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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善慧

精準醫學的

智能材料
精準醫學的智能材料
除了本身要有很好的智能性與生物相容性外，
還要能親近組織細胞，
更要參與人體正常的代謝與自然人體的修復，
是一門大學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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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材料在精準醫療具有廣大影響力

精準醫療的客製化與精準時間∕空間等觀念。

緣起

生理條件不同，導致每位患者在治療上會產

5 月的某一天，徐博士正在品嘗綠茶

時，之前的學生大雄帶著 A 夢一同來探望。
徐博士喜出望外，小時候成績不怎麼好的
大雄卻很窩心。
「老師最近在忙什麼？」大雄恭敬地說。
徐博士不直接回答，卻盯著 A 夢的口袋不慌
不忙地說：「A 夢，你的口袋（百寶袋）和
內容物都是『智能材料』做的吧 ?」A 夢大

生差異，且對於藥物的反應也有所不同。因
此精準醫療的主要目的在於提高治療的準確
性，以減少不必要的副作用。
精準醫療有兩個重要的精神，一是「客
製化」（量身訂做），一是針對精確的時間
與空間（部位）做醫療。換句話說，就是
天時地利人和都符合。若以智能材料來說，
客製化的精神可利用 3D 列印材料等技術，

吃一驚：「這是…未來…未來普遍使用的智

精準的時間與部位則可利用各種材料結合

能材料，老師怎麼突然問起來？」徐博士莞

「隨時間分解性」、「隨時間放出特定藥物或

爾一笑：「能從一個小口袋拿出來，卻又變

活性因子」來達成（註 1）。

成可用的道具，這不是具有『形狀記憶』又
怎麼做到？」「未來，希望病人的傷口只有
小口袋這麼大，把修復組織的道具塞進去，
而且引導到特定部位進行『精準醫療』。」

精準醫療

智能材料
精準醫療的智能材料包括 3D 列印材
料、環境敏感性材料、形狀記憶材料、自
癒合材料等，且儘量結合微創手術。
3D 列印材料

3D 列印是一種製造技

是的，現在已經進入精準醫療的時代。

術，先由三維模型數據取得資料，然後客

精準醫療是針對不同病人做客製化的醫療

製化成各種結構和複雜幾何形狀。3D 列印

方式，比方說根據患者的基因從人體基因

材料是 3D 列印技術發展的重要基礎，這些

體資料庫中比對出適合的治療策略，篩選

原材料都是專門針對 3D 列印設備和製造技

出最佳的治療方式與用藥建議，在適當的時

術研發的，其形態可以是粉末狀、膠體狀、

機做出適合的治療。由於每個人的遺傳及

液體狀等。

精準醫療的主要目的在於提高治療的準確性，以減少不必要的副作用。

24

科學發展

2019 年 9 月│ 561 期

Science Development

精準醫療有兩個重要的精神，一是「客製化」（量身訂做），
一是針對精確的時間與空間（部位）做醫療。
現有的 3D 列印材料主要包括工程塑
料、光敏樹脂、陶瓷材料等。此外，3D 列

3D 列印機

材料＋細胞＝生物墨水

印也可以發展成為生物製造的技術，包括列
印出皮膚、血管移植物、氣管植入物、心臟
組織、腎臟、骨骼、軟骨結構等。通常是把
細胞與材料同時列印，這時材料稱為「生物
墨水」，是目前科學家正積極研究的。
大部分的生物墨水是水膠或水凝膠材
料，具有優異的含水量和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而成為生物列印中包裹細胞的常用材
料。然而，印刷過程中水壓力和噴嘴的小
直徑會導致細胞死亡和細胞活力降低。此
外，細胞相容性高的水凝膠通常缺乏適合

透過 3D 列印機把生物墨水列印成為客製化的組織或
器官，稱為生物 3D 列印。

印刷的機械性能，在連續 3D 逐層沉積期間
也不容易維持形狀保真度，因此生物 3D 列

光敏感型材料

印的材料還面臨很多挑戰。
環境敏感性材料

環境刺激響應型材

料能夠對外界環境因素的變化，如溫度、
酸鹼度、添加物濃度、電位、壓力及光線

照光後彎曲

的影響，產生顯著的體積或其他特性的變
化而被廣泛研究。常見的做法是把對環境

酸敏感型材料
H

響應的基團引入材料中，賦予其特定的響
應能力。如醛官能基與胺官能基反應形成

＋

酸性環境下液化

席夫鹼（Schiff base），這是個動態平衡的
化學反應，在酸性環境下會破壞平衡導致
材料產生液化現象。另外，光作為觸發器
的光響應聚合物具有低成本、清潔性等特

環境敏感性材料能因環境變化而產生智能性，用於可
注射材料或移入人體後產生變化而達到治療效果。

性，也被廣泛研究。
藉由這類材料對各種外在環境敏感的

合金顯示出高機械強度，並已發展出廣泛的應

特質，可以應用在許多領域。例如置入人

用技術。然而，它們有明顯的缺點，如高的製

體內當作藥物的釋放控制系統，或當作感

造成本、有限的形狀回復能力和毒性。

測器，或作為機器人的擬肌肉行動器等。
形狀記憶材料

形狀記憶聚合物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關

如果一種材料可以在變

注，因為與形狀記憶合金相比，它們提供更高

形後固定成臨時形狀，並且之後在僅暴露於

程度的變形能力和更大範圍的不同機械性能，

外部刺激如熱或光等時恢復其原始的形狀，

還具有廉價、重量輕和易加工性的優點。它

則稱這種材料具有形狀記憶效應，最廣泛使

們也可以是生物相容的、無毒的，且可生物分

用的形狀記憶材料是鎳鈦合金。形狀記憶

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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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裂處
產生流動相

材料受力破壞

流動相進行
物理化學反應

癒合後流動相固定

高分子自癒合材料的自癒合過程，這些自癒合作用具仿生性，可發展成為可注射材料，在組織受傷處參與組
織重塑的過程。

熱致形狀記憶效應是較為常見的方式。
材料受力變形，在低
溫固定成暫時形狀

熱誘導的形狀記憶聚合物基於不同的切換
點可以分為兩類，其中一個轉換點是熔化
溫度（Tm），通過在低於 Tm 的溫度下形成

加熱後恢復成
原本的永久形狀

晶體結構，可以把基於 Tm 的形狀記憶聚合
物固定在臨時形狀。一旦加熱超過 Tm，結
晶區域會緩慢熔化，形狀記憶聚合物變得
足夠柔軟以恢復到原本的狀態。

熱致形狀記憶材料或其他形狀記憶材料可以因為環
境條件而回復到原先設計的形狀，因此可應用於微
創手術。

另一個切換點是玻璃化轉變溫度
（Tg）。基於 Tg 的形狀記憶聚合物依賴無定
形區段進行固定和回收，當形狀記憶聚合

自癒合材料可分為兩大類，非自主性

物加熱超過 Tg 時，會從玻璃態（剛性但易

與自主性自癒合材料。非自主性自癒合材

脆）轉變為橡膠狀態（柔軟可撓曲），並獲

料需適當外部刺激如熱、光等才能自癒合，

得更多的自由體積以支持形狀回復。形狀

自主性自癒合材料則不需外加條件就可實

記憶材料在生物醫學領域有潛在的應用，

現自癒合。

如骨科手術、血栓清除、手術縫合等，尤
其是結合微創手術（註 2）。

型，一類是透過非共價鍵交聯的物理型動

自癒合的概念源於生物

態自癒合材料，它們是由小分子或低分子

學中的自癒合能力，科學家希望做出有這

量的大分子依靠氫鍵、靜電吸引力等分子

特性的材料，材料受到外力產生裂痕，之

間作用力形成的網絡體系，這些小分子可

後再因本身性質而能夠自我修復。高分子

在損傷處自由流動、相互融合產生流動相。

材料自癒合的過程可分為四個步驟，材料

另一類是通過可逆動態共價鍵如醯 腙 鍵、

受損產生損傷 -> 材料自身或受外界環境刺

亞胺鍵等鍵結交聯的化學型動態自癒合材

自癒合材料

激在損傷處產生流動相 -> 流動相在損傷處

26

依照設計和修復方式也可分為兩種類

料，鍵的斷裂和形成能達到可逆的動態平

擴散融合後發生物理化學反應 -> 癒合反應

衡，因此交聯網絡中始終存在著未交聯的

後流動相最終填平修復損傷。在損傷處產

反應物，可以作為流動相在損傷處再次反

生流動相是材料具有自癒合性能的前提。

應交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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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中也會用到智能材料

自修復材料這種防微杜漸的運作機制，
使得材料在受到微小的損壞時就可修補破
損，使損害不至於再擴大，材料進入更嚴酷
的環境也可以降低設備維護及更換的成本。

精準醫學的智能材料需具備的條件

更要參與人體正常的代謝與自然人體的修復現
象（止於至善），是一門大學問喔！（註 3）」
致謝：感謝研究生林子為與助理張如慧在
資料蒐集與編排的協助。
註 1：「3D 列印」請參考科學發展月刊前

後記
徐博士娓娓道來，大雄頻頻點頭。徐

面幾期的「3D 科技」專輯。「隨時間放出特定
藥物或活性因子」請參考這期專題報導的另一
篇文章。

博士好奇：「大雄，你聽得很入神，你也懂

註 2：病人的傷口可以非常小，治療用的

智 能 材 料 嗎？」 大 雄 笑 著 說：「 老 師 您 忘

材料到了特定部位再展開，可減少開刀傷口

了網路版漫畫完結篇，是我後來專攻『電

的大小，病人就會比較快恢復，這就是微創

池科技』把 A 夢從休眠狀態救回來，而電

手術。

池科技中也用到很多智能材料，原理是相

註 3：這邊借用「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通的啊！」A 夢大吃一驚：「有這回事嗎？

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提醒讀者，這個領域還

大雄有把我救回來？那不是網路謠言……」

在發展中，目的是能以最符合自然的方式發展

大雄說：「抱歉，純屬虛構，但智能材料真

材料來嘉惠民生醫療。

的能用在很多科技領域中。」
徐博士又莞爾一笑：「我同意大雄的說
法，也要補充說明精準醫學的智能材料除了
本身要有很好的智能性與生物相容性（明

徐 善慧
臺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明德）外，還要能親近組織細胞（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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