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ToDate Anywhere: 
參考指南

本參考指南概述有關註冊帳戶、存取 UpToDate，以及獲得 

和兌換 CME 點數的具體說明。  



2

目錄 

快速簡易存取..................................................................... 3

註冊 ..................................................................................... 4

行動存取 ..............................................................................7

行動應用程式常見問題 .................................................... 8

維持存取權限................................................................... 10

獲得和兌換 CME/CE/CPD 點數.....................................11

CME/CE/CPD 常見問題 ..................................................17



UpToDate®

3

快速簡易存取選項 

UpToDate 臨床決定支援近在咫尺，透過智慧型手機、

平板或電腦都可使用。UpToDate Anywhere 可讓您隨

時隨地存取以實證為基礎的臨床內容。

UpToDate Anywhere 提供：

n	UpToDate 行動應用程式適用於您的 iOS®、Android™

或 Windows 8 裝置。

n	從可連線上網的任何電腦迅速輕鬆存取 UpToDate。
使用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獲取您所需要的以實 

證為基礎之臨床資訊。只要在具備網路功能的電腦上

前往 www.uptodate.com，並以您的 UpToDate 使用

者名稱和密碼登入。

n	當您在本機或遠端使用 UpToDate 研究臨床問題時，

可獲得免費 CME/CE/CPD——包括在行動裝置上。

http://www.uptod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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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註冊 UpToDate 帳戶並建立專屬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後，

可讓您獲得和兌換 CME/CE/CPD 點數、存取 UpToDate 
行動應用程式，並從可連線上網的任何電腦直接登入 
www.uptodate.com。

若您已經有 UpToDate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則不必註冊  

(跳至第 6 頁)。

步驟 1：

a) 在您組織網路內的電腦造訪 UpToDate： 

www.uptodate.com/online。

b) 按一下螢幕右上角的 Log in/Register 連結： 

c) 填寫螢幕右側的所有欄位，然後按一下  Submit 
Registration。請注意：使用者名稱必須為 6-50 個字

元且可包含數字和特殊字元。密碼必須為 8-24 個字元

且包含至少 1 個大寫字母和 1 個數字或特殊字元 (.- _ @ 
# $ * !( ) + =)。

http://www.uptodate.com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


UpToDate®

5

步驟 2： 

完成註冊程序時，您會收到  UpToDate 的確認電子 

郵件，其中附有下載行動應用程式的指示。

最佳做法提示：每次存取 UpToDate 時，您必須使用 
UpToDate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根據右上角的 Log in/
Register 連結進行登入，累積您帳戶的 CME。 

忘記使用者名稱或密碼： 
按一下頂端工具列的 My Account 連結，以存取您的帳

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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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UpToDate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您可能已經透過另一個組織或個人訂閱而擁有 UpToDate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n	在貴組織網路內的電腦造訪 UpToDate： 

www.uptodate.com/online。

n 在組織網路內以您的 UpToDate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登入。

n	這將會自動合併您的帳戶，您將保留目前所有的 CME/
CE/CPD 記錄。 

您有訂閱方面的問題？

如果您有訂閱方面的問題，請致電  UpToDate 客戶

服務，電話是 1.800.998.6374 （美國/加拿大）或 
+1.781.392.2000 (其他所有國家)。 

1. 在 Log-in 方塊內，按一下「Log-in Help」

2. 您會收到電子郵件，其中包含使用者名稱和重

設密碼的連結。

忘記使用者名稱或密碼？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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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存取 

一旦註冊後，您最多可以在兩個裝置上安裝 UpToDate 
行動應用程式。支援裝置的技術需求清單，可前往 www.
uptodate.com/mobile 查閱。

下載並安裝 UpToDate 行動應用程式 

UpToDate 行動應用程式功能包括：

n 存取完整的 UpToDate 臨床內容

n 增強式搜尋功能（書籤、自動完成、搜尋記錄和篩選

條件）

n 適用於行動裝置的臨床計算工具

若要下載行動應用程式，請按照這些步驟操作：

1. 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搜尋應用程式商店的

「UpToDate」，然後安裝免費應用程式。

2. 完成下載後開啟 UpToDate 行動應用程式。

3. 使用 UpToDate 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登入。您只需

要操作一次——應用程式會記住您的使用者名稱

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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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應用程式常見問題 

問：�我可以在超過一部裝置上存取 UpToDate 應用程

式嗎？

答： 您可以在兩部行動裝置上登入 UpToDate 應用程式。

電腦不算行動裝置，因此您可以在兩部行動裝置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登入 UpToDate 應用

程式，並在電腦上存取 UpToDate。

問： 我的手機需要多少空間才可以安裝行動應用程式？�

答： 裝置必須至少有 50 MB 的可用記憶體。應用程式

不會將臨床內容下載到您的裝置，並和大部分常

用行動應用程式使用類似的空間量。您將必須進

入網際網路連線或您的行動上網資料計劃 (data 
plan) 來檢視內容。

問： 我每次使用行動應用程式時是否都必須登入？

答： 否。您可以保持登入行動應用程式直到您選擇登

出為止。

問： 我可以在行動裝置上檢視多久以前的 UpToDate 
搜尋記錄？

答： 當您在 iOS 或 Android 裝置上選取 History（記錄） 

圖示時，可以看到過去 100 筆記錄。適用於 Windows 
8 的 UpToDate 應用程式目前無法擷取記錄。

問： 我可以從行動應用程式變更使用者名稱或密碼嗎？ 

答： 否，使用者只能進入 www.uptodate.com 並按一

下頂端工具列的 My Account 連結來變更使用者名

稱和／或密碼。

問： 在行動應用程式上可以完成哪些 CME 功能？�

答： 使用行動應用程式回答臨床問題時，使用者可以

獲得 CME 點數，不過，若要兌換點數，就必須透

過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線上登入 UpToDate 帳戶。

http://www.uptod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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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如何變更存取 UpToDate 應用程式的裝置？

答： 由於 UpToDate 最多只能在兩部行動裝置上存取，

您可能會想要變更存取應用程式的裝置。 

您可以透過兩種方式之一來變更裝置：

1. 前往 Settings 再到 Account Info登出裝置

或

2. 完成下列步驟：

a. 從電腦登入 UpToDate 帳戶 (此作業無法在行

動裝置上進行)。

b. 選取 My Account 標籤，然後按一下 Manage  
My Devices。

c. 您會看到目前使用的行動裝置清單。 

選取 De-activate (登出) 來移除裝置。

3. 您現在便可以在新裝置下載 UpToDate 應用程式，

並登入存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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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存取權限 

為了能持續存取 UpToDate，您必須每 30 天重新驗證

您和組織間的關係。 

為了進行重新驗證，在組織網路的電腦上前往  
www.uptodate.com 並登入 UpToDate。 

應用程式內建和電子郵件訊息將提醒您從貴組織的網

路登入 UpToDate，以便重新驗證您和組織間的關係。

http://www.uptod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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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和兌換 CME/CE/CPD 點數

第 1 節： 
CME/CE/CPD 概觀

UpToDate 受到全球大學、協會及政府部門認可和肯定，

是全球公認的資訊來源和學習工具。

n 當您使用 UpToDate 研究臨床問題時，就可以獲得 
CME/CE/CPD 點數。

n 不需通過測試、繳交費用或透過第三方提供者。

n 點數會依月份排列，最多可以兌換兩年份。

n 您可以隨時隨地兌換點數，一週七天，一天 24 小時

皆可。

n 您也可以隨時檢視和列印先前提交的 CME/CE/CPD，

前提是透過貴機構或個人訂閱存取 UpToDate。

請造訪  www.uptodate.com/cme，以檢閱可透過 
UpToDate 使用的 CME/CE/CPD 點數類型。

第 2 節：  
獲得和追蹤 CME/CE/CPD 點數

研究臨床問題時，UpToDate 會追蹤搜尋活動以及閱讀

主題所花的時間。

您可以隨時在帳戶內的 CME 標籤中自訂獲得 CME/CE/
CPD 的方法。選取 View/Change My Settings 可讓您選

取並獲得全球協會和政府部門認可的點數或記錄時數。

http://www.uptodate.com/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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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具備這樣的靈活彈性，UpToDate 能夠滿足全球臨

床醫師的持續教育需求。

註： 
UpToDate 受到全球大學、協會及政府部門認可和肯定，

是全球公認的資訊來源和學習工具。為查看您是否可

以在國內或專業上使用 UpToDate 來滿足 CME 需求， 

請造訪 www.uptodate.com/cme 以獲取最新的 CME 需求 

清單。獲得 CME 點數的能力並非在所有國家都可使用，

這取決於每位使用者在使用 UpToDate 時，確定其是否

符合任何特定國家／專業的 CME 資格。

觀看示範影片 

（或閱讀示範影片腳本） 

瞭解如何透過 UpToDate 輕鬆追蹤 

和免費兌換 CME/CE/CPD 點數。

www.uptodate.com/home/help-demo

http://www.uptodate.com/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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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節：  
兌換 CME/CE/CPD 點數

您可以選擇兌換任何數量的點數。最多可以線上處理兩

年份的點數。

請按一下 CME 標籤檢視和處理您獲得的點數。

請按照以下步驟提交點數。

1) 請注意，在所列的每個月份內，都有一欄代表 Potential 
Credits 和一欄代表 Completed Credits。

第一個步驟是將想要提交的點數從 Potential Credits  
欄移至 Completed Credits 欄中。

按一下包含要完成點數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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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您按一下特定月份時，會進入請您提供下列資訊

的畫面：您搜尋的資訊類型，以及您如何將這些資訊應

用在實務上。

按一下最能貼切描述您在 UpToDate 中的研究的適當

方塊。

請注意，當您完成選擇時，列會從綠色變成白色，而點 

數會從零變成 0.5，表示這些點數現在可供您提交。

3) 按一下畫面頂端或底部的 Save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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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 Save 按鈕後，您將回到 Process CME 頁面。 

檢查 Submit 欄位的方塊，以選取您想要提交的  
Completed Credits。接著，按一下頁面底端的 
Continue。

5) 您將進入 CME Evaluation 頁面，這裡會有幾個評價

問題需要回答。

回答完問題後，按一下 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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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核對驗證頁面，如果全部正確無誤，請按一下 
Submit。

7) 您將進入 CME Confirmation 頁面，讓您選擇檢視或

列印證明書。

請列印證明書並提交給適當的授權組織，或可以使用 
PDF 格式並附在電子郵件中送出。

處理 CME/CE/CPD 點數後，證明書便會自動儲存在提交

記錄內。只要具備有效的 UpToDate 存取權限，您可以

隨時下載和重新列印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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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CE/CPD 常見問題

問： 點數證明書是否需要手續費？

答： 不需要，證明書沒有手續費。

問： 在行動裝置上使用 UpToDate 是否可獲得 CME/
CE/CPD 點數？

答： 可以，透過行動網路或 UpToDate 行動應用程式均

可獲得 CME/CE/CPD 點數。不過，若要兌換點數，

您必須透過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線上登入 UpToDate 
帳戶。

問： 我是否可以在線上使用行動應用程式來提交應計�

點數，並透過 EHR/EMR 來存取 UpToDate？

答： 當您可以連線上網時，所有點數都會自動更新到您

的線上帳戶。

問： 如果沒有兌換，點數會作何處理？

答： 各月份尚未提交的可獲得和已完成的點數保存最

多兩年。

問： 我的點數會到期嗎？

答： 只要訂閱仍有效，點數或學習時數從獲得開始，

最多有兩年兌換期限。只要能夠存取  UpToDate  
訂閱，已兌換的任何點數均會永久保存。如果訂閱

到期，則有四個月的時間可以提交保存的月份點數

來申請證明書。

問： 我的證明書上的日期是哪一天？

答： 證明書將顯示您所提交之記錄的日期範圍（從第一

個日期到最後一個日期）。

如需 UpToDate 提供的 CME/CE/CPD 的詳細資訊， 

請造訪 www.uptodate.com/earn-cme。

http://www.uptodate.com/earn-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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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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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使用者支援 

如需聯絡個人訂閱者或機構使用者的使用者支援， 

請聯絡：

電話： 1.800.998.6374 (美國／加拿大)

 +1.781.392.2000 (其他所有國家)

電子郵件：customerservice@uptodate.com

週一至週五上午 7 點至晚上 9 點 (GM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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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個人使用者支援 

如需聯絡個人訂閱者或機構使用者的使用者支援， 

請聯絡：

電話：� 1.800.998.6374（美國／加拿大）

 +1.781.392.2000（其他所有國家）

電子郵件：customerservice@uptodate.com

週一至週五上午 7 點至晚上 9 點 (GMT-5)

醫院、機構與醫學院校支援

若要聯絡客戶支援提出醫院或機構的站點問題，請聯絡：

 1.888.804.8436（美國／加拿大）

 +1.781.392.2910（其他所有國家）

電子郵件：sitesupport@uptodate.com

週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晚上 9 點 (GMT-5)

若在美國東部時間 9:00 點 (GMT-5) 過後發生重大存取

問題，請透過電話聯絡 24 小時服務（含週末和假日）： 

+1.888.804.8436 或 +1.781.392.2910 (不適用個人使用者)

 使用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密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裁切線 

裁
切
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