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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雜誌史記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藥學雜誌  總編輯林麗真、發行人王仲仁

◎智慧傳承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

稱本會）所屬藥學雜誌（The Journal of 

Taiwan Pharmacy; JTP; 下稱本誌）發行

於民國73年4月30日，從第1卷第1期第1

冊起至第26卷第1期第102冊（99年3月31

日出版），如今已邁入26週年意氣風發的

青春年華！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本誌26

年的成長歲月，許多先進以智慧灌溉、以

心血耕耘，才有今天的成就。包括8位歷

屆的理事長（范祥安、張世憲、張弘、

林宗旦、陳威達、張森賢、何榮生、連瑞

猛）、8位歷屆發行人（張世憲、張弘、

江明男、陳炳坤、陳俊猷、鄭天賜、陳

錦雄、陳俊猷、王仲仁）、3位歷任總編

輯（自民國87年10月起始聘請的，袁柏

齡、范佐勳、林麗真）、76位藥學先進、

專家、學者、菁英們先後擔任審稿的歷任

編輯委員（詳表一）、還有無數的藥師會

員朋友們筆耕投稿、15位會務人員擔任

的歷任主編、執編、助編 （陸至誠、劉

惠瓊、黃錫敏、黃佩玉、李元湘、董麗

貞、陳美伶、幸妙妙、杜涵清、林慧萍、

劉興華、周秀鳳、馮惠薰、蔡麗玉、陳

淑惠）、以及2位攝影編輯（李楗全、賴

昭明，自84年9月30日至87年6月30日）

等，在大家持續共同的努力下，總計完成

編審出版之著作2299篇，一步一腳印奠

定了「藥學雜誌」的良好基礎與規模。

編輯委員名單 年月日  (起) 年月日 (迄)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徐永盛、陳瑞龍、陳增福、陳國棟、黃成助、
鍾明昌、賴榮祥、張　弘、李成興

730430 740630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徐永盛、陳瑞龍、陳增福、陳國棟、黃成助、
鍾明昌、賴榮祥、張　弘、李成興、蕭振亞、簡恩德、  陳介甫

740701 740930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徐永盛、陳瑞龍、陳增福、陳國棟、黃成助、
鍾明昌、賴榮祥、張　弘、李成興、蕭振亞、簡恩德、陳介甫、蕭水銀、
余秀瑛、林麗真

741001 750331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陳正雄、陳瑞龍、陳增福、陳國棟、莊晴惠、
鍾明昌、賴榮祥、張豐明、李成興、蕭振亞、簡恩德、陳介甫、蕭水銀、
余秀瑛、林麗真

750401 750630

表一  歷屆編輯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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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名單 年月日  (起) 年月日 (迄)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陳正雄、陳瑞龍、陳增福、陳國棟、莊晴惠、
鍾明昌、賴榮祥、張豐明、李成興、蕭振亞、簡恩德、陳介甫、蕭水銀、
余秀瑛、林麗真、黎漢德、陳朝洋、郭盛助

750701 760331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陳正雄、陳瑞龍、陳增福、陳國棟、莊晴惠、
徐鳳麟、賴榮祥、張豐明、李成興、蕭振亞、簡恩德、陳介甫、蕭水銀、
余秀瑛、林麗真、黎漢德、陳朝洋、郭盛助、陳昭姿、劉惠瓊、陸志誠

760401 790331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陳正雄、陳瑞龍、陳增福、陳國棟、莊晴惠、
徐鳳麟、賴榮祥、張豐明、李成興、蕭振亞、簡恩德、陳介甫、蕭水銀、
余秀瑛、林麗真、黎漢德、陳朝洋、郭盛助、陳昭姿

790401 790930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陳正雄、陳瑞龍、陳增福、陳國棟、莊晴惠、
徐鳳麟、賴榮祥、張豐明、李成興、蕭振亞、簡恩德、陳介甫、蕭水銀、
余秀瑛、林麗真、黎漢德、陳朝洋、郭盛助、陳昭姿、陳正修

791001 791231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陳正雄、陳瑞龍、陳增福、陳國棟、莊晴惠、
徐鳳麟、張豐明、李成興、蕭振亞、簡恩德、陳介甫、蕭水銀、余秀瑛、
林麗真、黎漢德、陳朝洋、郭盛助、陳昭姿

800101 810815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陳正雄、陳瑞龍、陳增福、陳國棟、莊晴惠、
徐鳳麟、張豐明、李成興、蕭振亞、陳本源、陳介甫、蕭水銀、余秀瑛、
林麗真、黎漢德、陳朝洋、郭盛助、陳昭姿

810816 821230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陳正雄、陳增福、陳國棟、莊晴惠、徐鳳麟、
張豐明、李成興、蕭振亞、陳本源、陳介甫、蕭水銀、余秀瑛、林麗真、
黎漢德、陳朝洋、郭盛助、陳昭姿

830101 830930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陳正雄、陳增福、陳國棟、莊晴惠、徐鳳麟、
張豐明、李成興、蕭振亞、陳本源、陳介甫、蕭水銀、余秀瑛、林麗真、
陳朝洋、郭盛助、陳昭姿

831001 840330

林明芳、林俊清、許松勇、陳正雄、陳增福、陳國棟、莊晴惠、徐鳳麟、
李成興、蕭振亞、陳本源、陳介甫、蕭水銀、余秀瑛、林麗真、陳朝洋、
郭盛助、陳昭姿

840401 840630

林明芳、許松勇、陳瑞龍、莊晴惠、陳增福、陳國棟、徐鳳麟、李成興、
蕭振亞、陳本源、陳介甫、余秀瑛、林麗真、陳朝洋、郭盛助、陳昭姿、
游明郎、李玉珍、林伯蒼、陳啟佑、廖繼洲、楊竹茂、朱世德、蔡麗芬

840701 860930

林明芳、許松勇、陳瑞龍、莊晴惠、陳增福、陳國棟、徐鳳麟、李成興、
蕭振亞、陳本源、回德仁、余秀瑛、林麗真、陳朝洋、郭盛助、陳昭姿、
游明郎、李玉珍、林伯蒼、陳啟佑、廖繼洲、楊竹茂、朱世德、蔡麗芬

861001 870630

林明芳、林麗真、余秀瑛、蔡麗芬、回德仁、陳昭姿、李玉珍、陳國棟、
袁柏齡、廖繼洲、游明郎、蕭振亞、吳國雄、陳本源、郭盛助、李芳裕、
簡素玉、陳嘉農、楊竹茂、陳啟佑、邱慧芬、林伯蒼、朱世德、謝維清

870701 870930

袁柏齡、林明芳、林麗真、余秀瑛、蔡麗芬、回德仁、陳昭姿、李玉珍、
陳國棟、李勇進、廖繼洲、游明郎、蕭振亞、吳國雄、陳本源、郭盛助、
李芳裕、簡素玉、陳嘉農、楊竹茂、陳啟佑、邱慧芬、林伯蒼、朱世德、
謝維清

871001 900630

范佐勳、回德仁、余秀瑛、吳國雄、李世滄、李芳裕、李勇進、李炳鈺、
林宗旦、林明芳、林麗真、邱慧芬、郭盛助、陳昭姿、陳國棟、陳啟佑、
陳嘉農、游吉村、游明郎、馮靜修、楊竹茂、蔡麗芬、鄭瑞棠、蕭振亞、
謝維清、簡素玉

900701 9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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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名單 年月日  (起) 年月日 (迄)

范佐勳、回德仁、余秀瑛、吳國雄、李世滄、李芳裕、李勇進、李炳鈺、
林伯蒼、林宗旦、林明芳、林麗真、邱慧芬、郭盛助、陳昭姿、陳國棟、
陳啟佑、陳嘉農、游吉村、游明郎、馮靜修、楊竹茂、蔡麗芬、鄭瑞棠、
蕭振亞、謝維清、簡素玉

901001 930630

林麗真、林明芳、回德仁、毛志民、呂茂浪、李炳鈺、李碧玉、余秀瑛、
周美惠、林子舜、柯毓彬、翁菀菲、陳合成、曾國慶、曾碧萊、楊榮季、
劉文雄、蔡麗芬、蕭振亞、謝維清、簡素玉、簡淑真

930701 960930

林麗真、回德仁、余秀瑛、呂茂浪、李炳鈺、周美惠、林子舜、林明芳、
施李碧玉、唐中成、翁菀菲、陳合成、陳長安、陳麗芳、曾國慶、
楊瑛碧、楊榮季、趙孝憲、蔡斌智、蔡麗芬、鄭奕帝、謝右文

961001 990930

◎接軌國際

自96年9月起由連瑞猛擔任全聯會第

十屆理事長，即邀請具創新、卓越的王仲

仁常務理事接掌藥學雜誌發行人。

王仲仁接任發行人後，首先以慎重、

誠摯的心邀請各界精菁成為編輯團隊，期

望能開創新格局；編輯委員們皆是一時之

選，其專業包括：靜脈營養、藥害救濟制

度、社區藥局藥事照護、心血管用藥、中

藥學……等等專長(詳表二)，他們奉獻專

業，且以無私提攜後輩的心，對每篇投稿

之文章，皆字字斟酌，以致每期皆能完美

呈現。

第二，獨具創意巧思地推出許多鮮活

的點子，例如首創封面構圖數位電子化設

計（圖一～二）、提高稿文內容水準、修

正中文投稿簡則及增訂英文投稿簡則、儘

量標準化委員審稿評核準則（參98/09/30

本誌第100冊：投稿審稿眾樂樂-最佳審稿

篇）與退稿程序、版面格式化與中英雙語

化（圖三～四）；每冊前兩篇登載委員們

邀來之英文原著附中文摘要、中文摘要排

印於英文原著篇末、中文原著增加英文摘

要、英文摘要排印於中文原著之篇末、新

闢關鍵字、內頁增劃線區隔摘要加關鍵字

與本文內容、增加頁首之篇名暨中英文之

主題分類、頁尾增加中英文之出版年月日

卷期冊別。

第三，朝向多元化邁進，如：(1)鼓

勵英文原著並刊於冊頭；(2)獎勵社區藥

師發表著作；(3)規劃推展建置本誌電子

期刊資料庫的完整性、可近性、提高利用

率與對醫藥界人士的貢獻；(4)發行本誌

電子報；(5)完成補建第1冊至第79冊之關

鍵字並建置於本會網路平台TPIP（台灣

藥事資訊網；Taiwan Pharmacy Internet 

Portal）的藥物新知藥學雜誌網頁、掃瞄

自第1冊至第58冊所有各篇全文內容並以

pdf檔建置於TPIP的本誌網頁供會員可依

卷號、期、冊、主題、作者、出版年月

日、關鍵字而查詢（圖五～七），

第四，將每篇文章投稿字數修正於

4000字內，在這知識爆炸的時代裡，為

網羅更多元化的文章，讓藥師辛勤努力的

文章能呈現於雜誌這塊亮麗舞台發光、發

熱，秀出他們職場上的另一面丰采，開會

決議，發行人尊重委員們的決議，限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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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字數。

各方面之進步良多，正如窈窕淑女由

平凡變得脫俗、正如花蝴蝶由毛蟲蛻成豔

麗，本誌已經一步步穩健地邁向接軌國際

的理想了。

近年來，本誌更拜天時（評鑑落實

的時代）、地利（全國代表性之期刊）、

人和（被認同的藥學專業交流園地）之

賜，稿源無虞、內涵充實，愛閱者大增。

同時乘著網際網路之翅膀，終年無休地自

由翱翔於太空國際網域、無限地擴張能見

度，讓藥師們隨時隨地皆能上網，實現

本誌各期文章皆能在TPIP易立閱（easy 

access）的願景，完成歷史的任務。

茲列舉重要興革如下：

1.封面電腦設計換新粧：

過去本誌的封面構圖較常使用花卉、

植物、故宮寶物、各大醫院門面與標誌圖

騰、或公會大型活動照片，自96年底在發

行人深思熟慮考量下，於本屆召開第一次

會議時邀請各編輯委員一起來為本屆封面

換新粧，在委員會的努力創新下，歷屆以

來首度改採公開招標，選定以電腦美工設

計專用的封面圖樣為旨，期期呈現出不同

的風貌，以創新的方式提高特色。

承包之廠商入選與否則請本誌編輯委

員們依據其構圖設計之四要項做為評尺：

(1)能呈現藥學專業性；(2)色彩清新活潑

而賞心悅目；(3)對讀者有吸引力；(4)每

期創新而期期相容。經評選成績最優者方

能取得資格參與第93冊～第104冊之議價

簽約。

2.印刷寄發採公開招標：

承包本誌印刷、寄發廠商之決定，改

採公開招標的方式，從登報公告徵求印製

廠商、投標規格製定……等，過程中均以

公開、公平、客觀的角度，本屆增加電子

報而價格卻大為降低。

3.創辦電子報：

自97年6月起本誌發行「藥學雜誌電

子報」，迄今己期期捷報至有提供其電子

信箱位址給本誌的全聯會會員。本誌增加

此項資訊服務後，得到更多的好口碑。

4.篇篇易立閱：

本誌原本從第59冊開始各篇文章才有

電子檔，97年6月9日第二次編輯委員會

議決議：本誌編輯委員鄭奕帝將支援人力

及技術，將舊期紙本內容重新掃描存檔，

以利本會資訊平台提供蒐尋本誌資料的完

整性。非常感謝鄭委員花費人力工時成本

不貲地義務協助，鄭委員經過本誌全體委

員建議，提報全聯會於第十屆第三次會員

代表大會表揚，現已經完成了第1冊~第

58冊的上千篇文章逐篇掃瞄轉成pdf檔，

使得第1冊~第102冊的文章都能全部以

pdf檔建置於TPIP的本誌網頁上，供會員

們隨時隨地隨意依卷號、期、冊、主題、

作者、出版年月日、關鍵字而能查詢到任

何一篇著作。

5.中英雙語國際化： 

98年6月17日本屆第四次編輯委員會

議決議：成立英文稿件執行小組負責英文

稿件邀稿及審稿，請林麗真總編輯為召集

人，委員由林麗真、李炳鈺、蔡斌智、林

子舜、鄭奕帝、楊瑛碧擔任，並請英文稿

件執行小組即日起至98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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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各邀英文稿件兩篇及審稿，其他編輯

委員亦歡迎邀英文稿件。6位英文稿件執

行小組均已達成既定目標。

6.補遺建置關鍵字9896個：

本誌各篇文章原本從第80冊起作者才

有列出關鍵字，98年6月17日第四次編輯

委員會議也決議請鄭奕帝編輯委員擔任召

集人，負責統籌及規畫第1冊至第79冊關

鍵字補建置及審核工作。

關鍵字補遺建置委員：由吳大圩、

李建瑩、李炳鈺、陳世欽、陳憲煜、蔡斌

智、鄭奕帝、謝右文擔任，負責協助將第

1冊至第79冊每篇文章的補建置、完成10

個關鍵字。

關鍵字補遺審核委員：由李炳鈺、林

麗真、陳長安、余秀瑛、蔡斌智、鄭奕帝

擔任，負責協助將第1冊至第79冊每篇文

章補建置完成的10個關鍵字再加以核刪至

5個關鍵字。

8位關鍵字補遺建置委員暨6位關鍵

字補遺審核委員歷經九個月共同的努力，

均已如期於99年初達成使命，共同完成

9896個關鍵字補遺建置，並置於TPIP的

本誌網頁上俾利會員便於蒐尋關鍵字而查

到相關可應用的資料。

7.繼續教育用：

本誌依據「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藥事人員繼續教育認定要點」亦提

供函授課程並附測驗題，各藥師得研讀、

填寫答案卡寄回本誌，本誌於下一冊出版

刊載公布答案後，並寄發時數證明給測驗

成績< 60分者。函授課程時數，每兩年得

佔9.6小時。本誌每年提供6小時以上之函

授課程（必修），分次刊載於各冊雜誌，

供研習認證之用。

8.廣告贊助：

歡迎醫療、生技、藥業、化妝品、保

健產品、醫材……等廠商多多利用本誌優

質的藥學專業交流平台來刊登產品廣告及

其最新資訊，及感謝廣告客戶之支持、愛

護，凡連續贊助4期廣告者，可享有回饋

優惠價。

專長領域

材料化學、有機化學、藥物配伍禁忌、企業管理

皮膚疾病用藥、靜脈營養、化療

藥物經濟學、藥事行政管理、藥品副作用通報系統之建立、藥害救濟制度、優良藥品調劑作業規範、
管理

Liposomes、DDS、藥劑學、藥物分析、藥物動態學

社區藥局藥事照護、政令宣導

心臟血管用藥、抗生素

用藥疏失管理、臨床藥學服務、臨床藥物治療學、藥事作業e化

糖尿病、抗生素、GI用藥、管理

表二  本屆編輯委員專長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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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藥事行政管理、臨床藥物治療學、藥事作業e化、優良藥品調劑作業規範、藥事法規

藥事管理、愛滋用藥、肝炎用藥

本草學、中藥學、方劑學、醫院行政管理

Infectious diseases, antibiotics, healthcare product clinical trial and regulatory, marketing、藥事法規、
臨床藥學

社區診所與健保藥局合作規劃、中醫藥應用

癌症化學療法、新藥開發、藥品資料庫開發與使用、糖尿病、代謝症候群的治療與用藥

氣喘用藥、醫管領域、藥事領域、藥物經濟學、抗生素、糖尿病用藥

藥事行政管理、醫務管理、電腦程式

用藥安全、藥物不良反應、醫療品質、醫務管理、醫院藥學

本草學、生藥學、藥用植物學、藥膳學、中草藥、炮製

中醫藥、中藥基礎理論、方劑應用

藥事行政管理、不良反應藥物救濟、不法藥物、醫院藥學

藥品臨床試驗

醫院藥學、生物藥劑、中草藥、臨床藥學

臨床管理、臨床藥學、藥物動力學、藥劑學、胃腸道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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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新封面 圖二 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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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ng Education

急性心肌梗塞症藥物之應用
西園醫院藥劑科藥師  翁珮嘉、龔紹龍

西園醫院醫師  陳智宏、林澤安

壹、前言

短暫胸痛或胸部緊迫感，有時疼痛會

放射至頸部、上肢及背部。許多人都會反應

有胸部壓迫不適、呼吸困難的感覺，且常因

運動、情緒激動或餐飲後而更加重，此種疼

痛型式包含前胸的胸骨後有窘迫感。由於血

液供應心肌冠狀動脈氧氣不平衡現象，因心

肌缺氧而造成胸痛或胸悶等症狀，則稱之為

「心絞痛」，通常是疑似心肌梗塞所造成的

心肌缺血最明顯的症狀。

這種疼痛可能嚴重而持久，但在給與

有效的止痛治療後，通常都會消失。根據

WHO定義，急性心肌梗塞意指下列三種

情形中，出現二種以上，包括：(1)缺血

性胸痛。(2)心電圖呈現序列性變化。(3)

心肌酵素的上升及下降1。

在心肌酵素方面，根據D M C S 2

(Diagnostic Marker Cooperative Study,

1999)最近的黃金標準仍是CK/CK-MB，

其敏感度可達95%以上。若合併CK-MB

isoforms (如CK-MB2 > 1 U/L, CK-MB2/

CK-MB-1 > 1.5)更可以在6小時內提高診

斷率。Troponin是心肌專一的酵素3，在

心肌受損會升高，由於一旦升高會持續

7至14天，(CTnI：10至14天，CTnT：

7天)可以在晚期時協助診斷。在所有的

指數中，myoglobulin是非心肌專一性

摘要

急性心肌梗塞是一種急性的、會致命的心臟疾病，在醫療是急需立即處理的緊急狀

況，因帶來心肌嚴重、長時間的缺血，會引起心肌細胞的死亡及心肌的壞死，影響心臟

功能。現今，心肌梗塞的治療方向，隨著對此疾病致病機轉的了解及新藥物的研發，逐

漸由原先併發症的預防和治療，轉變為預防心肌壞死區域的擴大及再栓塞的發生。在心

肌梗塞的治療藥物中，不論是血栓溶解藥、鈣離子阻斷劑、硝酸鹽、血管收縮素轉化酶

抑制劑、乙型交感神經阻斷劑及麻醉性鎮痛藥等在治療上皆佔有重要的角色。

關鍵字：急性心肌梗塞、血栓溶解藥、硝酸鹽、myocardial infarction、thrombolytic 

drugs、nitroglycerin

圖三  新版面 圖四  舊版面

圖五  TPIT首頁點選藥物新知 圖六  點選藥學雜誌

圖七  查詢易立閱

◎結語

走過26年萌芽、青澀、發育的年代，

本誌已然茁壯成為花團錦簇的好園地，有

光明燦爛的前程，有專業上與國際潮流並

駕齊驅的大願景，期待藥學大家族的兄弟

姊妹們一起來灌溉、滋養與耕耘我們這塊

園地，讓本誌更加蓬勃發展、更上層樓，

讓藥師專業能充分發揮，且獲得民眾更高

度信賴的美夢早日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