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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皮膚填補物技術性文件考量 

林煜庭* 

皮膚構造可分為三層，由外而內依序分為：表皮層，真皮層以及皮下脂肪層。

表皮層主要功能為防禦，真皮層則大部分由結締組織組成，包括膠原蛋白

(collagen)、彈性組織(elastic tissue)以及基底物質(ground substance)，其中膠原蛋

白為主要成分。人體內已知的 11 種結締組織膠原蛋白中，第一型膠原蛋白(Type 

I collagen)佔人體皮膚約 80%，主要維持皮膚的拉伸強度(tensile strength)；而第三

型膠原蛋白(Type III collagen)則佔約 15%，主要功能為將上皮層固定至真皮層。此

外，真皮層內亦富含醣胺聚多醣 (glycosaminoglycans)，成份主要為玻尿酸

(hyaluronic acid)以及硫酸皮膚素(dermatan sulfate)，主要功能為保持水分。而皮

下脂肪層則提供皮膚的緩衝作用以及空間填充。 

一般而言，皮膚隨著時間在臨床觀察上會有下列改變：乾燥，粗糙，鬆弛，

蒼白，色素沈澱或過少，毛孔擴大等。而膠原蛋白、彈力蛋白的流失則會導致臉

部細紋(lines)，皺紋(wrinkles)，皺摺(folds)甚至深溝(furrows)的產生。傳統上，臉

部恢復往日的質感或觀感往往得透過護膚保養，美容手術，甚至肉毒桿菌來達到

視覺或觸覺的改變。果酸換膚(chemical peel)或二氧化碳雷射(CO2 laser resurfacing)

針對膚質，尤其是細紋的處理有良好效果，而傳統美容整型手術(aesthetic surgical)

則較適用於對於老化所產生的皺摺(folds)。近年來，顏面填補物則提供另一項選

擇，可針對前額(forehead)、眉間(glabella)、鼻尖(nasal tip)、眼瞼(eyelids)、臉頰

(cheeks)、法令紋、頰唇間皺摺(melolabial folds)、以及唇部(lips)的紋路、深溝、

皺摺及變型(volume deformity)等狀況提供不錯的填補效果。因此顏面填補物適用

於護膚保養及美容整型手術間的市場需求(1)。 

近年來拜美容風氣的盛行以及人口逐漸高齡化所賜，整型醫學漸漸成為美容

市場之主流，顏面填補之應用日益廣泛。此外，由於此類不需進行大型手術的微

整型技術之進步，傷口微隱且恢復快速，因此格外受到矚目。所使用之材料也因

科技進步而有多樣化的發展，依降解性質，填補或刺激組織增生等原理之不同而

有例如膠原蛋白 (Collagen)、玻尿酸 (Hyaluronic Acid)、氫氧基磷灰石 (Calcium 

hydroxylapatite)、巨乳酸、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聚丙烯酰胺 (Poly- 

acrylamide)、甚至矽膠等材質之開發(2,3)。其中，由於玻尿酸分子即為真皮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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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締組織成份，在膠原蛋白與彈力蛋白纖維嵌合處形成黏彈性流體(elastoviscous 

fluid)。但不同於膠原蛋白之處在於，玻尿酸在不同生物體內其化學結構相當均

一，相較於膠原蛋白較無免疫方面疑慮、且其容易培養及大量製造、降解及代謝

後成為水及二氧化碳，因此以玻尿酸為主成份之填補物相當受到歡迎(1)。 

玻尿酸的親水特性可維持水分在細胞外的空間，因此玻尿酸的含量會影響皮

膚內空間以及可壓縮性。皮膚隨著年齡增長，玻尿酸的含量越少，因此也造成水

份流失，因此施打玻尿酸可恢復保持水分的能力。然而玻尿酸的自然狀態只能維

持 1-2 天，隨後逐漸降解並代謝。因此若要使玻尿酸維持較長久的功效，需透過

交聯的過程使玻尿酸穩定。交聯後的玻尿酸有獨特的性質，隨著剪力(shear force)

增加，黏性降低。因此在高剪力的狀況例如進行注射時，玻尿酸不會黏滯因而可

以輕易的通過非常細小的針頭，使施打過程順利。而當玻尿酸到達患部時，剪力

消失，玻尿酸又可恢復原本的黏性，使其不輕易位移。此外，玻尿酸另一獨特之

處在於玻尿酸進行等容降解(isovolemic degradation)(1)。當玻尿酸降解後被組織吸

收的過程中，密度下降但體積不變，直到完全降解及吸收。臨床上，此性質使玻

尿酸植入物讓患部維持相同的體積填充，直到玻尿酸完全降解(4)。 

目前我國核准的玻尿酸填充物，多為可使用於中度及深度真皮層內，用以填

補中度或嚴重的面部皺紋及皺摺，例如法令紋等，而對於嘴唇塑型及填補亦有不

錯的效果。近幾年來，我國已核可通過數種玻尿酸植入物，除輸入之產品外，國

內廠商亦已自型開發玻尿酸皮膚填補物。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管理局亦於 100

年 4月 1日署授食字第 1001601474號公告 「未含藥玻尿酸皮下植入物技術基準」

供業者作為研發上市前測試基準，以及產品進行查驗登記檢附資料之參考基準
(5)，以下就內容加以說明。 

原料及製程 

 玻尿酸之來源多為經鏈球菌(Streptococcus)發酵而得，其培養場所，培養材

料及藥品之選擇，菌種品系，原料培養世代及其穩定性皆會影響原料品質。若來

源為動物來源，例如鳥禽類等，則須附加動物來源證明，且須為非農委會公告不

得進口之地區。廠商在進口半成品原料或製造時，需針對上述要點加以說明並提

供相關資料。 

玻尿酸原料純化過程方面，由於純化方式及流程與玻尿酸原料純度息息相

關，而鑑定方法往往在定性上影響玻尿酸辨識，定量上影響玻尿酸純度計算，因

此廠商須提供純化方式、流程圖、純化結果之確認等資料。純化後之玻尿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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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方法及允收條件，建議可參考歐洲藥典、美國藥典等內容所述之規格以作為

檢驗標準(5)。例如： 

 主成分圖譜：在特徵吸收頻率下的紅外線圖譜(FT-IR)、核磁共振(1H-NMR 或
13C-NMR)、GPC (gel permeation chromatograph)之圖譜以供鑑別。 

 物理性質及化學性質：此性質為確認玻尿酸之重要資訊，因此列舉下列物

理及化學特性之測定項目：外觀、溶解度、濃度、含量、離子強度、滲透

壓、分子量分布、平均分子量、酸鹼值、溫度、本質黏稠度、乾燥減重、

流變學等。 

 不純物：不純物是影響產品安全性之重要項目，其可能來自於培養過程中

培養液的添加、發酵過程產生的副產品、純化過程中菌體其他部分以及溶

劑之殘留等。不純物帶來的影響廣泛，舉凡蛋白質殘留所帶來的免疫反應

相關疑慮，重金屬對人體危害，以及細菌殘骸去除不全導致的熱原性，因

此廠商必須提供檢驗方法及結果。列舉項目如下：蛋白質殘餘量、核酸殘

餘量、殘留溶劑、殘餘重金屬含量生物負荷量、內毒素等。上述項目之詳

細檢驗方法，亦可參考美國材料試驗學會 ASTM F2347-03 指引進行檢驗。 

 交鏈劑：原料萃取鑑定完成後的交鏈過程是另一項影響產品安全性的重要

步驟。未交鍊的玻尿酸降解速度非常快，因此需要使用交鏈劑使不至於短

時間內快速分解，大約可維持 6-18 的月不等的填補能力(4)；不同的交鏈程

度亦影響最終產品的粒徑大小、硬度等物理性質，並且在臨床上影響適應

症部位及深淺的宣稱，因此交鏈步驟是非常重要的製造環節。然而交鏈劑

大多具有生物毒性，因此必須說明交聯劑之名稱，使用濃度，去除方法，

殘餘濃度，並需針對交聯劑可能產生之毒性提出相關文獻，例如最小致癌

濃度以及人類致癌風險之計算，作為安全範圍 (Safety Margin)建立之考

量。若交鏈劑已建立物質安全資料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MSDS)，

則可作為重要參考資訊。而在交鏈效果方面，必須說明產品交鏈玻尿酸含

量、交鏈度、顆粒大小及顆粒大小或粒徑分布，以支持臨床使用範圍。此

外，交鏈後產品以密度，體積大小區分出不同產品規格，類別者，廠商須

說明所使用的篩濾方法。 

降解模式 

此試驗目的為觀察降解時間，降解單體，以及降解模式，以作為未來臨床應

用以及效能時限之參考，可考量自動物體內（in vivo）或體外（in vitro）試驗獲

得降解模式之結果。若以動物模式進行試驗，則應考慮本產品未來之適用部位，

以選擇適當的動物模式及部位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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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學試驗 

依據國際標準 ISO 10993-1 之分類標準，屬於長期植入於組織之醫療器材，

因此建議執行之生物相容性試驗如下：細胞毒性 (cytotoxicity)、敏感性

(sensitization)、刺激性或皮內反應(irritation or intracuatneous reactivity)、系統毒

性(急毒性) (Acute systemic toxicity)、亞急毒性與亞慢性毒性  (subacute and 

subchronic toxicity)、基因毒性(genotoxicity)、植入測試(implantation)、慢性毒性

(chronic toxicity)以及致癌性(carcinogenicity)試驗項目以證明本產品安全性(5)。唯

建議以最終產品進行試驗，結果較具代表性。 

功能性試驗 

如前所述，產品交鏈程度與影響臨床上使用之施打部位、深淺及其成效。因

此必須評估交鏈及未交鏈的玻尿酸濃度。然而交鏈比例之不同，也會因為黏彈程

度改變，可能會影響施打時之推力及方便施力與否，亦會影響無益體積(dead 

volume)的多寡。因此不論是預先充填於針筒或施打前才進行裝填，均需評估玻

尿酸濃度、成品施打推力、適用針頭評估、實際可施打體積等。此外，功能性試

驗亦可包括外觀以及內毒素含量之評估(5)。  

滅菌試驗 

建議以最終產品型式出具滅菌方法確效及近期的確效報告，例如預先填充至

針筒最終成品。若產品內置額外空針或其他醫療器材，則亦須提供該器材的滅菌

方法確效及結果報告。試驗結果須顯示無菌程度(SAL) < 10-6 (5)。除此之外，滅菌

結果應包含內毒素試驗 (endotoxin)，生物負荷量 (bioburden)以及無菌度

(sterility)。而特別須注意的是，若滅菌方式會造成水份流失(loss of water)，建議

評估對於最終產品整體功能性之影響。 

安定性及包裝試驗 

安定性試驗之檢驗項目、規格之訂定等，例如產品架儲期間分子量隨時間的

分布變化，以及無菌程度的改變，皆與產品安全及有效性息息相關。因此安定性

試驗建議進行真實安定性試驗輔以加速安定性試驗。測試項目須顧及產品最終包

裝後，其物理、化學性質之穩定性以及無菌度之變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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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成品 

建議廠商提供三批次檢驗的檢驗成績書。檢驗項目亦可參考前述之藥典，並

需提出檢驗規格以及試驗結果。列舉檢驗規格如下：外觀、體積、密度、濃度、

黏度、酸鹼值、滲透壓、已交聯及未交聯之顏面填補醫療器材濃度、交聯程度、

交聯劑殘餘量、無菌度、內毒素等。  

臨床文獻 

若製造商擬進行臨床試驗以證實產品之安全及有效性，建議廠商設計前瞻性

試驗，試驗設計考慮為 within-subject controlled, 受試者數目應達統計意義，主

要療效應依臨床上國際通用的評分方法進行評估，且評估期間應須較擬宣稱之療

效持續時間至少相等或更長。並且須進行短期及長期之安全性評估，評估期程平

均須較最後治療後多至少六個月以上(5)。此外，針對國內執行之臨床試驗，須符

合我國衛生署頒布之「醫療器材優良臨床試驗基準」撰寫試驗計劃書及執行臨床

試驗。 

玻尿酸填補物因已問市許久，原料製程以及療效已為大眾熟知，因此未必每

個製造廠都會設計完整的臨床試驗以證明產品之療效。因此廠商可考慮檢附本產

品與其他國內已核可產品之類似品比較表，作為支持相似程度之佐證資料，以作

為未提供臨床試驗報告之重要資訊。而也拜此類產品核准上市已有相當時間，有

許多產品的上市後監控報告亦相繼被發表。產品於他國上市後監控報告、不良事

件統計資料做為臨床文獻之佐證。此外，提供與擬申請上市產品成份類似產品的

臨床文獻報告亦可做為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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