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XR 操作簡介操作簡介操作簡介操作簡介 

一一一一、、、、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1. 進入教學部網站�點選臨床技能中心�點選 DXR 軟體。或直接在網址位

置打：院內連線 10.0.250.34；院外連線 124.219.7.74。 

2. 個人電腦需有 Quick time 軟體，才能觀看影音部份。此為免費軟體，可

直接上網抓取或進教學部臨床技能中心網站下載。 

3. 進入 DXR 網站後，點選 Patients。 

 

4. 進入教師指定的診療室。 

5. 點選您想要診斷的病人。 

6. 點選 Click here to see the patient 

 

7. 鍵入管理者給您的 Name 及 Password，點選 Enter。 

8. 點選 Start。 



 

9. 若您先前已進入過這個病人，Start 的地方會出現 Continue。按 Continue

即可繼續此個案。 

10. 閱讀病人狀況的簡略說明後，根據您的需要點選 ask questions、physical 

exam 或 order lab tests。 

二二二二、、、、    按鍵按鍵按鍵按鍵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這六個按鍵（interview、exam、lab、hypothesis、diagnosis、management）

呈現在大部分的畫面上，讓您可以進入診斷病人的主要部份。 

 

 

Management：在進入最後的診斷之前皆可以進入 Management，輸

入您認為病人需要的處置。 

 

此按鍵可觀看 question、exams、lab tests 裡面您選擇的部份，加以

解釋說明。 

 

此按鍵可觀看 interview、exam、lab 這三個按鍵有解釋說明的列表，

以及與這些內容相關的諮詢。 



 

按 Notes 可觀看或修改您 Notes 的內容。Add 可讓您加想要的內容

入您的 Notes 裡。只需要 highlight 想要加入的內容再按 Add 即可。 

 

此按鍵可允許您建立 note，將所有結束個案後想要學習的內容加

入此 note。項目包括 Anatomy,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 

biochemistry, clinical medicine, microbiology, pharmacology, 

physiology。 

 

此按鍵可允許您進入 Notes，編寫 subjective data, objective data, 

assessment data, plan。填寫後按 save。 

 

可迅速將您認為的病人問題鍵入此部份，以幫助您發展最後的診

斷。 

 

可查看網上資訊。 

 

三三三三、、、、    Interview 病人病人病人病人 

1. 點選 Interview Patient（ask questions）。 

2. 點選 present illness 下方您想要問的問題後，按 Ask，下方會顯現您問題

的答案。 

 

3. 剛開始您可能只需要看 present illness category 或 review a summa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illness。選擇任何您認為適當的問題來詢問。 

4. 問過所有您想要問的問題後，點選 interview categories 下方的 Click here。 

問題 

回答 



 

5. 出現 concise statement of the patient’s major problem 和 type in new 

hypotheses 方格，填入您的答案。 

6. 可按 Up、Down、Delete，排列或刪除您的 Hypotheses。 

7. 完成後，按 Done。 

 

8. 進入下列畫面後，選擇您想看的項目。須先選擇 hypotheses、問題，再按

Ask，才能看到您想看的答案。若還不確定診斷，可選 SCANNING。 



 

9. 若要詢問特定的問題，可以點選 sesrch 後打入關鍵字搜尋。 

10. 完成 interview 後，點選下一個您想看的大項。 

四四四四、、、、    Statement of problem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1. 進入任一大項前，會要求您先列出病人可能的問題及鑑別診斷。 

2. 若想改變或重排您的診斷，點選 DDX 即可進入。 

五五五五、、、、    Exam 

1. 點選 Exam，會先出現下述畫面 

 
2. 輸入您目前的答案後，按 Done。 

3. 出現 Exam 畫面。 



 

4. 選擇要檢查的工具後，再選擇要檢查的部位，查看相關說明。說明可能

是文字、圖片或聲音檔。 

 

5. 點選 other exams 做其他您需要的檢查。 

6. 點選 consult 可獲得諮詢。 

六六六六、、、、    Lab 

1. 點選 lab 

2. 再次確認您的診斷假設，修改後按 Done。 

3. 選取您想要看的任何實驗室檢查結果。 

4. 有些檢查結果不會馬上獲知，在你進入最後的診療計畫後才會獲得檢查

工具

名稱 

檢查

部位 

工具 

部位 

說明 



結果。可在看過診斷結果後修改診斷。 

5. 可點選 test info 以了解該檢查的相關說明。 

6. 若要搜尋特定的檢查可按 search。 

七七七七、、、、    Diagnosis 

1. 做過所有您認為該做的檢查後，點選 Diagnosis。 

2. 選擇您認為最有可能的診斷後，點選 select，輸入您的描述。 

3. 若要同時選擇兩個以上的診斷，按診斷時同時按 Ctrl 鍵。 

4. 完成所有內容後，點選 enter final diagnosis。 

5. 注意，當您點選 enter final diagnosis，就無法再進入這個個案取得相關訊

息。 

 

八八八八、、、、    Management and problem list 

1. 輸入您認為個案有可能有的其他問題，排列順序後按 save。 

2. 進入下面畫面，選擇要留院治療或出院觀察。按 save。 

 



3. 選擇要給予的治療後，按 order，輸入原因。 

 

4. 完成您所有的 order 後，點選 evaluate。 

5. 進入下面畫面，完成所有問題後，點選 Done。 

 

九九九九、、、、    Initial self-assessment 

1. 進入下面畫面。 



 

2. 點選 review results。 

3. 點選任一目錄，了解您先前的診斷及處置是否正確。若左邊有出現星號，

表示您做的選擇正確。 

 

4. 閱讀過自我評量後，即結束此個案，不可再用同一組密碼進入同一個病

人。 

 

若於操作上有任何問題若於操作上有任何問題若於操作上有任何問題若於操作上有任何問題，，，，請洽教學部組員賴請洽教學部組員賴請洽教學部組員賴請洽教學部組員賴怡君怡君怡君怡君，，，，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3645364536453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