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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奈米醫藥國際科學研討會紀實 

—奈米醫藥的非臨床議題 

汪徽五 1 

前言 

2010 年 9 月 2-3 日，歐洲藥品管理局(EMA)舉辦了第一屆奈米醫藥國際科學

研討會。來自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日本和美國，約 200 位專家與會，

討論奈米技術應用到藥品所產生的利益和挑戰。與會者熱烈分享經驗，回顧現有

和新興的奈米醫藥，並討論了若干特定觀點，包括特性描述、生體分佈

(biodistribution)，以及奈米醫藥與生物系統的交互作用，期盼找出科學知識的差

距，以備將來面對奈米醫藥的評估審查。大會主席 Patrick Le Courtois 提到，法規

單位需要準備好以因應「安全和有效的高品質奈米醫藥隨時會出現，奈米技術不

僅帶來改善目前治療的機會，也可能改變我們衛生保健和治療疾病的方法。」 

奈米技術已有廣闊的運用，卻在發展藥品上只有顯露出部分的開發潛力。許

多人造奈米系統(engineered nano-systems)可導致一系列有用的功能，例如精細給

藥、複合的診斷/治療功能、再生醫學的材料與結構支撐。至今，EMA 約有 18

個奈米醫藥的上市許可申請審查經驗。這些產品包括微脂體劑型(liposomal 

formulations)、奈米微粒(nanoparticles)與聚合物/鍵結物(polymers/conjugates)等，

主要應用於抗感染、抗腫瘤和免疫調節劑。這些醫藥產品應用已根據現行法規制

度進行相關評估，使用已建立的效益/風險分析原則，佐以靈活性的科學，接受

新的研發模式和測試方法用於這類奈米產品的評估與審查。新興療法的出現，如

奈米醫藥，讓人對現行法規制度是否適當，與法規審查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

產生疑慮。現有的奈米醫藥評估將提供寶貴經驗，重新檢視新興奈米醫藥的某些

觀點。 

奈米醫藥所面臨的科學性挑戰來自於對這類新物質現有測試方法的局限

性，以及未知的可靠性，因為「奈米大小(nanosize)」和奈米系統在生物結構的

獨特屬性。需要進一步的科學研究提供可靠的科學基礎，來充分地評估審查新興

奈米醫藥的品質、安全性和有效性。與會者一致認為，奈米技術應用到新興療法，

需要匯集全球性和跨學科領域的知識和專長。EMA 將繼續提供平台持續與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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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病患需要和利益相關者的期望進行對話，以便及時了解科學的進步程度，

並提供適當創新的科學法規環境，以造福患者。 

奈米科學之應用於醫藥品 

首先由 Rutledge Ellis-Behnke 為大家介紹奈米科學之於醫藥品的應用。奈米

學(nanomics)革命遠遠超出操控活體組織的範疇；它深入到分子操控，使得能創

造出新結構，這將改變我們的生活。在奈米尺度(nanoscale)，有一些差異存在於

機械和生物過程之間。真正的奈米材料(nanomaterials)是特定人造的傳輸分子結

構或結構組合，旨在提供直接標靶治療，因此僅需要非常低的劑量。由於奈米技

術和醫療保健的接縫(interface)，迫使我們要徹底地重新思考如何應用這人造物

(engineering)於身體內。組織工程(tissue engineering)將不再只是加入細胞放在特

定的支架，把它放回身體後，就希望一切都會重新連結並正常工作。它也有能力

影響環境，藉由加、減或操控來使環境能夠更利於它的目的。 

1. 奈米醫藥的安全性 

奈米醫藥的缺點之一是缺乏可以衡量從這些新配方給藥所釋放的量和持續

時間之方法。但是若給與低劑量，安全性的議題將會相對變少。藉由對這些藥物

加上標誌分子，一旦藥物被釋放且正確地瞄準標靶，標誌物的顏色變化也可以被

傳送。這些奈米治療藥物(nanotherapeutics)中的反應標誌將提供控制在理想水平

的釋放和功能。 

血腦障壁一直是藥物傳輸到大腦的主要門控機制。奈米技術的使用消除了這

一障壁，因為血腦障壁相對於奈米療法是無形的，現今，奈米藥物可以小到足以

穿過 BBB 正常輸送機制，並直接通過兩層細胞膜，然後釋放到大腦。解除血腦

障壁的門控機制後，所帶來的相關疑慮有：奈米技術將使藥物找到自己的標靶器

官；但另一方面，某些療法的安全性原是基於有完整的血腦障壁防止藥物進入大

腦，這些改變顯著地影響患者、製藥業，與相關的製造廠商。 

2. 轉譯研發的挑戰 

最近在動物和人體的奈米藥物研究中，出現了一些突破，例如：可使失明具

恢復性；可修復大腦和脊髓；在 10 秒內止血；控制植入細胞的分化與成熟；防

止人類前列腺癌幹細胞的惡化轉移；以及使用複合器材來檢測和識別傳染源，這

些都是值得關注的奈米醫學發展。目前還有一些挑戰，減緩了奈米醫藥前進到臨

床的腳步：(1)有許多對小分子療法的誤解；(2)多種技術正在相互結合，創造出

新的藥物傳輸裝置；(3)新技術正在被用來評估審查更小於濃度等級的材料療效

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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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規瓶頸 

傳統的法規落後於技術的發展。我們現在進入分子醫療器材的領域，微粒大

小的變化，徹底改變我們對藥動藥效(PK/PD)的思考。當一個分子進入直徑小於

10 奈米時，通透率將會上升到無窮大，而溶解度不會改變。在過去曾因溶解度

問題而失敗的許多藥物，若重新以標靶分子形式來傳輸，則可能顯示出效果且無

副作用。 

奈米醫藥會對醫學領域有重大的影響，就像麻醉劑和抗生素一樣：這轉變會

相當徹底，是目前我們所不能完全理解的，這些變化也將影響未來的醫療照護。 

奈米醫藥的特殊議題-非臨床評估 

一、我們如何確定奈米醫藥的風險？ 

奈米技術是一項迅速發展的技術，擁有提供我們社會廣泛使用在各種先進技

術應用下產品的潛力。更具體地說，這是個普羅大眾期望會有重大進展的領域，

將會出現在以診斷和治療為目的之各種醫療應用中，包括癌症治療中輸送特定藥

物的潛力。然而，除了正在開發的奈米器材(nanodevices)之有利影響外，潛在的

風險也應加以考慮，因此 Mamoun Muhammed 為大家講授了有關如何評估奈米

醫藥風險的議題。一般說來，奈米材料/奈米微粒的微小尺寸造成相對的大表面

積，伴隨著表面活性的增加，這或許會導致對細胞和器官的反應性增加，進而誘

發毒性反應。此外，奈米微粒的大小可能類似於次細胞結構，因此，奈米顆粒與

這種次結構有潛在的交互作用。對於安全評估審查，風險是發生危害可能性和嚴

重性的組合，也必須確定。危害可以在體外和體內實驗進行評估，然而活體內實

驗是一般情況下，與產品較相關的風險評估。然而，奈米微粒可能還有某些複雜

的因素，身份標誌的確定(identity, 特性描述)是必要的，但並不容易。目前還不

知道哪些物理和化學特性可能與毒性反應有關。有鑑於微粒的不良分散性

(dispersibility)和聚集作用(aggregation)，使用奈米微粒的測試可能難以進行。製

備物的品質可能會由於低生產再現性，和有毒殘留溶劑或製程殘留物的存在，而

有所不同。甚至是奈米材料的大小也應慎重考慮，這是不可或缺的特性描述，大

小測定可隨測量的方法而有所變化。 

當對奈米微粒進行安全性測試時，每個人都應該體認到，並不是只有奈米微

粒本身存在而已。生物系統中各種分子和蛋白質將附著到奈米微粒。雖然這種「包

覆(coatings)」會增加細胞對奈米微粒的識別，但生物效應卻是顯然的未知。另一

方面，特定包覆的應用提供了標靶特殊細胞的可能性。關於毒理學評價，劑量度

量不確定性的存在，最能說明奈米微粒的影響。傳統的劑量是以質量濃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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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奈米微粒來說，表面積或微粒的數目可能更為合適。顯而易見的是，微粒的

性質和大小對奈米劑型的毒理動力學有影響。此外，以奈米碳管作為例證，微粒

形狀也會影響到奈米材料的生物反應。 

總之，我們評估奈米材料/奈米微粒安全的知識在緩慢增長。還有一些不確

定因素，需要加以解決，包括涉及特性描述、品質和再現性、劑量度量、奈米微

粒黏附分子的影響，以及長期潛在影響的問題。 

二、奈米醫藥的免疫毒性 

奈米醫藥包括種類繁多的奈米結構，具有可變的特性，包括大小、形狀和表

面特性。因此，免疫毒性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似乎是奈米醫藥的特點，因此

也是對免疫安全性評估的關鍵門檻。Jacques Descotes 對於奈米醫藥的免疫毒性

有精闢的見解，他指出奈米微粒/材料已被證明會產生免疫作用，例如與免疫細

胞交互作用，引發發炎反應，激活補體連鎖(complement cascade)，或促進抗原

特異性過敏反應(antigen-specific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等。然而，矛盾或相反

的結果也時有報導，因此，對於大多數奈米醫藥，尚無法作出或缺乏明確的免疫

效果結論。 

免疫毒性評估審查時，應特別注意於四類的免疫毒性的影響，意即免疫抑制

(immunosuppression) 、 免 疫 刺 激 (immunostimulation)/ 免 疫 激 活

(immunoactivation)、過敏(hypersensitivity)和自體免疫(auto-immunity)。到目前為

止，只有少數奈米/材料在不經意間發現有免疫抑制性。相關指引，例如 ICH S8

或 ISO TS10993-20 可以作為一個開始，對奈米醫藥的免疫抑制潛力提出評估策

略。短期重覆劑量毒性試驗可能適合提供品質穩定的奈米醫藥測試，也可以被記

錄下來。因為我們對奈米醫藥的免疫毒性潛力以及各種奈米微粒/材料的免疫效

果報告所知有限，相關試驗至少應該要強調免疫功能測定的重要性。 

目前的主要困難是迫切需要評估當前的檢測方法，並調整使其適用於奈米醫

藥。這個門檻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在體外或離體(ex vivo)的免疫功能檢測。現

有資料顯示，奈米醫藥可能產生免疫刺激/免疫激活的特性，例如細胞激素的釋

放，這應該可以全面在體外或離體實驗中進行評估測試。已有多篇文獻提到奈米

微粒在無關過敏原的過敏反應中扮演促進角色，這個問題可以在安全性免疫藥理

學試驗中顧及。過敏反應可能是由免疫介導或非免疫介導的。 

由於無意的吸附或有意的結合各種化學物質/蛋白質，奈米醫藥會被懷疑是

具免疫原性的。但是，由於奈米醫藥預計不會被擬人化，也不太可能產生活性代

謝物，預測奈米醫藥的免疫原性被證實是比常規藥物或生物製劑較簡單。補體活

化的非免疫介導過敏反應(Nonimmune-mediated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已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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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是由微脂體所引起，但少見在與其他奈米微粒/材料中。在此要強調，補體活

化在臨床上可能不會造成明顯的不良反應。包括全身性或被動的皮膚過敏反應、

嗜鹼性球活化、組織胺釋放或補體活化等檢測和動物模型，都可以依逐案為原則

來選擇。 

自體免疫，第四類的免疫毒性作用，是現階段臨床前預測可望而不可及的。

現有資料顯示奈米醫藥可能產生免疫影響，這可能會導致免疫毒性的臨床後果，

因此，建議進行奈米醫藥的全身性臨床前免疫安全性評估。大多數目前使用的檢

測和模型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適用，雖然對奈米醫藥的適應調整顯然是必

要的。在任何情況下，奈米醫藥免疫毒性評價的特異性和方法，仍有待法規管理

目的之全面特性描述和確效驗證。 

三、奈米醫藥與生物系統的交互作用 

Kenneth Dawson 則 指 出 ， 認 識 奈 米 材 料 / 奈 米 醫 藥 (nanoscale 

materials/nanomedicines)和生物之間交互作用的重要性，現在已受到十分的重視

與關切。由於在奈米尺度操控材料的潛力增加，這導致有機會來研究與細胞、組

織、器官和整個生物體的特定交互作用。在奈米藥物和奈米診斷器材也開闢出新

的方向，這提供了機會來落實這些技術在安全和負責的方式中。 

最根本的原因是確實和持久的(real and durable)，小於 100 nm 的奈米微粒可

以進入細胞，不到 40 nm 的奈米微粒可以進入細胞核，小於 35 nm 奈米微粒則

可以通過血腦障壁。這些是生物相關性的基本長度範圍，部分由於內源性運送過

程 (endogenous trafficking processes)，這將確信人造奈米科學 (engineered 

nanoscience)對生物學和醫學影響達幾十年之久。奈米微粒在生物相關環境中(細

胞質、血漿等)，本身與許多的蛋白質和脂質連結，在緩慢的交換環境中形成了

某種動態的「冠冕 corona」。由於交換時間很緩慢，因此許多早期的生物反應被

定義為冠冕相關生物分子(associated corona biomolecules)。即使是特殊功能化的

顆粒 (functionalized particles)，也經常有一些殘留的長命蛋白冠冕 (long-lived 

protein corona)和奈米生物界面(nano-bio interface)(冠冕)，呈現在細胞和障壁間，

很可能是暸解標靶作用的關鍵。接下來將討論一些可用的新方法和工具。 

另一個區別奈米微粒與傳統藥物的關鍵是，它們的大小和蛋白質冠冕

(protein corona)(排除其他因素)所造成的結果，奈米微粒以主動程序被帶進入細

胞，並利用明確的途徑運送到特定的次細胞位置，而藥物的分區則是根據擬平衡

(quasi-equilibrium)的原則。因此，清除只出現於既定生物通路的存在。例如，在

細胞層級，許多奈米微粒進入溶酶體途徑，他們堆積達幾個小時(無法清除)。在

體內的累積和清除也可能取決於蛋白質冠冕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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奈米醫藥非臨床評估的討論議題  

在體外模仿體內系統的可能性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因為受諸多因素影

響，例如給藥途徑、材料劑型、冠冕效應，以及與細胞表面的交互作用等，都需

要在對奈米醫藥的安全性進行評估時加以考慮。此外，滯留在網狀內皮系統(主

要是脾臟)是非常難以避免的，藥物動力學參數，例如活性物質從奈米系統釋放

的速率、其生物降解性和可能的組織堆積也都需要加以考慮。而從美國奈米技術

特性描述實驗室(NCL)所收集的經驗，有人提到需要評估現有方法的局限性；在

這個高度創新和發展的領域中，測試方法的標準化目前是不合時宜的。法規管理

方式的挑戰則在於評估完全新的技術，利用當前已知的指引，適度調整以適應奈

米藥物的特性。正如其他部分與會者強調的重點在，安全性結果的評估應考量在

逐案的基礎上，根據不同的治療適應症來考慮。 

奈米醫藥未來的方向與結語 

最後，由 Marisa Papaluca 為奈米醫藥未來的方向做出結語；以利益/風險方

法為基礎的法規管理框架，對目前而言是充分的。未來則將會接受新的方法，以

補充現有相關準則的不足處；以及新型態產品將在出現時就被評估，因奈米醫藥

並非均相的(homogenous)群體，而是利用專門的系統設計出帶有複雜性可變的奈

米尺度。 

由於奈米技術的新穎和先進的應用，我們看待健康和疾病的方式和行動也會

相對地改變，可能會是我們制定法規、查驗登記審查和使用藥品的方式。在生物

系統中，奈米醫藥和細胞之間交互作用的科學認識正在迅速發展：免疫、代謝和

藥理活性正不斷地擴充，經由新奇和額外的物理/化學尺寸連結到細胞是如何「看

到」和「回應」「奈米」特性。而由於奈米技術正全球性的快速發展並應用在許

多方面，持續早日對話是法規科學家即時了解創新和相關的新評估方法所不可或

缺的。原先認為遙不可及的作用正影響未來藥品的範疇(paradigm)，支持已建立

的利益 /風險方法學之要求 (the requirements underpinning the established 

benefit/risk methodology)需要相對應地調整和演變。從這次的研討會導引出奈米

科學未來的方向與持續作為將包括： 

1. 促進法規管理、學界與業界創新者間的早期科學對話以及知識轉移，並擴展

專業知識來識別從科學建議所產生的風險和機遇、新方法的認證、上市許可

和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的新工具。 

2. 致力於國際研討會以監測新興奈米醫藥的科學進步，與民間團體接觸以預見

患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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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開多學科的法規管理平台以分享經驗，從相鄰框架中學習，並在適當情況

下，將需求構成焦點，促進趨同 (convergence)放在臨界觀點 (borderline 

aspects)。 

4. 確保與利益相關者的適當對話，以制定共同的語言來與社會大眾溝通這複雜

的科學問題。 

參考資料 

1. Engineering Nanoparticle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by Mamoun Muhammed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86
.pdf  

2. Immunology and Immunotoxicity of Nanomedicines, by Jacques DESCOTES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88
.pdf  

3. Nanoparticles in contact with living matter, by Kenneth Dawson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89
.pdf  

4. Nanotechnology What about safety How do we determine risk? by Wim H. de 
Jong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90
.pdf  

5. Risk Management: Safety Spec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Methodologies, by 
Annalisa Rubino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98
.pdf  

6.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Nanomedicines: Specific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risk assessment, by Silvia Berkner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200
.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86.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86.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88.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88.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89.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89.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90.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90.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98.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198.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200.pdf
http://www.ema.europa.eu/docs/en_GB/document_library/Presentation/2010/09/WC50009620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