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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城新聞

癌症治療過程中，放化療是最常用的方法。放療是採用
高能放射線殺死腫瘤，化療是注射化學藥物來殺死腫瘤。放
化療雖然能夠取得一定療效，但在殺傷癌細胞的同時，也對
正常組織細胞無選擇性殺傷，通常會給患者帶來副作用或不
良反應。

巴西野花蜂業國際有限公司精選Class A頂級野生綠蜂
膠為原料，採用當今國際無酒精超臨界專利萃取技術，提煉
出高濃度高品質野花牌綠蜂膠液體製劑。在30多年的實驗研
究和臨床觀察中逐步證實：野花牌綠蜂膠作為一種全天然綠
色免疫保護劑，在放化療聯合應用過程中有著不可低估的價
值，它能提高放化療的療效，有效殺傷腫瘤細胞，抑制腫瘤復
發轉移，延長癌症患者的生存期。

放化療患者的保護傘——野花牌綠蜂膠Apiario Sil-
vestre的綠色生物免疫療法。野花牌綠蜂膠中含有獨一無二
的阿特匹林-C以及400多種豐富的活性成分，給癌症放化療

遇到的艱難瓶頸帶來了全新突破——綠色生物免疫療法。野
花牌綠蜂膠明顯改善放化療副作用，增強免疫功能，提高生
活品質，具有增效減毒的功能。在保證放化療正常進行的同
時，注重免疫力提升，確保患者順利完成整個治療過程。在放
化療前後服用野花牌綠蜂膠，可以減少白細胞降低、噁心、嘔
吐、食欲減退、脫髮等副作用，從而合理加大放化療藥物的劑
量，以取得更好療效。

1、消除機體疲勞感。野花牌綠蜂膠可以顯著提高免疫
力，修復受損的免疫系統，提高抗氧化能力，清除有害自由
基，消除機體疲勞感。

2、改善消化系統異常。野花牌綠蜂膠緩解噁心、嘔吐，恢
復正常的食欲和消化功能，能夠保護胃黏膜，改善胃腸功能，
增加食欲與飲食量，明顯減輕放療導致的胃腸道不良反應和
毒副作用。

3、預防骨髓損傷。野花牌綠蜂膠能夠對抗放療對外周血

細胞造成的傷害，對骨髓
造血功能也具有明顯的
保護和促進作用，預防放
化療造成的骨髓損傷，有
利於放化療週期的完成
與提高臨床治療效果。

野花牌綠蜂膠保護
癌症患者，安全度過放化療週期。野花牌綠蜂膠可抗組織胺、
保護心臟不受放化療毒性損傷、對化療導致的肺和肝臟毒性
可直接或間接解毒、保護骨髓不受化療藥物損傷，同時對放
化療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野花牌綠蜂膠適合接受過手術或
正在進行放化療的癌症患者，對自身免疫力和治療效果的提
升有著重要作用，為患者爭取更多治療機會的同時，也為進
一步治療提供了堅固的身體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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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勒索軟體怎麼辦中了勒索軟體怎麼辦？？波士頓網路安全高峰會波士頓網路安全高峰會FBIFBI建議花錢消災建議花錢消災
【本報訊】美國FBI探員Joseph Bonavolonta近日在波士頓舉行
的網路安全高峰會上表示，雖然鼓勵受害者向 FBI 報案，但
FBI無法替受害者取回加密的資料，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支付贖
金。還說勒索軟體賺很多錢的原因就是絕大多數的人都選擇了
支付贖金，而且可能因為這樣，駭客也不會要求太高的贖金，
同時也會履行承諾幫受害者解密。

根據Security Ledger的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探員
Joseph Bonavolonta 近日在波士頓舉行的網路安全高峰會上表
示，當他們遇到有人投訴遭到勒索軟體的攻擊時，經常建議受
害者支付贖金以取回被駭客加密的檔案，此語一出即惹來了爭
議。

根據 McAfee 實驗室所公布的 2015 年第一季安全威脅報
告，顯示新勒索軟體樣本數在該季增加了165%，去年第四季
全球出現27萬個新勒索軟體樣本，今年則新增了逾70萬個，
意味著勒索軟體愈來愈猖獗。

FBI也曾在今年6月警告，勒索軟體持續入侵全球的各種
裝置，其中，對美國造成最大威脅的是CryptoWall及其變種，
從 2014 年到今年 6 月，FBI 的網路犯罪投訴中心（Internet
Crime Complaint Center，IC3）總計收到了 992 起有關 Cryp-

toWall 的投訴案件，受害者所提報的損失總額超過 1800 萬美
元。

勒索軟體可能藉由各種不同的管道散布，像是惡意廣告、
郵件、附加檔案或網站等，一旦裝置受到感染，受害者裝置上
的檔案就會被加密，駭客會要求受害者支付贖金以取回檔案，
且大多要求以比特幣支付，受害對象從個人到企業都有。

根據報導，Bonavolonta 雖然鼓勵受害者向 FBI 報
案，但也說，這些勒索軟體有很好的設計，FBI可能無
法替受害者取回加密的資料，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支付
贖金。還說勒索軟體賺很多錢的原因就是絕大多數的
人都選擇了支付贖金，而且可能因為這樣，駭客也不
會要求太高的贖金，同時也會履行承諾幫受害者解
密。

從Security Ledger報導的角度來看，FBI承認自己
缺乏解密檔案的能力，但希望受害者能夠在遭到攻擊
時提供資訊，以讓FBI持續追蹤相關犯罪行為。

此事彰顯了FBI對勒索軟體的無能為力，卻也引起
網友的撻伐。有人說，這也許是個事實，但對FBI而言
卻是個很糟糕的回應。還有人打趣說這體現了美國

「不與恐怖份子談判，但可以支持網路犯罪行動」的資本主義
心態。

事實上FBI的確曾提出 「正規」的建議，包括呼籲大家使
用防毒軟體及防火牆、封鎖跳出視窗、小心來路不明的連結或
檔案，以及要時時備份電腦上的內容至離線裝置上，就不必擔
心駭客的威脅了。

MBA不愛創業多投身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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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彭博商業周刊」發布的
2015全美前20大MBA商學管理研究所
排行榜，哈佛大學高居首位；由於
MBA 薪水高，學費更昂貴，畢業前後
薪資差距達81%，得到學位者喜愛投身
金融。

企管碩士學位（MBA）在過去 30
年似乎是就業、高薪保證，導致各種學
科大學生畢業後爭相擠進MBA。

根據調查，MBA 畢業後薪水福利
雖好，惟平均 2 年攻讀 MBA 下來，所
費不貲，約逾10萬美元（約新台幣320
萬元）。

彭博商周（Bloomberg Business）最
新調查全美全職前20大MBA學府分別
是：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Booth)、西
北 大 學 (Kellogg)、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Sloan)、賓州大學(Wharton)、哥倫比亞
大學、史丹佛大學、杜克大學(Fuqua)、
加州伯克萊大學(Haas)、密西根大學
(Ross)、 耶 魯 大 學 、 維 吉 尼 亞 大 學
(Darden)、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An-
derson)、達特茅斯學院(Tuck)、艾莫瑞
大學（Emory University，Goizueta)、康
乃爾大學(Johnson)、北卡羅來納大學

(Kenan-Flagler)、卡內基美隆大學(Tep-
per)、 萊 斯 大 學 （Rice University，
Jones)、華盛頓大學(Foster)。

其中長春藤盟校8所進了6所，只
有布朗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不在其列。

國際學校方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
學（Universityof Western Ontario，Ivey)
拿下第1，其次是倫敦商業學院（Lon-
don Business School）、再來是歐洲工商
學院(INSEAD)、西班牙企業學院（IE
Business School）、瑞士洛桑國際管理
學院（IMD）等分居前5名。

調查還發現，MBA畢業後，平均3
個月即可找到工作，88%順利取得高薪
好工作，畢業前後薪資差距可達81%，
而 畢 業 後 6 到 8 年 ， 薪 水 會 再 增 加
64%，年薪約達16萬9000美元（約新台
幣540萬元）。

另外，60%全職MBA畢業生投身科
技、諮詢顧問和金融業服務，只有約
4%畢業生選擇自我創業，也只有5%畢
業生是從企業最低層做起，儘管生技醫
療業夯，但調查發現只有5%的MBA畢
業生選擇投入。

“昆蟲機器人”能飛還能游
【本報訊】1939年，一名俄羅斯工程師提出了“飛
行潛艇”的概念，能從空中到水下實現無縫過渡，
但幾十年來，鮮有成功的設計先例。美國哈佛大學
官方網站最近稱，該校微型機器人實驗室將飛行潛
艇的設計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們設計的飛行蜜蜂，
也就是“昆蟲機器人”，既能在空中飛，也能在水
中游。

設計飛行潛艇面臨著“相互衝突”的挑戰，飛
行器需要較大機翼提供升力，而水下航行器需要減
少表面積來降低阻力。哈佛大學的工程師們從角嘴
海雀身上找到設計的靈感，這種華麗的喙鳥是自然

界最牛的“混合動力車”，能自由地往返於空中和
水下。

在德國舉行的智能機器人和系統國際會議上，
哈佛大學微型機器人實驗室陳凱文為第一作者的相
關論文被評為最佳學生論文獎。通過各種理論、計
算和實驗研究，陳凱文的團隊發現，角嘴海雀在空
氣中和水中的撲翼動力學機制非常相似，兩種情況
下，翅膀都是前後擺動，唯一的區別是擺動速度。

研究團隊因此設計出首個既能飛翔又能游泳的
機器蜜蜂，它比曲別針還小一些，其微型翅膀的煽
動頻率可高達每秒120次。但它如此之小，分量如
此之輕，根本沒辦法打破水面張力。為了克服這個
障礙，機器蜜蜂會以某個角度懸停在水面，暫時關
掉引擎，然後沉入水裡下潛。

水的密度是機器蜜蜂面臨的第二重障礙。論文
第二作者法瑞爾·赫爾博靈解釋說，水的密度是空氣
的1000倍，若機器蜜蜂翅膀煽動的頻率不加調整，
則很容易被毀掉。為此，研究團隊將這個頻率從每
秒120次降至每秒9次，但同時保持了煽動的動力機
制以及相同的鉸鏈設計。

雖然這些設計保證了機器蜜蜂從空中到水下的
無縫過渡，但反過來還不行，因為從水中出來時，
還不能產生足夠的升力，而這正是研究團隊下一步
要攻克的難點。

陳凱文表示，對撲翼運動的分析並不只局限於
昆蟲大小的微型飛行器，這個理論有潛力用來設計
出更大的仿生機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