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急性心肌梗塞之治療
一、前言
由於生活水平提高、醫藥科技的進步

inhibitors；ACEIs)、血管張力素受

，疾病的型態從急性傳染疾病演變成以慢

體抑制劑(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

性疾病為主1。根據WHO 2014年公布全球

ARBs)、乙型交感神經阻斷劑(Beta

十大死因中，心臟疾病是第一位，每年約

blockers)及麻醉性鎮痛藥等，但病人除急

有740萬人死於心血管疾病，其死亡率為

性心肌梗塞的治療用藥外，尚會因不同

44-50% 2。根據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疾病而使用其他藥品，除已知的藥物交

Heart Association，AHA)所公布的報告，

互作用產生的風險外，潛在的用藥風險

2011年當中每7人就有1人因為冠狀動脈疾

仍有待發現。

病 (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 而死亡
，據統計達375,295美國人死於CAD3。
隨著國人飲食西化，以及現代人生活

在世界上多數已開發國家中，心血
管疾病(Cardiovascular heart disease)已經
是主要的死因之一，尤其是65位以上老

緊張種種原因，近年來心臟疾病已躍居台

年族群5，根據衛福部統計，在2014年有

灣十大死因中的第二名。根據衛生福利部

19,400人死於心血管疾病，平均每27分鐘

統計，心血管疾病中以急性冠狀動脈綜合

就有1人死於心血管疾病，而心血管疾病

症(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占最多

為台灣十大死因第2位。其中因為心血管

，嚴重危害國人健康。急性冠狀動脈綜合

疾病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急性心

症主要包括兩種病症，一個是不穩定型心

肌梗塞，而急性心肌梗塞又是所有心血

絞痛(Unstable angina；UA)，另一個則是

管疾病中較危險的一種病症，於2011年

心肌梗塞(Myocardial infarction；MI)，而

，因為心臟疾病而死亡的人數為 16,513

其中又以併發急性心肌梗塞(Acute

人，佔所有死亡人數之10.86%，其中因

myocardial infraction；AMI)最可怕，急性

為急性心肌梗塞(ICD-9CM: 410)而死亡的

心肌梗塞的發生年齡目前有年輕化趨勢4。

人數為 5,139 人，佔所有死亡人數之

一般來說，急性心肌梗塞的治療藥物
中，包含血栓溶解劑(Fibrinolytic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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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6。
由振興醫院心臟內科主任 殷偉賢等

鈣離子阻斷劑(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人的團隊，發表的一篇研究，是以健保

CCBs)、硝酸鹽(Nitrates)、血管收縮素轉

資料庫作為資料來源，針對AMI病人，

化酶抑制劑(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從1997追蹤到2011這15年期間，將AMI

1

三個共病症當中AMI發生率最高的。其

病人發病率(Incidence)的時間趨勢與住院

中圖2提到住院死亡率的差別，分別以整

死亡率(In-hospital mortality)做出折線圖與

體和性別的不同呈現出來，整體趨勢是

敘述性的描述7。圖1描述的是三個不同的

下降的，但是女性死亡率一直是高於男

共病症與各年因AMI而住院的人數比例，

性，可推論女性在AMI病程的控制當中

可以發現到在整體趨勢中，AMI的發生率

，有較高的難度，且女性嚴重程度比男

是緩緩上升的，而有高血壓的病人一直是

性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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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連續三次篩檢結果皆為正常，可以

圖一、不同共病症的病人與各年間因AMI而發病的人數比例7

圖二、各年間AMI住院死亡率與不同性別作的比較7

2

世界上多數已開發國家中，心血管疾病為

只是部分阻塞血管，冠狀動脈血流灌注

主要的死因之一，關於其危險因子，主要

減少但未完全中斷，將引起不穩定型心

有吸菸、肥胖、高血壓、高脂血、糖尿病

絞痛(Unstable angina)。

等等。而急性冠狀動脈綜合症(ACS)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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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急性心肌梗塞臨床症狀與診斷

STEMI病人，可能會發生長時間胸

人心血管疾病中佔最多數的。急性冠狀動

骨後的胸痛、胸悶、氣短、出汗、噁心

脈綜合症臨床診斷可依其心電圖

或嘔吐等症狀。有些病人的口述症狀中

(Electrocardiogram；ECG)區分為ST波段上

，常會與消化不良或胃腸道不舒服混淆

升心肌梗塞(ST-segment elevation

，有些病人則會形容像灼熱感，疼痛地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非ST波段

方也不盡相同，可能出現在手臂，肩膀

上升心肌梗塞(non-ST-segment elevation-

，頸部，下顎，或背部等等11-12。如果發

MI；NSTE-MI)以及非特異性心電圖變化

生急性心肌梗塞時，上述的症狀通常會

的急性冠狀動脈疾病8。

持續至少二十分鐘13。老年人可能會出現

急性心肌梗塞可分為STEMI與NSTE-

低血壓或是腦血管疾病的症狀，而非胸

MI兩種，導因於冠狀動脈壁上粥樣斑塊，

痛，然而並非所有STEMI都有症狀，估

容易破損，進而形成血栓，此類血栓會導

計約有20%的STEMI是沉默的，而且經常

致各種不同程度的冠狀動脈阻塞，讓血流

發生10。

灌注(Perfusion)的需求與供應失衡，進而

美國及歐洲心臟學會於2012年舉行的

造成心肌局部或長期缺血，當冠狀動脈血

歐洲心臟學會年會時，提出第三次心肌

管的斑塊突然破裂時，會引發局部血小板

梗塞國際上的通用定義(Universal

作用而讓血栓形成，若血栓大到足以完全

definition)，是將急性心肌梗塞(Acute

阻斷血流，心肌將缺氧壞死，即為急性心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定義為臨床

肌梗塞，通常完全性的冠狀動脈阻塞會導

出現心肌缺氧同時並有心肌壞死之實證

致STEMI 9-10。血栓的形成，亦是心臟猝死

，在這樣條件下，於表1各項標準當中任

(Sudden cardiac death)的主要原因。若血栓

何一項符合，即為心肌梗塞8,14。

3

表一、心肌梗塞定義8

百分位值a，而且下列五項要件中，至少合乎一項：
(1)心肌缺氧的症狀；(2)心電圖出現顯著的ST-T波段之變化，或新出現的LBBB；(3)心電圖出
現病理性的Q波(pathological Q waves)；(4)影像檢查證實：新損失的活性心肌，或新出現的
局部心室壁活動異常；(5)經由血管攝影或解剖確認有冠狀動脈內血栓。
2. 心臟死亡：同時合併出現心肌缺氧的症狀，或心電圖出現新的缺氧變化，或新的L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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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肌生化標記的升高及(或)降低，最好以cTn值作為依據。cTn值至少有一次高於URL的99

但在尚未抽血檢驗心肌生化標記，或心肌生化標記還未上升之前，就已發生死亡。
3. 與PCI有關的心肌梗塞：
如果病人原先cTn值正常，術後48小時內，cTn值大於5倍的URL之99百分位值；如果病人原
先cTn值已經升高且穩定，或正下降中，術後值上升超過原先的20%。此外，還包括以下四
項之一：心肌缺氧的症狀；心電圖出現新的缺氧變化；血管攝影顯示與實施PCI過程中的併
發症相關；影像檢查證實：新損失的活性心肌，或新出現的局部心室壁活動異常。
4. 與支架血栓(Stent thrombosis)有關的心肌梗塞：
出現心肌缺氧的症狀，及心肌生化標記升高或降低，且至少一值大於URL之99百分位值a，
後經由冠狀動脈攝影或解剖證實。
5. 與冠狀動脈繞道手術(CABG) 有關的心肌梗塞：如果病人原先cTn值正常，術後48小時內，
cTn值大於10倍的URL之99百分位值a。此外，還包括以下三項之一：
(1)心電圖出現病理性的Q波或新的LBBB；(2)血管攝影證實新移植的血管或原先血管發生新
的血栓；(3)影像檢查證實：新損失的活性心肌，或新出現的局部心室壁活動異常。
先前的心肌梗塞(prior myocardial infarction)之標準，合乎以下三要件之一：
(1)心電圖出現病理性的Q波：在沒有非缺氧原因之下，無論有無症狀與否；(2)影像檢查證實，
在沒有非缺氧原因之下，損失活性心肌的部位變薄，而且無法活動收縮；(3)病理學發現先前
的心肌梗塞。
註: cTn: cardiac troponin，心肌鈣蛋白；ST-T: ST-segment-T wave，ST節段-T波；LBBB: Left
Bundle Branch Block，左束傳導阻滯；PCI: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經皮冠狀動
脈介入治療；CAB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冠狀動脈繞道手術。
a心肌鈣蛋白(cardiac troponin, cTn) 的診斷數據不再使用正常範圍(normal range) 來做界定，而
是以參考值上限(upper reference limit, URL) 做為指標。所謂的參考值上限，是以正常對照組
的99百分位值(the 99th percen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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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急性心肌梗塞發生時，快速的診斷

歐洲心臟期刊(European Heart Journal)亦

並採取適當的治療行動以解決病人問題，

針對STEMI急性心肌梗塞發生後，對於

在治療環節中是非常重要的，可儘速以血

需要哪些長期治療藥物與作為作出了建

therapy)9，配合

議，包含了生活方式介入和危險因素控

管再通暢治療(Reperfusion

血栓溶解劑，以達到快速回復心肌血流灌

制: 戒菸、飲食與體重控制、身體活動、

注的目標。治療手段包括: 實施經皮冠狀

血壓控制、社會心理因素介入

動 脈 介 入 治 療 (Percutaneous Coronary

(Psychosocial factor interventions)、以運

Intervention, PCI) 、 冠 狀 動 脈 繞 道 手 術

動為基礎的康復計畫(Exercise-based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以及恢復基本活

或是較傳統的經皮冠狀動脈氣球擴張術

動力(Resumption of activities)等方式17。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心肌梗塞之藥物分為早期的藥物治

coronary angioplasty；PTCA)，治療後其收

療與晚期心肌梗塞預防藥物，早期的藥

縮的功能可回復到正常的程度，亦可以緊

物依序為血栓溶解劑、抗血小板藥物

急藥物做處置。其中，後續的口服藥物治

(Aspirin 、 GP IIb/IIIa 抑 制 劑 、 P2Y12

療也相當重要，以預防再梗塞的發生。

receptor 抑制劑)、抗凝血藥物、乙型交

依據美國心臟學會做出之建議，針對

感神經阻斷劑 (β-blockers)、鈣離子通道

STEMI急性心肌梗塞發生後，早期急性心

阻斷劑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CCBs)

肌梗塞的處置，包含了: 氧氣(氧氣飽和度

、硝酸鹽 (Nitrates)；晚期預防藥物為用

小於90%)、麻醉性鎮痛劑(Morphine)、舌

血管收縮素轉換酶抑制劑 (Angiotensin-

下 (Sublingual)

(NTG) 、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 血

Aspirin 、 抗 凝 血 藥 物 (Heparin 、

管 收 縮 素 受 體 阻 斷 劑 (Angiotensin II

Bivalirudin) 、 血 栓 溶 解 劑 (Fibrinolytic

Receptor Blocker; ARB 或 AT1 receptor

agents)。Morphine用於消除急性心肌梗塞

blocker) 、 降 血 脂 藥 品 (Lipid-Lowering

所致之疼痛，並減少心臟收縮的前負荷，

Agents ： 典 型 的 藥 品 如 HMG-CoA

但無法降低死亡率 15 。早期急性心肌梗塞

reductase inhibitors)、以及醛固酮拮抗劑

的處置亦可依據STEMI初始藥物處置流程(

(Aldosterone antagonists)。其中抗血小板

圖3)16 。臨床上常將血栓溶解劑與抗血小

藥物 (Aspirin與P2Y12 receptor 抑制劑)、

板藥物和抗凝血藥物一起並用，藉以控制

乙型交感神經阻斷劑以及硝酸鹽皆為早

AMI發生時心臟壞死的情況。而心衰竭為

期與晚期的治療藥物。

Nitroglyce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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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急性心肌梗塞用藥與處置

AMI病人一個嚴重的後遺症，因此預防心
衰竭也成為AMI治療很重要的一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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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初始藥物處置流程16
(1) 血栓溶解劑(Fibrinolytic agents)
血栓溶解藥除可以使栓塞之冠狀動脈

，成為對纖維蛋白(Fibrin)具專一性的胞
漿素原(Plasminogen)活化劑，全名是

恢復通暢外，同時可局限心肌梗塞範圍，

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並改善其預後，用於急性心肌梗塞之血栓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是一種與血

溶解 18 ，依據美國心臟學會做出之建議，

塊分解有關的蛋白質，可在血管的內皮

病人若診斷為急性心肌梗塞，應於症狀發

細胞上發現，它可以促使Plasminogen變

生12小時內使用血栓溶解劑15。

成Plasmin，進而促使血塊的分解19。而

血栓溶解劑通常是利用基因重組

Urokinase與其他血栓溶解劑不一樣，它

(Recombinant)技術，將天然的t-PA(Tissue

是由人尿中進行分離，以無菌方式製成

plasminogen activator)蛋白質構造加以改進

高純度的酵素，亦為Plasminogen活化劑

6

diphosphate) 結合到特定血小板P2Y12接

Alteplase、Streptokinase、Urokinase。

受器，藉此抑制需經由ADP而活化的

(2) 抗血小板藥物

GPIIb/IIIa複合體，進而抑制血小板的凝

包含COX抑制劑(Aspirin)、GP IIb/IIIa
抑 制 劑 、 P2Y12

receptor

抑 制 劑

集20。臨床上的治療藥物有：Clopidogrel
、Ticlopidine、Ticagrelor、Prasugrel。美

(Clopidogrel、Prasugrel)。

國心臟學會建議，在STEMI的病人執行

1.

PCI後，應盡早投予P2Y12 抑制劑，如

Aspirin
Aspirin可使環氧酶(Cyclo-oxygenase)乙

Clopidogrel 600mg的負荷劑量，接著每天

醯化，以不可逆的方式抑制環氧酶，進而

75 mg持續至少一年。更有一些研究顯示

抑制前列腺素(Prostaglandin)衍生物TXA2

，Clopidogrel合併Aspirin能為急性血管損

(Thromboxane A2)的合成，TXA2可活化血

傷的病人帶來好處，包含ACS21 (包括

小板，促使血小板凝集而產生血栓，抑制

NSTE-MI或STEMI) 或是AMI22的發生。

TXA2的合成可達到抗血小板作用。依據美

(3) 抗凝血藥物(Anticoagulants)

國心臟學會做出之建議，住院第一天起每

主要治療藥物是Heparin，包含傳統

天口服160–325 mg，實施PCI

肝素(Unfractionated heparin；UFH)和低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經皮

分子量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冠狀動脈介入治療)後，Aspirin 口服75–

；LMWH)，透過驅動antithrombin III 進

162 mg，需持續使用15。

而抑制thrombin (thrombin可活化凝血因

2.

子IX, X, XI, XII, 以及plasmin)，進而防止

GP(Glycoprotein) IIb/IIIa抑制劑
GP IIb/IIIa是血小板凝集作用的受器之

fibrinogen 轉換成 fibrin，臨床使用上僅

一，而血小板可藉由纖維蛋白原

能 藉 由 靜 脈 持 續 輸 注 方 式 給 予 23 。

(Fibrinogen)與GP IIb/IIIa接受器互相交聯

Heparin臨床使用上會與血栓溶解劑或執

(Cross-linking)，促使血小板的凝集，此藥

行PCI時一起使用，最常使用的劑量是

物為阻斷血小板的交聯作用，進而抑制血

70~100 IU/kg ， 監 測 活 化 凝 血 時 間

小板的凝集。臨床上以靜脈注射方式給予

(Active Clotting Time ； ACT) 維 持 在

，治療藥物包括: Abciximab、Eptifibatide

250~300秒 24 。臨床上主要使用的抗凝血

、Tirofiban。

藥物包括了UFH、LMWH (Enoxaparin、

3.

Fondaparinux)。

P2Y12 receptor 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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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溶解劑包括了Tenecteplase、

作用機轉為選擇性抑制ADP (Adenosin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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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凝血路徑與抗凝血藥物作用位置25
(4) β-blockers

以及血壓，從而減少心臟工作負荷，使

據美國心臟學會做出之建議，所有病

心肌需氧量減少；同時心跳變慢，增加

人發生急性心肌梗塞的24小時內，在無任

了心舒張期血流灌注的時間，因而增加

何禁忌症情況下，均應使用，禁忌症為嚴

了冠狀動脈血流及氧氣的供應18，藉此降

重心衰竭、氣喘、高度的房室傳導阻斷、

低復發性缺血、梗塞範圍、再梗塞風險

心跳過慢(小於每分鐘60下)、低血壓(收縮

或是心室性心律不整(Ventricular

壓 小 於 100mmHg) 或 是 心 因 性 休 克

arrhythmias)。治療藥物包括了: Atenolol

(Cardiogenic shock)。當病人入院後的狀態

、Carvedilol、Metoprolol以及Propranolol

穩定後，須持續使用 26 。其作用之機轉在

。

於競爭性阻斷心肌細胞上的β1 受體，減少
交感神經對心肌之興奮，降低心跳速率、
心肌收縮力

8

ACEIs應用於所有發生過心肌梗塞的

在VALIANT的研究中，收錄AMI病人，
其中分為三組，一組單獨使用Valsartan

病人，但須於病人血液動力學處於穩定後

共4909人，另一組使用Valsartan加上

才能夠使用，可作為預防再梗塞以及預防

Captopril共4885人， 以及單獨使用

心衰竭的發生。對於心肌梗塞病患而言，

Captopril共4909人，主要終點指標為任何

ACEIs與 ARBs的好處在於預防心臟重塑

原因導致的死亡，ACE Inhibitors如

(Cardiac remodeling)作用，研究顯示，於

Captopril已經有研究顯示，在發生過心肌

左心室功能障礙(LV dysfuction)者或具有

梗塞的病人，使用Captopril可降低心血管

心衰竭症狀的病患，使用ACE抑制劑後可

相關的共病症，如左心室功能低下、心

降低死亡率 26 ，一般而言，心臟射出分率

衰竭或是兩者皆有的風險，以及降低病

(Ejection fraction；EF)小於或等於0.4時需

人死亡率，VALIANT的研究結果發現如

使用ACEIs與ARBs。若病患出現無法耐受

圖6所示，大部分的結果呈現狹窄的信賴

乾咳副作用之情形，可考慮以ARB替代。

區間，比較使用Valsartan與使用Captopril

臨 床 上 ACEIs 使 用 的 藥 品 有 Captopril 、

的組別，降低主要心血管事件的風險一

Enalapril 、 Lisinopril 、 Ramipril 、

樣有效，但在Valsartan加上Captopril合併

Trandolapril ； ARB 使 用 的 藥 品 有

使用的這一組，反而增加了不良反應27，

Candesartan、Valsartan。

並沒有改善存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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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CEIs/ ARBs

圖六、使用Valsartan/Captopril/兩者合併的心血管死亡率與發病率27

9

risk:1.03；0.89~1.18，P=0.72)，在此研究

是心衰竭共5477位病人，隨機分配到兩組，一

結果中，兩種藥品在死亡率的統計結果

組是每天使用Losartan 50 mg一次，另一組別是
一天使用Captopril 50 mg三次，結果發現
Losartan與Captopril在心源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 或是心臟驟停復甦(Resuscitated
cardiac arrest)的比例分別是9%與7% (Relative

，並沒有發現顯著差異， 但在耐受性的
比較結果當中，Losartan的耐受性顯著高
於Captopril，圖7顯示總體有458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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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PTIMAAL的研究中，共收錄了發生AMI或

停止使用Losartan，有624人(23%)停止使

risk: 1.19；0.98~1.43，P=0.07)；致命或非致命

用Captopril (P <0.0001)28，因此臨床使用

的再梗塞(Fatal or non-fatal reinfarction)分別是

上，若病人出現無法耐受ACE Inhibitors

384人以及379人，比例都是14 % (Relative

的副作用時，可考慮以ARBs來做替代藥
品。

圖七、使用Losartan/Captopril的停藥與不良事件比率28
(6) Nitrates
美國心臟學會做出之建議，Nitrates能夠
是擴張靜脈與動脈的血管平滑肌，降低心臟前

dinitrate (ISDN) 與Isosorbide mononitrate
(ISMN) 同屬Nitrates藥品，這兩個藥品當

負荷藉此增加冠狀動脈血流，緩解心肌缺氧的

作心肌梗塞之預防。Nitrates是一種血管

狀況。血管注射NTG對STEMI的病人也有幫助

擴張劑，可鬆弛血管平滑肌，擴張周邊

。需要注意的是，Nitrates不能使用於低血壓、

血管，特別是靜脈血管。由於擴張靜脈

心 搏 過 緩 或 過 速 的 病 人 、 24 小 時 內 使 用

血管可增加靜脈容積，減少回心臟的血

Sildenafil或Vardenafil (PDE-5抑制劑)或是48小

液量，因此可降低左心室之前負荷

時使用Taladafil (PDE-5抑制劑)的病人 15 。而

(Preload)，而小動脈之擴張可降低全身性

Isosorbide

10

於冠狀動脈疾病或中風的病人有預防與

(Afterload)，Nitrates亦可使冠狀動脈擴張

降低死亡率的好處，根據美國國家膽固

，使心臟供應氧氣的量增加，改善狹心症

醇教育計畫之成人治療準則(National

之症狀。ISDN有口服與舌下劑型，ISDN

Cholesterol Education Program Adult

經口服後可由胃腸道迅速而吸收，其餘則

treatment panel recommendations；NCEP

被肝臟代謝成仍具活性的代謝產物－

ATPI)，所有冠狀動脈疾病的病人都需要

ISMN，ISMN也直接被當作口服藥使用，

接受飲食指導以及藥物治療來達到理想

用來預防狹心症。

的血脂濃度(LDL cholesterol concentration

(7) 鈣離子阻斷劑 (CCBs)

<100 mg/dL)，Statins是所有降脂血藥品

CCBs主要抑制鈣離子流入心肌或血

中最優先的選擇。雖然Statins主要功效就

管平滑肌細胞，導致血管擴張，同時降低

是降脂血，但是許多研究顯示它有額外

血壓。Dihydropyridine CCBs (DHP-CCBs)

的功效，在急性冠狀動脈的病人可改善

如Amlodipine、Nifedipine、Felodipine，主

血管內皮功能、抗發炎與抗血栓等特性

要針對周邊血管擴張，以緩解缺血症狀，

。除此之外，NCEP也提出建議，為了要

並沒有作用在房室節(Atrioventricular node

達到更好的預防效果，LDL濃度最好控

； AV node) 的 傳 導 與 心 跳 速 率 ， 而

制在<70 mg/dL31，使用藥品如

Amlodipine通常會與β-blockers治療合併有

Atorvastatin、Simvastatin。

高血壓的病人，也是所有CCBs當中最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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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阻力，進而降低心臟之後負荷

在一個Meta-analysis的研究中，慢性穩

使用的藥品；而Non-Dihydropyridine CCBs

定型心絞痛以及ACS的病人，其中包含

(non-DHP) 以Diltiazem、Verapamil兩個藥

AMI的病人，比較使用Statin較高劑量

品為主，則有作用在房室節的傳導，降低

(Intensive thearpy：每天80 mg

心收縮力與心跳速率 29 ，臨床上這類藥品

Atorvastatin)治療與標準劑量治療

是使用在病人對β-blockers有使用禁忌時，

(Standard therapy：每天40 mg Pravastatin)

且用來緩解缺血症狀之情況，若病人有合

後，對於死亡率、心肌梗塞再發生或是

併高血壓的情況，則需先考慮β-blockers30

中風等等主要終點指標的差異，由圖8中

，也因此non-DHP CCBs不能使用於急性

得出的結果顯示，使用Atorvastatin的組

心衰竭或是左心室功能不全的病人，不然

別下降16% Hazard ratio (P=0.005)，

會惡化心衰竭，增加病人死亡率。

Intensive thearpy較能保護心血管疾病以

(8)降脂血藥

及降低死亡率32。

越來越多資料與研究指出，Statins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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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以Hazard ratio呈現Atorvastatin與Pravastatin主要終點指標的差異32
(9) Nicorandil
Nicorandil能打開ATP敏感型鉀離子通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TIMI) 於使用
Nicorandil的組別中顯著降低 (Risk ratio：

道 (ATP-sensitive potassium channel)，而

0.57；95% CI: 0.42~0.79)；使用

Nicorandil的作用目前仍處於假設，可能有

Nicorandil的組別在左心室的射出分率

抗自由基 33 、小冠狀動脈血管擴張，在臨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

床上是AMI病人執行PCI後的輔助療法，

的表現如圖9所示，圖形以森林圖(Forest

一個系統性回顧的隨機對照試驗，分成有

plot)的方式呈現，比沒有使用

執行PCI且使用Nicorandil或是有執行PCI但

Nicorandil的組別來得高(Mean

沒 有 使 用 Nicorandil 兩 組 ， 以 PubMed 、

difference=3.08；95% CI: 0.79~ 5.36)，但

EMBASE以及CENTRAL資料庫為資料來

到目前為止由於納入的研究樣本人數很

源，共納入14篇試驗1680位病人，以Meta-

小，因此Nicorandil的臨床益處還未確立

analysis進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血

34。依據台灣心臟協會STEMI準則中提到

栓溶解劑的心肌梗塞發生率 (Thrombolysis

，建議住院後的藥物治療，如表2所述。

圖九、比較有使用與沒使用Nicorandil對LVEF的差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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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建議住院後的藥物治療26
每天Aspirin 100 mg一次以及Clopidogrel 75 mg一次

2.

實施PCI後，若有需要，則靜脈注射GP IIb/IIIa受體拮抗劑

3.

靜脈注射UFH確保活化部份凝血活素時間(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的時間約在正常值的2倍

4.

胸痛時給予舌下錠或是靜脈注射NTG(無禁忌情況下)

5.

Beta-blockers(無禁忌情況下)

6.

ACE inhibitors或ARBs(無禁忌情況下)

7.

使用Statins

8.

合併心衰竭的病人給予Spironolactone (無禁忌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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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結論
急性心肌梗塞(Acute myocardial infraction

飲食調控，方能維持一定的生活品質。

；AMI)為具有高致死率之疾病，若病人存

如果能準確地將急性心肌梗塞病人做危

在其他共病症，如高血壓、糖尿病或慢性

險分層，如性別、年齡以及不同共病症

腎臟衰竭時，應格外注意病人的疾病情況

加以區分，讓同時有急性心肌梗塞與其

與臨床反應。而AMI病人可能演變成心臟

他共病症的病人得到更妥善的照顧，提

衰竭，因此AMI病人須被妥善照護，平時

升急性心肌梗塞病人的用藥安全，這樣

應注意自身的身體狀況，要定期接受醫師

不僅能降低急性心肌梗塞病人的死亡率

所安排相關生化標記的檢測，盡可能讓心

，同時也可以減少醫療的支出。

衰竭的後遺症減少，並控管任何心血管疾
病相關的共病症發生，且需持續服用預防
心肌梗塞的藥品，同時配合生活作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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