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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工作者
資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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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多與健保相關的會議，例如乳癌病患開刀，我們要開一個乳癌團隊會議……

每個細節都必須有依據，這時如果有個強大的搜尋引擎作為後盾，準備報告和開會真的可

以簡單很多。只要一個住院醫師能閱讀英文，懂得用 ClnicalKey，一切就解決了。

我們的教學評鑑也是依賴 ClinicalKey，當時醫院要我當代表去見評委，評委說他要

看我們怎麼找資料，我就用 ClinicalKey 搜尋「neuroendocrine breast CA」，因為它

是一個比較罕見的疾病，如果連罕見疾病都找得到，通常這個資料庫就沒什麼問題。

—林惠鈺耕莘醫院外科主任



臨床工作者的資料需求情境及來源

如何滿足上述臨床工作者不同的使用情境和所需資料？

PubMed/Medline

科部晨會 Case Study 院內會議 外部會議

實習醫師 Guideline 護理師

住院醫師 Journal Article 藥師 E-book Content

職類主治醫師



ClinicalKey提供

教學資源及
臨床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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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Key 資料庫簡介

臨床醫學資料庫

臨床工作可快速應用

＊每次查詢全文至少
節省二小時

檢索易上手收錄資源豐富 使用不受限

ClinicalKey

= 700 Journals

= 省下1,000本書籍費用

Google Search進化版

＊可用 句子搜尋 找到答案

ClinicalKey App

＊不額外收費
安裝App即可隨時隨地使用



資料全面、完整且值得信賴

1,000 reference books 850+ First Consult & Clinical Overview

700 medical journals 1,400+ topic pages

over 3 million images 3,100+ drug monographs

340+ Procedures Consult videos Clinical Trials.gov database

Fully indexed MEDLINE

ClinicalKey 收錄內容



4,500+
Practice Guidelines

9,000+
Patient Education Handouts

45,000+
Medical/ Surgical videos



為什麼選擇 ClinicalKey – 內容功能面

• 內容：
ClinicalKey 的 Content Type 裡可以查詢到 Guidelines，而它收錄的內容比一般免費的資料
庫更嚴謹，可信度也比較高。

• 功能：
ClinicalKey 的最大優點是到世界各地都可通用，只要有個人帳號，隨時可以上網查詢。
當你用個人帳號登錄時，有些個人使用習慣會被紀錄下來，像是一些書籤功能，可以把搜尋到
的資料存起來下次再參考。

建議大家使用 ClinicalKey 做搜尋，是因為它可以找到一些基礎背景資料作為輔助，在閱讀進
階文章時會比較有概念。我們做實證研究或臨床用途的搜尋方式是不同的，臨床搜尋不能只找
一篇初階研究，以我們的科別來說，很多住院醫師會拿電子書來做報告，而我過去三十年花很
多時間指導新進醫師不能只利用電子書來做報告，要多利用資料庫的期刊文獻來做研究。

-- 劉致和 國泰醫院整形外科主任



為什麼選擇 ClinicalKey – 內容功能面

• 內容：
其他資料庫不見得有書，但是對於資淺
的如Intern,、Clerk、R1，有些技術或
知識並不熟悉，他們需要從教科書上學
習，ClinicalKey 有蒐錄書籍是很好的。

• 功能：
利用ClinicalKey查詢怎麼進行，我只是
用關鍵字輸入，再從視窗左側選擇
Video，就立刻跳出前哨淋巴結切除手
術的完整影片，非常方便。

-- 林惠鈺 耕莘醫院
外科主任

• 內容：
它的多媒體和全文內容令人讚賞，顯然
比其他資料庫強大許多。
包含了我們視為一級資料的頂尖期刊，
也包含了我們視為二級資料的書籍。

• 功能：
然而使用 ClinicalKey 解決了我90%搜
尋全文時的需求，可見它涵蓋範圍蠻廣
的，而且它每次至少幫我節省二小時的
研究時間，不需依賴別人協助。

-- 郭集慶 光田醫院
癌症中心主任



為什麼選擇 ClinicalKey – 實證醫學面

如果有個資料庫能一路陪伴著我們的臨床
職業，從學生時代的教育訓練，讓學生獲
得背景知識，在開始接觸病患的時期，醫
護人員需要即時而正確的資訊，只要掌握
少數關鍵文獻就足以準備晨會報告，這就
符合Clerk和Intern 的學習模式。

到 了 Resident 就 必 須 能 夠 撰 寫 case
report，如果資料庫能提供他們更廣泛的
搜尋和持續學習，就很有用。

到了主治醫師階段，就必須隨時吸收專業
新知，對他們的專業判斷有很直接的影響。

-- 陳杰峰 萬芳醫院
整型外科主任

醫療照護團隊必須知道怎麼樣去發現新資
訊，怎麼去找資訊，搜尋是有技巧的，尤
其Elsevier 協助我們辦一些資料庫的搜尋
活動，我們這些老資格的去聽了還是很有
新的火花。

圖資人、藥師、護理師講的領域各有所長。
其實不只醫師，包括護理人員、藥師、各
領域健康醫療照護人員都必須更新他的知
識。

如何搜尋是很重要的技巧，因為資訊需要
整合，如何照顧病人、 如何有比較好的預
後，都需要資訊。

-- 余光輝 林口長庚
實證醫學中心主任



資料庫功能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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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

直覺式的
關鍵字或句子檢索

篩選

一鍵式快速
篩選資料類型

圖片應用

匯出簡報檔
提升資料引用效率

快速查找資料 – 三大必學技能



以句子搜尋，搭配篩選

「Guidelines」，快速找到答案

檢索 + 篩選



篩選資料類型為「Image」，

搭配Presentation Maker製作簡報

篩選 + 圖片應用



• 從Source Type篩選期刊類型：
1. Full Text Only
2. Full Text and MEDLINE

• Clinical Overview
透過「臨床概述捷徑」，快速跳到需要的段落

• 在Full Text and MEDLINE查找到其他出版社
的文獻，透過內建「PMID」的連結，直接串
連至PubMED

篩選 + 期刊文獻



• 使用守則：

需登入個人帳號才可以下載電子書PDF檔

• 共收錄40餘個醫學主題

• 收錄國考指定13本教科書

• 如欲快速取得電子書收錄影音，點選

「Videos」進行切換

電子書



個人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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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檢索最怕碰到….

1.找不回搜尋紀錄

2.工作環境較少使用電腦

3.離開機構IP就無法繼續使用



ClinicalKey個人化功能協助解決上述煩惱



App服務：
1. 功能與Web版相似
2. 帳號資訊連動
3. 機構IP範圍外可順利使用

ClinicalKeyAPP服務協助解決上述煩惱



未來與臨床工作者的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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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與臨床工作者的連結

解剖學

Complete
Anatomy

醫學教育

ClinicalKey
Student

醫學影像

STATdx

生醫文獻

Embase.com

病理影像

ExpertPath/
ImmunoQuery

醫學教育

Osmosis

教學

臨床

臨床醫學

ClinicalKey

臨床護理

ClinicalKey for 
Nursing



需要更多資源的說明或試用服務

請與圖書館聯繫或

參考下方聯絡資訊進行安排

Elsevier 業務窗口 Vivian 陳品蓉

Tel: 0905-129-301

LineID: vivianelsevi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