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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 Leap
這家新創公司投入超過 5 億美元，要用全新 3D 影
像技術讓你目眩神迷。
撰文

梅茲 （Rachel Metz）

雖然說理智上很清楚，自己面前沒有一隻頭上長角的
四臂藍色大怪物在跺著步繞圈圈，但逼真的程度著實嚇
人。
我當時在佛羅里達州達尼亞灘 （Dania Beach） ，神
祕新創公司 Magic Leap 4 面白牆的辦公室裡。端坐辦公
桌前，頭上戴著搭載許多電子裝置跟鏡頭的巨大金屬框
架。透過鏡頭向外望見的畫面，讓我瞠目結舌。Magic
Leap 將這項還在開發原型階段的技術稱為「電影級實境
（cinematic-reality）」。也就是這項技術讓我恍如與那
頭猙獰的巨獸同處一室，看著他在我眼前約 2 公尺揮舞
兩雙手臂重重踏步。
這頭怪獸不只在固定距離外可見。我手裡握著連接到
展示工作站的影音遊戲操縱器，按一個按鍵，就可以讓

我當然把他拉到最近為止，好仔細端詳看起來多逼
真。這時，怪獸在我眼前 30 英寸 （76 公分） 左右，即

怪獸放大縮小，左右移動，拉近或推遠。

使被我縮到口袋般大小，仍然栩栩如生－－皮膚粗糙，
主要研發團
隊或人員

突破性技術

重要性

可以靠一個裝

這項技術將為

- Magic Leap

置讓虛擬物件

電影業、遊戲

出現在實際生

業、旅遊業、

- 微軟

活中。

電信業開拓新
契機。

手腳肌肉發達，眼睛凹陷，面目猙獰。我伸出手讓他踏
上來，不騙人，眼看他小小的腳快踩上來時，我掌心有
股刺痛。直到一瞬間，回神想起這只不過是幾可亂真的
3D 影像，投射在我前方真實空間中，不由得會心一笑。
電影、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影音裝置所使用的虛擬
和擴增實境技術，往往言過其實，影像看起來很弱。這
是因為目前常見的立體眼鏡 3D 立體顯示，基本上是用
誤導視覺的方法，跟我們平時看東西的方式不同。遠近
的感覺來自兩眼分別看到同一個物體不同角度的畫面。
不過，如此一來，由於不得不同時盯著一定距離外的螢
幕平面，和感覺比較貼近的動態畫面，可能讓你頭暈目
眩，進而頭痛噁心。
當然，眼鏡式 3D 立體顯示技術最近已開始有所進步。
目前市面上買得到最好的系統，出自去年春天臉書以 20
億美元收購的 Oculus VR。售價 199 美元 （約新臺幣 6,000
元） 的 Gear VR，是由 Oculus VR 與三星共同針對軟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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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商打造的頭戴式裝置，只要插入三星智慧型手機，就
可以玩遊戲和欣賞影音。

也難怪 Google 會在去年 10 月率先挹注令人咋舌的
5.42 億美元巨額資金入股，不論 Magic leap 在做的是什

不同的是，Oculus 想把你送到虛擬世界裡娛樂和遊

麼，都很有可能成為資訊科技的下一個新里程，所以

戲，Magic Leap 卻是要把娛樂和遊戲帶進你所處的世界。

Google 不會傻到不參一腳。1 月時，微軟透露計畫今年

而為了讓這些想像出來的怪物跟你辦公桌上擺的鉛筆同

推一款嶄新的頭戴式裝置時，Google 這筆投資格外顯得

時存在，必須以有別於眼鏡式 3D 顯示又不違反平常看

有先見之明。可以與全息影像互動的微軟 HoloLens，聽

東西原理的方式，創造 3D 立體影像。Magic Leap 基本

起來像極了 Magic Leap 正在研發的產品。

上已經開發出一種小小的投影機，把光線打進你的眼睛
—這種光會跟你從現實世界接收到的光緊密融合。
在 Magic Leap 的辦公室裡，目睹清晰的怪物、機器人、
死屍頭顱影像後，我可以想像，未來某天，能和遠方的
家人視訊聊天，對方看起來像人就坐在我家客廳，而另
一頭，我看來就像坐在他家客廳。或者，能跟著虛擬導
遊走訪紐約市，建築物側面會顯現建物的往日風貌。又
或是，看電影時，隨劇情進展，尾隨在劇中人物身後張
望。
不過，沒有人真正知道這技術用在哪裡最好，要是在
酷炫外，Magic Leap 還能提升操作的簡易度及使用的舒
適度，想必大家會想出夢幻級運用。

亞伯維玆說，
他和公司員工要讓內心那個 11 歲的自
己「瞠目結舌」。

上圖：在醫療示範或教學時，大體頭顱可以一次解剖一個斷面。
下圖：真手上站著假機器人。

Magic 的背後
Magic Lead 不肯透露產品實際上市時間或造價，只表
Magic Leap 總部休息區的虛擬螢幕上正在播放音樂家歌手文森 （St.
vincent） 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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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售價不會超出目前一般行動裝置的範圍。Magic Lead
創辦人兼總裁亞伯維玆 （Rony Abovitz） 在我強力要求

後，只笑著答：「快了。」

高中同學麥克納馬拉 （John Graham Macnamara） 開始

亞伯維玆的辦公室跟勞德岱堡好萊塢國際機場在同一

醞釀這項計畫。他們兩人著迷於星際大戰裡的那種行動

條路上。他坐在辦公桌前，整個櫃子上整齊排列著玩具

式全息顯示。全息影像是可從不同角度檢視的 3D 立體

和塑膠立體幻燈鏡 View-Master。現年 44 歲的他，體格

顯示，成影原理是利用由物體所反射的光線參數精確重

像頭熊，笑容親切，我們見面時，他穿著黑色的 Nike 球

建光場。但亞伯維玆曉得用這樣方式投影，即使畫素很

鞋，長袖襯衫，休閒褲，花白的捲髮上戴著圓頂小帽。

低的全息影像，也要花費很多時間和金錢。有一天，他

我其實沒料到他為人這麼體貼穩重，畢竟之前我只在

記得自己呢喃自語：「不可能有顯示器辦得到。」

2012 年佛羅里達州薩拉索塔的 TEDx 演講影片裡見過這

不過，隔天早晨他醒來時，想到一個主意：何必這麼

人一次。那段影片裡有兩個人扮成叫做 Shaggle 的長毛

麻煩，把全息影像投影出來讓好幾個人一起看呢？幹嘛

怪，亞伯維玆打扮成太空人，背景則冒出不知所云的搖

不放棄以立體眼鏡製造 3D 立體效果，乾脆用眼睛和大

滾樂。雖然這場題為「想像合成」的演講，以表演藝術

腦原本的感知方式，做出只給單獨一個人看的全息影像

（甚至是模仿 TED 演講的嘲諷劇）的方式呈現，他卻保

呢？維玆說：「我們花了超過 5 億美元在讓你沒反應，

證當中其實有一個貫穿的訊息。他說，想得出來就送你

生理上的。」

一個溜溜球。

他、麥克納馬拉和 Magic Leap 整個團隊想出的解決

白天，亞伯維玆是具有生醫工程背景的科技企業家。

之道，仍然相當機密，擔心競爭問題為由，對技術層面

他之前曾在勞德岱堡創辦 Mako Surgical，製造配備觸覺

不是避而不談就是含糊其辭。但可以肯定的是，Magic

技術的機械手臂，骨科醫師在操作時更具有親自在骨頭

Leap 用迷你投影機將光線打進透明鏡片後，再折射到視

上手術的真實感。2013 年，醫療技術公司 Stryker 以近

網膜上。這樣的光線組合跟真實世界感知的光線相當一

17 億美元的價格，併購 Mako 。到了晚上，亞伯維玆喜

致，因此對視覺皮層而言，物體影像和真實物體間幾乎

歡搖滾一下。他是流行搖滾樂團 「閃亮狗和他的朋友

難以區別。

（Sparkydog & Friends）」的主唱兼吉他手與貝斯手。照

研究計算成像及顯示的史丹佛大學電機工程系副教授

他本人的說法，Magic Leap 同時源自他的手術用機械手

威茲斯坦 （Gordon Wetzstein） 表示，Magic Leap 要是

臂前公司與樂手生涯。

能讓頭戴式顯示器顯示眼睛周遭的影像，並透過即時對

亞伯維玆在 Mako 時期就有將虛擬實境與真實世界結
合的念頭。雖然機械手臂技術可以讓醫師有器械碰到骨
頭的觸感，但他也希望讓醫師在手術時能看到虛擬的骨
骼影像。他說，自己試了一遍又一遍不同廠牌生產的頭

焦維持影像清晰度，欣賞 3D 影像會更舒適。他說：「他
們做的事若真如我們所料，就太驚人了。」
Magic Leap 正在緊鑼密鼓地朝這個目標進行。自從
2011 年開發出第一個模型後，硬體體積持續縮小。

戴式顯示器，卻沒有一個令他滿意。 他表示：「那些全

目前開發中的裝置就比我試戴的笨重頭架小巧多了。

都爛透了。你戴上去只會頭痛，超級糟。我不由得納悶：

下一項試玩中所用的硬體只占推車大小。只要用手指戳

『為什麼爛成這樣？』」

一個復古風的迷你飛天機器人，他就會準確地隨我手指

與此同時，亞伯維玆也想辦「閃亮狗和他的朋友」虛

的操控，在 Magic Leap 辦公室的隔板之間穿梭行動。 這

擬巡迴演唱會。U2 樂團在 1987 年的《Where the streets

個角色出自第一人射擊遊戲《格勞伯特博士入侵 （Dr.

have no name》音樂錄影帶中，向披頭四致敬，到一家

Grordbort's Invaders）》，由製作《哈比人》大量電影特

洛杉磯酒舖屋頂上即興演出。亞伯維玆也很想讓自己的

效的維特工作室（Weta Workshop）共同開發。

樂團來場這樣的演出，不過是以虛擬的方式，一口氣同
時把 1,000 個屋頂當作舞臺。
大約 4 年前，他跟從加州理工學院理論物理系輟學的

以我所見到的雛型（外型仿真但還不具實際功能的硬
體） 看來，他們的目標顯然是做運動型大框太陽眼鏡外
觀，連結大小放得進口袋的方型主機。Magic Leap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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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利時所附的類似圖片也只看得出這麼多。不過他

所用的投影機比一粒稻穀小，以黑線連結，可將光打入

們仍閃爍其辭，亞伯維玆只證實會是像眼鏡的頭戴式裝

單透鏡。我往鏡頭裡瞧，窺見了綠色粗糙版四臂怪物，

置。連讓他同意我記下這麼含糊的字句，都得費盡九牛

也就是之前在我手掌上跺著腳繞圈的那頭。除了提高解

二虎之力。

析度，Magic Leap 還必須把追蹤視線和手指的感測器及

要做到那麼小肯定很難。我在 Magic Leap 看過的最小
型展示機，體驗起來還是比不上那些大型機組。小型機

軟體塞進小型機，你才能操控並與虛擬角色互動，他們
的動作還必須與真實物件融合。
去年那筆 5 億美元的資金就是這麼來的。Magic Leap
正瘋狂招人，除了要找視線追蹤、虹膜識別、人工智

先趨與競爭
1838 年：查理斯惠特史東爵士 （Sir Charles Wheatstone）

慧深度學習領域的工程師，還缺光學工程師、遊戲設計
師，以及想得出可以虛擬顯示什麼內容的人。要了解他

發明第一支立體鏡，利用兩個斜鏡把同一個影像各反映一

們的想法，提示是我在他們辦公室裡看到四散的雷射槍

半到左右眼，讓觀眾感覺影像在三維空間中。

和魔杖。科幻作家史蒂芬森 （Neal Stephenson） 已獲

1922 年：3D 默片《愛的力量 （The Power of Love）》上映，

Magic Leap 聘為首席未來學家，他在 1992 年小說《潰雪

觀眾戴上左右不同色的眼鏡 （一紅一綠） 觀賞。

（Snow Crash）》中描述一個想像中的虛擬世界「魅他

1961 年：飛歌公司 （Philco） 的員工開發出已知最早的頭

域 （metaverse）」。

戴式顯示器。這款取名「 Headsight （頭視）」的頭盔，配
備有陰極射線管和磁性頭部姿勢追蹤功能。

Magic Leap 總部的明亮裝潢散發他們對急遽成長的興
奮，穩重的辦公室布置穿插著紅色的高背情侶座和黃色

1962 年：海利希 （Morton Heilig） 取得「Sensorama （感
知全景）」的專利權，是一臺很大的箱型機器，在供一人
欣賞的小螢幕上播放立體影片，並結合氣味和風動，製造
身臨其境的體驗。

的椅子。介紹起正在做的遊戲、感測器、雷射槍時，員
工神采飛揚。
去年的巨額投資讓大家對這間公司更感興趣。亞伯維

1985 年：發明「virtual reality （虛擬真實）」一詞的藍尼

玆說：「我們經歷了『有人在乎這個嗎？』到『好吧，

爾 （Jaron Lanier） 創辦了 VPL Research 公司，產品包括可

有人在乎。』」現在他和他的團隊感受到這些深切的期

戴在手上與虛擬環境互動的「Data Glove （數據手套）」
及頭戴式顯示器「EyePhone （眼話）」。

待。他說：「我們要給內心 11 歲的自己一點顏色瞧瞧。」

1990 年：波音公司的科學家科戴爾 （Thomas Caudell） 和
密澤爾 （David Mizell） 開發出一款穿戴式透視顯示器，可
以在儀表板上交疊顯示線條，好方便工人在儀表板上組裝
電線後，再安裝到飛機上。

2010 年：Quest Visual （視覺追求） 公司推出 「Word Lens
（字鏡）」應用程式，只要將智慧型手機的鏡頭對準西班
牙文標示，螢幕上就會顯示對應的英文。

2012 年： 拉 奇 （Palmer Luckey） 在 群 眾 集 資 網 站
Kickstarter 上，為眼鏡式 3D 虛擬實境遊戲頭戴裝置「Oculus
Rift」 募 得 240 萬 美 元。 兩 年 後， 臉 書 以 20 億 美 元 併 購
Oculus 公司。

2015 年：微軟在 Google 投資 Magic Leap 後幾個月，高調
展示 HoloLens ，同樣以異於眼鏡式 3D 原理的技術，達到
讓虛擬物件與真實世界交融。微軟計畫在今年內推出這項
裝置。

亞伯維玆 2012 年在 TEDx 舞臺上的短暫出場很令人費解。打扮成太
空人的他，說：「我笨拙的幾小步，是人類神奇的一大步。（A few
awkward steps for me; a magic leap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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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結構工程

電極。矽之類的電極材料雖然具有潛力，卻易因外力而

加州理工學院科學家開發出潛力無窮的細微晶格

具有韌性，不易碎裂。

結構。
撰文

破裂。若將矽電極表面覆上晶格狀奈米金屬，結構就能

製造這種奇妙材料的關鍵，在於要有專門的儀器配

布爾札克 （Katherine Bourzac）

備（其中有些被葛瑞爾依需求改造過），才能在不小的
區域精密控制奈米大小的結構。葛瑞爾小跑步下了兩層

來到加州理工學院材料科學家葛瑞爾（Julia Greer）的

樓到地下室，精密儀器都放在這個不受振動干擾的實驗

實驗室，彷彿進入一個不守普通物理規則的世界。我們
的日常經驗中，陶瓷鋼鐵之類的堅固材質往往很重，質

突破性技術

重要性

量輕則較弱。葛瑞爾開發出的奈米材料，令人稱奇。她

可藉精密調整

結構材料愈

- 加州理工學院葛瑞爾

藉調整材料內部的細微結構，改變這種規則。

構造而增加強

輕，能源效

- HRL 實 驗 室 卡 特（ William

度及軔性的輕

率和通用性

Carter）

質材料。

愈高。

- 勞倫斯利福摩爾國家實驗室

陶瓷通常又硬又重，同時（掉過盤子的人都知道）又

主要研發團隊或人員

脆又易碎。去年葛瑞爾開發出的陶瓷，卻堪稱史上最強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最輕的材料之一。而且還不易破碎。在她拍攝的一段影

（Christopher Spadaccini）

Laboratory, LLNL） 斯 帕 達 奇 尼

片中，以實驗室儀器用力下壓這種材料做成的立方體，
壓一下就扁了。壓力移
除後，又會「像傷兵似
的」重新站起來。她說：
「很不真實，對吧？」
葛瑞爾常在校園裡溜直
排輪趕開會，說話像連
珠砲似的，必須全神貫
注聽她講。細看自己電
腦螢幕上美麗奇妙的奈
米晶格結構時，才暫時
緩了緩。
葛瑞爾研發出的這種
輕質材料若能量產，將
可廣泛應用在取代強度
相當，卻重好幾倍的複
合物和其它材料。另一
種可能是用在大幅提升
電池的電能密度。為增
加同體積電池可容納的
電量，研究人員一直試
圖研發比現有電池，更
輕卻能儲存更多電力的

這個邊長約 50 微米的陶瓷立方體因主要由空氣組成，質量很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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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兩重厚重黑簾後有一臺類似立體列印機的機器，用

的材料，很有希望。不過也同時提醒我們，葛瑞爾需要

雷射閃光緩慢地打造複雜的聚合物框架。葛瑞爾的一

努力做大：她所有做出的奈米材料還不到手掌大小。

名學生在聚合物表面塗覆金屬、陶瓷等材料，兩側開口

葛瑞爾打算用這種奈米結構法處理各式各樣的材料，

後，把裡面的聚合物蝕空。最後這種材料形成交錯縱橫

很多合作對象對這些反常特性很有興趣。她能在發光或

的桁架，像巴黎鐵塔的柱架一樣，只不過每根都只有 10

隔熱材料中插入奈米大小的隔板，從而精確控制光或熱

奈米粗。

的傳導。她目前和兩家電池製造商合作，用她的奈米結

不用她的方法，不可能辦得到。葛瑞爾給我看她之前

構研究電化學。另外並和生物學家聯手研究是否可用奈

與製作較大微型桁架的加州馬里布 HRL 實驗室合作時，

米結構陶瓷來做骨骼生長支架，例如損壞會導致失聰的

所開發出的成果。她把這個看來有點像鋼絲球的鎳製樣

聽小骨。

本放到我掌心，卻幾乎感覺不到預期中的重量，讓我有

具備相信能夠達成應用的信念，她正在加速高解析

點錯亂。用「輕如鴻毛」來形容這個金屬體絕不誇張，

度雷射印刷的過程。葛瑞爾取出去年做的 6 平方毫米大

特性是超輕而且隔熱，這正是她和 HRL 實驗室同事努力

小奈米結構陶瓷。做出薄得像紙的這張材料，要耗時一

的應用方向。

週。她說：「我們做科學實驗，不需要很大的量。但現

從這個輕如鴻毛的鎳看來，藉改變結構做出性質奇異

在的問題是：怎麼大量製造？」

將材料的奈米級結構
微調後，結構樣式變
得極特殊，特性也與
平常不同。（圖片來
源：Photographs by
Anais & D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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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瑞爾在加州理工學院辦公室，手中為某種金屬的原子結構模型。

車間通訊

克里希南加速過彎時，我正坐在副駕駛座。儀表板瞬
間亮燈外，警示音響起，椅子也開始拼命嗡嗡叫。克里

可望提高行車安全的簡單無線技術。
撰文

希南緊急剎車，我們猛然停住，只見左方視線被樹籬遮
蔽處，竄出一輛來車從面前呼嘯而過。他鎮定地說：「你

奈特 （Will Knight）

看我剛才根本看不到他。」
突破性技術

重要性

主要研發團隊或人員

避免碰撞的

全世界每年

- 通用汽車

車輛間通訊。

有 100 萬人死

- 密西根大學

於交通事故。

-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幾年內，車輛就會開始配置這種碰撞預警系統。這項
稱為車間通訊或車對車通訊，可以讓車輛將位置、車速、
方向盤狀態、剎車狀態等資訊，傳送給方圓幾百公尺內
的其他車輛。其他車接受到訊息後，便能隨時清楚掌握
周遭路況，即使最謹慎或機警的駕駛或最優良的感測系

克里希南 （Hariharan Krishnan） 看起來不像街頭賽車

統意料之外的突發狀況，也能即時預警。

手。細框眼鏡，整潔的小鬍子，讓我想起以前一個數

雖然目前已有很多車輛使用雷達或超音波偵測路障或

學老師。然而，去年 9 月一個豔陽日，他駕著凱迪拉克

來車，但這些感測器的感應範圍只有幾個車身的距離，

DTS ，在密西根州沃倫市的通用汽車研發中心停車場，

而且只能偵測到最近的障礙物為止。

不要命似地飆車。

車間通訊也應該會比已愈來愈廣泛的先進車輛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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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但目前仍不夠完善可靠，惡劣氣候、無預期障礙、

血液檢測法

突發情況，及複雜的城市路況下，感測器跟軟體仍易受

DNA 快速定序儀將可用在以血液做簡易癌症檢

干擾。車輛間的無線資訊網路，對確保道路安全的成效

驗。

恐怕更大更快。

撰文

技術，有更大的影響。雖然自駕車安全性一定會再提

史丹德 （Michael Standaert）

打 造 車 聯 網 仍 是 複 雜 的 任 務。 各 車 的 車 載 電 腦 每
秒讀取 10 次附近車輛傳來的資訊，計算當下即將發

中國什麼都大，連癌症問題也大。在北京等富裕城市，

生碰撞的機率。透過專用無線頻道以及新的無線標準

癌症據信是當前最常見死因。空氣汙染、吸煙率高，及

（802.11p） 傳送，以確認資訊真偽。

遭工業汙染荼毒而惡名昭著的「癌症村」也都不斷推高

克里希南在通用的停車場，又載我體驗了幾種其他路

中國各地的死亡率。尤其盛行率高達西方國家 4 倍的肝

況。慢慢開始停進已經有車的停車位時，會有警示音響

癌，部分原因是中國人口中每 14 人就有 1 人為肝癌高

起。準備進行危險超車時，則有警示燈閃爍，並傳來語

風險的 B 型肝炎帶原者。每年全球因癌症死亡人數中，

音警示：「對向有車！」

27% 是中國人。

光美國每年就有超過 500 萬起道路碰撞事故，其中 3
萬起為死亡車禍。開發車聯網技術的重要動力，正是希
望未來能藉此大幅減少道路事故的發生。
在密西根州安娜堡這短短 1 小時試車期間，已經大大
展現車間通訊的珍貴價值。2012 到 2014 年間，美國國
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與美國密西根大學
合作，在這座沃倫市西邊的城市近 3,000 輛車上試設發
射器。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研究員取得這些車
上的通訊紀錄，研究得出結論：這項技術每年可以在全
美預防超過 50 萬起事故，挽救 1,000 條人命。在密西根
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擔任課程主任的馬杜克斯 （John
Maddox） 表示，車間通訊技術足以徹底改變我們的駕
駛行為。
安娜堡那趟試車後不久，美國交通運輸部宣布將開始
草擬法規，未來將全面強制新車安裝車間通訊裝置。歐
洲和日本也進入這項技術的測試階段。
當然，前路還是會面臨一些障礙。通用汽車努力要在
2017 年版凱迪拉克安裝車間通訊系統，不過第一批凱
迪拉克大概很難找到通訊的對象，這項技術的價值將因
此大打折扣。車間通訊要達到普及，恐怕還得等個十幾
年。

突破性技術

重要性

主要研發團隊或人員

可及早發現

全球每年有

-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盧煜明

癌症的血液

800 萬人死於

- Illumina 公司

檢驗。

癌症。

-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沃格斯
坦 （Bert Vogel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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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12 月， 我 從 深 圳 搭 地 鐵 到 香 港， 與 盧 煜 明 教
授會面。盧教授多年來致力鑽研「血液檢測法（liquid
biopsy）」，以透過 DNA 定序法驗血，及早發現肝癌等
癌症（甚至出現症狀前）。

地區男性應該全面篩檢。香港一所私立醫院已開始提供
檢驗。他說：「我們相信這方法能挽救患者生命。」
盧煜明教授的實驗室正與旗鼓相當的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等研究機構的科學家一較高下，研究如何以這種構想

盧教授如往常般西裝筆挺地現身，這習慣讓人聯想到

開發一種適用於大多數癌症的檢驗法，而不只是病毒相

英國牛津大學的正式晚宴裝。1980 年代於牛津求學的盧

關的癌症。這種方法需靠基因定序儀，迅速分析散布血

教授，因在 1997 年率先證明孕婦血液中帶有胎兒釋放出

液中數以百萬計的小片段 DNA。研究人員將分析結果與

的 DNA 而聞名。他的這項發現促使唐氏症篩檢能夠更安

人類基因圖譜的序列進行比對後，即可找出可做為腫瘤

全簡便，至今已有超過 100 萬名孕婦受惠。

指標的異常 DNA 片段。

盧教授現在正與世界各地實驗室競相研發以血液檢

盧教授帶我參觀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實驗室裡的幾臺舊

測為基礎的癌症篩檢法，追求科學與商業卓越成就。這

定序儀。他表示，下一代 DNA 定序儀，有些跟手機一樣

方法可行的原因在於死掉的癌細胞也會進入人體血液

小，或許能讓定期癌症篩檢更便宜也更普及。但目前試

DNA。然而初期的數量微乎其微，並且藏身在循環中的

用中的肝癌高危險群 DNA 檢測仍然太貴，無法用於一般

健康 DNA 間，因此難以測量。但盧教授說他的目標很單

篩檢。盧教授指出，胎兒測試剛開始也同樣貴，但價格

純：每年定期驗血就能及早發現癌症，及早治療。

已經降到 800 美元以下，因此可推廣使用。他說：「（癌

開始擴散時才發現的晚期癌症，基本上仍是不治之

症檢驗）應該也會一樣。」

症。在美國，運用科技降低常見癌症死亡率的最重大醫

以盧教授這樣的研究為基礎，血液檢驗的商業利益

學成就來自早期發現。大腸癌死亡人數急劇下降，半數

最近開始爆增。今年 1 月，美國史奎浦研究院（Scripps

應歸功於結腸鏡檢查等篩檢法。

Research Institute）的托普爾 （Eric Topol）預言，將這項

盧教授任職的醫院目前參與兩項世界最大型研究，以

技術用於檢驗癌症及其他疾病，會成為「未來 200 年的

證明 DNA 分析也可用於篩檢。研究人員追蹤 1,000 名 B

聽診器」。開發出快速基因定序儀，位於美國聖地牙哥

型肝癌病患，觀察 DNA 檢驗是否能比超音波更早發現肝

的 Illumina，公司總裁佛拉特利（Jay Flatley）今年告訴投

腫瘤。另一項更大型研究則是關於鼻咽癌（鼻咽在鼻腔

資人，這種檢驗的市場至少值 400 億美元。他將這項技

後方，軟顎上方）。鼻咽癌在世界其他地方很罕見，但

術稱做癌症診斷上「說不定最振奮人心的突破」，他表

華南地區男性的終生發生率卻高達 1/60。

示 Illumina 將開始提供研究人員血液檢驗工具組，方便

長期食用鹹魚、華人遺傳特徵、EB 病毒感染（會引起

他們搜尋癌症跡象。

單核細胞增生），似乎都與鼻咽癌有關。盧教授表示這

除了篩檢癌症，血液檢驗也可能對罹癌患者有所幫

種病毒會造成一種特殊情況，他開發中的檢測法就針對

助。醫生可根據引發癌症的特定 DNA 變異用藥。判斷變

受病毒感染的 DNA，這些 DNA 存在於死亡的癌細胞，再

異類別的方式之一是化驗腫瘤組織切片，但多數病例可

釋放到血漿中。

採用非侵入式的血液檢驗。盧教授告訴我，中國 40 % 的

這項研究將招募 2 萬名香港健康中年男性受試，目前
已進行一半。研究人員在首批 1 萬名受試男性中，篩檢

肺癌患者都帶有 EGFR 基因突變，適合投用新的標靶藥
物治療。

出 17 名癌症個案，其中 13 人為第一期患者（最早期），

癌症類型很多種。盧煜明說，研究人員必須按步就班

在接受放射性治療後，幾乎已全數康復。若等頸部硬塊

驗證每一種癌，都確實可靠體液檢驗挽救病患生命。他

這種最晚期症狀出現時才就醫，存活率通常不到 70%。

自認熟悉的是鼻咽癌。他說：「血液檢驗一旦能篩檢並

盧教授說：「這些人往往不曉得身上每天帶著 1 顆未爆

正確診斷常見癌症類型，就會成為主流。」

的定時炸彈，還好我們提醒了他們。」在他看來，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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