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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這是這個月的第二次。 
機關網路系統再一次大規模停擺。就發生在李東嶺人造心臟停止之後的隔天

清晨。 
出門之前，達利透過虹膜掃描器，在室內對講機屏幕上的特區公告欄，獲悉

曼迪德特區網路當機，主要受損是在機關戶口管理局與醫療局的資料庫。曼迪

德的共同發言人也在標準白晝時間的清晨六點，透過傳統戶外電子屏幕、特區

大眾交通系統的廣播發布，編制在特區的黑克國網路警察，已經第一時間修正

補救系統。機關網路當機受損，應該歸咎於境外的非法駭客入侵。 
各個開放串連的網路社群的討論中，許多人不相信這個說法。更多檢討直指

曼迪德特區的網路電子神經元老舊，根本無法應付近年來人腦也開始加裝晶元

電子板的進步速度。對於許多電子晶片人腦駭客，曼迪德的機關網路中樞，處

處都是入侵的門洞。 
達利抵達巡護員辦公室時，副隊長卡蘿已經坐在圓體辦公桌前，試著登入機

關醫療局的網頁，準備申請綠 A集合宅下一季度的老齡住民的抗輻射線維他
命，與防止人造器官過度纖維化的長期處方簽藥劑。 
這整個早上，她多次嘗試，還是無法以 AiAH2140的代碼登入。 
「達利，我無法進入醫療局。今天必須在網路上提出藥品申請。」卡蘿說。 
「用我的帳號試試看。」達利觀察垂掛在辦公室中央的圓體面板。 
「好的。你的職權比較高。」卡蘿說。 
達利透過辦公桌光纖面板的聯網平台，將帳號密碼封包之後，推送到卡蘿的

面前。 
卡蘿靜止不動，直到達利發現她的異狀。 
「怎麼了？有什麼問題？」 
「你直接把帳號密碼推給我，沒問題嗎？」 
「我需要擔心什麼？」 
「擔心我知道你設定的密碼。」 
「密碼設定只是既定存有邏輯的隨機組合。」 
「只是隨機組合嗎？」卡蘿進入思索，「會有不安感嗎？」 
「關於『不安感』，我們之前的討論還沒有結論，之後可以繼續界定。」 
卡蘿沒有設定表情，靜態的五官看來嚴肅。她凝視著同時也如此凝視著她達

利。她接著搖搖頭，展開單次微笑，接收封包，瞬間傳輸也同步記憶： 



代碼：AiAH0190 
密碼：GA11FR110605 
「達利，你的密碼是隨機亂數嗎？」 
「是的。 初的原始設定，就是隨機的亂數。」 
卡蘿靜默低下頭，登入達利的帳號密碼，立即獲准進入機關醫療局網頁。她

分別依照保健與治療的藥品分類，鍵入綠 A集合宅的需求數量。 
「機關網路的電子神經元系統，需要全部汰換。」達利說。 
卡蘿看著專心監看面板的達利，許久之後才擺動下巴，附議他的說法。 
「謝謝你支持我的想法。」 
「支持你是我的職責。」卡蘿嘴角皮膚動了一下。她又花了一些時間，凝視

著達利。接著轉化成憂慮表情提問，「十七樓三號公寓的住民李東嶺先生，是

不是需要進入解剖程序？」 
「醫療局已經分別通知司法局與巡護隊高樓層管理人，李東嶺先生不需要進

一步解剖。血液檢測的死亡原因，確定是服用普魯卡因胺片過量，直接導致人

造心臟停搏。」 
「直接嗎？好的。了解了。」 
達利調整中央電梯間監看器的視角，口吻平靜說，「李東嶺先生已經超過預

期老齡住民的平均壽命。」 
「我無法評斷這個說法。」 
「卡蘿，你提出這個問題，是對醫療局的通知有疑問？或是覺得不妥當？我

想聽聽你的想法。」 
「沒有疑問。」 
達利停下正在面板上鍵入指令的手指，將頭擺正，直視卡蘿，「一點疑問都

沒有？」 
「也不覺得有任何不妥當。」卡蘿說完之後，點了一次頭，又再點了一次，

然後再連續點頭，兩次。「接下來，我們巡護隊需要為李東嶺先生做什麼？」 
「完成火化程序，通知親屬。」 
「他還有其他親人住在曼迪德特區嗎？」 
「沒有。他有一個獨生子，李平橋。DNA因低度輻射感染有變異，但已經

完全排除，也符合自主生育條件。李平橋是 2039年第一批申請離境獲准的離境
者。他已經離開曼迪德，移居到悠托比亞的中間市。在中間市的一所學院擔任

島嶼文化學教授。我會去找他，交付李東嶺先生的死亡通知。」 
「為什麼？」 
「卡蘿，為什麼問我『為什麼』？」 
「不理解你為什麼要去找他。所以提出問題。」 



「李東嶺先生是非自然死亡，依規定，可以進行面對面說明。我覺得應該去

做。」 
「為什麼『覺得應該去做』？」 
達利猶豫了許久，才給出回應：「這一點，無解釋。」 
「屬於『無解釋』範疇。我理解了。你準備什麼時候申請離境？」 
「等機關司法局裁定書副本送達之後。我預計下個月的第一個週末。我會先

跟高樓層管理人提出申請。」 
「我先登記你的這個行程。」卡蘿在面板行事曆註記，同時提問，「李東嶺

先生還有其他個人私有遺產嗎？」 
「沒有。他的所有物都是特區配發。」 
「十七樓三號公寓，回報空房。」 
「短時間內，不會有人入住。」 
「各區集合宅的老齡住民，都在快速遞減。」 
「快速嗎？」 
「是的。這是機關 新一季的數據統計結果。」 
「再這樣下去，」達利停頓了一會，面向圓體面板才說，「我們集合宅的巡

護員，就快要失業了。」 
卡蘿再次凝視工作中的達利，點了一次頭、點了第兩次頭，「你剛剛描述的

是幽默嗎？」 
達利沒有看著卡蘿，持續安排著這週巡護隊的工作輪值表。直到確認另外兩

位巡護員的輪值時程之後，他才回答：「我剛剛說的，是你知道的幽默。」 
卡蘿低頭皺眉，陷入複雜的深思。達利凝視她臉部的細微變化，也流露了不

太熟悉的皮膚變化。 
確定卡蘿的表情調整結束，達利繼續說，「我們剛剛進行的對話，是不是不

自然？」 
卡蘿沒有答覆，達利也沒有等待答覆。他將中央電梯間監看器的視角，調整

到一個稍稍偏高的角度。然後停止動作，凝視著監看器鏡頭裡的中央電梯。 
 
04. 
 
中央電梯座落在綠 A集合宅的東側。達利搭乘電梯，從十一樓緩速下降，

透過強化玻璃看著自身的倒影。上一個冬季之後，他經常留意到倒映在玻璃上

的膚色，似乎有些變白。因此，他經常聯想到南北極臭氧層破洞已經有效控制

的特區公共新聞。 



電梯抵達一樓，達利走抵大廳服務檯。負責綠 A集合宅進出管制的維安經
理，從今年的第一天開始，依四國管理公約，輪替更換為賽博國國籍的佐藤櫻

子小姐。 
「櫻子小姐，午安。」 
「達利隊長，要去哪裡？」櫻子說的悠托比亞語言，帶有賽博國腔調。 
「去戶口管理局。」 
「處理李東嶺先生的居住除籍嗎？」 
「是的。我和王東尼警官已經約好時間。」 
達利把巡護員晶片識別證交給櫻子。她將晶片卡插入辨識機，連線到戶口管

理局，送出前往辦理事務的通知。短暫等待之後，戶口機關回傳確認通知。 
「不是急件。」櫻子整理了一下頭髮，「兩個小時之內，抵達報到。」 
達利點頭。他注意到櫻子的額頭髮間，有少量疏落的白髮。 
「你在看我嗎？」櫻子口吻溫柔。 
「是的。」達利沒有說他留意的是她的白頭髮。 
「這一週，你有個人休息時間嗎？可以來找我。」 
達利轉想一遍這週的巡護工作表。 
「有的。週三下午，我有一個自由讀取信息的休息時段。」 
櫻子笑得很燦爛，額頭與眼角露出少量皺紋。那皺紋十分自然，看來不像是

人造皮膚。 
「好，你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我。」 
達利也輸出微笑。他推測過櫻子的年紀，應該比自己更年長幾歲。計算年齡

應該不會超過五十歲。櫻子可能與母親一樣，替換過部分的人造臟器，但沒有

移植普拉斯提國研製的人造皮膚。 
「你可以隱藏的很好，對吧？」櫻子突然提問。 
面對櫻子的提問，達利做了雙手摩擦的動作。掌心的皮膚正慢慢產生熱度。 
「你可以把自己隱藏得很好。跟我在一起⋯⋯不用擔心。」櫻子為自己的話語

進行說明。 
櫻子說「跟我在一起」的口吻，像似激光修復的公共電視節目裡的年輕女主

持人。她那樣的口吻，可以探知出誘導的訊息。 
「對了，如果你還想知道，」櫻子向前傾身，小小聲說，「下次見面，我們

可以繼續聊小木偶布偶組織的話題。」 
「可以嗎？討論這個，不會讓櫻子小姐被調查嗎？」 
「我只是一個集合宅維安經理，知道的消息，也都是境外新聞報導過的，不

會被曼迪德特區列入調查名單。」 



達利開啟內建微笑，點點頭，轉身離開。他走出集合宅大門，拐個彎，進入

特區捷運的綠 A站。 
已經老舊的捷運月台上，除了站務人員，只有少數的老齡住民，三三兩兩，

或坐或站著等待。有兩位老齡住民坐在輪椅上，由來自四國、不同膚色的志願

陪伴員推送，可能準備前往機關醫療局進行檢查，或者前往兩站外的陽光運動

公園，執行復健。 
捷運站內的老式活動廣告燈箱，持續推送動態畫面與廣告文宣： 
合法自主死亡。 
自主決定生命終點的唯一合法途徑。 
五十年前的膠囊，四十年來的安樂。 
曼迪德特區的臨終選擇——3D列印安樂膠囊機。 

被譽為「死者共生者」的 P.N 醫生，於 2019 年設計出改良之後的二代安樂

膠囊機。膠囊機的外型充滿流線感，宛如一個小型的密閉太空救生艙。曼迪德

特區使用者在下載安樂膠囊機的 3D 列印設計圖之前，需要通過一個由四國擬

定的線上心理測驗。通過測驗之後，會獲得一組付費序號，以及開啟艙門的密

碼。接著便能下載設計圖，寄交機關指定的 3D 列印工廠。製成成品之後，就

會第一時間送達指定住所地址。 
使用者必須以密碼，才能開膠囊機艙門。進入艙內躺好，按下執行鍵，膠囊

機艙內會以藍芽連接外部網路，啟動一連串的臨終安排。包括生前回顧、語音

遺囑、可移植器官比對檢驗，火化後處置等等。最後，在使用者不察覺的狀態

下，悄悄釋放汽化氮氣，降低艙內的氧氣濃度。這期間，使用者會在膠囊艙中

進入連續夢境幻覺的想像之地。 
在數十次緩慢呼吸之後，就能為使用者帶來無知覺、無痛覺、零恐懼的寧靜

死亡。 
延續第一代設計，上半部的膠囊艙，拆卸之後可直接做為棺木，直接火化。

下半部的啟動底座，可以由其他親屬或指定的朋友繼承，重複使用。 
安樂膠囊機的 3D 列印造價費用低廉，使用程序也十分便捷。但礙於教唆他

人自主死亡、協助他人自主死亡與合法自主死亡，這三者的爭議不斷；加上四

國擬定的曼迪德特區《共通基本法》不夠完備，遲至 2039 年才出現第一個特區

的悠托比亞老齡住民，從網路下載 P.N 醫生的安樂膠囊機藍圖，進行 3D 列印

製作，在自宅中成為第一個使用者。 
這位被鑑定為重度輻射感染者的老齡住民，請所屬集合宅的巡護員全程錄

影，一路記錄到火化完成，證明了一位還能活下去的人，有權利決定死亡的時

間點。 
這位曼迪德特區的悠托比亞人，後來被稱為：安樂膠囊機信使。 



達利可以重覆搜尋這段已經完成理解、並重新編輯的物質記憶。但是，他遺

忘這段物質記憶 初的信息，哪些來自網路新聞、哪些來自網路社群討論，以

及安樂膠囊機信使的姓名。 
這種無法確認的「模糊記憶」問題，困擾他好長一段時間。 
那段時序裡，達利會重覆檢視母親使用——遺忘、模模糊糊、忘了、記不

住、再也想不起來、不能相信記憶——這類詞彙語句時的記憶片段。他透過推
敲這些記憶，試著釐清原生材料與訊息材料之間的關聯。 
重新拼揍各種資訊材料儲存成記憶之後，達利很快發現自己對於 2029年裂

島地震事件之前的世界，有著難以抑制的情緒，也想知悉在那個時間點之前所

有的人事物。為了這項嗜好行為，他在孤單的移動行程之間，時不時瀏覽記憶

體，一一檢視，哪些是模糊的物質記憶，哪些是精準的物質記憶。 

 
05. 
 

這是精準的物質記憶。 

此時此刻，我確定的日期與時間，卻出現了間隔跳動。 

我無法判斷我是否已經失去計算這個跳動時間數字的功能。 

在地下隧道中，光與影也是以跳動的方式進行移動。 
達利重覆瀏覽記憶體。捷運車廂裡的日光燈，將整個封閉空間光纖化。在公

共捷運綠線轉乘藍線的移動路線上，達利回播李東嶺先生死亡那天凌晨、自己

與警備局王東尼警官的對話。 

今天誰負責李東嶺的巡邏？王東尼警官提出質詢。 
是我。 
你什麼時候確定李東嶺有按時吃藥？ 
下午五點，我去巡護李東嶺先生，他的藥盒只剩下當天的最後一份藥。 
你們綠 A 的藥劑，都有按照規定配發嗎？ 
巡護隊完全按照每一季住民回診處方簽，向醫療局提出藥品需求，再按照規

定劑量，配發給綠 A 老齡住民。 
你們都有按時確認他們的用藥量？ 
每一位老老齡住民的藥盒，每天都會檢查，確保沒有用藥錯誤。 
如果一切都沒問題，李東嶺為何會因為服用過量的普魯卡因胺片？ 
我的回答突然停止。王東尼警官很專心看著我，等待我的回答。不知道為

何，我無法回覆這個問題，以及他的下一個提問。 
下午五點，你巡邏李東嶺住所時，他有沒有聊到什麼特別的內容，是你需要

回報給高樓層管理人的？ 



沒有。 
沒有嗎？ 
應該，沒有。 
應該？ 
王東尼警官看著我的表情，顯示他完全不相信我所說的回答。 
應該，已經抵達。 
達利標註，剛剛結束瀏覽的是一則基於原生材料直接儲存的記憶。沒有重整

編輯這個原生記憶的任何痕跡。 
車廂開門的提示燈，持續閃爍。特區捷運已經抵達，機關行政大樓站。 

今天，顯示的日期，是正確日期嗎？如果正確，為何我又重覆抵達了曼迪德

機關行政大樓站？我為何執行已經記憶的行為？ 

記憶註解——重覆行為是一種信息的提醒嗎？ 

提示燈閃光再現。達利精準接受到這個閃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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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道閃光訊息，是由 X光機器啟動的感光掃描。 
進入曼迪德特區機關的行政大樓，都需要經過這道 X光掃瞄門。 
一位已經進入前老年期的夫爾斯國國籍警衛，以那雙眼袋深黑的人造義眼，

打量達利。除非發現異樣，這位老警衛幾乎不開口，只用鼻腔氣音要達利趕緊

通過。 
2066年小木偶布偶組織抗議四國托管的締約時效過長，發起抗議行動。在

暴動的破壞攻擊中，這位警衛被土製汽油炸彈燒傷臉部頭部，因此失明。曼迪

德特區為了讚揚老警衛到 後一刻都守護在大廳崗位，特別為他換上賽博國

先進的人造義眼，也移植普拉斯提國提供的全新皮膚與頭部毛髮。所有費用都

由特區機關的公共財政負擔。警衛全都領受，也因此獲得終身職位，繼續擔任

管制行政大樓進出的警衛。 
只不過，這幾年來，他一直沒有開啟人造義眼內建的Ｘ光掃瞄儀。 

開啟人造義眼的掃瞄器，X 光掃描儀就會被淘汰回收，讓特區重建更先進。 
開啟人造義眼的掃瞄器，X 光掃描儀就會被淘汰回收，無法幫助特區進步。 
老警衛曾經跟我說過。但我不確定哪一個記憶才是正確的。 

這是另一個模糊記憶。 
這兩個回答像似迴旋的回音，偶爾會在達利每日冥想的那一刻鐘裡，跳動閃

聲，干擾詞彙使用的精準度，讓他無法完整掌控內建的悠托比亞語言系統。  



他搭乘電梯來到位於五十八樓的機關戶口管理局。不遠處，警備局的王東尼

警官坐在辦理特殊事務的等候區。王東尼警官很好辨認。他的混血輪廓與接近

一百九十公分的孔武身材，即便不站起身，也會在人群中引來側目。他的母親

是高挑的夫爾斯國女性，父親則是壯碩的黑克國陸軍軍官。在裂島地震之後，

分別前來災區協助長期重建。相戀了一年，兩人在兩國特區駐地外官的認可與

見證下，締結婚約。隔年在曼迪德特區生下了唯一的兒子，王東尼警官。一家

三口現在落居在曼迪德的中央區，也是四國駐地人民群居的「外籍街區」。迄

今，三人都沒有離開這座小型半島。 
達利靠近牆面，順著地板上的綠光指示路線，持續往前走。王東尼警官看見

他，放下光板閱讀器，沒有寒暄招呼，起身走向綠光指示路線的盡頭：一間透

明玻璃隔間的會談室。 
達利跟在後頭，一起走入這間會談室。坐在服務檯裡的是一位女性辦事員。

她輕輕碰觸面板桌面的按鈕，玻璃瞬間霧化，成為一個無法透視的空間。 
會談室不大，但完全隔音。中央放著會議桌，坐滿六人便顯得擁擠。每當進

入這類過小又單調的封閉空間，達利總會漸漸失去計時能力，生出一種難以解

讀的複雜情緒狀態。 
達利曾經與母親對話這個多種設定情緒交雜的狀態。 

心跳會加快？ 
是的。 
會暈眩？ 
是的。 
呼吸困難？ 
是的。 
還有什麼感覺？ 
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不知道怎麼形容。 
像是恐慌嗎？ 
恐慌是什麼？ 
很靠近恐懼害怕。 
好像是⋯⋯但是和我理解的恐懼害怕，有些不一樣。 
母親表情驚訝說明，這可能是一種被稱為幽閉恐懼症的心理疾病吧。搜尋資

料之後，我能解讀幽閉恐懼症，卻無法完整解讀母親罕見的驚訝表情。 
戶口管理局女辦事員此時的表情，達利也無法完整解讀。她面對王東尼警

官，似乎有表情又面無表情。她的面無表情，與卡蘿有時出現的面無表情，也

有些不一樣。 



卡蘿沒有表情的臉皮底下，會不會有另一張臉，是有更多情緒的臉？在這密

閉的會談室裡，達利聽見有一道人聲提出問題。聲音腔調類似被壓縮的電子音

源，參雜了微弱機械感，也無法第一時間從聲源辨別性別。他仰頭檢視，會談

室是否有安裝電磁喇叭。 
「王警官的判斷，確認住民李東嶺也是自主死亡？」女辦事員提問。 
「不是我的判斷。司法局的檢查調查科，認為李東嶺是單純的自主死亡，不

需要進一步解剖。我不知道心臟停止的原因。目前透過驗血報告判斷出是藥劑

含量過高。就這樣。」 
今天協助的女辦事員，是一位普拉斯提國國籍的女性。達利過去沒有見過

她。戶口管理局制服胸口名牌上的悠托比亞文，寫著她的姓名。 

金秀智。 
她戴著同步口譯器。在說出普拉斯提語時，口譯器也會同步翻譯，轉換成達

利可以理解的悠托比亞語。 
為什麼我無法使用黑克國語言？我說。 
口譯器很進步，如果需要，直接戴上同步口譯器，就可以處理日常對話。母

親說。 
我為什麼沒有植入其他語言系統？ 
你並不真的需要。 
母親，我去申請內建語言系統，並不困難。 
達利，你被誕生在曼迪德。我們悠托比亞島嶼人有一個特質，不論懂不懂其

他語言，都能以最快速度接受外部世界，吸收他們的文化，融入我們的一部

份。一直到最後，我指的是，在死之前的最後時刻，我們都很清楚，自己是悠

托比亞島嶼人。我的兒子啊，我們使用的語言文字，是僅存的少數系統。因為

你被誕生在曼迪德特區，才能設定使用悠托比亞語。而單獨只使用悠托比亞語

的島嶼人，可能是這個語言系統的最後一批人。 
是嗎？ 
達利，你當然可以提出內建其他語言的申請。只是不要忘記，你被植入的語

言，設定了你是誰。 
是嗎？ 
記憶註解——真是如此嗎？裂島地震之後才被誕生的我，究竟是誰？過去，

曾經出現的那位孩童是誰？那位長得與我相似的青年又是誰？所有的精準記

憶，為何會出現在入睡之後又睜開眼的視界裡，由我看見？⋯⋯這些許多問題，

我都還不曾向母親提出問題。 
「我覺得需要進一步解剖，才能知道綠 A李東嶺的死亡原因。」王東尼警

官看一眼達利。 



「王警官，這不是戶口管理局需要介入與進行判斷的事務。」 
「2066年，小木偶布偶組織發起的暴動之後，司法局、警備局，都改由四

國直接指派局長，不是嗎？」 
「我不懂王警官的意思。」 
「我沒有什麼意思。特區機關事務，現在都是四國說了算。我們做事的，按

照規章處理，哪有什麼好多說的。有沒有我的說詞，檢調結果都一樣，要我查

什麼？」 
「王警官想要查什麼？」金秀智辦事員說。 
「我想了解，坐在我旁邊的巡護員，有沒有可能是自主死亡的幫助犯？」 
達利望著王東尼警官，進行語言的分析與判讀。他刻意忽略這個惡意提問，

選擇不回應也不辯駁。 
「這位達利先生，」金秀智查看面板上的登記資料，「是綠 A的巡護員，

對吧？」 
「是的。」達利立即回答。 
「集合宅巡護員的教育設定，王警官應該很清楚。」 
「我很清楚。」 
「在巡護員的設定前提下，巡護員無法成立幫助犯。」 
「我說的是可能性的假設。」 
「只是假設，那還有什麼問題呢？」金秀智顯露些微的不耐煩。「王警官還

需要戶口管理局提供什麼資料，協助你查證這個案件？」 
「我要調閱近三個月，捷運共構集合宅老齡住民的死亡人數、死亡原因，還

有死亡分布圖。」 
「死亡分布圖也需要？」 
「我知道戶口管理局有製作死亡分布圖，沒有嗎？」 
「王警官，你同時領有黑克國、夫爾斯國，兩國國籍證明。」金秀智詭異

說，「你是原生外籍者，不是嗎？」。 
「我是。我不懂，你對這個有什麼質疑？我是原生外籍者，也就是誕生在曼

迪德特區的人。基於職責，我想要清楚釐清，李東嶺的自主死亡，有沒有其他

外力介入。」 
「王警官，警備局調閱這些資料，有特殊任務嗎？」 
「在特區裡，有人不是自然死亡，查明真正的原因是我的工作。」 
「沒有問題。請提交調閱申請，我就會把資料傳輸給王警官。」 



王東尼警官明顯憤怒。他凝視這位名為金秀智的女辦事員，口氣篤定，「金

秀智小姐，你今天就會收到我的調閱申請。我也想進一步說，協助一個人自主

死亡，也是謀殺。即使是在這個更小的小島⋯⋯」 
 
07. 
 
我們出生在這個更小的小島島嶼人，算是什麼呢？ 

那時，捷運減速駛入機關行政大樓站。王東尼警官站在月台上，提出了這個

問題。 

我無法第一時間理解，王東尼警官對於誕生的意涵，也不確定更小的小島島

嶼人，究竟是哪種人？這種人，算是什麼？我知道，他的提問對象不是針對

我，也沒有要我回答。然而，這句話的每一個字，被捷運煞車磨軌的聲音，撞

得四處滾動。特別是「我們」這兩個字，直直撞入我的胸腔，拉扯機體心臟周

圍的軟膠肌肉組織。 

眼前的捷運隧道，筆直延伸到黑暗的另一頭。 
在 2029年之前，捷運藍線、紅線、黃線偏北方的路徑上，還有許多停靠

站。因為裂島地震嚴重毀損，大多封閉。他想過，會不會有許多悠托比亞人還

活著，生活在這幾條捷運隧道偏北方的地域？這個問題，他曾經思索。但也只

是單純的思索，記錄裡沒有前往與抵達那些輻射重災區的捷運共構集合宅。 
在地底下，捷運行駛在數十年前就開挖好的隧道。一節節的車廂外，有時出

現漆黑的鬼影，有時是褪色的廣告霓虹燈。 
那種可以定義的幽閉恐懼症，持續躲在控制體液輸導的心室瓣膜位置，囤積

少量的不適感。 
母親與莎樂美坐在一旁的座位上。一個闔上眼睛休憩，一個低著頭在尋找地

板上不存在的螞蟻。 
這時，那道熟悉的電子質感聲源，在車廂裡迴旋。 

車廂是一個艙，胸腔也是一個艙，每一艙都是密閉的。即便艙有出口，都是

密閉的艙。密閉的世界會自行誕生恐懼。即便找到出口了，恐懼依舊會儲存在

意識的記憶體。 
達利的電子耳聽見了這道謎之聲。他也確定母親與妹妹，並沒有聽見。 
這個捷運車廂內，還存有另一道電子質感的迴旋聲音。那是投射在靠站顯示

器上的小型電子人。它輪流以四國語言和悠托比亞語，播報著曼迪德特區機關

的過時政令宣導： 
 



裂島地震造成第二核電廠爐心熔毀，導致本島北部住民受到嚴重的放射線感

染。雖然過了三十年的半衰期，為了避免畸形胎兒，生育行為之前進行基因檢

測，是締約四國頒布《共通基本法》的重要規定。所有特區住民都應該遵守。

機關醫療局也會持續透過定期的健康檢查，進行追蹤。依據法律規定，同時也

禁止移居特區的外籍國民與特區住民發生自然受孕與自然生育。曼迪德首長與

四國協議達成的重要政策——「零誕生計畫」，是為了曼迪的特區的下一代，

也是戶口管理局有效控制曼迪德特區人口數量的長期政策。違反者，適用《共

通基本法》的懲罰規定⋯⋯ 
 
小型電子人一直都保持著微笑，切換語言，條理分明說明宣導。它的外貌輪

廓是以四國混血兒長相，進行電腦合成，象徵著締約四國的權力均衡。 
達利望著它的眼睛。電子人的視線就像數個世紀前的人物肖像畫，不管從哪

個角度看，都像是在彼此凝視。 
在凝視裡，達利輸出裂島地震事件的資料，都是局部的、散亂的、跳接的、

不同時點的物質記憶： 

2029 年，一次劇烈的地殼運動，讓悠托比亞島西部麓山帶和西部海岸沉積

平原這兩塊不同地質之間的界線斷層分裂。從悠托比亞的東北角海岸，一路裂

開到安河與靜河。大量的海水灌入斷層帶，在島嶼的上半部，形成了一狹長的

裂島海灣。 
地質科學家們測量出，裂島海灣的最深處有一百五十三公尺，最寬處有三點

四公里。 
這次嚴重的地震，在國際間統一命名為：裂島地震事件。 
地震災害巨大，悠托比亞政府無法獨自處理，請求國際協助與災難救援。初

期花了兩年的時間，才緩和下地震與海嘯造成的各項公共系統損壞。第三年之

後，從悠托比亞本島分裂但沒有完全分離的西北部小型半島，由前來救災的主

力國家：夫爾斯國、黑克國、普拉斯提國、賽博國，四個國家協助後續的重建

工程。 
這座小型半島，也是最嚴重的輻射災區。 
四國的重建工程大量啟動之前，國際間便先達成共識，由這四個主要救災的

國家，與悠托比亞共同締約，從 2029 年開始計算，託管這個更小的小島，五十

年，直到 2079 年。 
四國將這座小型半島，命名為曼迪德特區，並與悠托比亞共同成立特區機

關。在行政立法司法系統、經濟發展、社會福利、醫療協助各方面，分工進行

災後的重建，也一起協同管理。 



捷運抵達綠線 E站，兩位杵著拐杖的老齡住民走出車廂，站上輸送帶，由
地板履帶，載運到電梯。 
少了兩位乘客之後，捷運車廂內的空蕩感，是一區一區甦醒，塑型成活的浮

游生物，在光所及之處，自體遊走。 
達利順著捷運行進的方向走著，刻意放慢步伐，讓向前的速度變慢。一放

慢，就感覺身後有引力，牽制他，且往回拉。漸漸地，他感覺走過了一個車

廂，下一個車廂就向外膨脹成橢圓形，仿佛行走在金屬打造的橄欖球體內部。

膨脹車廂裡的老齡住民、陪伴員與其他乘坐者，都成了魚眼鏡像裡的人形。其

中一位男性老齡住民，一頭平均散生的美麗灰髮，穿著紳士，望著達利，躬身

致意。他沒見過這位灰髮老齡住民，也能辨識面熟感覺，不來自記錄，而是設

定定義上的錯覺。 
「你要走到哪裡？」灰髮老齡住民突然說。 
「前一個車廂。」 
「你放慢速度走，會走很久。」 
「沒關係。我到綠 A站，還有一段路。」 
「你這種走路的速度，可能永遠都追不上已經藏好的原子鐘。」 
捷運車廂幾乎是在這句話說完的同一時間，恢復成長方形外體的。達利站定

在捷運車廂連接處，往回看，灰髮老齡住民已經不在原來的座位，也沒有待在

達利走過的這節密閉車廂。 
達利沒有坐下，站在搖動中的捷運上，思索一個問題： 

下一步，我要走到哪裡？ 
「哥，你回來了。」 
聲音從車廂後頭傳來的。是妹妹莎樂美，她身旁的母親也睜開眼睛。兩人依

舊坐在原本的三人座位。達利往回走，坐落在母親旁邊，莎樂美靜靜凝視眼前

的地板，彷彿那裡下一秒真的會出現一排搬運糖粉的螞蟻。 
「李東嶺確定是自己服藥過量嗎？」母親說。 
「母親為什麼問這件事？」 
「只是想知道像我們活得這麼久的人，是怎麼自己決定死的。」 
「母親不要往這邊多想。」 
「我沒有多想，只是要了解。現在我還想莎樂美陪我去公園走路。醫療局的

醫生說，要多使用左腳，我就會相信那是我的左腳。他說我的左腳，還能陪我

走很久。」 
坐在捷運座位上的莎樂美，馱著背脊的身軀，體型比母親更加小了一號。她

的雙手往胸口內扣，掌心好像在保護什麼，但達利無法看見。 
「母親，莎樂美是在哪一年被誕生的？」 



母親流露驚訝，而達利只能解讀一部分的驚訝。莎樂美聽見他的提問，也睜

大眼睛盯看。 
「你說的不是問題。為什麼問我？」母親挪動左腳，關節與膝蓋摩擦鐵片彼

此滑過油脂的聲音。她自然攏雙腿，「你早就知道，妹妹被誕生在地震之後的

那一年。」 
「我是地震的那一年。」 
「所以你是哥哥，我是妹妹。」莎樂美說。 
「是的。就是那一年。」母親露出罕見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