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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raw-Hill公司

 McGraw-Hill公司成立於1888年，是美國著名的常
春藤公司，世界500強企業，國際領先的教育、資訊
及金融服務機構。

 麥格羅-希爾公司旗下擁有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麥格羅-希爾教育集團(McGraw-Hill 

Education)，《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Platts能源
資訊公司，及麥格羅-希爾建築資訊公司（McGraw-

Hill Construction）等在全球經濟中倍受尊敬的一系
列品牌。



McGraw-Hill教育出版集團

 在教育領域，McGraw-Hill Education是致力於全美

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以至於終生專業學習的教育服
務及教材提供商，專長於英語語言培訓及高等教育
領域，特別是在科技、醫療、商業及經濟等領域。



AccessMedicine from McGraw-Hill is an authoritative online resource for 

today’s: 

 Students

 Residents

 Clinicians

 Researchers

 Health Professionals

https://accessmedicine.mhmedical.com

造訪網址



功能列 搜尋窗格

供讀者精讀 供讀者觀看並自主學習



讀物介紹



依科別分類

依書名字母序





Text Books

 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

 (國考指定用書)
◦ 一部世界上高水準的經典教科書。自20世紀50年代問世以來，每4年
再版一次，目前最新版為2018年出版的第二十版。由於該書的權威性

以及對培養醫師的重大作用，先後被譯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
文、中文等多種文字。

◦ 該書全面闡述了人體各系統相關疾病的定義、病因、流行病學、發病
機制、病理特點、臨床表現、診斷與鑒別診斷、治療、預防和預後等問
題。是內科醫生（包括外科醫生）全面深入掌握醫學知識最權威的參
考書籍。

◦ AccessMedicine中的Harrison’s Online內容豐富程度及更新速度遠遠
大於印刷本。



2018最新版本搶先看！



Text Books

• Hurst’s The Heart
◦ 該書為經典的心血管病診治手冊，由幾代權威心

血管病專家鼎力合作編寫和修訂，深受歐美國家
心血管病醫師的歡迎。自20世紀60年代首次出版
以來，已經更新至第14版。

◦ 該書系統介紹了50餘種心血管疾病的發病機制、
病理生理學、床邊診斷、鑒別診斷、治療方法、
預防和預後等問題。內容豐富詳實，極具權威性
和科學實用性，是心血管病科醫師和醫學院學生
非常珍貴的經典參考讀物。

◦ AccessMedicine提供該書的第14版，內容線上即時

更新。



Text Books

• Goodman & Gilman's The 

Pharmacological Basis of Therapeutics
◦ 該書享有“藍色聖經”（Blue Bible）的盛譽，之所以經

典，是由於其創始人 A.Goodman和 L.Gilman在首版就制
訂的及多次再版奠定的編寫原則——基礎與臨床、特別是
將藥理學（藥效學和藥動學）與藥物治療學緊密結合，並
將現代醫學的進展與闡明藥物的作用與應用相聯繫所致。

◦ 分別對藥理研究和治療原理，擬神經遞質和作用於受體的
藥物、毒副作用等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總結，詳細地介紹了
藥理學研究的現狀和最新理論，並利用圖表或示意圖您一
目了然。各章還對藥理學研究的未來進行了展望，並有專
門的章節介紹基因研究和毒理學研究的現狀。

◦ 台灣俗稱藥理學聖經，屬於聖經級教科書，多列為醫藥相
關學系指定參考教科書。 (國考指定用書)



Basic Science 收錄
LANGE 系列叢書





著作權法的合理使用及文獻研
究的正確引用方式





在ENDNOTE Library開啟
後，可直接點選開啟，將
會直接匯入正在使用中的
Library



在EndNote的截圖



快速參考



Quick Reference

•QMDT

•Guidelines-Primary Care

•Guidelines-Inpatient Medicine

•DDx

•Diagnostic Tests

•Clinical Prep

•2 Minute Medicine

•English-Spanish Dictionary

•Calculators



Quick Dx & Rx

 內容來源於MGH出版的專門針對醫院和門診環境使用的知
名教科書Quick Medical Diagnosis & Treatment，該書為醫師
在臨床環境中提供疾病診斷和管理的專業資訊。

 超過500種病症依名稱首字母排列，每種病症提供了診斷和
治療的關鍵資訊，幫助醫師在臨床環境中做出快速的理解
和判斷。

 每個病症條目下包括診斷要點、綜合須知、症狀和體征、
鑒別診斷、化驗檢查、影像掃描檢查和診斷程式。大多數
的病症條目還包括藥物治療、手術治療、治療程式、併發
症、預後，以及相關文獻資料，如臨床指南、參考文獻和
網站等。





•可以查到各相關醫學會所發表訂定的
各項疾病的篩檢/預防/管理的指引
•隨時更新



•住院醫學指南，提供醫護人員針對
住院照護有完善的處理途徑



•鑑別診斷的好工具
•以症狀 / 疾病 / 器官系統 三
種分類方式，方便查詢
•提供醫師們在綜合患者病史、
臨床表現，理學檢查及各種實
驗室檢驗數值所得到的資料，
來進行系統的對比分析，排除
因臨床表現相似而可能混淆的
疾病診斷過程。



• 方便好用的參考資料，提供各項常用的檢驗及實驗室檢測

• 幫助醫師準確做判斷結果及在治療的整個過程中提供您的

病人最好的照護



Clinical Prep是為醫學系學生預作的臨床準備，

超過650個核心議題，並且由第一線據臨床經

驗的人員彙整超過50,000個問題(答案與題目

每月更新)，作為臨床前預戰

參考USMLE Step 2的內容提綱，幫助學生有即時性的臨床經驗



2 Minute Medicine縮

稱為”2MM”，主要是

希望提供極具高質量

實證系統性醫學文獻、

大數據分析及隨機臨

床試驗的資料，做為

醫護人員臨床醫學決

策的參考。



英語-西班牙語對照字

典，2018年新增醫學

用詞超過2,000多條

醫學辭彙。為完整服

務西班牙語系病患，

甚至強調西班牙語情

緒字彙，讓醫護人員

理解病患反應。



各式醫學相關的換算/量尺



用藥資訊



每種藥品都提供以下資訊：基本資
訊、適應症及用法、禁忌症、注意
事項、不良反應、藥物交互作用、
劑量、管理、孕婦和哺乳期使用、
臨床藥理學、監測、病患教育、儲
存、參考資料



整合性質多
媒體



根據Category分為：臨床、治療、
遺傳、訪談病患、藥理及人體各
器官檢驗



根據System分為：皮膚、耳鼻喉、
胃腸道、泌尿生殖系統、肌肉骨
骼系統、神經系統、眼科、肺及
生殖系統



根據Category分為：臨床、
治療、遺傳、訪談病患、藥
理及人體各器官檢驗



病患安全課程：是與護士、
醫生、藥劑師、與教師等合
作所開發，以病人安全為核
心概念，為住院醫師或醫學
院學生提供更多自學的專業
照護課程。主要分為Hand 

Washing、Understanding 

Error及Communication 

Concept



依據輸卵管、卵巢、子宮、
子宮頸及外陰部進行部位影
片說明



藥理學講座影片



依據精神狀態、貧血、診
斷推理、頭暈、發燒及胃
腸道出血進行影片診斷說
明



依據家庭醫學、液體、電
解質與酸鹼生理學、微生
物學、 Sherris醫用微生物
學、病理生理學、臨床神
經解剖學、住院準備及酸
鹼平衡失調所集結的個案



根據不同學科或見習議題，
由資料庫中的書籍隨機選
題，製成可進行自我評量
的題庫。Flashcards為資料
庫所建置情境式的提問內
容(答案可翻閱卡後)呈現方
式生動活潑。
Play Showdown!提供線上
醫學情境對陣遊戲，讀者
可選擇與電腦或同儕比賽



依據急症、成人、
醫護人員及小兒有
不同語系的衛教單
張內容



針對護理人員需求建立的
醫學資料瀏覽專區，方便
最即時性的臨床服務



個人化功
能





需有My Access帳密才能進階使用



註冊個人化功能-



個人化帳戶 My Access account 功能

 個人化功能 (My Access account)

◦ 可自行調整個人Dashboard版面

◦ 可存放常用參考書籍或圖/表

◦ 可記錄個人瀏覽記錄

◦ 可觀看個人測驗狀況

◦ 可以使用各種行動載具連線使用 (Mobile access)

◦ 可開啟Access書籍Alerts功能



個人化帳戶申請 Step 1

 一定要在訂閱機構的網域內申請個人化帳戶(My Access account) 



個人化帳戶申請 Step 2

 一定要在訂閱機構的網域內申請個人化帳戶(My Access account) 

點選 「建立個人帳號」



個人化帳戶申請 Step 3

 一定要在訂閱機構的網域內申請個人化帳戶(My Access account) 

必填欄位
First Name

Last Name

E-Mail

Username

Password

Profession



個人化帳戶申請 Step 4

 讀者在訂閱機購的網域外時 想使用 Access Medicine

 打開Safari (Chrome), 瀏覽器，輸入
https://accessmedicine.mhmedical.com/



個人化帳戶申請 Step 5

 輸入先前在網域內 申請的個人化帳密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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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