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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科技文明的終結

人類經常標榜他們是文明人，他們懂得思考

和有判斷事物的能力，跟其他動物不同，而

他們已經進化到脫離了動物與生俱來的野蠻

行為，懂得尊重別人的生命、權力和自由，

可以共同用智慧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可持

續生活的社會和環境。

元科世紀是累積了人類多年知識而建立的高

科技時代，環繞著地球的人造衛星比天上的

繁星還要多，整個世界已進入了全電子化，

沒有紙張，沒有實體貨幣，所有知識和資料

都儲存在雲端上。

一個專門研究人類一百年後科技的蜂巢島，

這個島的地基是由一塊塊巨型六邊形組合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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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空看下，這個島就好像一個蜂巢，而這

些地基可以產生電流製造磁場，利用磁場的

磁力令每一塊地基可以隨意組合或分離。

立在這些地基上是一座座半球形的研究所，

由於研究所可以隨著地基移動，所以這些研

究所又名漂流實驗室。

一班尖端和充滿抱負的科學家，正在在不同

的研究所裏進行實驗。

在其中一個研究所內的實驗室，女科學正樺

望著實驗室牆壁上的大螢幕，大螢幕播放著

青蛙在潺潺流水中暢泳。

女科學正樺望了一陣，轉身走到實驗室中央

的實驗桌旁，對著實驗桌上一棵手掌大小的

向日葵說：「莉娜，想聊天。」

莉娜被喚醒後回應，「想聊天，有沒有特別

原因？」

「沒有。」

「聊天對像是自設還是隨機？」

2



「隨機。」

「聊天人數？」

「一個。」

一個少女的虛擬立體影像隨之投射在向日葵

頭頂上空。

「你好！我叫依芙，我可以稱呼你阿樺

嗎？」一把少女聲音從虛擬少女口中說出

來。

「可以。」正樺回答後，整理一下桌上的儀

器，然後轉身返回大螢幕前。

依芙也同時轉頭，跟著正樺的移動，觀察正

樺在做甚麼。

正樺站在大螢幕前，舉起手掌輕按大螢幕一

下，大螢幕的畫像瞬即化成點點微光四散消

失。

大螢幕換成了一個玻璃大櫃，玻璃大櫃上面

有看似蘋果棋的一排排圓形扇窗。

3



依芙雙眼快速掃視圓形扇窗內的東西，她看

見扇窗內放置了一盤盤不同顏色的黴菌，她

問正樺：「這些黴菌是你的寵物？」

「它們不是黴菌，是單細胞變種魔點。」

「是不是那種沒有五官、四肢和內臟，仍然

能夠尋找食物並消化；沒有腦袋，也可以學

習的淡黃色原始生物？」依芙問。

「是。」

正樺走到其中一個寫著「新類型魔點二十

四」的扇窗前說：「打開扇窗。」

扇窗應指令打開了上面一半。

正樺微微探頭觀察扇窗內的一個培養皿，培

養皿養著了一點三厘米直徑圓形透明的魔

點。

正樺細心觀察了一會，接著說：「取出培養

皿。」

聽見指令，培養皿下面的玻璃座緩緩升起，

伸出扇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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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樺拿起培養皿看一看，然後走開。

扇窗感應到正樺已經拿走了培養皿，便發出

通知：「扇窗將會關上。」

扇窗關上了。

正樺拿著培養皿走到實驗桌旁，把培養皿輕

輕擱在實驗桌上向日葵莉娜的旁邊。

「你是研究單細胞生物的科學家？」依芙垂

頭往下望，望著培養皿內的魔點。

「是。」

「你喜歡研究單細胞生物？」

「是。」

「為甚麼？」

「因為它們是最簡單、最原始，沒有太多進

化。」正樺用滴管吸取了少許營養液，然後

滴在自己左手掌心上。

「進化了的生物不是更加完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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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進化只不過是生物改變功能來適

應當時的環境，但如果環境逆轉進化配合不

到的話，這進化可能是負累。」正樺徐徐把

掌心湊近培養皿。

「不明白。」

「困擾人類多年的癡肥和吸取過多糖分的疾

病，就是因為我們的進化配合不到環境的改

變。」正樺一邊留意著培養皿裏的魔點，一

邊接著說：「糖，可以幫助人體細胞產生能

量，並維持大腦運作。古人類以狩獵為主，

不懂耕種，如果想吃到甜的食物，只能在水

果成熟的幾個月內吃到少量甜水果，除了受

到季節限制，古人類很多時候還要跟樹上的

生物和雀鳥爭奪這些水果。」

「所以以前的人類進化到，每當看見甜的食

物就會不斷地吃。」

正樺點頭，「雖則後來的人類已懂得種植水

果，但喜歡吃甜食物的基因沒因此消失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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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令後來的人類因吸取過多糖分而產生了

不同的疾病。」

依芙望見正樺的掌心湊近魔點時，魔點立刻

伸出觸管纏著她的掌，觸管很快便形成了一

個網，把正樺的手掌包著。

「但單細胞生物是沒有感情。」

「感情也是進化出來的。」正樺感覺到魔點

正在像嬰孩般的吸啜她掌心上的營養液。

「感情也是進化出來的？！」依芙聽了後，

稍稍停頓，微微側起頭，做出一個正在思考

的模樣，接著露出一對弄不懂的眼神，「如

果感情也是進化出來，那麼，又為何要進化

出感情呢？」

「為了繁衍下一代和確保物種可以繼續生

存。」

「生物交配後已經可以繁衍下一代，為何還

要進化出感情？」依芙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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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感情，生物就不會把自己的子女吃

掉。」

「那麼，為何雌雄之間也會進化出感情

呢？」依芙又問。

「是因為環境的改變或自身物種的改變，有

些物種雌性或雄性不能獨自撫養下一代，需

要另一半的幫助，所以要進化出感情，好使

牠們雌雄會一起撫養子女。」

「又為何會進化出朋友和兄弟姊妹的感

情？」

「防止滅族，動物在爭地盤、食物或求偶時

會有激烈打鬥，如果牠們對自己的同族沒有

感情，牠們可能會把對方殺死，而導致滅

族。」

「有甚麼東西會令動物產生感情？」依芙

問。

「荷爾蒙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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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如果改變基因或荷爾蒙，可令動物

與生俱來的情感產生變化。」

「是。荷爾蒙的多少是可以影響動物的情緒

和慾念，比如動物生產後會因荷爾蒙改變而

令母愛爆發；而利用基因可以創造一種設定

的愛。」

「設定的愛？！」

「狗，就是其中一種，人類很早已懂得從狼

群中挑選溫純喜歡人類的狼，來繁殖下一代

，繼而衍生了忠心愛人類的狗。後來人類更

加再從狗隻中選擇特定性格和功能的狗，來

繁殖出一種他們想要的狗種。」

「這樣說的話，狗隻對人類的愛是人類製造

出來的？」

「有些人會這樣說。」

依芙打趣說：「狗，豈不是是機械人夥伴的

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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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樺頓一頓，心想，人類以前會選擇養寵物

作伴，後來甚至視寵物為自己的子女或伴侶

，今天的人類，大多數會選擇不需要任何溝

通技巧、不會背叛、不需要照顧的機械人為

伴。

「杜映辰找你！」依芙忽然說。

「喔！接聽。」

依芙的影像換上了杜映辰的影像，一把成熟

男子聲音響起來，「正樺！」

正樺抬頭望著杜映辰的影像，快速瞪眼瞥了

他一眼。

「刮光了鬍子不好看？」雖然正樺的眼神變

化得很微細和快速，杜映辰依然能夠察覺得

到。

「看不慣。」正樺搖頭小聲回應。

杜映辰漾起笑容，笑著臉說，「嗯，不要緊

，過幾天就會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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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映辰關心地又問：「你的研究有沒有進

展？」

「感覺到由魔點觸管發出的電流越來越強，

牠似乎正在學習怎樣跟我溝通。」正樺說完

後就問杜映辰，「你呢？你的研究又如

何？」

「進展也不錯，用植物基因植入機械人身上

的研究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你不是正在參加科學頒獎典禮嗎？」正樺

突然想起問。

「是。剛剛領了獎。」杜映辰答完後很快轉

話題，「下星期二我會返回蜂巢島，到時我

想你和我一起到人造海灘曬太陽。」

「下星期二是…」正樺垂下眼睛想。

「是九月九日。」

「嗯。」正樺平淡地應了一聲。

正樺一年365日差不多每天都工作，日子對於

她來言是一件不太存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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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忘記了你的生日。」杜映辰抑壓住內

心的心疼，盡量用平和的語氣說。

正樺聽見後，神色如常，平淡地回應，

「嗯。下星期見。」

杜映辰嘆了口氣，耐心地問：「你想繼續工

作？」

正樺垂下頭，微微點頭。

「嗯！下星期見。」杜映辰帶著無奈的微笑

離開了他們的對話。

正樺是家中獨女也是試管嬰兒，她出世時她

的父母已經七十多歲，她是由父母年輕時冷

藏了的精子和卵子培養出來，她自小由智能

保姆機器人莉娜照顧。

杜映辰的影像散開後，正樺目光返回手中的

魔點，她把掌心湊近培養皿，對著魔點說：

「回去吧。 」

魔點好像小孩般的黏著母親，不想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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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樺看見魔點沒有移動，便說：「好吧！讓

你留多一會。」

「莉娜，播放無調性音樂。」

莉娜應指令播出音樂。

音樂播出，冷冰冰的實驗室頓時變得舒心和

柔和。

正樺看著左手手掌上的魔點，一邊用右手手

指撫摸著柔軟的牠，一邊問：「其實你知不

知我在想甚麼…

猛地音樂停了下來，四周頓然漆黑一片，正

樺感到實驗室的移動…

這個時候，蜂巢島中央控制台的電腦廣播出

：「防衛系統被破壞了，地基開始啟動…」

地基週邊閃起紅燈，地基底部的電流方向逆

轉，令磁場同時也改變了方向，這種改變使

地基與地基之間開始互相排斥、碰撞，繼而

產生了連串爆炸，瞬息間蜂巢島陷入一片火

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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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地球週邊早已塞滿了的人造衛星

，突然一個個的披著烈火，好像打碎了的玻

璃球，從天上灑下來。

熊熊烈火四處可見，人類科技最文明的時代

最終劃上了句號。

* * * * *

一個由火山爆發產生出來新的島，島上大部

分的生物都是獨一無二，這些生物是因應島

上的環境重新進化而成。

海浪撲打著黑色的礁石，岸邊傳來海鷗的叫

聲。

一臉鬍渣、一身古銅色、二十多歲的男子

「守」，雙手撐著後面、單膝屈起，休閒地

坐在一個半球體、傷痕累累的研究所屋頂上

，感受前面吹來鹹味的海風。

巨型的研究所被海底火山噴發後的熔岩和火

山灰包圍著，變成了火山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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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天了！」「守」望著太陽漸漸由水平

線下沉，他大力嘆口氣，雙手放在後腦，躺

了下來，等待又一個黑夜的來臨。

「守」過著這種等日出、看日落、在黑夜中

遙望天上星星的日子不知道有多久。

忽然，微弱的格格聲由研究所內傳來，

「守」雙耳一動，快速轉身，耳朵貼在屋頂

上，留心聲音的走向。

聲音跑到研究所的一端，「守」隨即順著聲

音爬去。

聲音停止了，「守」放下身子把身體貼近屋

頂，等待下一個聲音。

嘶…一聲，是玻璃金屬門打開的聲音，

「守」肅著面容，視線鎖著屋頂下面。

研究所底部的一部分慢慢向上移，研究所的

門終於打開了。

「守」立時睜大雙眼，直勾勾的望著研究所

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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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身穿白袍、赤著腳的少女緩緩地步了出

來。

少女呆呆地站在研究所門前一會，頭開始慢

慢移動往四處望。

少女望見趴在屋頂上的「守」，目無表情的

望了一眼，然後緩慢地回頭，徐徐的朝著海

邊走。

嘶…一聲，研究所的門自動關上了。

「守」望著少女走到潮退後的海灘，彎下身

子，撿起在粗糙沙泥中的小海蟹，放進口

裏。

她不是人類！「守」看出少女身上頭髮和皮

膚的顏色都是由光線折射出來的錯覺，少女

身上跟本是沒有顏色。

少女一路緩步走，一路吃沙灘上的小生物，

但這些小生物似乎滿足不了她。

少女走到沙灘的另一端，是一堆退潮後突出

來的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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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環視了一周後，雙目凝視在一群困在礁

石罅隙中的小魚，她走到這群小魚旁，蹲下

身子，用手撈起小魚放進口裏。

似乎這少女真的很肚餓，「守」心想。

日落的光芒開始隱退，照在少女身上的陽光

逐漸消失，少女站起身來，回頭望了望

「守」，然後返回沙灘上的研究所。

研究所感應到她的回來，門自動打開，讓她

進入，然後再度關上。

「守」坐起身，望著前面少女在沙灘上的足

印，被潮漲的海水逐漸淹沒，他嘆了口氣，

雙手再放在後腦，躺了下來。

「守」望著漸漸昏暗的天色，直到淡淡的星

光出現，回想過去：

螢光幕播出新聞報道：「最近一連串的破壞

，當局懷疑是由一個叫『人類的希望』的組

織策劃，這組織在一些人造衛星內植入了不

知名的程式，令人造衛星脫離軌道，撞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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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人造衛星，由於環繞地球的人造衛星已

到達了飽和，令這種碰撞產生了骨牌效應，

導致連串的爆炸，當局估計下一個目標是網

絡…」

新聞還未報導完，節目已經突然中斷，螢幕

畫面瞬間變成一堆數字。

見此，杜映辰隨即按動手鈪上的黑色裝置幾

次，「糟了！連接不上所有網絡。」杜映辰

神色凝重。

站在旁邊的機械人「守」立刻望出窗外，放

大眼睛瞳孔極目遠望，「杜博士，找不到網

絡發出的電磁波。」

「網絡應該被破壞了！」杜映辰心裏擔心，

如果研究所的程式被破壞，又沒有網絡認證

，研究所的門可能打不開，儘管如此，找到

研究所才想辦法吧。

沒有人造衛星和網絡，杜映辰只可以用船上

的指南針和「守」來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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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映辰駕駛著船隻，眉頭緊鎖，一邊望著前

面大海，一邊說：「『守』，我們一定要盡

快找到正樺。 」

「守」望著滿面黑鬍子的杜映辰點點頭。

經過數年的搜索。

「杜博士，前面兩座冰山之間，有一座白色

的半球體。」「守」雙手控制著軚盤跟站在

旁邊的杜映辰說。

這個時候的杜映辰，已經是一個兩鬢蒼白、

滿頭白髮的老人。

杜映辰拿起望遠鏡望向「守」說的位置。

雖然這個半球體大部分都被冰雪掩蓋，但在

半球體的底部仍然可以清楚看見有一大堆數

字，這堆數字就是研究所的編號。

「找到了！我們終於找到了！」杜映辰放下

手上的望遠鏡，按著胸口，喘著氣興奮地說

：「快速往前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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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眼角瞄了杜映辰一眼，看見他的臉色

有異，立即伸手撫著他的背，用電流脈衝控

制著他的心跳和呼吸。

杜映辰胸口的痛逐漸緩和了，呼吸漸漸暢順

，他緩緩走到一旁坐了下來，看著「守」繼

續駕駛船隻。

穿過重重海上的冰塊，他們駕到了樽頸位。

船隻被兩座冰山阻隔著，無法駛近研究所。

看見這個情形，杜映辰擠起眉頭，苦思了一

會，態度決絕，「『守』，只有你才可以穿

過冰山走近研究所，你替我做吧！」

「守」十分冷靜地望著杜映辰，「杜博士，

你的心臟病隨時會復發，如果一旦復發沒有

我在身旁，你可能會失救而死。」

一向冷靜的杜映辰雖然知道「守」是說得對

，但內心的焦急令他反駁，「這都是可能，

我根本不知道我還可以支撐多久，你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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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機械人，我說你要去就要去。」杜映辰態

度非常堅決，但沒有太激動。

這都是因為「守」在杜映辰情緒還未激動前

，已伸手握著他的手臂，控制著他的心跳和

呼吸。

「你的身體狀況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如無

意外，你還可以活到夏天溶雪之後。」

聽完「守」這番話，杜映辰無奈地嘆了口氣

，轉頭望著外面雪白的冰山，內心期望，希

望夏天快些來臨。

可惜的是「守」能夠估計杜映辰的存活時間

，但無法估計天氣的變化。

「今年的冬天特別長，我應該等不到夏天

了。」杜映辰躺在床上，面容憔悴，眼神絕

望。

「守」緊緊握著杜映辰的手，等待主人最後

的吩咐。

「『守』，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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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次日早上，研究所的門又再打開，昨日的少

女再次走出來，往海邊走。

「守」坐在研究所頂上，用剛剛好的聲量喚

，「正樺。」

聲音也剛剛好到達少女的耳邊，令她清楚地

聽見。

少女頓了腳步，緩緩轉身朝向「守」，「你

認識正樺？」

少女說話的聲量不大，但「守」依然可以知

道她在說甚麼。

「守」起身，跳下來，回答少女，「是。」

「但正樺不認識你。」少女直視著眼前的

「守」

「但她認識杜映辰。」「守」走近少女。

少女目光移開，沉靜了一刻，目光再返回

「守」，「杜映辰，他現在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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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博士已經去世。」「守」態度平靜。

「幾時的事？」少女的神情比「守」還要平

靜。

「二百多年前。」

少女緩了一緩，沒有驚訝很淡定地問：「現

在是甚麼年份？」

「2415年。」

少女徐徐伸手抓著「守」的手臂。

「守」感覺到少女用微弱的電流進入他的記

憶儲存位置，查看他的記憶。

從「守」的記憶裏少女看見：

遲來的夏天終於來臨，冰川的冰在溫暖的空

氣下逐漸融化，被困在冰山的研究所也漸漸

逃離，飄近杜映辰的船隻。

「守」揹著冰封了的杜映辰屍體，去到研究

所旁邊，把屍體放在研究所門前，嘗試打開

研究所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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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杜映辰所料，破壞了的電腦系統沒有網

絡認證，「守」無法把門打開。

「守」繞著研究所周遭走了一圈，尋找適合

的位置。

在研究所後面原本是一個小花園的地方，

「守」掘了一個墓穴，把杜映辰的屍體緩緩

放入墓穴裏，然後埋葬。

看完這一切，少女放開「守」的手，

「『守』，我是九月九，正樺是我母親。」

九月九帶「守」返回研究所裏。

在研究所裏，原本利用細菌發光的照明系統

，已經不能運作，而在研究所裏剩餘的光線

，是靠屋頂透明的玻璃金屬折射入來。

九月九和「守」沿著走廊走。

「守」看見走廊兩側的實驗室，都是用玻璃

金屬間隔而成，所以可以很清楚望見每間實

驗室內的狀況。

24



所有實驗室裏的擺設都是東歪西倒，凌亂不

堪。

但奇怪是，雖然過了二百多年，應該還有一

些人類骸骨遺留在實驗室裏，但「守」一點

也看不見。

「守」奇怪問：「為甚麼看不見人類的骸

骨？ 」

「統統被我吃掉了。」九月九淡淡地回應。

「守」停了腳步，表情嚴肅，「你活生生的

把他們吃掉？」

九月九也停下腳步，回頭望向「守」，搖搖

頭，「不是，我是待他們死去後才把他們吃

掉。 」

說完之後他們繼續往前走，走到其中一間實

驗室，九月九突然停了下來，用手輕按玻璃

金屬門。

嘶…一聲，玻璃金屬門向左右兩邊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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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內的電腦系統不是被破壞了嗎？為

何你還可以控制它們？」「守」望著打開了

的玻璃金屬門左右看。

「所有用電流傳達訊息的裝置，我都可以跟

它們溝通，包括生物。」九月九解釋完就進

入了實驗室。

「守」也隨後跟著。

他們進入了正樺的實驗室裏，正樺的實驗室

跟其他實驗室很不同，雖然有受破壞的痕跡

，但無論是玻璃大櫃、實驗桌、或地上都是

十分乾淨整齊。

「守」用手指輕抹一抹實驗桌，實驗桌上連

一點灰塵也沒有，「守」感覺有點奇怪，

「是你清潔的嗎？」

「是。」九月九走到玻璃大櫃前，輕按一下

，玻璃大櫃隨即換成了一個大螢幕。

大螢幕播出青蛙在潺潺流水中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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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著聚精會神看著面前大螢幕的九月

九，「杜博士曾經說過，正樺想製造一個沒

有腦袋但能思考，非機械的智能生物，她成

功了嗎？」

九月九轉頭望向「守」，「母親是在危急時

，沒有選擇之下，促成她的成功，我的出

現。 」

「哦！」「守」的微表情顯現出有點詫異，

「事情是怎樣的？」

九月九伸手握著「守」的手，讓他可以看見

當日事情的發生：

音樂突然間停頓了，四周頓時漆黑一片，實

驗室不斷地搖晃，正樺扶著實驗桌邊，小步

小步的走到實驗室的一角，縮下身子坐了下

來。

正樺感到整座研究所開始移動，屋頂不斷發

出仿似被殞石撞擊的巨響和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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