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ToDate® Anywhere 
Android安裝步驟 



1. 現在, 您不再受限只能在醫院的網域內透過電腦使用
UpToDate, 只要註冊UpToDate的帳號, 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 

2.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只要有3G或Wi-Fi訊號連上網路, 就
可以使用UpToDate。 

3. 離開醫院後, 使用家用電腦或者筆記型電腦, 網址輸入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 , Log in帳號後就能使
用。 

有關UpToDate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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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現在可以透過任何行動裝置使用UpToDate的App 

 
您可以在Android、iOS、Windows 8等行動裝置系統的應用商店下載免
費的UpToDate App, 使用時須要登入帳號密碼, 一個帳號最多同時在兩
台行動裝置登入。下一張投影片將教您如何註冊您個人的帳號密碼。 
 



註冊UpToDate Anywhere的帳號  

首先, 在醫院網域內使用電
腦打開UpToDate, 然後點
選Log-in/Register 



簡單的註冊流程 

輸入所有欄位, 註冊您
的帳號, 輸入完再點選
Submit Registration 

如果您已經有帳號, 
直接登入您的帳號。 

1. 註冊 2. 登入 

下一張投影片有註冊規則說明 



註冊規則 

User Name與
Password不能相同 

User Name需要6-50個字
元, 可以輸入大小寫英文、
數字、或者特殊符號例如
@ # % $ & + = 
 

Password需要8-24個字元, 
包括至少1個大寫英文字
母以及1個數字，您也可
以輸入特殊符號例如@ # 
% $ & + = 
 美國以外的地區不需

填寫ZIP/Posta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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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Play商店下載UpToDate Mobile App 

1. 進入Play商店 

2. 輸入uptodate搜尋 

3. 點擊UpToDate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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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安裝 

� 請確定您的手機或平板電腦有足
夠的「內存空間」(UpToDate app
無法安裝至記憶卡) 

� 建議手機空間留存40 – 50MB 

從Play商店下載UpToDate Mobile App 

以Android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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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Play商店下載UpToDate Mobile App 

點擊繼續 

如果您之前沒有完成Android
的帳戶設定, 需要設定信用卡
資料(此為Google政策), 或您
可以按略過直接進行安裝 



1. 打開UpToDate應用程式, 登入您剛剛註冊的帳號, 點選Log In。 

2. 登入後點選右上角的Agree, 同意使用規範。 

3. 進入行動裝置首頁, 您會看到您的使用者名稱, 表示登入成功。 

登入帳號 



重要：每90天內您必須在醫院網域內使用電腦登入您的帳號, 以延展您的帳
號使用有效期, 只要您有下載App, 當您打開App時會出現提醒。 

推送通知 



1. 點選設定 

2. 點選搜尋語言 

使用繁體中文搜尋 



3. 選擇繁體中文 

4. 畫面跳轉後即可輸入中文。(中文輸入一樣有建議字詞檢索) 

使用繁體中文搜尋 



當您找到一篇喜歡的主題或者圖片, 但沒有時間仔細閱讀的話, 
您可將感興趣的內容加入書籤, 日後就不需重新搜尋。 

將主題或圖片加入書籤, 方便日後閱讀 

進入某篇主題, 點選上方的星星符號即可完成
加入書籤 



進入內容之後, 點擊右下角搜尋, 畫面即出現搜尋列, 在此可輸入
字詞, 快速瀏覽 

在專文內輸入字詞，快速找到關鍵字 

點擊前後鍵即可
瀏覽關鍵字所在 



1. 首先要先在電腦上登入自己的帳號。 

2. 點選右上角「My Account」。 

如何管理自己的行動裝置？ 



3. 點選「Manage My Devices」 

如何管理自己的行動裝置？ 



在這畫面, 您可以管理、刪除自己的行動裝置, 未來如果換手機
或平板電腦, 可以進自己帳戶內De-activate (Logout)不再使用的
裝置。 

如何管理自己的行動裝置？ 



Benefits of UpToDate Anywhere 

增加電子病歷系統使用 

增加UpToDate實證醫學
的使用 

透過每次使用UpToDate, 
獲取繼續教育學分 

提升品質 

節省醫師時間 

增加臨床人員滿意度 

Benefits 



UpToDate® Anywhere 
iOS安裝步驟 



1. 現在, 您不再受限只能在醫院的網域內透過電腦使用
UpToDate, 只要註冊UpToDate的帳號, 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 

2.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只要有3G或Wi-Fi訊號連上網路, 就
可以使用UpToDate。 

3. 離開醫院後, 使用家用電腦或者筆記型電腦, 網址輸入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 , Log in帳號後就能使
用。 

有關UpToDate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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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現在可以透過任何行動裝置使用UpToDate的App 

 
您可以在Android、iOS、Windows 8等行動裝置系統的應用商店下載免
費的UpToDate App, 使用時須要登入帳號密碼, 一個帳號最多同時在兩
台行動裝置登入。下一張投影片將教您如何註冊您個人的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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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App Store 

� 搜尋UpToDate 

� 點擊UpToDate 

� 點擊下載 

從應用程式商店下載UpToDate Mobile App 

以iPhone為例 



1. 打開UpToDate應用程式, 登入您剛剛註冊的帳號, 點選Log In。 

2. 登入後點選右上角的Agree, 同意使用規範。 

3. 進入行動裝置首頁, 您會看到您的使用者名稱, 表示登入成功。 

登入帳號 



1. 點選Setting 

2. 點選Search Language以更改搜尋語言 

使用繁體中文搜尋 



3. 選擇Traditional Chinese 

4. 畫面跳轉後即可輸入中文。(中文輸入一樣有建議字詞檢索) 

使用繁體中文搜尋 



當您找到一篇合適的主題或者圖片, 但沒有時間仔細閱讀的話, 
您可將感興趣的內容加入書籤, 日後就不需重新搜尋。 

將主題或圖片加入書籤, 方便日後閱讀 

進入某篇主題, 點選下方的分享(此處以iPhone
為例), 再點選Add Bookmark。 



回到首頁, 點選Bookmarks & History即可找到您剛剛加入的內容 

 

將主題加入書籤, 方便日後閱讀 



進入內容之後, 點擊右下角Find in Topic, 畫面即出現搜尋列, 在
此可輸入字詞, 快速瀏覽 

在專文內輸入字詞，快速找到關鍵字 



Benefits of UpToDate Anywhere 

增加電子病歷系統使用 

增加UpToDate實證醫學
的使用 

透過每次使用UpToDate, 
獲取繼續教育學分 

提升品質 

節省醫師時間 

增加臨床人員滿意度 

Benef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