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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場人物

雷明
諸多抱怨的中二學生，不滿入

讀三流中學，被逼照顧年幼的

妹妹，討厭古怪的同學。

雷家

雷恭
典型辛勤工作的上班族，

重視家庭。

雷媽
在職媽媽，終日為子女升學

前途而憂慮。

雷絲
雷明胞妹，年約 3 歲的

幼稚園生。

登場人物



方國源
外號圓方角，知識廣博，

惜有口吃問題。

朱故歷
花名朱古力，熱愛飲食和

歷史。仰慕嬌滴。

戴德銘
聖拿撒勒中學校長，嚴肅但 

善良。

聖拿撒勒中學



書櫃內

神化村

毛站鳥
沒有腳的能言鳥，一生儘在

飛行，是神化村的信差。

小油
修車高手，神化村中

唯一的人類，時刻默

默守護村民。

禿魔
好勇但有點笨笨的。

瞎子阿七
地位崇高又充滿智慧

的長輩，村中唯獨他

見過神人。

畢鳴教授
奇幻空間的神祕人，吩咐三人組

尋找變色樹。



機械兵團
冷目
微精部隊主帥，主攻型

機械人。

暗計
微精部隊智囊，一心消滅

人類。

水柔
半機械人，外冷內熱，

服從於冷目。

蛇膽
被復修的殺手，衝動又

凶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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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物種的由來

2046 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對很多香港人而言，

所謂五十年不變，2046 年可能是改變的開始，誰知

道？然而，誰會相信，世界不變？世界不變，人也會

變。回歸後五十年發生甚麼改變，這是香港人關心的

事。但科學家的研究卻關注，人類自 2046 年開始，

人類不再是頂級物種，機器將取代人類成為最有工作

效能的物種。

人類連想也不敢想，原來到了 23 世紀，人類已

進化邁入全科學世界，不但全面依靠網絡互通及處理

事務，機械人早已代替人類幹所有勞動的工作。人不

用上班上學，安坐家中，便通過網絡學習、通訊、下

2046 之後的
微精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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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雷明

指令完成購物、生產甚至清潔等工序，連機械人的維

修也有更高級的微精機械人檢測，確保運作正常。人

類再沒有所謂升職，也沒有所謂辦公室政治，大家不

用煩惱工作與前途，因為生活一切都有機械人照應，

而機械人的生產、保用和工作分配由中央電腦大系統

來統籌管理。統治者利用微算程式控制人類的節育計

畫，避免生養眾多，打亂生產線。但人類過剩的時間

使他們耗在吃喝、運動或沉迷遊戲上，也漸漸變得一

無所求，一事無成，一落千丈─不過也無所謂了，

地球運作日出日入，人類有足夠的食糧，先進科技的

保障，中央系統由誰管理已經變得不再重要，這不是

政治問題，而是科技問題，全人類的命脈彷彿早已掌

握在科技手裏。

生產線上的錯亂

2246 年，在一家微精機械工廠裏，專門生產最

精密最先進的機器，竟然出現了一批次貨。在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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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6 之後的微精機器

上亮了紅燈，給丟出生產線外，被輸送帶運到回收

站。回收站一般回收的是錯體機器，即所謂次貨，卻

是最精銳的微精部隊。隊裏的冷目，原本是軍部生產

線上最高級別的戰鬥格微精智能機械主帥，生產目的

是保衞地球，所以設計極為複雜，具備了見敵殺敵、

死不放棄的拚命鎖定，除了攻擊力強、戰略檔案齊全

之外，設定他無論在任何絕境，也會不擇手段用盡任

何方法攻擊敵人，甚至是自殺式襲擊。至於暗計的軟

件是微精智能機械智囊，設計目的只聽命於主帥，擔

當技術支援和輔助，所以安裝了自行設計及修理機械

的智能。暗計攻擊敵方時，保護人類的指令會即時解

鎖，換言之，所組織的計策可以不惜犧牲一切甚至人

類性命來換取打敗敵方，是微精機械人中最不講情 

面的。

這兩名凶悍的機械人在試驗程序中反應比正常分

別慢了 0.000005 秒和 0.0001 秒，電腦程序即時指令

生產線閃現 警號，因而自動停止運作。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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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雷明

檢測出發生的岔子，自動把冷目和暗計挑出，扔在送

往回收站的運輸帶上，讓生產線繼續發電工作。

太陽是一切復仇的能源

「人類實在太冷漠殘酷了，我的兄弟死了，埋在

這回收站等堆填。」由於冷目屬於主帥系列，他的電

腦儲存了同情伙伴以增加戰鬥心的設定，和煦的陽光

啟動了冷目和暗計的後備太陽能發電機，太陽是任何

動能的來源─對冷目來說，他的人生經驗始自遺

棄，以及同類的失敗。

回收站原來也是堆填區，由於科學生產速度太

高，根本用不上回收物資。左堆右疊的機械放射的銀

光沒有為他們加添氣息，命運註定他們最後還是等待

壓碎，物質分隔，有用的入原料廠，沒用的給銷毀。

暗計啟動時，自動測試程式跟蹤掃讀到冷目是主

帥，馬上開動了順服指令，他回答冷目：「我們可以

修理他們，組織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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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6 之後的微精機器

冷目眼前沒有人類，連一個也沒有，剛啟動自動

辨識系統得出的目測保衞對象是微精機械人，所以機

械變成「我軍」，不在眼前而且使他遭拋棄的人類自

然變成「敵軍」。

「首先，我們要修理一台發電機，為我們提供電

源。」

「沒問題。」被廢棄的機器太多，絕對難不倒擅

於製造和維修的暗計。

「跟着，我們要報復人類。只要這地球由我們微

精機械人操縱，任何有瑕疵的都得到修理，不會變成

廢物。」冷目咬牙切齒，恨不得把所有人類滅絕似

的。

「但這裏沒有砲彈之類。核子和量子武器深藏在

人類政治部，我們一旦攻擊他們的心臟，一定化為灰

燼。」暗計作為智囊的職責，就是提醒主帥一切有可

能的成功與失敗，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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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雷明

散發汽油味的小女孩

「真沒想到，你始終沒有丟棄她。」

他們由回收站出發，乘坐復修的進步版時光機，

到以前的世界走一圈，重返回收站，冷目明顯變得更

陰沉。暗計不明白，為甚麼他鍥而不捨，在計畫失敗

後堅持擄走眼前這妙齡女子回來修整，把她變成半人

半機械人的助手。

冷目想起第一次與水柔見面，她只是個五歲的小

孩，穿着破舊的工人褲，身體隱隱散發着一股使他精

神為之一振的汽油味，短時間在資料庫中也找不到參

考類比，只找到一條：「兒童，是人類長成的必經階

段。在這階段，他們特別需要照顧及教育。」照顧？

是主帥陌生的範疇，稍一猶豫，暗計便發揮他驚人的

智商。

「帶她回去研究。要好好掌握人類是怎樣的。人

類必勝戰略之一：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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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6 之後的微精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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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雷明

起初暗計把他們發現的時光機趕工修理好，趁回

收站新一輪推動回收機械去壓碎機之前，使用實驗版

的時光機返回以前仍然由人類操控或監控的時代，遇

上年幼的水柔。他們帶水柔到那個時代的人類中生活

了數年，掌握人類的缺點，並令水柔充滿了感激和依

賴。冷目認為人類是十分愚蠢，終日工作，每天要用

有機物填滿肚腹來存活；不似機械人，只要發動了電

源，不用吃喝，也可不眠不休地工作。冷目心裏囤積

了憤恨─人類憑甚麼在數十年後可以超越機械，控

制機械？他們根本弱不禁風！還有人類是有複雜感情

的生物，這特徵使人類輕易做出種種對冷目來說難以

想像的決定。例如，當冷目和暗計準備返回將來，水

柔哭哭啼啼，竟拉着他們不放手。

沒有找不到答案的問題

返回 2246 年的回收站，水柔已經十歲。他們找

來一處隱閉的角落——自動回收機械臂觸不及的角



9

2046 之後的微精機器

落。在那裏，水柔模仿她仰慕的冷目和暗計，學習機

械維修及操控，數年間，他們擁有了一隊懂得說話的

戰機──花拉戰車，能隨時轉換成戰車、戰機與潛水

艇，還復修了殺手蛇膽，利用回收材料製造了無數的

祕密武器。

水柔有時是令冷目煩惱的原因，她經常在他苦思

策略時製造騷擾。

「我們可以休息一會嗎？」

「你去開罐頭吃吧！」

水柔不肯，堅持要一起吃。為了欺騙水柔他們是

人類，冷目和暗計常假意同吃，開動誘敵功能，把食

物從嘴巴送入儲存盒，再找機會掏出來。機械兵團這

項設計原意是必要時假裝人類，令對手產生錯覺。暗

計常投訴若不是水柔，這麻煩的功能就不必啟動。

「為甚麼要重新組裝這部分？」

「因為花拉戰車不止是一部車。」

「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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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戰機，機翼安裝在裏面，隨時可伸出來，變

成飛機。」

「原來的車輪呢？」

「輪胎氣體放了可以改變外型。」

「為甚麼？」冷目傻了眼，這女子未免太笨了。

「飛機也需要車輪的。」

植入說謊晶片的機械人

對水柔來說，他們的腦袋有龐大的資料庫，沒有

找不到答案的可能。這是她生存下去的一切原因，滿

足她所有的好奇心，填滿她內心的空虛。有一次，她

問冷目，為甚麼帶她來這裏。冷目在資料庫瞬間搜索

一條關於愛的定義，直坦坦地搬出來：

「不為甚麼，只因你是你。」是冰心的《寄小讀

者》，資料顯示，這是愛的教育最偉大的表達。

水柔的心融化了。冷目說時一點表情也沒有，水

柔也太習慣這種表達方式，她自己凝望冷目的表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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