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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PubMed 醫學期刊文獻資料庫
1. 關於 PubMed
1.1

簡介

(1) 隸屬：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 國家醫學圖書館(NLM) > 生技資訊中心(NCBI) > Entrez 資訊檢索
系統 > PubMed 醫學期刊文獻索引摘要(非全文)資料庫。
(2) 收錄：涵蓋臨床與基礎醫學、護理、牙科學、獸醫、健康照護等主題。年代起自 1946 年，逾 2 千
萬筆書目。現刊含 5,500 種，主要語言為英語，及其他 38 種語言。任何人皆可免費查詢書目，並
提供 LinkOut 對外連結到各出版社之電子全文（可否下載取決於所在機構訂購或免費）。
(3) 組成資料庫：
 MEDLINE

經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索引程序之資料庫，為 PubMed 主要組成部分

 In Process

正在進行加工索引之書目

 Publisher-Supplied

1.2

通常是出版社提供電子先於紙本發行之未正式出版文獻的書目，大部份會進入
In Process，接著變成 MEDLINE 的一部份

 PubMed Not Medline

僅佔少部份，為非 MEDLINE 收錄準則的文獻書目

 NCBI Online books

NCBI 收錄之 850+本電子書及其章節索引

網址

(1) 馬偕醫院圖書館首頁 > 常用連結 > PubMed @MMH 或
http://ermg.mmh.org.tw/cgi-bin/er/swlink.cgi?o=der&p=/er/jslogin.htm&i=werjs.htm&id=DB000000042
建議使用本連結，因為當一筆書目呈現時，若本館有訂購電子全文期刊
可立即依此右側圖示辨識與取得本館電子或紙本全文、申請文獻傳遞

(2) 一般首頁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1.3

介面與功能

個人化服務
輸入關鍵字、布林邏輯 AND/OR/NOT、#檢索編號

儲存檢索策略
寄送最新文章
設定個人 Filters

進階介面

行動版本
找特定
一筆書目

醫學主題標題詞表
期刊基本資料

臨床文獻最佳化
篩選介面

建立檢索(限定欄位)

檢索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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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特定主題的文獻
形成關鍵字: 同義字與 MeSH Terms

2.1

範例：In a 56-year-old woman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microproteinuria,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and
dyslipidemia, does "tight" control of glucose reduce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主題面向

英文同義字

1

第二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2

血糖控制

glycemic control OR HbA1c

3

心血管併發症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R

4

嚴格

intensive* OR tight* OR strict*

5

中年、女性

(可不直接輸入關鍵字 => 凡性別、年齡等條件，可使用 Filters 功能做篩選)

MeSH terms (控制詞彙)

OR

blood glucose OR hemoglobin A, glycosylate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etiology
(無適當 MeSH，故應盡可能列出同義字，可用*表字尾
變化，例: intensive*包含 intensive, intensively…)
(畫底線關鍵字表示為 MeSH 或可被轉譯成適當 MeSH)

練習題：
主題面向

英文同義字

MeSH terms (控制詞彙)

1
2
3
4

2.2

適當使用 MeSH Terms

(1) 盡可能輸入全名。例: DM vs. diabetes mellitus
(2) 搜尋後檢查 Details，查看系統是否轉譯正確，必要再適當修正 ex. MRA 
 輸入關鍵字 DM (或 diabetes mellitus)查詢
 移到檢索結果右側 Search details (需細節點 See more...)

ex.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ex. MRI 
ex. breast milk 

 下圖為失敗(DM) vs. 成功(diabetes mellitus)轉譯範例



PubMed 怎麼啟動自動比對功能?


使用者輸入關鍵字，PubMed 將關鍵字(片語)依次比對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期刊名稱表作者與研
究者清單將關鍵字拆成單字，再比對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期刊名稱表作者與研究者清單。過
程中，一旦比對到即停止比對。(但關鍵字加了"雙引號"、*星字符號、[限定欄位]就不會被啟動自動比對)



若比對到 MeSH: PubMed 將檢索該 MeSH(並包含其狹義詞與副標題) 與 All Fields (例: diabetes mellitus)



若依次都未比對到 MeSH、期刊名稱表、作者與研究者清單: PubMed 將關鍵字檢索 All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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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clowning (小丑療法增加試管嬰
(3) 參考一篇符合所需文獻的 MeSH Term，將之作為關鍵字
例: glycemic control 由 Details 已知為非(可轉譯的) MeSH term

兒成功率)

=> MeSH:

 輸入 glycemic control[ti] (ti 指檢索篇名欄位以提供相關度)
 將 Display Setting 切換為 Format: Abstract [參考: 2.7]
 參考數篇與此關鍵字相關之書目，得知應使用 MeSH Terms
為 Blood Glucose OR Hemoglobin A, Glycosylated
（注意: 書目須標示[PubMed - indexed for MEDLINE]方有，檢索結
果前幾頁為新加入書目，通常不會有）

(4) 必要時使用 MeSH Database，以確認用語或精確查詢 [參考: 3] ex. tears (女性眼淚藏密男人缺性
致) =>

2.3

執行檢索 (AND、OR、NOT 需使用大寫)

(1) ㄧ次輸入: 於空白欄位內輸入所有主要關鍵字，執行 Search
Tip: 當您對關鍵字很熟悉，或求快速時，可一次輸入所有關鍵字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glycemic control OR HbA1c)
AND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2) 逐次輸入: 於空白欄位分次輸入關鍵字，執行 Search
Tip: 當您對關鍵字沒有把握時，或想要謹慎地彈性組合各組關鍵字時，可逐次輸入各組關鍵字，再於 Search
History 進行組合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glycemic control OR HbA1c OR blood glucose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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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檢索歷程: History

(1) 切換到 Advanced，在檢索欄位下方即呈現 History
Tip: 可查看目前為止的檢索歷程，紀錄保留 8hrs
(2) 要將第 2 筆～第 4 筆檢索結果結合，取符合三項條件之書目，故利用 Add to builder: Add 點一下#2、
#3、#4 到 Builder (亦可直接在 Builder 輸入整串#2 AND #3 AND #4)
(3) 可加入更多關鍵字，以縮小檢索結果，例如 #5 AND (intesive* OR strict* OR tight*)

搜尋並到 搜尋並停
檢索結果 留在此頁
Download history

Search

Add to builder

Query

#6

Add

Search (#5 AND (intesive* OR strict* OR tight*))

#5

Add

Search (#2 AND #3 AND #4)

#4

Add

Searc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3

Add

Search (glycemic control OR HbA1c OR blood glucose)

#2

Add

Searc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1

Add

Searc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glycemic control
OR HbA1c) AND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tems found

Clear history

Time

273

22:23:51

7966

22:23:36

1904803

22:23:20

234506

22:23:16

91855

22:23:12

1762

22:23:00

點選#數字，彈跳視窗
有更選項件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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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條件: Filters(左側)

2.5

Tip: 左側 Filters 篩選器大都屬 MeSH (除
Dates、Language)，故一旦套用將排
除 "In process(加工中)"、"supplied by
publisher(剛由出版冊提供)"、
"PubMed not Medline"等新進文章。
要避免此問題，可先行瀏覽右側本館
自訂 Filter
「尚無 MeSH(新進/加工中)」
收錄文章後，再使用左側 Filters

摘要與全文連結(不建議使用)
出版時間
人類或動物
文獻類型
語言
性別
主題
期刊類別
年齡

不須使用時請清除篩選條件
摘要與全文
有摘要
有免費電子全文連結
有電子全文連結

文獻類型

區塊內 OR
區塊間 AND

性別

期刊類別

年齡

2.6

限定欄位檢索

(1) 直接輸入指令在 Search Box (透過限定不同欄位來影響結果相關性)
(diabetes[ti] OR diabetes[majr]) AND (glycemic control[ti] OR hba1c[ti]) OR hba1c[majr])
Search

Query

#4 Search diabetes/diet therapy[majr] AND diabetes/drug therapy[mesh]

Items
found

#3 Search (diabetes[ti] OR diabetes[majr]) AND (glycemic control[ti] OR hba1c[ti]) OR hba1c[major])

8260

#2 Search (diabetes[ti] OR diabetes[mesh]) AND (glycemic control[ti] OR hba1c[ti]) OR hba1c[mesh])

23938

#1 Search diabetes AND (glycemic control OR hba1c) 不限定時指所有欄位

3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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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arch Builder: 切換到 Advanced，在檢索欄位下方可看到 Search Builder
例 1: 某主題(diabetes)發表於特定期刊(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機構名稱



作者

diabetes

輸入主題關鍵字

指定 Journal 欄位


輸入刊名關鍵字(會有候選清單)

執行搜尋

期刊名稱

例 2: 指定關鍵字(diabetes)出現在篇名（建議改用(1)直接輸入指令的方法來操作）





醫學標題詞（主要主題）
醫學標題詞（副標題詞）
醫學標題詞（主要與次要主題）

指定 Title 欄位
選取 AND/OR
執行搜
尋

篇名
篇名



2.7

這是錯誤示範，只有最後一
個關鍵字會出現在 Title。正確須
一行只輸入一個關鍵字方能達
到效果；或建議採用(1)直接輸
入語法，即在每個關鍵字後面加
上欄位名稱

畫目顯示: Display Setting & 全文取得
圖書館自訂快篩區
(經本館首頁提供的專屬網址方能看到)

(1) Summary 顯示格式 (預設)

所有(篇數)
卷(期):起迄頁

刊名

出版社提供免費電子全文

正式收入 MEDLINE 資料庫
相關文獻(系統利用書目關鍵字再檢索出更多文獻)

電子早於紙本出版，及其出版日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期

書目剛由出版社提供
故無 MeSH Terms

館藏"六成"全文覆蓋率

實
證
導
向
之
文
獻
快
篩
器

提
供
最
佳
化
效
果
，
但
不
保
證
一
定
為
該
類
型
文
獻

)

PubMed 書目 ID 號

評論(篇數)

(

電子版先發行時間
書目加工中，故無 MeSH
Terms
原文非英文，[英譯題名用
方括弧] 並加註語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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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改顯示格式: 點選 Display Settings，彈出選單，依需要改變設定，按 Apply

Format 顯示格式
Summary: 簡易書目 (預設格式)
Brief: 極簡的
Abstract: 書目+摘要+出版類型
+電子全文連結
+Publication Types
+MeSH Term
MEDLINE: 原始完整格式

(預設為收合，點一下即展開)

文獻類型

醫學標題詞

主標題 / 副標題
Main / Subheading

主要主題 Major Topic

3. 各 出 版 社 全 文 連
結：但是並不表示為
本館訂購或免費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2.本館 SFX 智慧型連
結系統(即時資訊)：
提供最佳全文路徑
(電子、紙本、國內
外他館、JCR 期刊收
錄資訊)

1.本購訂購之電子全
文 (年度維護)：可取
得到該篇電子全文(在
院區網域內)

物質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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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輸出書目: Send to

純文字檔(EndNote 適用)
MyNCBI 自行收藏(永久)並可公開
向「馬偕醫院期刊文獻申請系統」申請電子/紙本全文
匯出到參考文獻管理軟體(EndNote)

(1)

勾選所需書目。 (如果全未勾選，則表示全部都要)

(2)

點選 Sent to，彈出設定選單

(3)

選擇輸出的目標，並依指出選擇 Format、Sort by 等條件

剪貼簿保留 8hrs
 MyNCBI 我的書目/著作清單

3. 透過 MeSH Database 查詢 PubMed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MeSH)：醫學主題標題表。由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LM)編製，可用以分析生
物醫學之期刊文獻的主題內容之控制詞彙表，為多個醫學資料庫採用，如 Medline、Cochrane Library。
讓使用者檢索文獻的結果更精確、更完整。PubMed 在給定每篇文章 MeSH Terms 時，除給定具主題意
義的詞彙，也標示人類/動物、性別、年齡層、研究設計與工具等、文獻類型等。
 主標題 (Main Headings): 描述主題或內容特性的語彙，為一樹狀階層性結構 (MeSH Trees)
 副標題 (Subheadings): 獨立於樹狀結構外，可輔助限定「文獻中討論該 main heading 的某一方面問
題」，如治療、診斷、血液、藥物、病毒、死亡率、流行病學…等

下拉選擇 MeSH

輸入關鍵字

搜尋

點選符合需要的 MeSH Term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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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vascular
Diseases/etiology"[Majr]

檢視檢索策略

詞彙定義

副標題

可再次步驟~，直到完成策略

先選 AND/OR/NOT
(未勾表全選)

再按 Add to search builder

搜尋 PubMed



勾選表示只有最偏重此主題討論的文章才篩選出(當文章量過多時可勾選)



勾選表示不要包含狹義詞檢索(一般建議不打勾，可依需要決定)
若使用者輸入這些詞彙，系統都會轉換成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詞彙控制的功能，讓地瓜蕃薯都找得到)

11

MeSH 的階層結構
(標題間的廣狹義詞
關係。好處是使用廣
在 PubMed 得到檢索結果
11
義詞檢索可包含所
有狹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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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臨床文獻最佳化篩選介面: Clinical Queries
 時機: 可在已經於一般檢索介面做了一些檢索後，再使用 Clinical Queries 做為篩選出更精少文獻的輔助；
也可以一開始檢索就使用 Clinical Queries
 功能: 滿足實證導向文獻搜尋，提供臨床問題之快速查詢，免除使用者自行輸入繁複的檢索策略。共
提供三種篩選機制：Clinical Study Categories（臨床研究文獻篩選）、Systematic Reviews（系統性評論
文獻篩選）、Medical Genetics（遺傳學文獻篩選）



輸入關鍵字、布林邏輯 AND/OR/NOT、#檢索編號

臨床研究文獻篩選

系統性評論文獻

遺傳學文獻篩選

臨床面向
文獻量

需執行See all，才會加入Search History
This column displays citations filtered to a
specific clinical study category and scope.
These search filters were developed by Haynes
RB et al. See more filter information.

(篩選機制說明)

This column displays citation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meta-analyses,
reviews of clinical trials,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onsensus
development conferences, and
guidelines. See filter information or
additional related sources.

(篩選機制說明)

在「圖書館自訂快篩區」
也可以直接看到部份的
Clinincal Queries 效果，更
方便更快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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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找特定一筆書目: Single Citation Matcher
時機之一：手上有一筆書目，但不確定有沒有錯誤，或想在 PubMed 上找到完整書目和全文連結



手上有下列書目

1.

2.

3.



Izquierdo RE, Knudson PE, Meyer S, Kearns J, Ploutz-Snyder R, Weinstock RS. A comparison of
diabetes education administered through telemedicine versus in person. Diabetes Care 2003;
26:1002-1007. [示範題]
Abstract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Hypertension, Inc. Twenty-Sixth Annual Scientific Meeting and
Exposition. May 21-14, 2011.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A. J Clin Hypertens (Greenwich) 2011; 13
Suppl 1:A1-181. [練習題]
Peterson PN, Shetterly SM, Clarke CL, et al. Health literacy and outcomes among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JAMA 2011; 305:1695-1701. [練習題]

到 PubMed 首頁，點選 Single Citation Matcher

左側欄位內容不須填滿，只要填有把握或
重點欄位；通常填寫 Journal(期刊名)、
Volume(卷)、First Page(第 1 頁)即可

Go
賓果!

找到符號條件一筆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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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MyNCBI 個人化服務
6. 登入與註冊
進入 PubMed 後，在右上角進行點選 My NCBI Sing in

未註冊但有 Google 帳號者
亦可使用該帳號登入
第一次啟用將須同意核准請求

已註冊者請直接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勾選使維持自動登入
(公用電腦勿勾選)
忘記帳/密者查詢
未註冊者由此申請

帳號至少 3 個字母/數字/底線
(若紅字警示已有相同帳號名稱，請更改)
密碼至少 8 個字元(大小寫有別)
公用電腦勿勾選

再次輸入密碼

電子信箱帳號

自訂忘記密碼時的提示問題
自訂忘記密碼時的回答答案

依圖示輸入亂碼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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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y NCBI 主畫面
更改密碼、e-mail
展開文獻類型, MeSH Terms

關鍵字以顏色標亮

於 PubMed: Send to Order 可遞送申請件到本館期刊文獻申請
系統

分享設定
顯示 SFX 智慧型連結系統(提供本館全文路徑)
書目顯示格式, 筆數, 排序

網站喜好設定

檢索資料庫

我的書目/著作清單 (不限期刊文章)

已存檢索策略

我的收藏

分享清單設定

近期執行動作
可設定為 Public 以取得書目
清單網址，再公開分享網址

篩選機制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14

8. 儲存檢索策略: Save Search
(1) 在 PubMed 執行任意檢索後，有兩個方式可以進行檢索策略儲存
 點選檢索欄位右上 Save Search

 點選 Advanced，移到 History，點選#數字超連結，彈出選單點 Save in My NCBI

(2) 跳出設定視窗，按 Save 儲存檢索

9. 新知通告服務: 定期 e-mail 最新書目 (承 8，繼續完成以下設定則將主動寄送)
檢索策略命
名

寄送頻率
寄送書目格
勾選則即使沒有新書目時也要通知
式
每封通知寄送的書目筆數上限
其他文字說明(將顯示在 e-mail 信件內)

10. 期刊目次訂閱: 定期 e-mail 最新期刊目次
請先[參考 2.6]使用限定欄位檢索出期刊名稱，接著繼續[參考 8~9]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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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訂快篩: Filters



於 My NCBI 主畫面之 Filters
區，點選 Manage Filters

標的資料庫




建立客製化篩選條件(見下頁)

目前設定 Filters (至多啟用 15 項)



熱門選項






外連服務選項

mackay

顯示馬偕電子全文圖示
在 PubMed 單篇書目
自動篩選馬偕電子全文館藏在 PubMed 每次檢索結果
注意：本項設定僅約覆蓋館藏六成全文（因維護頻率、
出版社與 PubMed 合作與否等因素影響）


每次檢索結果自
動篩選出
年齡層:青少年

各種屬性選項


年齡層
臨床最佳化篩選(實證導向)
書目入庫日期(近 7 天、近 5 年…)

每次檢索結果自動
篩選出
臨床文獻:
治療/量少(=RCT)



性別
健康服務研究查詢(成本、經
濟、成果、過程、質性研究)
語言
文獻類型(RCT、Case Report、Guideline…)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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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客製化篩選條件 (需要更多客製化條件可洽圖書館協助)

建立

命名:
輸入檢索語法:

馬偕 MMH + 免費 Free 全文(例 1)
"loprovitwmmhlib"[Filter] OR "loattrfree full text"[Filter] OR

例 1:篩選出馬偕+免費電子全文

"english"[LA] OR "chinese"[LA]

例 2:篩選出英文與中文 (EN + CH)

"lancet" [TA] OR "JAMA"[TA]

例 3:篩選出特定喜愛期刊 (Favorite Journals)

 Run Filter:

測試檢
索筆數，如為 0 或過
少，請確認關鍵字或
語法正確性



回到 My NCBI 主畫面的 Filters 區，勾
選要啟動的 Active 條件

Custom 區的
"勾選順序"即
為在 PubMed
呈現順序(即先
勾選先排序)

儲存



完成以上 Filters 喜好設定後，回到 PubMed 每次進行檢索，結果畫面右側將顯示 Filter your results；若
有在「NCBI Site Preference」設定 Outside Tool，則每筆書目會顯示 find it@MMH 圖示。

例1
例 2: 英中文
Outside Tool 圖示：SFX 智慧型連結系統
(即時資訊)--提供最佳全文路徑 (電子、
Part
III. 附錄
紙本、國內外他館、JCR
期刊收錄資訊)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Linkout 圖示：本購訂購電子全
文(年度維護。六成全文覆蓋)-

例 3: 特定喜愛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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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訊檢索概念
12.1 單字 vs "片語"
(若在 PubMed 使用切截字檢索將無法轉譯為控制詞彙)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vs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12.2 切截字*: 將 * 放字尾表字尾任意變化
(若在 PubMed 使用切截字檢索將無法轉譯為控制詞彙)

12.6 布林邏輯（AND‧OR‧NOT）
(1) A AND B: 檢索出同時含 A 與 B 關鍵字之紀錄
地瓜 AND 營養
diabetes mellitus AND cardiovascular d iseases

combin*: combine , combined , combination…

12.3 同義字

(2) A OR B: 檢索出含 A 或 B 任一關鍵字之紀錄

disease
單複數
diseases
pediatric
美英拼法
paediatric
CV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lymph node removal
lymphadenectomy
lymph nodes excision

地瓜 OR 蕃薯
X-ray OR MRI

全名縮寫

同義異形字

(3) A NOT B: 檢索出含 A 但不含 B 關鍵字之紀錄
地瓜 NOT 種植
Diabetes mellitus NOT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12.4 廣狹義字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Acupuncture Therapy
Medicine, Traditional
Spiritual Therapies
Meditation
Yoga

12.5 檢索欄位(高相關性欄位)

(4) 組合運算規則
由左運算到右
營養 AND 地瓜 OR 蕃薯 (錯誤 )
地瓜 OR 蕃薯 AND 營養 (正確 )

篇名．關鍵字．摘要．控制詞彙．全文．

加括弧先運算

所有欄位...

營養 AND (地瓜 OR 蕃薯) (正確 )
= (營養 AND 地瓜) OR (營養 AND 蕃薯)

12.7 自由詞彙 Free Text vs. 控制詞彙 Controlled Vocabulary
系統將關鍵字比對原始篇
名、摘要等欄位。例: CEPS、
中文期刊篇目索引、Google
優點:
 user 檢索過程較簡單
 適用控制詞彙未提供的概
念，包括新名詞(2003 始有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或某些形容用

語，如 repeated
fine-needle aspiration
缺點:
 語義容易模糊
 要儘可能列舉同義詞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系統將關鍵字比對控制詞
彙表後轉譯。前提是每篇文
章會先被資料庫製作者依
內容給予數個控制詞彙。例:
Medline: MeSH、CINAHL
Headings
優點:
 解決同義字問題
 可彈性檢索廣/狹義詞
 可幫助精確率與回收率
缺點:
 要”習慣”才會用
 新概念不適用
 用語易受限不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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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文取得路徑
當 PubMed

帶您到本館「智慧型連結系統」，即會呈現所需文章的“最佳”獲取路徑與相關服務

最佳獲取路徑之意義: 放在前者，乃建議優先點選，如果得到所需即可停止
若未顯示 [全文]、[紙本館藏] 區塊，表示本館無館藏，請在 More Options 下使用其他服務

馬偕紀念醫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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