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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到底～什麼是實證醫學
• 實證醫學的歷史
• 實證醫學的三大要素
• 我有需要實證醫學嗎？
• 執行實證醫學的五大步驟
• 實證醫學及應用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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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這樣的狀況～～由真實案例改編

• 67歲蔡先生，吸煙史超過40年，有牙周病，不久
前因吸入型肺炎住院，不料剛出院未滿五天又咳
嗽發燒前來急診，胸部X光發現右下葉肺炎，並
且懷疑合併右下肺葉腫瘤。

• 蔡先生接收抗生素治療後，發燒與咳嗽皆緩解，
但不幸的是，在接受抗生素治療的第六天起，發
生嚴重的腹瀉。

• 由於蔡先生肺炎尚未得到控制，抗生素不能停，
但又持續腹瀉，查房時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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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這樣的狀況～～由真實案例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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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可以試試diosmectite(Smecta)，
應該會有效

帥氣主治醫師

我覺得益生菌才會有效

小鮮肉住院醫師

益生菌只在腹瀉發生前有效，腹瀉一但
發生再使用就沒有效了

藥師

益生菌還是有效，但是劑量要夠大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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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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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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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based medicine



人生(治療建議)中的交叉點

10



• 實證醫學的概念
• Archie Cochrane (1909 –1988)流行病學家
• 1972『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Random Reflections on 

Health Services』
•由於資源終將有限，所有的醫療行為都應該根據嚴
謹的研究證據，才能將醫療資源做有效的應用
•來自於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的證據，比其他任何證據更為可靠

實證醫學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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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的歷史
• 1981 Gordon Guyatt提出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 1992 Gordon Guyatt提出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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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的歷史
• 1992年英國國家衛生部成立實證醫學中心
• 1993年Cochrane Collaboration成立
•建立Cochrane Liberary: 實證醫學最重要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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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high quality evidence for health care decision making.



實證醫學的重要性
Half of what you are taught as medical 
students will in 10 years have been shown 
to be wrong. 
And the trouble is, none of your teachers 
known which half.

你們在醫學院所學的知識，有一半在10年內就會被發現是錯誤的。
讓人煩惱的是，沒有任何一位老師知道那將是那一半。

Dr. Sydney Burwell, Dean of Harvard Medical School, 1956



實證醫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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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的重要性
• Patching for corneal abrasion.

•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6 Apr 19;(2):CD004764.
• Treating simple corneal abrasions with a patch does not 

improve healing rates on the first day post-injury and does 
not reduce pain. In addition, use of patches results in a 
loss of binocular vision.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patches should not be used for simple corneal abrasions.
•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large (greater than 10 

mm(2)) abra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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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ing for corneal abrasion (Review)

Lim CHL, Turner A, Lim BX

Lim CHL, Turner A, Lim BX.

Patching for corneal abrasion.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016, Issue 7. Art. No.: CD004764.

DOI: 10.1002/14651858.CD004764.pub3.

www.cochranelibrary.com

Patching for corneal abrasion (Review)

Copyright © 2016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實證醫學的重要性
• Patching for corneal abrasion.

•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6 May 9;(2):CD004764.
• Trials included in this review suggest that treating simple 

corneal abrasions with a patch may not improve healing or 
reduce pain. It must be noted that, in these trials, participants 
who did not receive a patch were more likely to receive 
additional treatment, for example with antibiotics. Overall we 
judged the certainty of evidence to be moderate to low. 

•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better quality trials and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atching 
for large abrasions. 

17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Patching for corneal abrasion (Review)

Lim CHL, Turner A, Lim BX

Lim CHL, Turner A, Lim BX.

Patching for corneal abrasion.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016, Issue 7. Art. No.: CD004764.

DOI: 10.1002/14651858.CD004764.pub3.

www.cochranelibrary.com

Patching for corneal abrasion (Review)

Copyright © 2016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實證醫學的三大要素 ~臨床應用中的考量

佳證據
(evidence)

臨床專業經
驗

(expertise)

病患價值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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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

具有科學方法+人文特質診療方式+病人為中心+問題為導向的臨床行動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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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最佳證據

Evidences 
• 相關臨床研究資
料

臨床經驗

Experiences   
• 本身的臨床技能、
經驗、與判斷

病患價值

Expectations 
• 病患的偏好、顧
慮、期待

臨床情況

Environments
• 病患的病情、醫
院的醫療環境

具有科學方法+人文特質診療方式+病人為中心+問題為導向的臨床行動

4E



實證醫學的三大要素 ~臨床應用中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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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book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Evidence-based ≠ Evidence-dominated



什麼是實證醫學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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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實證醫學
• 實證醫學=實證健康照護

• 以流行病學及統計學的方法，從龐大的醫學資料中過
濾出值得信賴的部份，嚴格評讀、綜合分析、將所能
獲得的 佳研究證據(evidence)、臨床專業經驗
(clinical expertise )及病患價值(expectation)整合後，以
制定 佳醫療決策的一種方式

• 目標:養成醫療健康照護人員獨立思考，終身學習，提
升整體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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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實證醫學
• 認真的、明確的、明智的利用當前 佳證據做出
照顧病人的 佳選擇

• “The conscientious(謹慎), explicit and judicious use 
of current best evidence i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the 
care of individual patients."

BMJ 1996; 312 (7023):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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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需要實證醫學
• 資訊需求
•資訊爆炸
• 醫療人員需要有效且量化的資訊
• 一般民眾也容易取得醫學資訊（有對的、也有不對的）

• 傳統醫學資訊的不足
•教科書：時效性不足
•專家意見：有時會是有偏差、甚至是錯誤的
•繼續教育：有時並非我們所需要的
•醫學期刊：資訊量太多，且臨床的有效性落差很大



為何需要實證醫學
• 臨床經驗與臨床知識的落差
•隨著臨床經驗一直增加，臨床技能一直進步，但臨
床知識可能會跟不上時代（out of date）

• 時間限制
•對於每個病患我們所能給予的時間有限
•每周能夠好好坐下來念一篇文章的時間有限

• 證據與臨床執行的鴻溝
•對於一些實證資訊的過度使用（overuse）或是使用
不足（underuse），會導致每個醫療專業人士的作業
方式變異性過大，也會影響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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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實證醫學五大步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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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恰當應用(Apply: 3E)
• Integrate with clinical expertise and patient values

• 評估結果(Audit) 
• Monitoring you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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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搜尋

評讀

應用

評估



提出問題(ASK: PICO)
• 問問題
•提出一個可以回答的臨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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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問題(ASK: P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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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問題

前景問題(前瞻性問題)

詢問某情況、檢查或治療的一般知識
1.加上動詞的問題根源(5W1H)
2.一個特別的狀況或值得注意的事
心衰竭如何引發肋膜積液?
教科書

與處置與臨床決定相關的特定知識
包含PICO
心衰竭病人使用同步調節器是不是
可以降低死亡率?
醫學文獻



提出問題(ASK: PICO)
• Patient / Problem :病人基本資料/問題
•例如年齡、性別、疾病情況…等

• Intervention:想介入的治療是什麼？
• Comparison:與什麼治療相比較？
• Outcome:結果為何？
• EX:陳太太65歲，患有輕微的帕金森氏症，且因為氣
喘有長期使用類固醇支氣管擴張劑。跌倒後，左髖部
疼痛而被送至急診就醫，診斷是髖部轉子間骨折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需要進行手術治療。女兒
想知道手術前是不是一定要使用抗生素，有什麼優缺
點，真的可以降低感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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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問題(ASK: P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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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
65 y/o female, Parkinson disease, asthma with steroid and 
bronchodilators therapy,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osteoporosis

Intervention Antibiotic prevention

Comparison No antibiotic prevention

Outcome Infection rate, mortality, superficial surgical infection, 
deep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治療型 □傷害型 □診斷型□預後型□篩選型



提出問題(ASK: P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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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義字的使用

P Hip fracture, hip arthroplasty, "Arthroplasty, Replacement, Hip"[Mesh]

I Antibiotic prevention, antibiotic prophylaxis, "Antibiotic 
Prophylaxis"[Mesh], antimicrobial prevention

C No antibiotic prevention

O Surgical Wound Infection, deep site infection, infection rate, mortality, 
adverse effects (GI, skin rash) 



提出問題(ASK: PICO)
• Patient / Problem :病人基本資料/問題
•例如年齡、性別、疾病情況…等

• Intervention:想介入的治療是什麼？
• Comparison:與什麼治療相比較？
• Outcome: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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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問題(ASK: PICO)
• 67歲蔡先生，吸煙史超過40年，有牙周病，不久前因
吸入型肺炎住院，不料剛出院未滿五天又咳嗽發燒前
來急診，胸部X光發現右下葉肺炎，並且懷疑合併右
下肺葉腫瘤。

• 蔡先生接收抗生素治療後，發燒與咳嗽皆緩解，但不
幸的是，在接受抗生素治療的第六天起，發生嚴重的
腹瀉。

• 由於蔡先生肺炎尚未得到控制，抗生素不能停，醫療
團隊開始傷腦筋
• 主治醫師認為可以試試diosmectite(Smecta)，應該會有效;
• 住院醫師認為使用益生菌才會有效;
• 藥師認為，益生菌只在腹瀉發生前有效，腹瀉一但發生
再使用就沒有效了;
• 營養師認為，益生菌應該有效，只要劑量夠大就會有效。

34

臨床情境由由真實案例改編



提出問題(ASK: PICO)
• 蔡先生 後終於痊癒可以出院了，病人家屬問擬：
『牙周病是否會增加得到肺炎的機會？』。他們
同時也想要了解，是否電動牙刷比起一般牙刷更
能有效的去除牙結石？

• 蔡先生的兒子說家族中有很多人得到肺癌，雖然
蔡先生此次 終證實只是單純的肺炎，但是兒子
表示，蔡先生很喜歡吃肉，兒子想要知道，除了
不要抽菸以外，是否多吃蔬菜水果能下降肺癌之
機會？是否多吃肉會增加肺癌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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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情境由由真實案例改編



提出問題(ASK: P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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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

Intervention

Comparison

Outcome

□治療型 □傷害型 □診斷型□預後型□篩選型



提出問題(ASK: P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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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

Intervention

Comparison

Outcome

□治療型 □傷害型 □診斷型□預後型□篩選型



提出問題(ASK: PICO)
• 病患、醫療人員、自己有很多疑問，但時間有限……
• 記錄問題
•選擇問題、排定時間

• 解決問題
•簡單記錄下問題的答案

• 每星期解答一個問題
• 一年可以增加52個臨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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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的臨床問題分類
• 診斷型、預後型、治療型、傷害型、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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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證據(ACQUIRE) 
• 資料庫種類
•教科書、電子書
• Background question 

•醫學期刊、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
• Review article for background question
• Original article for foreground question

•實證醫學文獻資料庫
• Cochrane Library、ACP journal club、Bandolier 等
• 由各領域專家利用系統性回顧的技術，蒐集最新
正確的醫學證據，來回答臨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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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證據(ACQUIRE) 
• 檢索策略
• 2 à 1:不要只搜尋1個資料庫
•你需要的答案大部分在方法和結果

• 檢索技巧



搜尋證據(ACQUIRE) 
• 文獻檢索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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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臨床問題 佳的研究設計

發表年份較新 有全文可供評讀

文獻等級



嚴格評讀(APPRAISAL: VIP)
• 隨便找一篇文章
• 花很多時間，但找到品質不是很好
的文章

• 先看結果，再看討論
• 對於研究背景和方法卻不詳讀
• 看完文章對照顧病人並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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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評讀(APPRAISAL: VIP)
• Validity (Reliability) 效度/信度
• Can we believe it ?(研究方法的探討)

• Importance (Impact) 重要性
• Does it matter?(研究結果的分析)

• Practice (Applicability) 臨床適用性
• Does it apply to our patients?(如何在臨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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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評讀(APPRAISAL: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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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讀工具 SM RCT Quali-
tative

Cohort
, Case 
control

Diagno-
stic

Economic
evaluation

Clinical 
Prediction
rule

Prog-
nosis

CASP V V V V V V V

CEBM V V V V

PRISMA V

STROBE V

CONSORT V

JADAD 
SACLE

V



恰當應用(APPLY: 3E)
• 整合運用於臨床

47

病人可以獲得的
多大的好處?
是否有壞處?

適合用在我的病人嗎??
有其他替代治療嗎?

我們醫院可以執行嗎?
花費的問題?
自費?健保?
文化、社會倫理考量



評估結果(AUDIT) 
• 對這一臨床決策的效果進行追蹤、稽核與再評估
•來修正失誤、確保品質，提高臨床技能與水準
• 整理問題

• 有紀錄?回答到問題?
• 尋找文獻

• 搜尋完整?關鍵字使用適合?策略正確?
• 文獻評讀

• 評讀正確性?評讀速度快?有選擇適當的評讀工具?
• 和臨床應用

• 可以運用在病人身上嗎?有思考到病人感受?有考
量到費用嗎?對病人有傷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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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應用上的限制
• 搜尋技巧不足
• 關鍵字使用不當
• 評讀困難
• 對於實證醫學常用之統計名詞不熟悉
• 忽略病人的價值和偏好
• 要將證據應用於患者的個別照護有困難
• 實踐高品質醫療照護的門檻很高
• 時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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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上，證據只到醫療人員，事實上，連醫療人員都
不一定了解這些數據，如何將這些證據 (及數據) 轉化
爲可理解的資料，是臨床應用的重點。

• 「連自己都不懂、講不清楚的數據，要怎麼讓病人
懂？」

• 後，所獲的 佳證據，應該經過整合，配合證據品
質、好處風險、病人偏好 (如果情境中有，請納入決
策考量)、費用資源，提出 好的建議。

• 如果這些都可以做到，對於利用研究證據解決臨床問
題，會有很大的幫助。相信病人也願意看到醫療人員
們如此努力且認真的，替他們解決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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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以

實證醫學方式

提供醫療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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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網站、網路資源、讀物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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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證醫學學會 | TEB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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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證醫學年會抵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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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知識網

55



CE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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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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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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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讀物

一起看懂文章中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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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進入實（？？）證（？？）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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