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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 英國流行病學家Archie Cochrane 

使用已被證明有效果的醫療措施，可避免資療資源浪費 

  呼籲健康照護的成效應有實證研究→RCT研究支持 

 

1993年 Cochrane Collaboration成立 

13個研究中心(亞洲的分支：新加坡、泰國、香港等) 

53個醫療系統評論小組(如:呼吸性感染、麻醉等…) 

15000位醫療專業人士(科學家、健康專家、研究人員)投入
Systematic Review 

     研究成果收錄成CDSR(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 

2-3年會重新進行資料收集及評讀 

 

資料庫背景介紹 



January, 2014 

the CDSR includes 8180  records:  

5838   Reviews 

2342   Protocols 

收錄資料量 

在SCI的排名 

2012年“COCHRANE DB SYST REV”在這
Medicine, General & Internal category領域下 

   Impact Factor= 5.785，排名第12/155 

針對特定臨床醫療照護問題的介入方式評
斷其療效，協助醫生進行診療判斷與決策 



為什麼需要The Cochrane Library? 

文章 



文獻搜尋優先順序(STRATEGY:  top down) 

 



The Cochrane Library 實證醫學資料庫， 

包括七個文獻庫 

 •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Cochrane Reviews) 

            Impact Factor 2010= 6.186 (10/151 Medicine, General & Internal) 

• 針對特定臨床問題(健康照護)的介入方式評斷其療效，是全文資料庫 

• Database of Abstracts of Reviews of Effects (Other Reviews) 

• 收錄經過嚴格審核標準的系統評論摘要資料庫 

•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linical Trials) 

• 收錄隨機臨床實驗的書目資料庫 

• Cochrane Methodology Register (Methods Studies)  

• 蒐集已出版的且針對產生對照實驗方法的書目資訊 

•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Database (Technology Assessments)  

• 提供健康醫療技術之評估摘要，目的在於改善健康照顧的品質及成本效益 

• NHS Economic Evaluation Database (Economic Evaluations)  

• 收錄不同治療方式的成本比較和治療效果比較等摘要資料 



實證醫學五步驟 
 

“Standard EBM”Steps in EBM process (5 As) 

• 提出問題(Ask: PICO) 

– Formulate an answerable question 

• 搜尋證據(Acquire)  

– Track down the best evidence 

• 嚴格評讀(Appraisal: VIP) 

– Critically appraise the evidence 

• 恰當運用(Apply: 3E) 

–  Integrate with clinical expertise and patient values 

• 衡量結果(Audit)  

– Monitoring your performance 



實證醫學五步驟 
  

• 提出問題(Ask: PICO) 

• Patient or Problem(病人或問題 ) 

• Intervention or Indicator(介入或指標)－
某種治療、檢查、危險因子等  

• Comparator(比較) 

   －該治療和什麼相比 

• Outcome (結果)  

   －您想要達成或避免什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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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rane Library主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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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se 





選取有興趣的
相關主題 



選取相關主題
的子分類 

閱讀全文 



選取相關的
評論小組 

選取相關主題的子分
類，並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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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檢索 

 
 



Advance search 



Search 

建議詞彙下拉選單 
選擇檢索項 

建議：Title, Abstract, 

Keywords 

Key in 

查詢詞 



Search Limits 

檢索條件限制 



全面完整的評論，包括結果和討論，
還可能包括結合各項研究結果的統計
分析方法。 

正在進行中的評論大綱，包括背景、
原理和方法。 

如最近一期所發表，已經針對現有的
評論進行了新的研究檢索。 

已經修訂實驗方法，以反映最近一期
中發表的範圍變化。 

最新一期中發表、且結論有重大修正
的評論。 

評論狀態圖示說明 



一般檢索 

Case： 
抗生素能否緩和喉嚨痛的症狀? 

Can antibiotics help in alleviating the symptoms 
of sore throat ?  

 

檢索策略： 

(antibiotics):ti,ab,kw and (sore throat):ti,ab,kw 



檢索結果顯示頁面 



單篇文獻顯示頁面 

書目資訊 

附加資訊 

分享工具 

文章資訊 



檢索範例 



情境分析 

情境: 

四十五歲男性，事業有成，父親過去因急性心肌梗塞猝死，因此一
直注重養生不抽菸。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沒有高血壓、糖尿病或高
血脂。最近哥哥突然又發生急性心肌梗塞接受緊急心導管治療救回
來。這些親人狀況令他非常焦慮，在安排例行健康檢查時，問了一
連串的問題:有沒有什麼檢查可以讓他及早預防類似狀況？聽說深
海魚油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真的嗎?聽說降血脂藥也可以預防心
血管疾病，但又聽說吃降血脂藥會增加糖尿病的風險及造成腎臟病，
真的嗎?那平常多吃些通血管的藥有沒有幫忙???? 

 

取自北榮實證醫學中心何主任案例 



情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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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分析、形成問題 
形成問題: 

•四十五歲男性，急性心肌梗塞家族史(+)，不抽菸、沒有 

高血壓、糖尿病或高血脂 、糖尿病或高血脂。焦慮(A型個性) [高
/中/低心血管疾病風險族群?]。 

•[什麼]檢查可以及早預防類似狀況？篩檢或確診? 

•深海魚油可預防心血管疾病?fish oil或特別成分 

•降血脂藥可預防心血管疾病，但會增加糖尿病及造成腎臟 

病? stain, niacin or fibrate; Therapy vs harm 

•通血管的藥有沒有幫忙? aspirin, 銀杏(Ginkgo),plavix 

 

取自北榮實證醫學中心何主任案例 



P.I.C.O. 
P 四十五歲男性，急性心肌梗塞家族史 ，急性心肌梗塞家族史(+)，A型

個性[中度心血管疾病風險族群] 

Type of Q Diagnostic Therapy Interventions 

I MDCT 深海魚油 statin Aspirin 

C ETT - / healthy life 

style 

- / healthy life 

style 

- / healthy life 

style 

O Survey for CAD 

(high sensitivity) 

Decrease risk 

of CVD 

Decrease risk 

of CVD 

Decrease risk 

of CVD 



omega-3 

檢索結果顯示頁面 



單篇文獻顯示頁面 

書目資訊 

附加資訊 
分享工具 

文章資訊 



通俗易懂的語言總結 



目前已有3500多篇中文摘要正式上線 





 多種全文格式可線上閱讀或下載 



 多種全文格式可線上閱讀或下載 

查看圖表及下載PDF全文 

切換閱讀全文段落 



傳統版面 



Standard  Full 
兩種全文下載格式 

詳細文件分析及附錄 





該文所參考的文獻 



其他版本的全文下載 



被撤銷的Review 



該篇Review 

被引用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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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search 

 

※請善用此檢索方式 



MeSH Search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簡稱NLM）於1954年首次正式出版
標題表Subject Heading Authority List 

1960年改由Index Medicus發行，全新的醫學標題
表（Medical Subject Headings；簡稱M e S H）
也隨之出版。 

M e S H是NLM用以分析生物醫學方面之期刊文獻
、圖書、視聽資料、電子資源等資源的主題內
容之控制語彙表，亦為NLM出版之
MEDLINE/PubMED資料庫主題檢索的索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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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預查詢的關鍵字 
例如:心臟衰竭 點選Lookup 

顯示在各個子資料庫中所查詢到的
筆數，以Cochrane Review來說，查
詢到了26筆”心臟衰竭”的相關資料 



1 

2 3 

4 

5 

如果您想要查詢的其實是治療心臟衰竭的藥物資料，
就請在右邊的格子中選擇Drug  therapy 

右下方就會顯示在各個子資料庫中
所查詢到的筆數，以Cochrane 
Review來說，查詢到了13筆關於治
療”心臟衰竭”的藥物資料 

點選View Results 



就會直接跳轉到查詢的結果，以
Cochrane Review來說，頁面中列出
所查詢到的13筆title，是關於治療”
心臟衰竭”的可用藥物資料(紅色框
框)，可做為醫療人員使用的參考 



如果您想要查詢的其實是”心臟衰竭的併發症”相關
資料，就請在右邊的格子中選擇Complication 

右下方就會顯示在各個子資料庫中
所查詢到的筆數，以Cochrane 
Review來說，查詢到了4筆 “心臟衰
竭的併發症”資料 

點選View Results即可觀看查詢結果 



使用MeSH的好處 

• 可以協助找出精確符合主題的資料 

• 無須煩惱因縮寫、別名而遺漏相關文獻 

• 使用同義詞也可準確查詢出相關文獻資料 

• 使用MeSH Tree 

• 可以依需求擴展或縮小查詢範圍 

• 了解各醫學標題的橫向與縱向關聯 

• MeSH Tree可顯示標題間分類的層級關係。最上層
顯示者，表示該標題詞所代表的主題意涵較廣
（generic），而愈下層顯示者，則表示所代表的主
題意涵愈為特異（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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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se 

可依主題或是53個
群組瀏覽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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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Manager 

1 
2 



給此策略
一個名字 

Save之後，在下
方的Library中可
以看到儲存結果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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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帳號 





1.點選頁面的Log in/Register  
2.出現新視窗後，點選Register
註冊 Cochrane library 帳號 

 
 

單位權限ip範圍內註冊即可利用下述功能： 
• 提供My Profile的功能 
• 儲存檢索條件 
• Alert功能 

1 

2 



3. 進入到Wiley Online Library平台的註冊畫面。填入個
人email、密碼、個人姓名、國家地區等資訊，並且勾選
Term of Use後，Submit Registration。 

送出後請
回註冊信
箱收取確
認信 

請將有紅 

色星號*的 

欄位填寫正 

確後提交 

需打勾 



 4輸入剛剛註冊的Email以及密碼，
點選頁面的Log In登入 Cochrane 
library 帳號 

4 



登入後可以使用的 

個人化功能 



1.Export Citation 

匯出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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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port Citation 

匯出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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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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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dded to My 

Profile 

加入文章至My 

Profile 



3.Saved Searches 

儲存檢索策略 

Export this saved search 

可將此檢索策略分享給他人 

Load this saved search 

將此檢索策略顯示出來 



1 

2 

3 

也可以從此處查看
到儲存的檢索策略 



其它子庫的頁面顯示 



Other Reviews 



Other Reviews(摘要資料) 



Trials 



Trials (書目資料) 



碩睿線上教育訓練課程(2015上半年) 
http://www.sris.com.tw/ 

(只要有一台可以連上網的電腦即可隨處上課囉！) 

http://www.sris.com.tw/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客服電話：(02)7731-5800 
客戶服務信箱：services@customer-support.com.tw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