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技中心獨家數位健康系列課程 2018 

2018 生技中心 獨家數位健康系列 

生技跨界智慧領航菁英班 
AI for Drug Discovery  

國際大師精心打造 頂尖 AI 生醫人才養成三部曲 
 

AI 與生醫跨界整合趨勢已在全球新藥開發領域蔓延。生技中心於 2017 年與全球知名 
AI 藥物研發新創公司 Insilico Medicine 合作，為台灣首次運用 AI 技術進行候選藥物 
篩選及結構設計，促進台灣生醫研發團隊與國際 AI 團隊鏈結，運用雙方的研發能量與 
研究專長，進行前瞻性藥物開發合作。 
 

藥物探索與臨床實驗的冗長過程一直是新藥開發的重大瓶頸，生技中心期待透過結合人

工智慧縮短創新的時間、減少實驗失敗的風險，大幅提升新藥開發的成功率，不僅僅是

為新藥開發公司帶來商機，也將為人類健康與福祉帶來巨大的利益。基於此，財團法人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積極為台灣新藥開發領域培育大數據分析人才，特別邀請專精於各領

域的業界先進針對 Python 全修、ML 機器學習與實作、AI 生物資訊分析與藥物開發應用

提供一系列完整與深入的課程，透過實際個案剖析以及互動討論，提升學習成效與個案

分析的能力。本課程將是國內企業掌握生技藥物開發之數據分析與應用之最佳學習機

會。 
 

Cross-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echnology and the medicine has told 
a fortune that precision medicine and personalized health care service will come 
into reality. The process of drug discovery and clinical experiment is always 
lengthy and consumes the most time and resour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now viewed as a 
remarkable tool to shorte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reduce the risks of failing in clinical 
experiments and enormously increase the successful rate of new drug development. This 
will not only generate a surprisingly profitable outcome to the enterprises but benefit 
human health and welfare tremendously.  
 
DCB hopes to stand in a position of providing practical training for bio-engineers who hope 
to develop their AI techniques. The series courses focus on three main topics: Python 
language,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application in Drug Discovery and Genomics. 
These courses will be conducted in a highly interactive fashion, which inspires Q&A,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roblem solving, instead of passive receiving. Participant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present their cases for group discussion in attempt to develop 
outside-the-box solutions. All the courses wi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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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  首部曲- Python Programming for Scientific Application：平日班 & 假日班同步招生中 
■  二部曲- Machine Learning in Python for Bio-tech application：週日班 
■  三部曲- AI for Drug Discovery：假日班 

 
※課程優惠： 
■  任選兩組課程: 享 9 折優惠 
     Python + ML  (NT$ 45,450 元整) 
     Python +AI Application  (NT$ 68,850 元整) 
     ML + Al Application  (NT$ 84,600 元整) 
■  三組全修享 85 折優惠 

Python + ML + AI Application (NT$ 93,925 元整) 

 
※課程報名截止日期： 
■  Python Programming for Scientific Application         民國 107 年 6 月 19 日  
■  Machine Learning in Python for Bio-tech application    民國 107 年 7 月 23 日  
■  AI for Drug Discovery                              民國 107 年 7 月 23 日 
                                                    
※適合對象： 
 具生物醫藥相關背景，希望進入 AI 新藥開發領域並了解應用趨勢者 

 具理工相關背景，希望進入 AI 新藥開發領域者 
 具軟體編輯相關背景，希望進入 AI 新藥開發領域者 

 
※課程特色： 
 全台唯一首創 AI 人工智慧藥物開發高階人才培訓課程 
 生技中心重金禮聘國際級大師精心規劃獨家課程，徹底掌握生技新藥領域 AI 趨勢 
 全系列英語互動式學習，強調問題解決與分析預測，打造國際級人才競爭力 

 
※主辦單位： 
主辦：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南港生技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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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 基礎要求： 

Course Pre-requisites 

Python Programming for Scientific 
Application 

Math (Linear Algebra, Basic Probability Theory) 
Basic programming concept 

ML in Python for Bio-tech application 
Math (Linear Algebra, Basic Probability Theory) 
Python Programming and Visualization 

AI for Drug Discovery   

Math (Probability Theory, Linear Algebra, Calculus) 
Python Programming and Visualization 
Machine Learning 
Bioinformatics 

 

※國際級導師群： 
 Python Programming for Scientific Application： Joe Nance 

Block Chain 新創公司 Ethersection Labs Co-Founder  
曾協助台灣虛擬貨幣新創公司成功發行 ICO 募集超過 USD$ 20 萬. 
擅長 Python 語言與 Block Chain 技術應用 
擁有在 UIUC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擔任遠距數位數學學程專案經理 

 結合美國最熱門的線上編程資源 CodeLab4，設計客製化線上評估模組 

 

 Machine Learning in Python for Bio-tech application： Frederick Gertz 
SHL Group (港商瑞健集團) 首席工程師 
加州大學河岸分校新創公司 ZebraSci, Inc. CTO  

Mantis Vision System Inc. CTO  
擁有豐富的 ML + Bio Data 的教學經驗 
擅長結合各種數據建立預測模型 & 問題解決的能力 
全台唯一深度結合 ML & Bio-Data Analysis 的應用課程 絕對是生技跨界最佳首選 

 

 AI for Drug Discovery： Artur Kadurin  
Insilico Medicine 台灣 CEO  
Insilico Medicine 美國首席 AI 技術長 
擅長生物數據分析與藥物發現模型建立 
成功打造並帶領 Insilico Medicine  AI 技術團隊在藥物開發領域嶄露頭角。知名創 
投研究機構 CB Insights 評價為 2018 全球 AI 人工智慧百強公司，同時也被 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青睞注資並評價為最具社會影響力的全球 5 大人工智慧公司之一。 

    新藥研發與人工智慧的完美結合，成為你進入國際新藥研發領域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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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115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 號 F 棟 17 樓 (南港生技育成中心) 
※準備事項： 

課程中將有軟體實作與線上演練的需求，請學員在課程開始前自行安裝以 
下軟體，並在開課時攜帶筆電至本中心上課，以利課程進行。 
安裝若有疑問，講師可在首次上課協助安裝。 
 

※上課時間： 
 Python Programming for Scientific Application  6/23 -7/22 

    平日班 : 每周二與每周四 18:30PM - 21:30PM (3 小時) 
    假日上午班 : 每周六與每周日 9:30AM-12:30AM (3 小時) 
    假日下午班 : 每周六與每周日 14:00PM-17:00PM (3 小時) 
    上課時數 : 共 5 週 (30 小時) 

 Machine Learning for Bio-tech Industry  8/5 – 9/2 
    週日班 : 9:00AM-16:00AM (6 小時) 
            12:00PM-13:00PM 午餐休息   

上課時數 : 共 5 週 (30 小時) 
 AI for Drug Discovery：9 月初-10 月中假日班開課 9/8-10/28 

 
※菁英班課程重點： 
Python Programming for Scientific Application (30 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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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Learning for Bio-tech Industry (30 hrs) 

規劃中 即將公告 

 
 
AI for Drug Discovery (48 hrs)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變動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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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收費： 
 定價 (NT$) 優惠價 (NT$) 

Python Programming for 

Scientific Application 
21,000 16,500 

 
 高階課程收費：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為培育生技製藥領域人工智慧高階研發人員， 
補助 Machine Learning for Bio-tech Industry 與 AI for Drug Discovery 50%，學員負擔

50%。 

 
 

定價 (NT$) 補助金額(NT$) 收費金額(NT$) 

Machine Learning for 

Bio-tech Industry 
68,000 34,000 34,000 

AI for Drug Discovery 120,000 60,000 60,000 

 
 雙修費用： 

任選兩組課程 ，再享 9 折優惠 
Python + ML  (NT$ 45,450 元整) 
Python +AI Application  (NT$ 68,850 元整) 
ML + Al Application  (NT$ 84,600 元整) 

 全修費用： 
一次報名三組課程，再享 85 折優惠 (NT$ 93,925 元整)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為止(主辦單位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權利) 
※報名方式：採用網路報名，完成繳費並提供繳費單據，視為完成報名。 

            報名未完成繳費者，中心無法保留上課名額。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或 email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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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式：電匯 
 戶名：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銀行：兆豐銀行南台北分行(017) 
 帳號：03009006136， 
 繳費收據請以 E-mail (christylu@dcb.org.tw)或傳真 02-2655-8634 魯小姐 
※報名費用開立之發票於研討會當天簽到時發送 

 
※注意事項： 
本中心保留課程變更之權利、人數不足將不開課。 因人數不足不開課者，已完成繳費

之學員，本中心將全額退費。已完成繳費之學員如取消上課，恕不退費，但上課資格可

轉讓，需再填寫報名資料。 

 
※聯絡人：生技中心產業發展處 魯小姐 (02)2655-8633 分機 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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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基於您報名參與本活動，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並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規定及本中心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要求，在您提供個人資料前，本中心有義務告知

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1 個人資料類別 辨識個人者 如姓名、職業、聯絡方式等。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

業 
如學歷資格、專業技術、特別執

照等。 
2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地區、對象及方式 
利用地區 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

活動外，本會僅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對象及方式 本會於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

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當事人權利 您可以向本中心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

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權利。 
4 不提供正確個資之權益

影響 
若您不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中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

之相關服務。 
同意書 

本人獲知且已瞭解上述事項，並同意 貴中心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 
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課程報名網址： 

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36s7sG7AoIQOc4z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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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上課地點：115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 號 17 樓大會議室，南港軟體園區 F 棟 
 
開車路線  
東向西平面道路（由汐止）：「大同路一段」西行接「南港路」→ 右轉「三重路」→ 左
轉「園區街」（路口有 7-11）→左邊第二棟銀色大樓（F 棟） 
西向東平面道路：（由台北車站、松山車站、捷運昆陽站） 
路線 1：「忠孝東路」東向直行到底 → 左轉「研究院路」→ 過鐵道左轉「南港路」→ 

右轉「三重路」→ 左轉「園區街」（路口有 7-11）→ 左邊第二棟銀色大樓（F
棟） 

路線 2：「忠孝東路六段」東向直行→ 左轉「向陽路」過鐵道 → 右轉「重陽路」→ 右
轉「園區街」→ 右邊第一棟銀色大樓（F 棟） 

由機場：「民權東路六段」東向直行→ 右轉「成功路三段」→ 過「成功橋」→ 左轉「重

陽路」→ 右轉「園區街」→ 右邊第一棟銀色大樓（F 棟） 
西向東快速道路（由市民大道、環東快速道路）：「市民大道」往東 →「環東大道」

往南港（南港經貿園區）方向 →「經貿二路/研究院路 交流道」下（有「南港軟體園區」

標牌） → 紅綠燈口右轉 → 直行「重陽路」→ 遇「園區街」的下個路口左轉→ 右邊

第一棟銀色大樓（F 棟） 
高速公路-國道一號（中山高） 
北上（台北市中心可由「建國高架

橋」接中山高）：「東湖（康寧路）

交流道」下 → 右轉上「南湖大橋」

→ 直行「三重路」→ 右轉「園區街」

（路口有 7-11）→左邊第二棟銀色

大樓（F 棟） 
 
國道三號（北二高） 
北上：過「南港交流道」接高架「南

港聯絡道」→ 按「南港軟體園區」

標牌指示 → 右轉「三重路」→ 左
轉「園區街」（路口有 7-11）→ 左
邊第二棟銀色大樓（F 棟） 
南下（由萬里）：汐止「新台五線

交流道」下，往「南港方向」→ 左
轉「大同路一段」接「南港路」→ 至

「三重路」右轉 → 左轉「園區街」（路口有 7-11）→ 左邊第二棟銀色大樓（F 棟） 

公車資訊 
B1-園區街站：21、817、棕 9、棕 10、藍 21、藍 22 
B2-南港軟體園區南/北站：21、51、203、281、311、620、629、645、817、小 1、紅

32、棕 9、棕 10、藍 12、藍 21、藍 22 
B3-南港站：51、205、212、281、276、306、31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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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資訊 

文湖線:南港軟體園區站  

板南線:南港展覽館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