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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More than 1.9 million clinicians in 190+ 

countries rely on UpToDate® to make the 
best care decisions and stay abreast of 

contemporary standards in the workflow 
and on-the-go.

More than 7,100 world-renowned 
physician authors, editors, and 

reviewers use a rigorous editorial 
process to synthesize the most 
recent medical information into 

trusted,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More than 80 research studies 
confirm widespread usage of 

UpToDat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improved patient care and hospital 

performance.

↑點選觀看影片

https://www.uptodate.com/home/about-us
https://youtu.be/23GYp2uWaUg


你的學長姊說:UpToDate好像是專家
做的共同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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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念書、念paper
 幫你整理

猜到了嗎?我們是實證為基礎的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resource/tool
(臨床決策輔助資源/工具)

在臨床上，遇到不了解的疾病或者症狀處理，可以先使用UpToDate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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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時，面對老師、病人詢問的問題…..
學習做簡報，總是想要用好的圖片….
要如何快速知道最新的實證文獻…
回到宿舍、家裡想要繼續念書，但害怕沒有學校網域不能使
用…
早上查的文章，下午回家要繼續寫報告怎麼辦….
在病房沒有電腦的時候，老師一問問題想快速找到解答…..

現在學生的煩惱….

UpToDate來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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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學習方式，

就是直接跟著教戰
手冊同步操作喔!

問題查找

What’s New & 
Practice Changing 

UpDates

藥物交互
作用

Calculators

圖片&

文獻

個人帳戶
取得



9

如何進入UpToDate?  臺大醫學圖書館網站進入

 https://ntuml.mc.ntu.edu.tw/Index.action
 點選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1

2

輸入「UpToDate」

點「UpToDate」

電子資源→資料庫→
輸入UpToDate→
點選UpToDate

https://ntuml.mc.ntu.edu.tw/Index.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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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入UpToDate?

以往大家到這個步驟就開始查詢了，

我們要教你的是，申請個人帳號後，

除了手機下載app隨時隨地可以使用，

網頁版只要用個人帳號登入，任一電腦皆可登入，

且會記錄你所有搜尋歷史

請看下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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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
 Personal service:紀錄個人瀏覽歷史、常

觀看文章、標記書籤文章/圖片

 UpToDate anywhere:即使不在媽媽網域下
(學校)，仍可以使用，不用連回學校直接
輸入帳號密碼，讓你隨時隨地都可查找

 Mobile app:媽媽帳號授權後，下載手機
app，使用同一組帳號密碼，以後查房
/PBL，任何沒有電腦狀況下，仍可以行
動裝置查找

 What’s New & Practice Changing UpDates:
建立自己瀏覽紀錄後，UpToDate會針對
過去看過的文章，以橘色點點通知你這
邊文章有更新!

在開始前，我們要先帶各位建立自己個人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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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UpToDate網頁，並確定右上角是媽媽帳號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點下Register，並完成註冊表格

帳號6位元以上(可接受全英文全數字)
密碼8位元以上(務必英文+數字，且英文含一大寫

取得帳號流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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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帳號流程2
小孩帳號

註冊表格送出後，將會成功擁有自己
的個人帳號

右上角的名稱會從媽媽帳號轉成小孩
帳號(你的名字)
手機下載UpToDate軟體，將帳號密碼
輸入進去即可使用

Android→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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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使用小叮嚀

點選右上角漢堡圖形→設定(setting)
搜尋語言改成”English”

取得帳號流程3 最後一步了…..

個人帳號使用小叮嚀

因為媽媽帳號授權小孩帳號(你)可以無
限制在外面使用90天
請固定每90天回到媽媽網域中(學校/醫
院)進行帳號登入，告訴媽媽我回來了，
確定是自己家的小孩後，媽媽就會自動
在延展90天Anywhere使用

重新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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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查找
小孩帳號

Radiation dermatitis

直覺式將疾病/
症狀/藥物輸入
至搜尋框中

可使用filter來更聚焦搜尋:

Adult呈現成人有關結
果;Pediatric呈現兒童有關結
果;Patient則為病患衛教;Graphic
為關鍵字相關圖片

 也可以按按看右上角expand results

 UpToDate也可以更換介面語言，但搜尋語言為隨著
介面語言改變，如介面語言更換成中文，接著要用
中文關鍵字搜尋，故建議以英文為主。

 名字下方點選Language or

 網頁最下方點選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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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w & Practice Changing UpDates
Practice Changing UpDates

This section highlights selected specific new 
recommendations and/or updates that we anticipate 

may change usual clinical practice. We focus on changes 
that may have significant and broad impact on practice, 
and therefore do not represent all updates that affect 

practice. 

What’s New
The following represent additions to UpToDate 
from the past six months that were considered 
by the editors and authors to b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he most recent What's New entries are 
at the top of each sub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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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文獻

 文章字句中，會以數字方式告訴使用者引用文獻或
者相關圖片

 點選數字，可以看到文章摘要，要詳細閱讀請按上
方PudMed或者下方PMID

 文章最左邊topic outline可以找得到references以及
Graphics

 點選Graphic，選取想要的圖片/表格

 點左上角Export to Powerpoint，UpToDate將協助您
以PPT slide方式匯出喜歡的圖片/表格

 右邊appears in topics會告知使用者此圖片使用於哪
篇文章，也可直接點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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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交互作用 & Calculators

 UpToDate提供藥物交物作用，可以查詢食物&藥品或
者藥品&藥品交互作用

 輸入後點選Analyze→結果以字母呈現

 點選組合，閱讀建議(Summary; Patient management; 
Discussion)

下拉觀看定義



Copyrights apply

對於學生來說

• UpToDate是面對臨床問題可以使用
的第一個工具

• 但不要忘記實證醫學下病人意願、
文化等都是要考慮的因素，甚至要
加上自己的臨床判斷

• 與老師不斷討論非常重要

• 不能因為有了UpToDate而其他資源
不用，因為我們要有評讀primary 
resource的能力，全方面培養自己、
提升cr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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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帳號密碼怎麼辦?
登入時，點選need help logging in?並且輸入註冊時使用的email

 不同醫院實習需要創立不同帳號嗎?
不需要!同一組帳號密碼跟著使用者走，只要每到一間醫院，在媽媽網域下登入一次，重新認證步驟立即
完成，就可以再使用90天>小薑在陽明大學註冊一個帳號，接著在高雄長庚實習，實習第一天在高雄長庚
(媽媽帳號)任一電腦登入(重新認證)，即可再使用90天。

 UpToDate的編輯群會評讀哪一些文獻?
https://www.uptodate.com/home/journals-reviewed-uptodate

 UpToDate聽說有國際編輯團隊，請問有臺灣的醫師在裡面嗎?
https://www.uptodate.com/home/physician-authors-and-editors

 哪些國家的臨床人員也使用UpToDate?
https://www.uptodate.com/home/uptodate-around-
world#:~:text=UpToDate%C2%AE%20offers%20individual%20and,experience%20mirrors%20efficiencies%20see
n%20globally.

常問問題

https://www.uptodate.com/home/journals-reviewed-uptodate
https://www.uptodate.com/home/physician-authors-and-editors
https://www.uptodate.com/home/uptodate-around-world#:%7E:text=UpToDate%C2%AE%20offers%20individual%20and,experience%20mirrors%20efficiencies%20seen%20globally


Clinical Effectiveness 21

1. Answer your clinical questions
解答臨床上遇到的問題

2. Increase your clinical knowledge 
增加臨床上的知識

3. Improve patient care 
提升病人照護品質

↑點選觀看影片

https://www.uptodate.com/home/taichung-veterans-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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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ToDate User Academy
 https://www.uptodate.com/home/uptodate-user-academy

 Live Online Learning
 https://www.uptodate.com/home/online-tutorials

Wolters Kluwer-Learning websites

https://www.uptodate.com/home/uptodate-user-academy
https://www.uptodate.com/home/online-tuto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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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不定期在上面公布產品資訊或者全球線上
講座，有任何使用上問題也可以與小編聯絡喔!



確認右上角的機構名稱為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如果右上角沒有顯示NTUH，請見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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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校外連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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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同仁校外連線設定
1. 「Proxy」
2. 「OpenAthens」(建議)



申請方式：
1. 到醫圖櫃檯索取表單填寫。
2. 下載申請表，填寫列印後，交至醫圖櫃檯。

※醫圖將於收件後3個工作天內發送啟用帳號信件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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