫生未必是看病的最佳人選，」在倫敦東部執

和面對面）則增加15.4%。英國醫學協會（British

業的家庭醫生白蒂（Naureen Bhatti）說：「護士

Medical Association）於2016年進行的調查發現，

可能更會護理傷口，藥劑師可能更懂得提供連續

有 84% 的家庭醫生認為工作量「難以管理」或

處方箋相關的建議。只要能夠減輕醫療體系的龐

「過多」，導致「直接影響醫療品質」。

大壓力，讓醫生真正發揮所長、專心看診，都值

影響所及，民眾因為非緊急病情而需要看

得考慮。」

診時，常常必須等上好幾天。許多人於是乾脆
掛醫院急診，進一步增加醫療體系的負荷。「大

人工智慧有時就是比較好

家都以為是長輩才會看急診，」健康科技公司

白蒂說，當初民眾開始上網查資料，把印

即時醫療保健集團（Now Healthcare Group；位

出的資料帶去看診，很多醫生都很生氣，心想：

於英國曼徹斯特）執行長與創辦人丹尼斯（ Lee

「他們憑什麼自己診斷！你上網查資料才一個小

Dentith）說：「但其實是18歲到35歲的民眾，因

時，怎麼可能比得上我讀了6 年的醫學院。」但

為他們不願意等一個星期看診。」

白蒂喜歡從病人的角度看事情，病人可能會想：

人口會愈來愈多，壽命也會愈來愈長。根
據估計，英國人口到2040年將超過 7 千萬人，其

「我生這個病已經6年，你在醫學院上了一小時的
課，怎麼會懂我的感受。」

中有四分之一逾65歲。多數富裕國家亦逐漸高齡

即使病人看到醫生了，人工智慧還是能發揮

化。未來幾 10 年內也會有愈來愈多人罹患慢性

功用，提供診斷建議和可能的治療。巴特說，這

病，例如糖尿病與心臟病等等。此外，隨著癌症

點就連醫術高超的醫生也很受用，在缺乏合格醫

等重大疾病的治療不斷精進，未來將有幾百萬人

生的貧窮國家裡「更是重要」。此外，人工智慧

與重症共處或痊癒。

還可以及早診斷出嚴重疾病。「大多數疾病原本

英國當然不是特例。不管是醫療成本高昂的

只是10英鎊的小問題，拖到確診後，已經惡化成

美國，還是苦無醫療專家的盧安達，「全球各地

要花1千英鎊才能解決的大病了，」帕薩說：「我

的醫療體系都很吃緊，診所資源不足，資金也不

們習慣等到受不了了才看醫生。」及早診斷，才

夠，」巴特說。

可以大幅降低治療成本。

正因如此，才會催生出巴比倫這樣的企業。

這類軟體當初上市時是以私人醫療服務為訴

醫生工作量太多，可以由聊天機器人（Chatbot）

求，現在已逐漸跟公立醫療保健業者與保險公司

當第一道把關者。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聊天機器

整合。比方說， Ada使用者可以將聊天機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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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讓大家想從事醫生這一行？
大家會想當醫師，
並不是因為可以在家透過視訊看診，
而是他們希望能夠跟病患互動。

對話紀錄跟健保醫生分享；Ada目前正在跟幾家

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與東北醫療集團

家醫診所合作，希望讓聊天機器人能夠將病患轉

（Northeastern Medical Group）先前合作進行

介到醫生。 Now Patient 軟體則能讓民眾與在線

研究， 6 月時在網路登出調查結果，內容指出，

的醫生視訊看診，也能扮演人工智慧藥劑師的角

巴比倫讓旗下人工智慧軟體接受皇家全科醫學院

色，用戶可以向即時醫療保健集團的藥物配送服

（Royal Colleg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的期末

務購買藥品，就好像醫藥版的亞馬遜。

測驗，結果巴比倫得到81分，比英國醫學院學生

「這是病患真正想要、但之前不存在的服
務，而且現在由健保局免費提供，一年365天、全
天候不打烊，」巴特這麼形容巴比倫：「它不會
多花健保局一毛錢。」

平均高出9分──英國的家庭醫生必須通過測驗才
能獨立行醫。
在這一陣巴比倫熱潮中，皇家全科醫學院立
刻釐清自己的立場。「科技有可能協助醫生給予

這些軟體的人工智慧不但會愈來愈聰明，還

最好的治療，固然是好事，但電腦畢竟是電腦，

會愈來愈懂使用者的需求。「我們要讓病患能夠

醫生是受過專業醫療訓練的專業人員，兩者無法

管理自我健康，不只是生病的時候而已，平常就

比較，電腦可以支援醫生，但永遠沒有辦法取代

要做到，」巴特說。對幾百萬人來說，這些軟體

醫生，」皇家全科醫學院副主席馬紹爾（Martin

將成為生活良伴，在我們面對日常醫療保健的選

Marshall）在聲明中指出：「醫生能做的，沒有任

擇時，提供建議與引導。

何軟體和演算法做得到。」
有些人認為問題的嚴重性更甚於此，指出

聊天機器人會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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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把重點放在服務的普及與平價，卻使得

也有人不認同讓人工智慧擔綱醫療角色，第

病患安全打折扣。一名推特（ Twitter ）暱稱為

一個考量是安全性。帕薩認為，巴比倫分析病歷

DrMurphy11 的公立醫院主治醫生接受本文採訪

資料，就像臉書分析使用者的社群活動一樣，模

時，以其醫院的企業文化為由要求匿名。他成

式都是蒐集資訊、建立連結、根據對用戶的認識

立「 #DeathByChatbot」主題標籤（意為聊天機

提示採取行動。臉書推薦出一個新朋友人選，就

器人罔顧人命），在影片中秀出與巴比倫軟體的

算推薦得不好，不會要人命，但醫療軟體推薦錯

互動，指出軟體會誤判一些明顯的診斷，問題也

了，風險就高出很多。

問得不對。「我對一般的醫療科技或人工智慧沒

巴比倫表示，聊天機器人辨別病症的能力

有意見，」他說：「沒有醫生想犯錯，如果有個

不輸醫生，也會提供更安全的治療建議。倫敦帝

系統能把人為錯誤的風險降到最低，都應該樂見

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史丹

其成。」但他擔心的是，業者的行銷說詞天花亂

墜，過份誇大目前的科技，誤導了醫生和一般

此醫療費用較低。英國的家醫診所依病患數向健

民眾。

保局申請資金，如果軟體挑選病患，等於其他醫

巴比倫在盧安達推出的 Babyl 服務也引來批

療單位做的事更多，但拿到的錢更少。

評聲浪，指稱沒有考量到當地的流行病。盧安達

有些醫生認為這樣不合理。「我們每個病

健康部長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指

患都收，」白蒂說。對於在手家醫必須提出某種

出Babyl軟體沒有納入瘧疾等等的相關問題，但

形式的但書，英國健保局發言人麥克森（Oliver

巴比倫駁斥這樣的說法。

Michelson）認為無可厚非，因為軟體確實不適

雖然巴比倫可能比不上真人醫生，而且這類

用在每個人身上。「他們並不是拒絕某些人，而

軟體也會建議病患有疑問時請教醫生，但如果巴

是在說，如果你必須定期看醫生，那線上診斷服

比倫的診斷太過保守，恐怕就失去意義了。「我

務可能不是適當的選擇。」

們希望複製出臨床醫生的實務做法，」巴特說：

巴特更強調他們並沒有將某些人排除在外，

「如果當初找一群非臨床人員來開發軟體，成品

「這項服務開放給每個人，」只是可能不適合某

的診斷結果可能百分之百安全，但也可能變成把

些人，例如有嚴重學習障礙或視覺障礙的民眾，

每個人都轉診到醫院，真人醫生和護士實際上並

在軟體使用上會有困難。

不會這麼做。」
線上診斷服務會不會衍生出兩極化的醫療保

真人，還是派得上用場

健體系，也是另一個隱憂。例如在手家醫建議，

對白蒂來說，有個認識病患的在地醫生，

如果重症患者想要加入這類服務，註冊時必

是醫療體系的重要一環。「能由認識的醫生看

須三思，因為他們提供的是以遠端醫

診，可以救命，」她說：「醫生長期為某個病

療為主。這樣的建議看似謹慎，

患看診，更容易察覺到異狀。」她認為，這個

但卻有人批評此舉等於是挑

議題不只關乎病人，對醫生也很重要。「我們

選病患，只挑年紀較

怎麼讓大家想從事醫生這一行，」她說：「大

輕、病情較單純

家會想當醫師，我覺得不是因為這份工作有彈

的人，也因

性，又能在家透過視訊看診，而是他們希望能
夠跟病患互動。」
就連巴特也無法想像會有聊天機器人取代真

病情較重的患者可能會對數位
診斷服務有所卻步。

人醫生的一天。「醫療不只是診斷和開藥而
已，」他說：「醫療的重點是，你如果建
議病人進行化療的時候，能夠知道他撐
得過，也知道他的家人在接下來幾
個月會照顧他。現在沒有一種軟
體能夠取代這點。」

本文作者海文是一名住在倫敦的自由撰稿人，在《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的最近一篇文章為
《你看得到加密貨幣犯罪嗎？》（Can you spot the cryptocrime in this picture?），刊載於5 6月刊。
Copyright©2018, Technology Review.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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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無法取代醫生
卻能讓他們成為更好的醫生
人工智慧在統整環境數據、基因數據與病患病歷方面，比我來得厲害。

撰文 帕里克（Rahul Parikh） 翻譯 連育德

年前，矽谷創投家柯斯拉（ Vinod Khosla ）

幾

會有點貢獻，但現在常覺得自己只是個高薪的記帳

寫了一篇爭議性十足的文章，題名為《我們

員，從病人身上收集資訊，把資訊轉告給病人，開

需要醫生還是演算法？》（Do We Need Doctors or

藥和調整劑量，把檢體送驗。但診間有了人工智

Algorithms?），內容直指醫生無法跟人工智慧相提

慧，行醫有機會再度成為一門藝術。我可以進一步

並論。醫生跟病人寒暄幾句，觀察幾個症狀，檢查

認識病人、瞭解他的個人病狀，有時間教育他、協

身體找線索，開個藥就等於看診結束。透過這樣的

助他病情好轉。

程序，醫生有時候（也可能是湊巧）會建議出正確

比方說，人工智慧對氣喘治療就很有幫助。

的治療方法，但其實只是靠極為有限的可得資訊診

氣喘是最常見的兒童慢性病，美國有 600萬個兒童

斷。柯斯拉寫道，演算法的效果更好。

都患有氣喘， 2013 年總計因此向學校請假共 1,400

我是一名小兒科與青少年科醫生，在舊金山灣
區執業，這裡有很多像柯斯拉這樣的創業家，多年
來捧著醫療相關的創新科技與軟硬體，到處請醫師

萬天。這些小孩子需要吃藥、看醫生或掛急診，甚
至還得住院，每年的醫療成本將近600億美元。
判斷是不是氣喘時，我用的是醫界行之多年

試用。我可以肯定地說，柯斯

的準則：如果曾經哮喘過 3 次以

拉雖然是醫療保健的外行人，

上，而且需要吃藥緩解，就代表

但他說的確實有道理。
人工智慧的確可以幫助
我們診斷與治療疾病，以清楚
扼要的方式整理並提供大量數

問題不是我們沒有數據，
而是數據太過雜亂。
醫生只好花時間去推敲。

據，讓醫生比較不受診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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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氣喘問題。一旦確診，我會請
家長盡可能回想究竟多常讓小孩
子吃藥。我會問：有什麼東西可
能誘發氣喘？小孩是否經常接觸
有抽煙習慣的家庭成員？我也會

力和問診難度的影響，降低判斷不精準的情況。有

檢查病歷，看他們掛過多少次急診，領了多少次連

些醫生如放射科醫生、病理學家等等，工作內容以

續處方箋。

診斷為主，他們的飯碗確實可能受到人工智慧的威

但即使家長和小孩回想得鉅細靡遺，即使電

脅，比方說10年前就有研究指出，人工智慧檢測乳

子病歷再怎麼準確，畢竟都只是過去的資訊，沒有

癌的能力不輸放射科醫生。

一套主動而強調預防的治療策略。

但對我這樣從事基礎醫療的醫生來說，病患達

問題並不是我們沒有數據，而是數據太過雜

1,500到2,000人，人工智慧不失為一個好的選項。

亂。醫生的電子郵件裡塞滿成堆數據，各種形式

我當初就讀醫學院是希望以後能跟病人互動，對社

都有，來源也不同，有的是客觀資訊，像是檢驗

結果和生命徵像，有的則是主觀資訊，例如家長傳

人工智慧也可能有助於控制氣喘發作。許多

來的電話語音或電子郵件。資訊這麼瑣碎，我們醫

患者的症狀會因為空汙程度而加重，加州北部今年

生只好花很多時間推敲釐清。科技公司與新創企業

夏天的森林大火就是一例。人工智慧可以讓我們取

還想進一步廣開數據大門，讓手機、手錶、血壓

得環境資訊，主動回應。根據 2015 年發表的一項

計、血糖計的消費者裝置連網，將數據直接不斷地

研究報告，研究人員以達拉斯沃斯堡（Dallas‒Fort

寄給我們。醫生趕不上數據暴增的腳步，倦怠率持

Worth ）一家醫院為測試對象，能夠預估出氣喘相

續攀升。

關的急診人數。研究人員蒐集各種不同來源的數
據，包括病歷、美國環保局（ EPA ）感測器的空汙
資料、 Google 和推特（ Tweet ）中有「哮喘」、
「氣喘」等字眼的搜尋結果和發文──Google與推
特數據連結使用者的地點數據。
如果我能看到這些數據，就能對語音助理
說：「 Alexa ，今天有哪些氣喘病人需要我特別關
心？」這麼一來，我可以先去大致了解一下患者的
家族史。此外，如果我有艾達克那樣的基因數據，
就不必等患者熬過 3 次的哮喘經驗後，我才能確診
是氣喘，因為我可以事先請他驗血，將結果與分子
標記做比較。
這些資訊讓我節省了診斷時間，把重點放在與

作者最近偶然看到這張7歲小朋友的畫作。這是她去看醫生的情境，她坐
在診療椅上，而醫生盯著另一頭的電腦。

病患。有項研究顯示，患有氣喘的兒童僅有半數時
間按時服用或吸入藥物。有了人工智慧，我可能就
有更多時間跟他們互動，達到更好的醫療效果。

人工智慧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先從診斷談

很多問題還有待解決。病患是否願意跟醫生

起。氣喘的臨床表現雖然容易察覺，卻有極為複

分享更多個人資料？如果人工智慧認為你用某個療

雜的分子和細胞分型。氣喘的成因來自基因、蛋白

法比較好，但你或醫生卻不認同，保險公司會接受

質、酵素等等，非常多樣，只是環境誘發因素可能

嗎？如果演算法遺漏某些資訊或有所誤用，該怎麼

重疊。現在有許多專家認為氣喘就像癌症一樣，因

辦？責任歸屬是醫生還是軟體業者？

為癌症只是統稱，會根據腫瘤的位置與細胞特徵

不久前，我在《美國醫學會期刊》（ Journal

而有不同，氣喘也是同樣的道理。任教於倫敦帝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看到一張圖

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國家心肺

片，是張小女生畫的彩色蠟筆畫。畫中，她的小

研究所（National Heart & Lung Institute）的艾達

兒科醫生眼睛緊盯著電腦，她自己則是坐在診療椅

克（ Ian Adock ）教授，專門研究氣喘與環境的關

上，眼睛張得大大的。希望有了人工智慧後，很快

係。他與研究團隊蒐集氣喘患者的樣本，包括血

地我又能把心思擺在眼前的小病人身上。

液、尿液、肺部組織等等，找到其中的基因與分子
標記後，歸納到氣喘的不同亞型。這樣研究的假設
是，醫生如果握有這樣的資訊，就能幫病患開最適
合的藥。

本文作者帕里克是一名小兒科醫生，目前在舊金山灣區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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