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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Read Papers

2005.01.22
楊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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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醫學的五個步驟

1. Asking an answerable question﹝問可以回答的問

題﹞

2. Acquire the best evidence﹝搜尋最佳實證文獻﹞

3. Critical appraisal﹝謹慎的文獻評讀﹞

4. Integrating the appraisal with clinical expertise and 
patients’ preference﹝臨床應用﹞

5. Auditing performance in step 1-4﹝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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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Best Evidence才
值得我們細細品嚐

，好好研讀！

What is the best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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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Kind of Paper?
Type of publication?

Letters, brief communications, editorials
Case reports
Original articles (Clinical / Laboratory or experimental )
Review articles

Objective or Methodology?
Therapeutics, diagnostics, prognosis, etiology
Guidelines
Economic analy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EBM reviews (systematic review & meta-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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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天王

可信

重要問題

方法正確

結論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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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hat Journal?

出身? Impact factor

系出名門? SCI

身家清白（誠信）? Peer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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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ected by Peer Reviewed

Not address an 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Not original, Not test the authors' hypothesis 
The sample size was too small 
The study was uncontrolled or inadequately controlle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incorrect or inappropriate 
Drew unjustified conclusions from their data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paper is so badly written that it is 
incomprehen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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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Authors
IMRAD

Abstracts
Introduction
Materials & Methods
Results
Discussion
Acknowledgement

Type of Studies
Diagnosis / Treatment / Prognosis / Economic …
Systematic reviews &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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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作者是誰，立場如何，可信嗎？

研究主題：想回答什麼問題，有何臨床重要性？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適當？有何缺失？

選擇樣本：研究對象為何，如何選出？

收集資料：如何收集資料？是最好的方法嗎？

分析資料：如何統計分析資料，適當嗎？

結果解析：發現了什麼？結果與假設一致嗎？

討論應用：有何臨床上的含義？合理嗎？

天龍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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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天王

可信

重要問題

方法正確

結論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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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龍八步

研究團隊（Authors ）
研究主題（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
研究設計（Study design ）
選擇樣本（Sampling ）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
分析資料（Data processing & statistics ）
結果解析（Interpretation ）
討論應用（Discussion & a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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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誰，立場如何，可信嗎？

研究團隊的專長領域。專業背景和資歷。

參與研究的一個或數個單位。。

主要研究者：常常放在第一位。
通訊作者：唯一列出完整地址和接觸細節的作
者（corresponding author）。

作者清單可能很長。

Gift authorship 
Types of journal articles & supplements. 
Acknowledgements 

Source of fund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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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天王

可信

重要問題

方法正確

結論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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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龍八步

研究團隊（Authors ）
研究主題（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
研究設計（Study design ）
選擇樣本（Sampling ）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
分析資料（Data processing & statistics ）
結果解析（Interpretation ）
討論應用（Discussion & a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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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參考現有的證據並對文獻作簡單扼要的回顧
解釋研究的背景
現有的證據並無法使人滿意

研究的目的
它在臨床上重要嗎？症狀會影響生活品質，對主要
的治療產生不便嗎？
公共衛生上的重要性嗎？這個疾病是社會的一個大
負擔－－可能是殘障，或是增加健康或社會福利的
支出嗎？
這個興趣合理嗎？進一步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對事情
發生的原因或結果的了解嗎？

提出假說

什麼問題？臨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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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re deciding whether a paper is worth
reading, you should do so on the design of
the methods section and not on the interest
of the hypothesis, the nature or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results, or the speculation in th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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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Evidence!

可信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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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Appraisal
or

Level of Evidence

20

Methodologic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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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天王

可信

重要問題

方法正確

結論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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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龍八步

研究團隊（Authors ）
研究主題（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
研究設計（Study design ）
選擇樣本（Sampling ）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
分析資料（Data processing & statistics ）
結果解析（Interpretation ）
討論應用（Discussion & a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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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treatment or other medical 
interventions - double blin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Prognosis -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ies
Causation - cohort or case-control studies 
Case reports - rapidly & alerting (ADRs, 
emerging disease) 

什麼問題與研究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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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Design

Observational (surveys)
Descriptive 
Analytic

Experiments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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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al Studies
Descriptive 

Case reports, Case series
Cross-sectional studies
Longitudinal studies

Analytic
Ecological studies: 葡萄酒飲用量 v.s. 心血管疾病死亡率

Cross-section, two-group studies
Case-control studies
Cohor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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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ies
Interventional studies

Trial
Randomized
Control

Treatment
Medication, Angioplasty, Surgery
Rehabilitation, Psychotherapy, 
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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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ized
目的：減少選擇偏見，隱藏治療分組訊息

看診的時序
(1) 星期一三五的treatment A ，二四六的treatment B。
(2) 單號的用treatment A ，雙號的用treatment B。

丟骰子
(3) 單數用treatment A ，偶數用treatment B。
(4) 能被三除盡的用treatment A ，不能的用treatment 
B。

(5) 電腦能隨機地產生數字，單數用treatment 
A ，偶數用treatment B。

28

Controlled
Placebos or Treatment-as-usual
New intervention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如果部分受試者提前退出試驗，是否加入分析？

例如，部分病人無法接受分配到的治療，或分配到
的治療副作用較多。若資料分析時排除他們，隨機
化過程所除去的偏見將再出現。目前建議的做法是
將所有經過分組的病例都納入分析，即使他們沒有
接受完整的治療（不論是什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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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ded

遮眼、盲目

受試者

評估者

分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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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龍八步

研究團隊（Authors ）
研究主題（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
研究設計（Study design ）
選擇樣本（Sampling ）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
分析資料（Data processing & statistics ）
結果解析（Interpretation ）
討論應用（Discussion & a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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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Setting
National, Community or population-based study 

Service-based 

廣泛應用，具代表性，花費少，精確地收集更多資訊

母群體與樣本
觀察一群人，並希望能以他們來代表並應用到一群更大的群體
上。

目標族群（target population）：研究可能適用的最大群體
‧「所有15到18歲在台灣的胰島素依賴型糖尿病人」

研究族群（study population）：
‧「15-18歲在林口長庚看診的所有胰島素依賴型糖尿病人」

問題：住院，門診；醫學中心，開業醫；一般科門診，專科門
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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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抽樣技術
方便抽樣法

系統抽樣法

隨機抽樣法

具代表性、典型（沒有偏差），適用性廣

樣本大小與統計檢定力（power）

對照組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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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How were the subjects recruited?
Who was included in the study?

Sex, Language, Ethnic group
Who was excluded from the study?

Severity of disease
Co-morbidity

Were the subjects studied in "real life"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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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最後一個決定參與研究案例特性的是他們參與
研究並持續到研究結束的意願。
拒絕者（refusals）是那些在徵求同意時拒絕
加入的人。
中途退出（dropouts）是研究開始時同意加入
但卻無法完成的人。
失去追蹤（losses to follow-up）指的是那些
沒得到結果資料的人；他們經常但不完全是中
途退出。
如果後兩者的人數占樣本數的大部分時，這可
能對研究結果造成嚴重地偏差，因為那些同意
參加並能完成研究的人和那些拒絕參加或中途
退出的未必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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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龍八步

研究團隊（Authors ）
研究主題（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
研究設計（Study design ）
選擇樣本（Sampling ）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
分析資料（Data processing & statistics ）
結果解析（Interpretation ）
討論應用（Discussion & a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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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資料

測量的偏見

數值遺失
？遺失數值不是隨機分佈

找出有數值遺失的案例

假設遺失數值與樣本的平均值相同

假設之後每個遺失的數值，與這個病例最後
一次追蹤量得的數值相同（追蹤型研究）：
last observation carried forward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sensitiv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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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ollection

Sample size
What level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ould constitute a clin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Mean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principal 
outcome variable.
Type II error & Power: Power 80~90%.

Duration of follow up
Completeness of foll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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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龍八步

研究團隊（Authors ）
研究主題（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
研究設計（Study design ）
選擇樣本（Sampling ）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
分析資料（Data processing & statistics ）
結果解析（Interpretation ）
討論應用（Discussion & a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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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的目的

描述

比較

40

Describe Your Data – 描述

41

The Type of Data

類別型資料

名字型類別

順序型類別

數值資料

連續型數值資料

離散型資料

42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Shape & 
distribution

描述資料的方式不
同

Statistical tests:
數學模型與假設

適用於某種類型與
分佈形態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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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Data
描述資料

Location: mean, median, …
Spread: standard deviation, range,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此區間包含真正母群體參數的機率是 95%

Median & range:
樣本數小，分佈明顯地偏斜，或有極端值

資料可能不精確

順序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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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Your Data – 比較

Difference（差）

Proportion（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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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and Risk

Percentage

Relative risk (RR) = [a/(a+b)] / [c/(c+d)]
Odds ratio (OR) = (a/b) / (c/d)

OR ~ RR ?

dcNo
baYes

NoYesExposure
Outcom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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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difference significant?

Clinically

Statis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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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檢定與 p-值

H0 (null hypothesis)
Ａ與 B 對 Dx 療效沒有差異。

Effect of treatment A = Effect of treatment B
H1 (alternative hypothesis)

Ａ與 B 對 Dx 療效有差異。

p-值
H0 為真的機會

Ａ與 B 對 Dx 療效沒有差異的機會。

Alpha = 0.05 （機會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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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s

Type I error (alpha) = c
false negative
Type II error (beta) = b
false positive

Power = 1 – beta = d

dcReject H0

baAccept H0

H1H0Test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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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tests
適用於某種類型與分佈形態的資料

數學模型與假設

數值型 v.s. 類別型資料

t test, F test v.s. Chi-square

Independent v.s. paired data
2-sample t test v.s. Pair t test

Parametric v.s. non-parametric tests
2-sample t test v.s. Mann Whitne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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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Interval (C.I.)

95% Confidence interval
此區間包含真正母群體參數的機率是 95%

Treatment A v.s. treatment B in AMI
P value = 0.841, 0.048, 0.001
95% C.I. of decrease in mortality rate

• -1.49 to 1.20
• -3.20 to -0.22
• -0.10 to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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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龍八步

研究團隊（Authors ）
研究主題（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
研究設計（Study design ）
選擇樣本（Sampling ）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
分析資料（Data processing & statistics ）
結果解析（Interpretation ）
討論應用（Discussion & a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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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龍八步

研究團隊（Authors ）
研究主題（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
研究設計（Study design ）
選擇樣本（Sampling ）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
分析資料（Data processing & statistics ）
結果解析（Interpretation ）
討論應用（Discussion & app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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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討論開始時通常會簡要地總結主要研究的
結果。
和之前相似研究的發現比較，並指出他們
是否同意或不同意之前的研究。
對結果相同或不同的論文，作者有何評
論？還是只引用意見相同的論文？
好的討論常會包括一段針對自己研究簡短
扼要的評論，並指出本篇研究主要的優勢
和弱點，並思考研究結果是否可能因它的
設計或執行而出現某種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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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你可能找到有關研究結果解讀的建議：他
們是否有合理的解釋？若所有呈現面前
的，都是我們已知道的結果，他們可能提
出一個令人興奮發現來挑戰我們已知的理
論，但是，我們最好能三思以確認他們是
否可靠。
尋問他們對未來應用有何影響：「根據這
個研究的結果，我們接下來需要進行什麼
樣的研究，或是回答它提出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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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 Method

Acquire the 
best evidence

Appraise 
the evidence

Apply
evidence to 
patient care

Assess 
your patient

Ask clinic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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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論文是否可讀？

Best evidence
誠信

方法（研究設計＞統計方法）

研究設計 = 出身

統計方法 = 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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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天王

可信

問題重要

方法正確

結論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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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龍八步

研究團隊（Authors ）
研究主題（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 ）
研究設計（Study design ）
選擇樣本（Sampling ）
收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
分析資料（Data processing & statistics ）
結果解析（Interpret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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