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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創新獎得主凱文•傅

防患於未然
信用卡、心律調節器等物品所用的無線射頻晶片，
都需要防範可能的駭客。
文

查爾斯•葛雷伯（Charles Graeber）

譯

羅耀宗

TR35是
Technology Review
律 調 節 器 等 利 用無 線 通

每年選出科技界35歲以下

心

術，用 在 運 輸 貨 櫃 的 標 籤、電

訊的植入式醫療裝置，有

子鑰匙卡、艾克森美孚（E x xon

35位出色的領導人；

沒有可能遭人惡意侵入，危及病

Mobil）的快通（Speedpass）鑰匙

本刊選譯年度創新獎

人的生命安全？凱文•傅（Kevin

圈棒、大通銀行（Chase）的免刷

及年度人道主義者

Fu）根據自己的研究，對這種誇

「眨眼」（Blin k）信用卡等許多

兩大獎項得主。

大的情境並不陌生，但他寧可侃

東西上面。帳務和個人資訊可以

侃而談技術細節。不過，傅這位軟

用無線的方式迅速分享。不過，

體工程師和電腦科學助理教授想

傅早在 2006 年就想到，它並不是

的是保全問題，而滿腦子保全的

很安全。

的年度獎項，

人，想法當然和別人不一樣。

本刊獨家取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傅和他的同事測試過萬事達

「在保全世界工作的任何人，心

（MasterCard）、威士（Visa）和美

裡總擺著一個敵人，」33 歲的傅，

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超過

坐在他位於麻州大學安默斯特

二十張「智慧型」或者免刷信用

校區（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卡，發現只要帶著自製的掃瞄器

Amherst）電腦科學大樓二樓的辦

走過它們，便能從其中幾張信用

公桌後，這麼解釋。「這樣，才能

卡擷取帳號和有效日期，就算信

設計出最好的系統去防範它。」

用卡放在錢包裡也逃不掉。

Technology Review期刊圖文授權
Technology Review, Published by MIT.
TECHNOLOGY REVIEW

傅 研 究 的 惡 意 威脅，主 要 和

不肖份子可以漫步在郵箱、商

無線射頻識別（radio frequency

場、機場，竊取身旁的 R F I D 資

identification；RFID）的安全性

訊，盜用別人的身分，做一些非

有關。R F I D 這種日益普及的技

法勾當。可以說，不必摸你的皮夾

Internet URL: www.technologyrevi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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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退一步
凱文•傅從存心不良的駭客眼裡，
看到無線裝置的安全漏洞十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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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便能扒走它。這些卡片要真

沾有氰化物的泰樂諾（Tylenol）止

的安全無虞，那就需要有好的加

痛藥放上芝加哥的藥房貨架上，

兩人向麥瑟爾張口結舌的部

密軟體來保護，而這正是傅的專

也有駭客將容易引發中風的動畫

屬解釋保全專家是怎麼想的。醫

長。不過，加密需要穩定供應能

張貼到癲癇病的網路討論版。

療專業工作者又回過頭來向保

所長。

源，而這是用在這些場合，從外部

「看起來像是妄想狂所為，」傅

全研 究工作者上一堂心臟病學

供應電力、被動式的 RFID 晶片所

承認，「但以保全的觀點來看，你

基礎課程——從每年植入全球約

欠缺的。「我們想到從程式設計下

需要從壞人確實存在這個事實

五十萬人體內的心律調節器和去

手，」傅解釋說，「但是少了 RFID

為起點出發。」而且，要找那些壞

顫器談起。基本上，心律調節器

電 腦 去 做 程 式 設 定，程 式 設計

蛋，似乎沒有比醫療世界更好的

是以溫和且規律的電脈衝，調節

無法運作。而不能解決能源的問

地方。

異常的心跳；去顫器則是以大電

題，R F I D 電腦無法運作，」他露

傅開始懷疑心律調節器和去顫

擊，「重振」衰弱中的心臟。他們

出苦笑，「所以，到目前為止，這

器等無線射頻傳訊醫療裝置是否

把兩者合起來，做成可植入體內

恐怕得耗上兩年的光陰。」

安全。他和老同事、華盛頓大學

的心臟整流去顫器（implantable

在 傅 看 來，要 解 決 這 個 兩

的電腦科學與工程助理教授河野

cardioverter defibrillator；ICD）。

難，唯 一 的 方 法 是 開 創 新 的

忠義（Tadayoshi Kohno）討論了這

ICD 設計得可以防止心臟病患者

技 術 ——他正和電機與電腦工

個問題。河野忠義是研究電腦網

心臟病發，但傅和河野想問的是：

程 教 授 韋 恩•伯 里 森（W a y n e

路與投票機弱點的資深專家。

它可以引起心臟病發嗎？

Burleson）領導的一個團隊，投入

「凱文是異想天開型的研究工

傅在麻州大學的辦公室中，抽

一項研究計畫。不過，還在苦思這

作者，」河野說，「就我所知，現

出一只鞋盒，裡面有具 IC D，看

個問題的同時，傅就像只有保全

在大學部幾乎每一堂電腦安全課

起來像是童話故事《綠野仙蹤》

專家會想的那樣，想到一件事：

程，都會提到他做的研究。他的

（The Wizard of OZ）中錫人（Tin

如果財務資訊有外洩之虞，那麼

洞見極其深入。」傅和河野合力將

Man）可能要找的心臟：本來像掛
鎖那麼大，包在堅硬、銀白色的醫
用鋼材裡，現在則像被剝開的罐

壞人根本不玩你的遊戲，他設計自己的遊戲來玩。

子。我像喜鵲被閃閃發亮的物體

要評估安全上的威脅，研究工作者需要玩駭客的遊戲。

吸引，不自禁就要伸手去摸。傅猛
把鞋盒抽走。「啊，你不會想摸這
種東西的，」他說，「這個東西的

後果大得多，看起來比較不明確

他們的去顫器問題，帶到遠離電

線圈傳送 700 伏特的電壓，足夠

的目標，又承受什麼樣的危險？

腦科學實驗室的地方——進入心

讓你的心臟停止跳動。」

臟病學家威廉•麥瑟爾（William

他指著像紙夾火柴般大小的微

H. Maisel）的世界。麥瑟爾是波士

晶片和天線線圈——這是把最新

傅在他的桌上點按 PowerPoint

頓貝絲伊斯雷爾女執事醫療中心

一代的 ICD 和網際網路連在一起

投影片，秀出壞人為非作歹的一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的技術，醫生不必動刀，便能重新

些實例，例如 1982 年有個瘋子把

Center）醫療裝置安全研究所的

設定一項裝置的程式。在心臟病

這是他研發「心臟攻擊機器」
的起因。

8

抓蟲
傅說明無線裝置遭駭的可能性，提醒製造商
注意顧客面對的潛在危險。
他發現，植入人體的心臟裝置特別容易遭到侵入。

醫生和患者看來，這種無線程式

害人？

創一種技術，竊聽去顫器的交談

設定是一大福音；但在傅看來，這

「製造這些裝置的人，大多不是

內容。硬體都撿現成的——那是

反而招來新的安全風險。所以他

這麼想的，」傅說，「但壞人就是

一座平台，供研究工作者和認真

想到：心懷歹念的駭客有沒有可

這麼想。他根本不玩你的遊戲；

的玩家研製自己的軟體無線電。

能偷聽 ICD 和設定程式的電腦之

他設計自己的遊戲來玩。」要評估

它已經被做到調頻收音機、全球

間的無線通訊內容？他們有沒有

安全上的威脅，研究工作者需要

定位系統（GPS）接收器、數位電

可能搞懂聽到的事，然後用來傷

玩駭客的遊戲。傅的團隊著手研

視解碼器，以及 R F I D 讀取器裡
Industrial Technology Nov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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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剩下的就只是寫軟體，從舊的

線電能夠完全重新設定病患體內

護 RFID 的問題有直接的關係。通

心律調節器拆下天線線圈，焊進

的 ICD。研究工作者有辦法指示

訊加密是保障千百萬人不遭隨機

無線電——瞧，那可不就是一具

病人體內的裝置不要回應心臟發

傷害的唯一方式。我們不需要像

發射器？

生的某件事，例如心律異常或者

傅這樣一個人提出切實可行的解

「它運作得相當好——好得不得

心臟病發。他們也找到一種方法，

決方案，只要揭露安全上的危險，

了，」傅說。經過「九個月流血流

在他們想要的時候，指示去顫器

就對廠商提供了很有價值，甚至

汗」，他們終於能夠攔截從 ICD 發

啟動測試程序——將 700 伏特的

可以拯救人命的警訊。

出的數位位元；但那些位元的意

電壓打到心臟。

傅是聰明人，不去猜測科技可

思，他們毫無頭緒。他的學生筋

傅不喜歡別人說他製造出一

能如何被濫用，只說，如果沒有

疲力盡，回到實驗室，絞盡腦汁思

台心臟攻擊機器，或甚至發現這

「人已經在研製這種東西」，他倒

考如何解讀它們。他們利用差別

種東西做得出來。不過，這位學

會驚訝不已。最好是我們永遠不

分析——基本上是指改變一名病

者並不膽小，不敢將他的理論性

知道他有這種先見之明；醫療裝

患姓名的一個字母，然後偷聽對

技術，在真實的世界付諸應用，

置製造商會在駭客下手之前便消

應的無線電傳輸如何改變——千

而這個「真實的世界」通常是至少

除那樣的威脅。「凱文這位電腦

辛萬苦編出一本密碼簿。

十年後的事。可是，IC D 程式設

科學家，也能像醫生和病人那樣

定無線電的含意，既立即又叫人

看問題，」麥瑟爾說。「凱文現在

現在，他們的自製軟體無線電

做的研究，和醫療裝置的安全與
隱私有關，可望影響千百萬人的

只要揭露安全上的危險，就對廠商
提供了很有價值，甚至可以拯救人命的警訊。

安危。」
會不會有更 戲劇性的情況發
生？也許會有個情報員利用印刷
電 路，把心臟 攻擊 機 器放 進 報
紙，連同早晨 的 咖 啡 送 到裝 有

能夠偷聽和記錄 ICD 的程式設計

不寒而慄：這種裝置很容易做得

心律調節器的外國領導人面前。

指令，也能轉播剛記錄下來的指

像 iPhone 的體積那麼小，隨身帶

或者，有個像萊克斯•盧瑟（Lex

令到附近的任何 ICD。也就是說，

著到人潮擁擠的賣場或地下鐵，

Luthor，《超人》裡的反派角色）

這種裝置能夠假扮醫生到危險的

發出心臟攻擊指令給不限定對象

那樣的超級大壞蛋，在廣播電台

地步。

的受害人。

的發射塔動手腳，把他的死光射
向全部的人。

傅發現一組指令會使 ICD 一直

心臟 攻擊 機器？真有這種 東

保持在「清醒」狀態，偷偷耗盡電

西？傅說，覺得這個世界上不會

凱文•傅——教授、研究工作

池的電力。「我們粗算了一下，」他

有一些壞 蛋，能 夠 製 造和使 用

者、科學家——眼珠滾動著。「我

解釋道，「可用兩三年的電池，可

這種機器，「只為了尋求刺激」，

只能說，那種事，」他笑著表示，

能兩三個星期就用完。單單這一

隨機傷害無辜的路人，這樣的想

「或許可以拍出很棒的電影。」

點，就是天大地大的風險。」

法未免愚不可及。這麼說，保護

Copyright © 2009, Charles Graeber.

遠距程式設定 ICD 的問題，和保

All Rights Reserved.

更值得注意的是，傅的軟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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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人道主義獎得主高梅茲－馬可士

窮人照護科技
以玩具及廉價工具為基礎，
創造各種可資助貧窮國家的實用醫材。
文

艾蜜莉•辛格（Emily Singer）

譯

張彥文

西•高梅茲－馬可士（José

這種離心機是容易操作的、拋棄

也是醫藥與創新科技整合中心

Gómez-Márquez）位在麻

式的，或者至少是不容易很快壞

（Center for Integration of Medical

省理工學院的實驗室，有點像玩

掉的。「這種離心機甚至不用插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的全

具店，有點像機械工廠，也有點像

電，」高梅茲－馬可士如此形容他

球健康促進協會（Global Health

醫療中心。長板凳上有許多塑膠

的馬桶吸盤離心機。

I n it iat ive）主任歐森（K r ist ia n

荷

玩具、拆開的驗孕棒、各式各樣的

在宏都拉斯出生的高梅茲－馬

Olson）說，「他發現了需求，然後

皮下注射器，以及假人的肢體；而

可士，從小就具備喜歡拆解和修

用科技來滿足需求；這種科技應

咖啡濾紙則被做成診斷試紙，十

理東西的天分，「我媽總是說我

用的模式，對窮苦百姓來說是一

元商店買來的玩具直升機，被設

的玩具都撐不了幾天，因為我都

個了不起的方法。」

計成氣喘藥的吸入器；即使馬桶

會把它們拆開，然後說我發現了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高梅茲－

吸盤也被加上管子和膠水，當做

裡面的問題，」高梅茲－馬可士回

馬可士就是為改善醫療技術而誕

離心機的替代品。

憶。但他也是一項任務的創造者，

生的。1976年，當時宏都拉斯還沒

「離心機經常會壞，」高梅茲

「當你在開發中國家長大，」他

有超音波的產檢技術（在美國也

－馬可士握著馬桶吸盤的木質把

說，「就能體會到取代酷炫科技

才剛開始採用），醫師誤以為他

手，邊說邊甩動。這對醫護人員

的代價是很昂貴的，也就是幾乎

母親懷的是雙胞胎，而且也算錯

是一大困擾，因為即使是最簡單

無法被取代。」

了預產期，因此高梅茲－馬可士

的醫療測試，都要靠離心機將血

投入醫材相關領域的時間雖

在懷孕七個月時就被引產出來；

液或尿液中的分子分離出來。在

然 極 短，不過 因 為 他 展現 出來

當時的他就是一個典型的早產

富有的國家，如果離心機壞了，可

的 寬 廣 視 野 和 洞 察力，高梅 茲

兒，有許多健康上的問題，還好

以很快地修理或是更換；可是在

－馬可士在波士頓的醫材研 究

後來並沒有造成任何後遺症。不

高梅茲－馬可士經常工作的貧窮

人員中，已經聲譽卓著。「很少

過也感謝高梅茲－馬可士在孩提

國家，連要找到替代的零件都不

人在低資源裝置中有像他一 般

時代多次進出醫院的經驗，使他

可能，只能任由機器變成廢物。所

的寬廣科技創新視野，」波士頓

對於健康照護的重要性有極為深

以他試著採用一些隨手可得的物

的麻州綜合醫院（Massachusetts

刻的體認，了解這件事是多麼難

品當零件，做出離心機的簡易版，

G en e r a l Ho spit a l）醫師，同時

以捉摸，而且醫療器材的研發是
Industrial Technology Nov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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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變許多事的。

的新科技或是新計畫。高梅茲－

持穩定，不需要在低溫下儲存。至

高梅茲－馬可士生長在一個醫

馬可士的團隊則是聚焦在發展健

於其他成員則致力去改良氣喘噴

生世家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他的

康照護的新科技，他們的靈感來

霧器，這種噴霧器目前還不是拋

祖父是一名外科醫師，在宏都拉

自於世界衛生組織的一通電話。

棄式的，而且價格偏高。「如果噴

斯首都德古斯加巴的公私立醫院

世衛組織希望發展新方法來運送

霧頭壞了，你就得把整個器材寄

工作，因此高梅茲－馬可士可以

麻疹疫苗，這種疾病雖然在美國

回去修理，」高梅茲－馬可士說，

在那裡很明白地見到經濟能力所

幾乎絕跡，但每年還是在全世界

「我們研發出來的器材，你可以

造成的醫療服務差異，到公立醫

造成5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孩

扔掉壞掉的噴霧頭，直接換一個

院就醫的窮苦百姓，幾乎不可能

童；高梅茲－馬可士和他的團隊

新的，因為一個只要十美分。」大

得到像化學治療或是義肢這種服

決定要發展一種不用針的疫苗，

部分的噴霧器需要電力，將液體

務。「但是有錢人就可以去德州

提供給貧窮的國家。

的藥劑轉化為霧狀，高梅茲－馬

或是波士頓就醫，」他說。

注射疫苗得經過訓練，高梅茲

可士的團隊要確保他們研發出來

高梅茲－馬可士在19 9 0 年代

－馬可士和他的團隊想要做出一

的系統可以使用其他替代能源，

末 期 到美 國 讀 大學，不過 他 的

種器材，「可以容許任何社區醫療

例如說無法插電時，就可以用腳

學業 在19 9 8 年 時 被 米 契 颶 風

照護的工作人員來施打疫苗，不

踩幫浦來啟動。

（Hurricane Mitch）所延遲。當

一定是要經過訓練的護理人員，」

這個器材贏得了2006年MIT創

時這個颶風在宏都拉斯造成嚴

他說。雖然無針疫苗已經存在，

意競賽的國際科技獎，「這讓我

重災情，因此他的父母無法再供

不過大部分要依賴霧化科技，相

覺得我可以把 這項工作當成 職

給他學費，所以高梅茲－馬可士

當麻煩且需要使用電力。

業生涯，」高梅茲－馬可士說。他

必須四處打工，「有時上夜班，有

在測試由製藥和工程單位合力

的團隊已經取得美國國家衛生院

時上日班，有些工作還不錯，但

研發的新器材原型後，高梅茲－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我也得做粗活。」最後，高梅茲－

馬可士很快地得出結論：現行的

的經費贊助，持續投入改善這項

馬可士於麻州的瓦斯特理工學院

設備太過複雜。「我們的設備就

器材的工作。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是放在一個鋪了蛋殼泡棉的魔術

高梅茲－馬可士和團隊隔年再

畢業。「坦白說，還真辛苦，」他

盒裡，」高梅茲－馬可士談到他們

度參與MIT創意競賽，這次他們

說，「我不會推薦任何人走像我這

研發的器材，「如果我們只是要

致力於改善結核病治療的服藥順

樣的路。」

送到新英格蘭地區，就不用準備

從性。雖然結核病可以用抗生素

那種要撐到美國中部的泡棉。」

治療，但依據世衛組織的估計，

儘管如此，高梅茲－馬可士還
是利用極少的空閒時間，投入他

由噴墨式印表機拋棄式墨水匣

這個疾病在2007年造成180萬人

真正的興趣──結合不同的科技

取得靈感，高梅茲－馬可士的團

死亡，而且同年增加了930萬個病

面向創造新的事物。2005年，這位

隊設計出一種個人式的噴霧器，

例。治療結核病最大的挑戰，在

羽翼豐滿的發明家，加入一個團

可以預先裝入正確的疫苗劑量，

於如何確保病人能夠持續枯燥的

隊投入MIT的創意競賽，這項競

然後用過即丟；團隊也發展出一

服藥過程，直到完全清除體內的

賽是專門針對提供世人正面幫助

種方法可以使噴霧器內的疫苗維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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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
發明家高梅茲－馬可士從各式各樣的
玩具和廉價工具中得到許多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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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監控服藥順從性的科技正
在測試中，但是大部分的方式都
得依賴病患的自動報告，例如，
病患們服藥之後，必須打一通電
話告知。「我是個犬儒主義者（編
按：懷疑一切理想與價值，認為人
性動機皆為自私的學派），」高梅
茲－馬可士說，「如果沒吃藥，病
人不會想告訴我們的。」他的團隊
發展出一個簡單的試紙測試法，
來測試病人服藥的動力，這個試
紙是由許多層的咖啡濾紙製成，
上面的化學成分可以反應出病人
尿液中結核病藥物的代謝物，並
且以一個特殊的編碼呈現；每天
將這個編碼傳送到中央資料庫的
人，可以獲得免費的行動電話分

非玩具
高梅茲－馬可士正在將一些新的吸入器技術用於貧窮國家。可吸入疫苗的一
次性貯液盒（左）可以讓兒童接種麻疹疫苗更容易。一個塑料直升機（右）激
發了兒童氣喘藥物傳遞的新方法。紙墊片（中）用於吸入器，提供了一種簡便且

鐘數。他們於年初在巴基斯坦的

一次性的方式，讓更多藥物進入肺部。

喀拉蚩市開始進行相關的測試。
麻省 裡 工學院國際 發展協

士頓大學生醫微裝置暨微環境

法、傳送藥品的儀器、微流體晶

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實驗室主任凱薩琳•克萊柏麗琪

片和其他更多的東西。

Initiative）的共同創辦人艾美•

（Catherine Klapperich）說，「消

這是一個理論，但是忙碌的醫

史密斯（Amy Smith），對高梅茲

費者是誰？他們需要什麼？他們

療專家能夠找出有用的工具嗎？

－馬可士的研究印象深刻，她在

想用什麼？這些問題不能靠推測

這些工具會不會太複雜而難以使

2007年雇用高梅茲－馬可士來主

——這是高梅茲－馬可士教導他

用？反過來說，這些工具會不會

持M I T國際健康創新計畫的運

的學生和同僚的事情之一。」

太簡單而不夠實用？高梅茲－馬

作。高梅茲－馬可士已經將全世

高梅茲－馬可士現在的目標，

可士和他的學生在尼加拉瓜試驗

界相關的研究者集合成一個網

是要將這套方法廣為推行，鼓勵

了整個夏天，希望能找出答案。

絡，以便蒐集世界各地健康需求

在貧窮國家的醫師和科學家設

他希望這種工具可以讓一種新的

的相關資訊；這樣一個建構在高

計他們自己的醫療器材。他現在

創新文化萌芽；長期來說，這種做

梅茲－馬可士理念中心的諮商過

正在為醫療科技創造一套發展

法將真正能為貧窮國家帶來醫療

程，反應出照護領域科技成長中

工具，有點類似醫學專家用來創

照護和科技上的創新。

的趨勢：儘早跟需要使用相關醫

造新器材的套組。這個計畫將首

Copyright © 2009, Emily Singer.

材的人進行合作。「高梅茲－馬

先會在尼加拉瓜推動，可以讓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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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士真的很熱衷這個領域，」波

地的醫師和醫學院學生設計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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