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證醫學主題
電子資源導覽

圖資處讀者服務組徐淑倩



實證醫學EBM (Evidence-Based Medicine)

基於實證實務，結合醫師
臨床專業知識和最佳的研
究資訊，並考慮病患境況
與偏好，提供高品質的優
質醫學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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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5步驟(5A)

1. Ask：提出

臨床問題
(PICO)

2. Acquire：

找尋最佳證據

3.Appraise：

嚴格評讀證據

4. Apply：臨

床應用

5.Audit：評估

執行成效



1. Ask：提出臨床問題



1. Ask：提出臨床問題

臨床情境

您有一位病人是55歲的男性剛接受腹部手術後正在恢復中（腹腔鏡攝護
腺切除術）。這名病患抱怨他的腹部疼痛且感到噁心。他有腹漲、無腸蠕
動聲。醫生根據臨床表徵與影像懷疑是麻痺性腸阻塞。

您打算在下一次的實證護理實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此案例。委員會決定做
一項案例研究，以確定是否有證據表明，手術後如嚼口香糖等簡單的介入，
是否可以預防腹部手術後的術後腸阻塞。

研究問題：在病人經歷過腹部手術後，是否有證據可以比較有嚼口香糖與
未嚼口香糖對於術後腸阻塞的影響？



1. Ask：提出臨床問題 (使用PICO)

▪架構化問題的方法

▪聚焦問題重點

▪轉化為檢索詞彙



1. Ask：提出臨床問題 (使用PICO)

Question:簡潔有力的表達臨床特定問題

P
Patient/Problem

(病人/問題)
描述病患、疾病或病徵

I
Intervention

(介入)
考慮採取哪些行動(治療、手術或檢查)?

C
Comparison

(對照)
哪些行動要一起比較?

O
Outcome

(結果)
期待結果為何?



1. Ask：提出臨床問題 (使用PICO)

在病人經歷過腹部手術後，是否有證據可以比較有嚼口香糖
與未嚼口香糖對於術後腸阻塞的影響？

PICO 中文情境 英文情境 檢索策略

Patient/Problem
(病人/問題)

經歷過腹部手術後的病人
Patients undergoing 
abdominal surgery

Abdominal surgery OR
Surgery OR
Postoperative OR
Recovery

Intervention
(介入)

有嚼口香糖 Chewing gum
Chewing Gum OR
Gum

Comparison
(對照)

未嚼口香糖 Not chewing gum

Outcome
(結果) 對於術後腸阻塞影響

Affects post-operative 
ileus

Postoperative Ileus OR
Paralytic Ileus OR
Ileus

AND



2. Acquire：找尋最佳證據



2. Acquire：找尋最佳證據
(實證醫學資料金字塔6S Model)

System 

臨床支援

決策系統

Summaries

綜結

Synopses of Syntheses

單篇系統性回顧文獻

Syntheses 

系統性回顧文獻

Synopses of studies

單篇原始研究評析

Studies

原始研究

愈往上層
• 資訊精萃

• 概觀現有證據

• 簡單關鍵字搜尋

• 省時搜尋與評讀

• 資訊延遲

愈往下層
• 文獻雜多

• 主題專指性高

• 完整關鍵字搜尋

• 費時搜尋與評讀

• 資訊新穎

• PubMed
• Embase
• CINAHL

• Cochrane Library
• PubMed

(Systematic Reviews)

• UpToDate



牛津實證醫學中心證據等級表

Level 中文翻譯

1a Systematic review of RCTs (Meta-Analysis) 高同質性的隨機對照試驗的系統性回顧文獻

1b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 單篇隨機對照試驗

1c All-or none 全有全無試驗

2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hort studies 高同質性的世代研究的系統性回顧文獻

2b Cohort study or poor RCT 單篇世代研究(包含低品質的隨機對照試驗)

2c Outcomes research; Ecological studies 預後研究(生態研究)

3a Systematic review of case-control studies 高同質性的病例對照研究的系統性回顧文獻

3b Case-control study 單篇病例對照研究

4 Case series 系列病例報告

5
Expert opinion without explicit critical 
appraisal

未經嚴格評判的專家意見

證據力強

設計嚴謹
偏差少

證據力弱

設計薄弱
偏差多



資料出處：方靜如，系統性文獻回顧研究之文獻搜尋方法[1a]

http://medlib.lib.ncku.edu.tw/program/coursedoc/files/Search_for_Systematic_Review_NCKU.pdf


實證醫學相關資料庫介紹

連線方式：本校電子資源查詢系統http://er.kmu.edu.tw→登入個人帳密→         
輸入資料庫名稱即可進行檢索

除了 UpToDate外，其他資料庫皆可透過電子資源查詢系統在院內外使用

實證醫學資料庫

▪ UpToDate

▪ EMBASE

▪ Cochrane Library

▪ PubMed

http://er.kmu.edu.tw/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http://er.kmu.edu.tw)

https://er.kmu.edu.tw/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http://er.kmu.edu.tw)

職號

數位學園密碼(可連結https://my.kmu.edu.tw重新設定新密碼)

https://er.kmu.edu.tw/
https://my.kmu.edu.tw/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http://er.kmu.edu.tw)

職號

身分證字號(字母大寫)

https://er.kmu.edu.tw/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http://er.kmu.edu.tw)

輸入要查詢的資料庫名稱如PubMed即可連線

https://er.kmu.edu.tw/


UpToDate



UpToDate



UpToDate



UpToDate



UpToDate



UpToDate

UpToDate 特色
 檢索可以一個或多個關鍵字及詞彙

Ex: abdominal surgery chew gum post-operative ileus

 瀏覽檢索結果。
 利用 Topic Outline瀏覽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提供摘要與建議，實證等級。









UpToDate

可查看原始出處

Amiodarone



UpToDate

Amiodarone

使用須知
▪ 院內使用可直接連線(https://www.uptodate.com)，若需院外使用，

使用者需先在院內註冊UpToDate個人帳號，透過此組帳號方可在校
外查詢UpToDate。

▪ 每90天內必須在院內使用電腦登入您的個人帳密，以重新驗證使用權
限 (若下載UpToDate App會有自動提醒訊息)。

▪ 請在Play商店或APP Store搜尋UpToDate並進行安裝，每組帳號最多
可同時登入2台行動裝置。

https://www.uptodate.com/
UpToDate註冊及管理個人帳號.pdf


UpToDate



實際連線UpToDate

http://er.kmu.edu.tw/


EMBASE
臨床醫學資料庫



EMBASE

資料庫簡介
世界最大型的生物醫學摘要資料庫，除了豐富的期刊種類，也收錄了研
討會、會議論文等灰色文獻，並提供簡潔強大的搜尋介面。特色如下：

1. Emtree深度索引

收錄詞彙量是PubMed MESH 2.5倍，可以輕鬆找到所有同義詞與下位

階詞彙的搜尋結果。

2. PICO搜尋介面，彈性搜尋及筆數預覽

3. 實證醫學常用篩選條件

4. 可否下載電子全文視本館是否訂購

https://wwwndmc.ndmctsgh.edu.tw/files/web/192/file_up/100036/5009/2019-6-3-14-38-46-nf1.pdf




實際連線EMBASE

https://www.embase.com/#search


PubMed
如何查詢實證醫學文獻



PubMed

◼ 收錄內容

PubMed為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所製作生物醫學摘要資料庫，收錄約5,500種
期刊，包含MEDLINE、生命科學期刊和電子書，書目資料量已達3,400萬筆

◼ 收錄主題：醫學、牙科學、藥學、護理學、健康照護及生命科學

◼ 收錄年代：1946~迄今

◼ 資料庫特色：

1. 資料量龐大

2. 提供LinkOut 服務，可對外連結出版社電子全文(能否下載視本館是否訂購)

3. 提供MeSH(醫學標題表)檢索



PubMed

• 如何連線：本校電子資源查詢系統→PubMed 
• 本校專屬網址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otool=itwkmulib

(透過上述連結方可於院外下載館藏全文)

臨床文獻篩選工具

醫學標題表

http://erm.kmu.edu.tw/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otool=itwkmulib


檢索技巧小撇步-一般資訊檢索概念

檢索技巧 範例

單字 vs “片語”
social welfare 找到74117筆

“social welfare”找到16926筆 (不會搜尋到social worker and…welfare policy)

切截字
diabet*可搜尋到
diabetes、diabetic…

wom?n可搜尋到
woman、women

同義字

單複數
Disease
Diseases

全名縮寫
COP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同義異形字
medication adherence
medication compliance

布林邏輯
搭配括號使用

AND(交集)、OR(聯集)、NOT(差集)括號內先運算



檢索技巧小撇步-自由詞彙與控制詞彙

自由詞彙
Free Text

控制詞彙
Controlled Vocabulary

查詢方式
關鍵字會直接比對資料庫篇名/
摘要/作者等欄位

關鍵字會比對控制詞彙表後再做查詢

優點
• 檢索過程較簡單
• 適用新興醫學詞彙及概念

• 解決同義字問題
• 可彈性調整廣/狹義詞

缺點
• 需列出所有同義詞
• 可能需過濾不相關文獻

• 要熟悉才能善用
• 不適用新興醫學詞彙及概念
• 關鍵字受限較不具彈性

範例

oncology or tumor or cancer
Subject Heading

tumor cancer

oncology

tumor cancer

oncology

neoplasms



檢索技巧小撇步-自由詞彙與控制詞彙

自由詞彙
Free Text

控制詞彙
Controlled Vocabulary

查詢方式
關鍵字會直接比對資料庫篇名/
摘要/作者等欄位

關鍵字會比對控制詞彙表後再做查詢

優點
• 檢索過程較簡單
• 適用新興醫學詞彙及概念

• 解決同義字問題
• 可彈性調整廣/狹義詞

缺點
• 需列出所有同義詞
• 可能需過濾不相關文獻

• 要熟悉才能善用
• 不適用新興醫學詞彙及概念
• 關鍵字受限較不具彈性

範例

oncology or tumor or cancer
Subject Heading

tumor cancer

oncology

tumor cancer

oncology

neoplasms



MeSH標題表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MeSH)醫學主題標題表

由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編製，可用以分析生物醫學文獻內容的控制
詞彙表，可讓使用者檢所結果更為完整精確。

◼主標題(Main Headings)

◼副標題(Subheadings)

Restrict to MeSH Major Topic
勾選代表偏重該主題之文章才會篩選出(建議
可勾選)
Do not include Mesh Terms found..
勾選代表不包含下層狹義詞檢索(建議不勾選)



MeSH標題表


如何使用ＭeSH

 下拉選單至MeSH

 輸入關鍵字(盡可能輸入全名)

 點選Search

 選擇符合的MeSH詞彙

 勾選需要的副標題

 確認兩項勾選

 按Add to search builder再
按Search PubMed即完成
MeSH檢索

 

⑤

⑥

⑦



My NCBI個人化服務

點選右上方MyNCBI登入

▪ Save Searches(儲存檢索歷史)

▪ Filters(設定常用限制條件)



搜尋實證醫學文獻建議順序

▪ 先使用UpToDate、EMBASE、PubMed搜尋
直接輸入單字、片語，毋需使用太多檢索技巧，並提供精簡資訊與證據。

▪ 資料庫限制條件請指定文獻類型為實證醫學文獻
Meta-Analysis/Systematic Review/RCT

▪ 可搭配自然詞彙與控制詞彙混合查詢，並善用布林邏輯提高精確率

▪ 查詢不同資料庫會發現更多關鍵字再加以運用

▪ 找到最相關資料的參考文獻再做延伸查詢



有獎徵答時間



哪個資料庫提供PICO搜尋介面



EMBASE



若有電子資源使用問題

請電洽分機：2133轉70

E-mail：erm@kmu.edu.tw

或至圖書館3F後棟辦公室

mailto:erm@k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