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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實的內容

UpToDate 提供超過 9,500 個臨床主題的

資訊，橫跨 20 個專業領域：

風濕病學

婦產科與女性健康

內分泌學與糖尿病

老人醫學

過敏與免疫學

家庭醫學與一般醫學

精神醫學

血液學

心血管醫學

胸腔內科、重症醫學及睡眠醫學

腫瘤醫學

腸胃肝膽醫學

成人與兒童急診醫學

成人基礎醫療與內科醫學

傳染病學

神經內科

腎臟與高血壓

兒童醫學

醫院醫學

外科醫學

發展中專科：

皮膚醫學

安寧照顧

深入瞭解全球最大臨床社群

20 年來，UpToDate 為社群中超過 600,000 名臨床

醫師，提供不偏不倚、持續更新、具實證根據且符

合實務需求的建議，協助他們做出最佳照護決定。

UpToDate 是全球最受信任的臨床訊息資源之一。

實際上，獨立研究顯示，為了尋找有關臨床問題

的解答，臨床醫師向 UpToDate 求助的機會幾乎

高於任何其他資源。1

您不妨瞭解看看，相較於其他訊息資源，同事們偏

好使用 UpToDate 的原因，對您自己一定有幫助。

1. 資料來源：Schilling LM, et al.Acad Med. 2005:80(1):51

去年當中，臨床醫師查閱

了超過 2 億篇 UpToDate 

文章 — 而且這個數字還

在增長。

全面功能

UpToDate 致力協助您加快查找資訊的速度，並且讓過程更輕鬆。以下是我們過去 
20 年間新增的功能：

 ■  圖片檢索可讓您檢索近 25,000 張權威圖片，以易於掃描的縮圖格式顯示查閱結果，並直

接存取圖片的相關參考文章，獲取更多資訊。或視需要匯出、列印或以電子郵件傳送。 

 ■  瀏覽器外掛程式可以新增至 IE 或 FireFox 瀏覽器，安裝後即可直接從瀏覽器首頁存取 
UpToDate。

 ■  全文連結方便您閱讀相關參考文章（貴機構必須訂閱該服務才可存取）。

 ■   最新消息，依專科別摘要說明重要的新發現，包括實務作法的更新。 

 ■  CME 點數/CE 學習時數/CPD 時數追蹤，您若從醫院內部網路或 EMR 存取 UpToDate， 

即可提供。 

 ■   藥學資料庫及藥物交互作用（與 Lexicomp® 合作），提供超過 5,100 種成人、兒童、 

國際藥物。 

 ■  超過 135 項臨床計算工具，可以減少強記公式或分別使用多項裝置的麻煩。 

 ■   近 1,000 篇衛教資料，可以協助您進行患者衛教工作，同時有利於進行共同決策。 

 ■  意見回饋，您可將問題與意見反應給我們的編輯群。

 ■  UpToDate 最新消息，此頁面包含內容更新、培訓機會及電子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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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 www.uptodate.com/demo 查閱 UpToDate 的示範教學。

在「新檢索」框內輸入一個單詞或幾個詞。

您檢索的內容越精確，傳回的結果切中主題的機會就越高。

若您只想檢索圖片，請在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此選項。

1 依不同的優先順序排列「檢索結果」頁中顯示的 

文章，或只篩選出含有「圖片」的檢索結果。

以預設順序（所有主題）檢視文章，或選擇依成人、兒童或

患者等不同類別，排列相關文章的順序。選取圖片可以縮圖

格式檢視所有相關圖片。

2

使用文章目次。

按一下目次的標題，即可存取該篇文章中相應的段落。

目次也包含延伸閱讀及相關圖片的連結。以縮圖格式 

檢視全部與特定主題相關的圖片。

4 尋找文章內的特定文字。 

按一下尋找，並輸入您要檢索的文字。如果您希望同時進行

精確比對及同義詞比對，請選取尋找同義詞，若您只希望找

出精確符合的結果，則選取精確搜尋。按一下尋找，找到的

所有文字會用顏色標示。若要取消，請按清除。

5

從「檢索結果」頁存取文章。 

按一下文章標題以顯示該文章；將滑鼠指標移至文章標題上，

可查閱文章目次。點選目次內的標題，則可連結至該段落。

3

UpToDate 的功能

存取藥物交互作用資料庫*（僅限線上）。
按一下檢索畫面上提示的箭頭，可檢閱 Lexi-Interact™ 藥物交互

作用資料庫裡提供的藥物與藥物、藥物與藥草及藥草與藥草的交

互作用資訊。

*與 Lexicomp®

檢閱治療建議。

瞭解前一版本至今

的各專科的「最新

消息」。

檢視文章的

各個目次。

傳送問題與意見給我們

的編輯群。

使用「尋找」工具檢索文章內

的單一字詞或多個字詞。

連結至電

子報。

存取衛教資料，並與患者分

享該資訊。

列印段落、參考文獻、 

圖片或整篇文章。

以電子郵件將文

章傳送給同事或

患者。

連結至作者及編 

輯群的相關資訊。

檢視文章最新更

新的日期。

存取延伸閱讀，

查找額外資訊。

按一下以檢視 
Medline 摘要。

按一下標題，可直接

連結您所需的資訊。

提供寶貴的意見。

檢視全部與特定主

題相關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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