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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層製造的

生醫應用
現今人口老化快速，高齡化的社會使得醫療器材與人造器官的需求增加，
3D 生物列印技術勢必成為未來的主流領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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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的優點使得3D 列印在醫療上能夠針對個體進行結構的微調，
替不同病患量身打造出合適的醫材。

生物 3D 列印

近期主流的生物列印技術可以分為下

3D 列印，顧名思義是相較於傳統的紙
張列印，能夠以層狀堆疊建構出三維模型
的技術。以 3D 列印製作醫療器材、模具或
活器官的方式，已經在生醫組織工程領域
帶來重大的變革。客製化的優點使得 3D 列
印在醫療上能夠針對個體進行結構的微調，
替不同病患量身打造出合適的醫材。
在眾多 3D 列印的應用中，「生物列印」
是最受矚目且高速發展的一種，這技術的
重點是在複雜的三維結構中沉積活細胞、
生物材料或具生物相容性的聚合物。透過
電腦精細的控制和逐層列印的特性，提升
了 3D 列印機的靈活性和可重複性，並於近

列 4 種。
噴墨式生物列印

列印非常相似，把生物細胞混合於水凝膠
預聚物溶液（稱為 bioink，生物墨）並儲存
在墨盒中，然後把墨盒連接到列印頭，利
用電子訊號控制列印。列印頭通過熱或壓
電致動器變形並擠壓以產生可控尺寸的液
滴，透過在每個方向上使用分辨率小於 100
微米的螺桿提供亞微米定位，這些噴墨式
生物列印機能夠達到 10 微米的定位精度和

20 皮升的液滴體積。噴墨列印的優點包括：
成本低，可使用與商用列印機類似的結構；
高列印速度，列印頭可支持平行工作模式；
具較高的細胞活性。

年來高度應用在各種複雜 3D 結構的製造

上。生物列印通常包含 3 個步驟：選擇模

與傳統的平面噴墨

然而，當前的列印頭無法擠出高黏度
材料（＞ 15 mPa∕s），且無法與具有高細

組與材料，並收集組織和器官的準確信息；

胞密度（＞ 1×106 cells∕mL）的生物墨一

把圖檔轉換成電訊號，控制列印機並列印

起使用，一旦細胞密度過高，高黏度生物

組織；透過照光、加熱等方式配合材料建

墨會導致列印頭部堵塞。噴墨列印的另一個

立穩定的結構。

缺點是沉降效應，當生物墨最初裝入墨盒時

4 類生物列印技術的特點比較
生物列印技術

噴墨列印

擠出列印

雷射輔助列印

數位光處理列印

列印程序

連續式液滴

連續式線段

連續式液滴

投影式曝光

成本消耗

低

中等

高

中等

列印速度

mm∕s

10 ∼ 50 μm∕s

mm∕s

mm3 ∕s

解析度

50 μm

5 μm

＜ 500 nm

1 μm

細胞活性

＞ 85％

40 ∼ 80％

＞ 85％

85 ∼ 95％

細胞密度

低
（＜ 106 cells∕mL）

高
（細胞團塊）

材料選擇

熱∕光敏∕ pH 敏感

熱∕光敏∕ pH 敏感

光敏

Alginate、
PEGDMA、
Collagen

Alginate、
GelMA、
Collagen

Collagen、
Matrigel

代表性
生物墨材料

中等
中等
（＜ 108 cells∕mL） （＜ 108 cells∕mL）
光敏
GelMA、
PEGDA、
PC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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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墨列印示意圖

擠出列印示意圖

噴墨列印

擠出列印

執行器

熱泡式或
壓電式噴嘴

活塞式或
氣動式噴嘴

細胞

細胞

生物墨液滴
基板

是混合均勻的，然而在整個印刷過程或儲存

擠出後由於剪切力下降，在防止結構崩潰

時，細胞逐漸沉澱在盒中造成細胞分布不

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均並增加生物墨的黏度，也可能導致列印
頭堵塞 。
擠出式列印

26

基板

雷射輔助列印

基本部分是響應雷射

刺激的供體層，供體層主要由雷射吸收層
適合列印黏性較高的材

及生物墨層組成，頂部是雷射吸收層（例

料，運用空氣力泵或機械螺桿柱塞來分配

如鈦或金），並於底部懸掛生物墨層。在列

生物墨。通過施加連續的力，生物墨可以

印過程中，施加雷射脈衝以刺激吸收層聚

被不間斷地以圓柱流體印刷成型而非以單

焦區域，使供體層的一部分蒸發，在生物

一液滴排出噴嘴。幾乎所有類型不同黏度

墨層的界面處產生高壓氣泡並推動懸浮的

的水凝膠預聚物溶液以及具有高細胞密度

生物墨，把下落的生物水滴收集在接收基

的聚集體，都可以用擠出生物列印機印刷。

底上並隨後交聯。

雖然擠出型生物列印機可以列印更廣

與噴墨列印相比，雷射輔助列印可以

泛的材料，但封裝細胞暴露在更大的機械應

避免出料口和生物墨的直接接觸，不會對

力下，因此容易降低細胞活性。反之，若

細胞產生機械應力，從而擁有高細胞活性

降低沉積生物墨所需的氣動力，且改用黏

（通常高於 95％）。此外，雷射輔助列印可

度較低的生物墨，生物墨中細胞的活性能

以列印高黏度材料，且能使用比噴墨列印

得到改善。然而，生物墨在擠壓出後需要

更多類型的生物墨水。雷射生物列印具有

獨自支撐一段時間，並在光聚合之前保持

開創性，並提供優越的解析度（10 微米分

形狀。因此，擠出生物列印中使用的聚合

辨率），但雷射暴露對各別細胞的副作用

物材料被設計成剪切稀化，其黏度隨著剪

尚未完全了解。此外，與其他基於噴嘴的

切速率的增加而降低。剪切稀化特性在加

列印方法相比，具有高分辨率和強度的雷

壓 擠 出 期 間 能 減 少 對 細 胞 的 損 害， 並 且

射輔助列印的成本昂貴，且雷射列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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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光處理列印示意圖

可動式基板
可動式基板
列印結構
生物墨
生物墨儲槽
入射雷射光

DMD 晶片

DMD 晶片

的控制較為複雜，因此限制了這項技術的

雷射輔助列印示意圖

採用。
數位光處理

系統由數位微鏡器件、

雷射輔助列印

光 源 和 圖 像 處 理 裝 置 組 成， 在 1987 年 由
Texas Instruments 發明。數位光處理系統因

雷射吸收層
生物墨層

其強大的光分辨率和亮度的調節能力而聞
名，具有更高的加工速度，更大的設計靈

細胞

活性和對製造模具的低要求，不僅適用於

生物墨液滴

各種材料，且在組織工程中有巨大的潛力。
基板

進一步使用光固化聚合物材料，能有效製
造光固化聚合物基材。

3D 列印的應用
生醫產業

生物 3D 列印產業從 1983

人體骨骼支架及假牙

早期對於骨骼

或關節受損的患者，醫師得透過裝設鐵金

年由 Charles Hull 首次推出 3D 列印至今，

屬或其他硬材做為支架。然而支架必須塑

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已知大多數的產品

型以迎合患者部位的需要，這個過程往往

和設備也還處於研發階段，並未實現大規

費時費力，而且難以建構出理想的形狀。

模且具備整合系統的生產。生物醫學材料

3D 列印使得醫師可以先在電腦上進行結構

產品的使用常涉及倫理道德以及大量生物

的調整與規畫，再直接打印出病患所需的

與臨床測試，不論是政府政令還是材料使

支架，大幅改善了醫材的運用。

用本身都需要嚴格控管，導致生物材料產

2012 年荷蘭醫療團隊成功為一名 83 歲

品從研究開發到試產、大量生產，直到產

的英國婦人裝上 3D 列印所製造的鈦金屬

生效益的周期漫長。目前較多用於如骨科

下顎骨，開創了這技術在醫學上應用的先

植入物、美容產業植入物或人工關節等。

例。2015 年，澳洲首例接受鈦金屬下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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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的病患，童年時因為意外撞擊導致下
顎受損，自此無法正常咀嚼與移動下巴。
口腔醫師為他製作了下顎原型，並在墨爾
本大學的機械工程系進行嚴密的測試，根
據病患受損的狀況打造出最適合的下顎，
成功地讓他在術後能夠順利地咀嚼以及張
大嘴巴。
假牙的製造也因為 3D 列印而大幅減低
了成本。過去植牙價格十分昂貴，因為牙
醫必須手動鑄模完成牙齒骨架。鑄模過程

3D 列印製作假牙模型（圖片來源：The full digitisation
of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s (RPDs), Renishaw）

相當複雜，往往因為各種意外而有誤鑄的
情況；而實習牙醫師因為經驗技術不足，
也容易鑄出不適用的形狀，必須重新鑄模。
根據業界的調查，近百分之二十的鑄模是
需要重做的，在時間與金錢成本上明顯是
一個浪費。
現在，3D 列印技術已經成熟地應用在
假牙的製造上。操作團隊可以透過掃描模
型軟體，辨識出插入軸及凹穴位置，並調
整黏合度與間隙，讓假牙咬合感更加自然。
相較於傳統人工手動鑄模的方式，列印機
可以按照設計模型完成高精確性的實體作

3D 列印應用於組織工程
所 謂 的 組 織 工 程 學， 指 的 是 利 用 生
物活性物質在體外培養建構後，植入體內
修復器官或組織的技術。要在體外狀況下
培養活體細胞，必須先用物理或化學的方
式建構出一個仿生系統，模擬人體內的環
境來培育細胞。由於細胞在人體中受到細
胞外間質的調控，組織工程學家以往利用
凝膠等材料，在實驗室中打造出類細胞外
間質的架構做為細胞支架，讓細胞在其內
生長。

業，不會遺漏掉任何細節。這樣不僅省下

如何能夠精準地打造出與體內相符的

了鍋爐、鑄模設備的費用，也減少了材料

細胞支架，一直是組織工程學的重要課題

的浪費。牙醫師們甚至可以透過網路互相

之一。現在仰賴 3D 列印的技術，科學家得

交流分享模型檔案，提高牙科作業的生產

以在電腦中描繪出細胞骨架，接著把資料

力，讓假牙製造過程變得更有效率、更符

輸入 3D 列印機進行活細胞的成形步驟，

合經濟效益。

有 望 打 造 比 傳 統 方 式 更 細 緻、 更 吻 合 的

除了臉部與口腔外，英國也有 3D 列印

支架。

鈦骨盆及人工膝關節移植的案例。骨頭受

除了實驗室外，臨床上 3D 列印也帶

傷害時破裂面往往不整齊，又因結合處太

來了革新。器官移植是組織工程在臨床上

多難以整體移植，3D 列印能針對病患不同

的應用，過去的器官移植仰賴捐贈者提供

需求，客製化適合的尺寸與形狀，幫助許

完好的器官，再經由手術植入受贈者體內。

多患者重獲新生。

然而人體免疫系統會辨別外來的細胞並加以

3D 列印使得醫師可以先在電腦上進行結構的調整與規畫，
再直接打印出病患所需的支架，大幅改善了醫材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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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賴3D 列印的技術，得以在電腦中描繪出細胞骨架，
接著把資料輸入3D 列印機進行活細胞的成形步驟，
有望打造更細緻、更吻合的支架。
3D 列印 iPS 細胞用於藥物測試與新藥開發
誘導

取出體細胞
iPS 細胞

病人

新藥物

大量培養

藥物測試

3D 列印

微型器官

攻擊破壞，因此外來器官都要面對排斥效應

血球只能分裂出另一個一模一樣的白血球

的問題。

細胞。

美 國 有 位 小 孩 在 10 歲 時 膀 胱 出 現 異

在一般情況下，幹細胞分化成一般細

常，必須接受膀胱移植手術。波士頓兒童

胞的過程是不可逆的。而所謂的「誘導」，

醫院的外科醫師從小孩身上取下一小片膀

就是透過特殊方式（如病毒感染）把一般

胱組織，在實驗室中培養後，再運用 3D 列

細胞重新轉化為幹細胞，iPS 就是指這類從

印打造出一個新生膀胱移植回患者的體內。

一般細胞反轉得來且能夠分化出各種細胞

由於這個新器官是源自於患者本身的細胞，

的幹細胞。這樣的誘導技術由諾貝爾獎得

因此沒有排斥的問題，患者也在術後過著

主山中伸彌於 2007 年發現，開創了全新的

正常的生活。

再生醫療領域。而當其與 3D 列印技術結合

此 外，3D 列 印 技 術 與 誘 導 性 多 功 能

後，科學家得以先用軟體模擬出器官內部

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cells, iPS）的結

的架構，並用 iPS 做為基材來塑造微型器

合，在人體外打造出微型器官，可以應用

官，使得學者們能在人體外，且不需使用

在新藥物的測試與開發上。一般的細胞只

到捐贈的器官進行大量的實驗，大幅提升

能進行自我增殖，複製出另一個和自己完

新藥的研發速度。

全相同的細胞，幹細胞則具有多功能性，

醫療輔具

除了運用在人體內之外，

或稱為分化性，能夠轉化成多種不同的一

3D 列印也為醫療輔護具帶來了全新的製造

般細胞。舉例來說，造血幹細胞能夠分化

方式，例如助聽器產業。助聽器為了要合

成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等細胞，而白

貼於不同使用者的耳道，過往必須以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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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使得整個過程自動化，漸漸不需要義肢
師親自到場協助，使得成本大幅降低百分之
九十，開創新的義肢市場藍海。
在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大學，一個 3D 列
印義肢的計畫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目的
是要向開發中國家提供 3D 列印的義肢。由
Sonova 3D 列 印 助 聽 器（ 圖 片 來 源：Sonova. 3D
printing image）

於材料資源有限、缺乏先進的醫療技術，
偏鄉地區進出又不易，使得發展中國家很
難取得義肢。計畫中的工程師帶著 3D 列印

的方式裁切外殼，十分昂貴且費力。瑞士
集團 Sonova 在 15 年前看見了 3D 列印的潛
力，與德國的列印公司合作開發出對生物

醫療團隊合作，一同為鄉村的病患打造專
屬義肢。

無害且安全的列印材料，並用強度高、重

相較於傳統義肢，3D 列印義肢可以在

量輕的鈦金屬取代傳統丙烯酸外殼，降低

當地國家印製，不需要耗費運輸成本把材

了助聽器外殼的厚度，使之更為輕薄方便。

料從國外運送過來，大大地降低了成本。

之後 Sonova 把工廠生產線導入 3D 列

工程師只需要帶著 3D 列印機便能夠完成義

印製程，能精準、高效地產出客製化的產

肢生產作業，不再需要工廠提供車床、注

品供顧客使用。現在不只這家公司，歐美

塑機等大型設備，可以隻身前往交通不便

的各大助聽器廠幾乎都引入了 3D 列的技術
幫助工廠生產及產品開發，可以說是完全
改變了整個助聽器市場。
義肢同樣是 3D 列印技術的受惠領域之
一。傳統義肢製造過程必須先打上石膏取
得外貌形狀，不僅要仰賴專業技師的能力，
耗費成本龐大，而且往往使得病患在過程
中痛苦難耐。因此各公司開始導入 3D 列印
的技術，把患者肢部放入儀器中掃描，電
腦上馬上就建構出立體的模型。接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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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前往如尼泊爾、柬埔寨等地，和當地的

的偏鄉，直接為當地截肢者提供協助。
這個計畫在過程中也遭遇了不少困
難，例如因為開發中國家缺少科研資源，
資訊量也少，人們多半對 3D 列印技術不熟
悉，必須先訓練當地的工程師及醫療團隊
熟練這項技術。另外，很多偏鄉地區供電
不穩定，使得列印機操作不便，也有部分
地區空氣太過潮溼或悶熱，都會造成材料
的變質，或列印機內部零件的損壞。

師可以先製作出暫時的套筒供使用者試戴，

計畫團隊最終得以一一克服了這些困

再由義肢師微調、修正模型架構，直到患

難，也得到許多的贊助與支持者的肯定，

者能舒適地穿著才正式列印。

讓這項計畫可以擴展至更多國家。現在除

這樣的方式不只能夠打造合適的義肢，

了手部義肢外，該團隊也研發出足部、手

也讓製造過程更加方便簡單。日本一家新

腳指的建模，讓義肢更多元，能夠幫助更

創 公 司 活 用 了 這 項 技 術， 還 利 用 AI 智 慧

多的截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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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ia Hand 計畫（圖片來源：TRAVIS PATERSON Nov. 10, 2017. Local News）

3D 列印醫材的下一步
組織工程與生物技術材料附加價值高，
利潤多數遠高於傳統工業材料，生物 3D 列
印技術如果能夠成功產業化，能為企業帶
來龐大的社會與經濟效益。但是目前 3D 列
印於生醫領域的應用，多半在義肢、牙科、

列印技術勢必成為未來的主流領域之一。國
內外已有很多研究所、企業及政府科研單位
投入了相關技術的生產與研發，以客製化的
優勢利用 3D 列印醫材為病患打造適合的器
官，在臨床應用上創造了無限的可能性。隨
著生物材料在生物活性和加工性能的改進，

外科等方面的輔具，打造功能齊全的人體

以及 3D 列印技術的不斷發展，這些嶄新的

器官仍在測試階段。

研究成果將為組織工程與生物材料領域帶來

目前在體外打造出的活體器官多半是

一股新的浪潮。

等比例縮小後的微型，大部分用於實驗室
藥物的測試，在器官移植方面也只能修復
局部受損的組織，並非完全替換患者舊有
的內臟。要能真正列印出一個具備完全功

林哲宇、游佳欣

能的複雜器官如心臟，還有待細胞組織工

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程與 3D 生物列印技術的革新。
現今人口老化快速，高齡化的社會使得

林泓瑞、賴柏顥、王潔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醫療器材與人造器官的需求增加，3D 生物

科學發展

2019 年 10 月│ 562 期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