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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講話得吼出來，不然就會被如雷的振翅聲所掩蓋。一隻鷹試圖在鳥

群的後方碰碰運氣，一瞬間它們像激流般聚成緊密的一團，伴隨著雷鳴巨響；

這個幾乎實心的鳥群沖向前方，劃出一道道波紋線條…… 

──引用自 John James Audubon《鳥類學傳記》 

 

  我自一片白茫中醒來。 

  映入世界的第一束光伴隨著痛苦輕扎於眼瞳上。抱著膝蓋蜷縮在

水中，被溫暖的液體包裹著，平穩的、安全的...... 

  我嘗試著移動四肢，但似乎為時過早，只有拇指輕微的晃動回應

了我的要求。然後是膝蓋、手臂、頸脖、小腿......等終於能夠掌握整

個身體，我撕開了眼前半透明的薄膜。 

  「哈!」將肺部的積水吐出，我反射性大吸口氣，混濁的空氣瞬間

嗆入胸腔，引發一連串咳嗆。 

  從水池中坐起，大腦前所未有的清晰，像是經歷了場充足且舒適

的睡眠。扶著牆壁起身，水池旁的櫃子整齊地放著一套深藍色且滿

是皺褶的衣服，最重要的是上面積滿了灰塵，放在這肯定不止一兩

周了。而衣物上方放置了一隻手掌大小的貓玩偶，睜著黃色的眼睛

的凝視著前方。 

  隨手將貓玩偶置於一旁，我套上衣物，出乎意料的合身，包含鞋

子也完全合腳，這不禁令我懷疑這是「我」的東西。 

  奇怪的是我對他們沒有任何印象，不過準確來說我想不起任何關

於「我」的事情。也許是睡了太久，名字、年齡、身份沒有一丁點

記憶，這裡又是哪裡？我是怎麼來的?以及……我睡了多久? 

  起初我搜尋了整個房間。這很容易，只有約五坪大小。房間裡的

物品很少且同樣堆滿灰塵，一張辦公桌、一張床、一個衣櫃──裡

面放滿同款的深藍色工作服，還有就是之前我睡眠的水池。 

  沒有任何能證明身份的東西，甚至沒有生活過的痕跡，唯一的線



索只有那隻突兀的黑貓玩偶了，但我暫時無法從它身上獲得任何線

索。 

  方才喚醒我的光源來自水池對面的窗口，從這角度看過去只能看

到一片藍天與湖水。 

  盯著鐵質大門再三思索後，我最終決定打開看看。門並沒有上

鎖，鎖頭在內側，這房間應該不是關人用的。 

  外頭是還算寬敞的一字型走廊，由於沒有窗口，光線比房間更昏

暗，只有遠處幾盞不詳的紅燈在閃爍。 

  打開從上衣口袋找到的輕便型手電筒，可以看到走廊的天花板與

房間一樣是有燈管的，不過都沒有通電，也沒有看到開關。 

  從紅燈數量來判斷，右側走廊應該比左側更短──希望不是因為

紅燈損壞的關係──我決定先往這個方向前進。 

  建築牆面是由某種石頭構成，觸感冰涼且滑順，地板也是同樣的

材質。也不知道是這種石料有吸音的特質還是鞋子的問題，一路走

來沒有聽見任何腳步聲，無論是我的或是其他人的。 

  右側的通道是一條直線，沒有岔路口，我很快走到了盡頭。 

  面前是一扇三米高的金屬大門，正中央繪有一棵寫著數字六的樹

苗。 

   

  Garden 

   

  樹苗符號下的金色字體如此寫著。 

  調轉手電筒，門的右側是發著綠光的按鈕。 

  「轟──」大門緩緩向兩側縮起，冰冷的風從外頭颳來，我放下

壓著按鈕的手，目瞪口呆看著眼前的景象。 

  是海，一望無際的海，藍綠色的海。 

  寥寥數座冰山在水中緩慢移動發出尖銳的撞擊聲，似是口哨又似



悲鳴。明媚的太陽在沒有白雲的藍天之上刺痛雙眼。 

  我慢慢向後倒退，望著眼前壯麗的風景，我的內心卻只感到一股

不知緣由的悲傷，一刻都無法忍受。我向後退去，回到陰影中的堡

壘。 

  再次回到最開始醒來的房間，稍作休息平復心情後，我這次往左

側前進。 

  比起右側，左側走廊明顯複雜的多，經過了兩個分岔口後我不得

不返回房間，雖然沒找到繩子，但找到了針線盒。我在走過的每個

岔路路口放上鈕扣，以保證能找到回去的路。 

  整座建築非常安靜，為此我屏息了好幾次，直到確定每次聽到的

呼吸聲都是我自己發出的，然後持續重複相同的舉動。 

  大約行走了十分鐘或更久──在黑暗中總是很難判斷時間，我在

轉角處找到了標註四號的倉庫，裡面放滿了罐頭。這時我才意識到

腹部微微的抽痛，飢餓感瞬間湧上腦海，從箱中取出幾罐茄汁焗

豆，有效日期寫著 2380/ 10/ 05。顧不得是否過期，我迅速拉開罐頭

拉環，找不到湯匙就把豆子倒到手上，就著手掌吞下。 

  安撫完胃部的需求，我將空罐頭隨手扔下。我在角落找到了淨水

器，從管道來看應該連接到下方的大海，總之是可飲用的。 

  將雙手洗淨，我把剩下的兩個罐頭放入束口袋，拿起手電筒繼續

探索建築。 

  大約直行了二十公尺左右，又一扇白色的鐵門出現。 

   

  Hibernating Room II 

 

  白門上的牌子寫著。 

  與先前找到的所有房間一樣，白門可以被簡單拉開。這棟建築內

的房間似乎全部都是開放式，無法被上鎖，像是為了方便所有進入



者使用，這不禁使我倍感疑惑。 

  當然，這問題並沒有困擾我太久，因為房間內的東西馬上引走了

我所有的注意。大量半透明的膠囊放置在房中，房內共有七個凹

槽，每個凹槽內有五至六個膠囊。膠囊的大小不一，看起來像是像

某種生物的卵，在手電筒的照射下呈現螢光綠色，隱約能看見裡面

蜷縮起身子的人體。 

  經過短暫的愣神，我迅速跑向最近的凹槽。 

  走近後我才發現膠囊並不如想像中的圓潤，反而有些乾扁，裡面

的赤裸的人型生物更是骨瘦伶仃。強忍著不祥的預感，我撕開了膠

囊。 

   

  我把剛吃下的食物全吐了。 

   

  * 

   

  「滴滴滴──滴滴滴──」令人煩躁的聲音響起，奧列翻身按停

鬧鐘，腦袋一陣一陣的抽痛。 

  偏頭望向身側，美麗的棕色長髮披散在灰色的被單上，而它的主

人雙眼緊閉，顯然還未醒來。 

  奧列撥開她散落在額間碎髮，給予輕柔的一吻。 

  「早......」半醒的妻子喃喃道。奧列沒有回應，只是拉開靠近床側

的被子，準備下床梳洗。 

  開啟水龍頭，清涼的水灑在臉上稍稍緩解了頭疼。奧列盯著鏡

子，裡頭的男人大約四十歲左右，有一頭淺亞麻色的短髮與灰藍色

的眼睛，尚且算是濃密的鬍子整齊乾淨。他試著站直身子，鏡中的

人身材高挑，至少有一米八，背脊挺拔，看起來有些嚴肅。 

  臥房傳來衣物摩擦的聲音，奧列推估一下時間，加快手上的動



作。 

  今天輪到他做早餐。喚醒賴床的女兒，他下樓來到客廳旁的廚

房，看著櫃子上的全家福以及各種熟悉又陌生小物件，奧列感到些

許恍惚。 

  「噠、噠、噠──」歡快的腳步自樓道間逼近。恍神期間奧列沒

有停下手中的動作，熟練的將冷凍煎餅翻面。 

  一顆毛茸茸的腦袋很快從吧檯對面冒出，「煎餅!」小女孩拿著黑

貓玩偶爬上椅子歡呼道，她有著與父親相同的亞麻色秀髮以及與母

親相似的可愛臉龐。 

  「馬上就好了，幫我擺個盤子好嗎?」奧列放柔聲音說，臉上不自

覺地掛上微笑。 

  「好──」小女孩將玩偶放在桌上，蹦蹦跳跳的去找盤子。奧列

盯著那隻手掌大小的圓形黑貓玩偶，神色莫名。 

  他記得那個玩偶是他們去日本旅遊時買的，事實上他們有一系

列，其中還有區域限定版，他們家總共有十三隻不同花色的，而那

隻黑貓是女兒的最愛，到哪都帶著。照理說他應該很常看到那隻

貓，但今天卻對它感到一絲陌生，就像是某種原先熟悉卻又許久不

見的東西。 

  「早安。」妻子的出現打斷了奧列的沉思，她接過女兒手中的盤

子將它們擺好，又拿了三個杯子裝滿果汁，而此時奧列也正好將最

後一片鬆餅出鍋。 

  三人很快在吧檯就坐，分享著早餐與今日的行程。克萊拉兩小時

候有場手術要執刀，「它並不是特別困難，但我還是覺得很緊張。」

她說。 

  「該緊張的不是你，是保險公司。」奧列笑著回應。 

  「......午餐，還有書包，今天下午媽媽會來接你。」將女兒放在學

校大門，奧列揮手向她道別，直到目送她進了校門才驅車前往工作



地點。 

  「早，奧列。」 

  「早上好。」 

  「今天有點晚阿，還是小珀莉?」 

  「哈哈，找不到她的棒球帽，出門有些晚了。」 

  「早安。」 

  向同事一一問好，奧列走到座位將電腦開機。綠色的圓在螢幕上

轉了一圈又一圈，隨後畫面一閃，綠色的樹苗標誌出現在屏幕上─

─ 

   

  * 

 

  第四十九日，我還在持續作著那個夢，它是如此真實且連貫，還

有那隻黑貓──我相信我正逐漸恢復記憶。 

   總之，我決定把所有目前已知的資訊寫下，一是為了以防發生變

故，還能留有些紀錄;二是為了打發時間──你難以想像二十四小時

有多漫長。 

   我的名字是奧列，是個工程師。我的妻子是外科醫生，名叫克萊

拉，我們有一個 7 歲的女兒，珀莉。 

   珀莉有隻黑貓玩偶，現在被我放在胸前的口袋。我不知道她們發

生了什麼事，去了哪裡，但可以肯定不會是好事，因為珀莉從不讓

黑貓玩偶離開她的視線。我同樣不清楚自己怎麼來到這裡，唯一的

線索是我曾在公司的電腦上看過被畫在建築大門上的標誌。 

   我現在暫時住在船長室，這裡比我原先的房間好太多了。除了更

大的空間以及柔軟的床外，房間還附有一座小型圖書室，我猜裡面

可能有關於建築的資料，然而圖書室的書本大多數是挪威文，所以

我只能慢慢查字典翻譯。 



   令人失望的是這些大多是文學作品或歷史書籍，比較有用的大概

就是放在書櫃角落的說明書，這是英文寫的。裡面介紹了船長室的

儀器與使用方式，包括聲波、廣播器、燈光控制板、衛星等，起初

我興奮了好段時間，直到發現這些精密儀器都已經損毀無法使用。 

   另外我還找到了幾本空白筆記本，這也是我決定開始記錄的起

因。 

   唯一美中不足的大概就是房間正中央的黑色焦痕，有人曾在這裡

焚燒了東西，燒得很乾淨，沒有丁點殘骸。 

   這段時間我探索了建築大半的區域，除去最開始的四號倉庫，我

還找到了另外十二個，其中六個放著食物，三個是日常用品，兩個

放著書籍、畫作和雕像，剩下的一個則放著各種零件。由於距離方

便，我目前開啟了五號的日用品以及最初的四號，裡面的物品齊全

且整齊，並不需要特別整理，唯一要做的只是記下裡面有些什麼物

資。 

   我同樣也找到了其他冬眠室，一共四座，但我並沒有打開，只從

門口的窗戶向內瞧。我看得很仔細，每個凹槽、膠囊，這讓我無法

產生任何樂觀的想法。 

   那些凹槽原本應該是水池，但現在都乾枯了，唯一還有液體的只

有我原先所處的那個房間。這大概也是我與他們不同，沒有變成乾

屍的原因。 

   自從我將二號冬眠室所有的膠囊撕開，我應該接受自己已經是一

個人的事實，但我沒有。潛意識中好像有道聲音持續在耳邊低喃，

「只要不打開其他的門，我就不是唯一的倖存者。」 

 

   我無法親手撕毀我的幻想。 

 

   這大概是我能繼續活下去的原因。 



 

   ……總之，建築內還有一座植物園，裡面的工作完全自動化。經

過長久的自由生長，我必須使用門口用於採集的鐮刀才能深入植物

園。裡頭我能認得的植物不多，所以我也只有偶爾會進去摘些水

果、蔬菜。不過我並不常來，這裡不需要我。 

   所以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少了，翻譯、登記物資以及探索都不能做

的太快，否則很快就會無事可做，必須盡可能的慢慢來。這也導致

了我整天無所事事的狀態，一天內我大約有八小時會坐在建築門口

發呆，凝視海平面的盡頭，期待有船出現;要不就是望向冰山，倒數

自己的末日。有時我甚至忍不住猜想在大海的對面是否有另一個人

也在等待同伴到來，並為此惶惶不安不敢離去。 

    我清醒的時間越來越長，我並不特別喜歡睡眠，即便這是我唯一

能見到他人的方式。 

  說實話，那些夢境令我感到恐懼。 

  它們讓現實變得更加難熬。每當我睡醒，被迫離開夢境，與家

人、朋友分別，我總忍不住一再回憶美好的過往。我被困在編織出

的幻想，反覆刻畫他們的臉孔，直到孤獨感最終找到我，使我心

碎。 

   而我甚至不知道下次閉眼還能否看見他們。 

  無論如何，我強迫自己保持希望，為此我持續對著自己說話，並

祈禱假如某天有任何人來到這裡，我還能記得怎麼說話。 

 

* 

 

  Garden 

  企劃書上端正的大字讓奧利感到頭疼，今天開會時發生了太多事

情，讓他一時不知該作何反應。 



  「280 年前，地球上最後一位先知宣告了末日將降臨在 2320 年。

為此我們創立，我們發展，並且我們準備，公司所有研發的科技都

指向了這一刻，現在，計畫即將收尾。遺憾的是工程部長在這關鍵

時候出了車禍，不幸喪生。但我們很幸運，找到了人選，我相信他

的才華可以保證完成這偉大的計畫。歡迎你的加入，奧列。」會議

上，董事長握住他的手鄭重地說，像是在交接一項十分重要的使

命。 

  回憶結束，奧列簡直不敢相信，這麼多年的工作就為了這?接下來

是不是會有人來告訴他光明會存在？ 

  他感到被欺騙的憤怒，當初抱著多大的期待加入這所全球最大的

科技公司，現在自己就有多可笑。 

  末日洪水?預言?但凡有點科學常識的人都該為此嗤之以鼻。 

  他無法接受! 

 

* 

 

  奧列最後沒有辭職，當然了，所以我才會在書房翻找建築藍圖。 

  夢境顯示花園一共有七座，分別位於德州、太平洋、原馬爾地

夫、印度、中國、蘇格蘭以及北極。七座花園皆由羅摩石打造，那

是只產於印度的石料，也是唯一足夠堅固且能在水上漂浮的建材。 

  假如花園不只一座，照理說各個建築間應該有連絡的方式。 

  然而平面圖並不同意我的推斷，就與我前幾日看到的一樣，上面

沒有相關的房間。名字最接近的廣播室我也去過，只連通建築內

部。 

  調查陷入僵局，就在這時我想到了船長室旁坍塌的區域，由於損

毀嚴重不大可能復原，我一直沒怎麼注意。照著藍圖看去，上面標

記著梯子圖樣，圖標處也確實寫著樓梯，但奇怪的是藍圖裡並沒有



二樓的平面圖。 

  小小的困惑並沒有打擾我太久，久違的希望幾乎擊暈了我的大

腦，我很快就能找到其他人! 

  接下來幾日我花費大量時間清理堆滿走道的石頭，見到他人的渴

望令我感到無窮的精力，哪怕只有聲音也好。我盲目堅信著建築二

樓存有通訊裝置，期間也有過質疑，但我很快就會尋找諸多理由說

服自己這是合理的，諸如:通訊塔通常在高處;一定有通訊方式，不在

一樓肯定在二樓! 

  在第五十八日，我清岀一條通道，後方果真是樓梯。 

  踩著從倉庫搬來的梯子，我爬上樓梯尚且完好的部分，向上奔

去。 

  樓梯盡頭連接著環型空間，四面由強化玻璃組成，能清楚看見外

邊無盡的青藍色海水。 

  取出放至在矮櫃上的書，我驚喜的確認了此處通訊塔的身分，很

快依據說明書指示走向最近的通訊台開始操作儀器。確認燈號一一

亮起，我顫抖著將頻道轉向德州站，「尼......你好，有人嗎?」 

  通訊器傳來陣陣白噪音，我屏息等待著對面回應。 

  「這裡是二號花園，德州站。」清晰的人聲在寂靜的房間傳開。 

  「太好了!我──」 

  「這是最後一則留言，」 

  「你是什麼意思?」 

  「爆發了未知疾病，醫師沒來的及研發疫苗，他們都離開了，我

是最後一人。我的手上已經開始冒出紅疹，我很快就會和他們團聚

了。這是最後一則留言，不要試圖開啟德州站，這裡已經完了，重

覆，不要試圖開啟德州站。」 

  「12,228,864。」留言的最後是一段電子音報出的數字。 

  「喀──」 



  「這裡是青藏站，需要幫助!這──」 

  「喀──」 

  「中央太平洋站，遭到未知生物攻擊，堵不注裂口──」 

  「喀──」 

  「他們瘋了!我不知道──」 

  「喀──」 

  「印度──」 

  「喀──」 

  「最後的人類，逝世於西元 2320 年 12 月 24 日，死於腕部割裂導

致的失血過多。」 

  機台播放著蘇格蘭站最後的留言，少女的語調冷靜且理性，條理

分明訴說著最後一座花園的末日。她的聲音很溫柔，沒有一絲陰

霾，反倒充滿平靜的釋然與淺淺的眷戀，像是集結了這世界所有善

意般。 

  「5256782。」 

  我這輩子大概再也無法忘記當時的心情，當少女說出自己是最後

一人以及描述自己即將死去。 

  我望向無盡的海水，室外冷冽的寒風被玻璃阻隔，卻不比室內更

冷。羅摩石剝離了冰山的歌聲，即使跨越了海峽也找不回被奪走的

妻子悉多。 

 

  這裡沒有聲音。 

 

  「有沒有人?任何人?拜託回答我!」我發瘋似的發出電報，在每個

頻道大吼，回應的始終只有電子儀器的白噪音。 

  在那之後的記憶有些模糊，只依稀記得我砸毀了通訊台，自醒來

後第一次控制不住情緒。我想我是哭了吧? 



  我沒有印象，但醒來後眼睛還有些腫脹。 

  當天夜晚我回到了夢中，這次我沒有像往常一樣擺脫這該死的噩

夢，奧列記起了那棟孤獨的花園。 

  這也是奧列哭著從床上醒來的原因，克萊拉沒有多問，只是緊緊

的抱著我，直到我的心情回歸平穩。那天我們久違的全家出遊，沒

有行李、沒有目的地，只帶上錢包、信用卡以及珀莉的黑貓。 

  這次的夢比以往更久，久到足夠我們完成這為期一周的旅行。期

間去了遊樂園、嘉年華、遊行大會...... 

  上帝啊!如果可能，請別再喚醒我。 

   

 * 

  

  第七十六日，我不再自言自語。 

  我無法再說出一個字，發出一個音節。我徹底放棄了尋找同類，

受夠了無論我如何呼喚，也永遠等不到的回應。 

  「看啊，現在連陽光都將離我而去。」我坐在花園門口想，觀賞

今年第一個黑夜，再過不久北極也將迎來永夜。 

  自那日後，我越來越沉溺於睡眠，兩邊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有

時我忍不住懷疑究竟是孤獨的我夢到了過去，還是可憐的奧列被束

縛在孤獨的夢中? 

  另外，我必須戒酒了，克萊拉擔心我最近的狀態，我不希望讓她

太過操心。 

   

  * 

   

  第七十七日，我無法睡眠，我犯了無可挽回的錯誤，美夢已到盡

頭。 



  我很抱歉，對不起。對不起，克萊拉、珀莉，我是我的錯，我怎

麼能── 

  她們全身都是血，救護車載走了她們，但是、但...... 

   

  * 

   

  第七十八日，我終於知道她們不在花園名單中的原因。 

  都是我的錯，我不敢睡眠，我需要更多咖啡。 

   

  * 

   

  第八十二日，昨天我還是不小心睡著了，但感謝上帝!她們還活著!

她們兩個都是! 

  車禍沒有帶走她們，我發誓再也不喝酒了。 

   

  * 

   

  今天是第一百零八日，很抱歉前段時間的紀錄這麼混亂，現在我

已經好多了。 

  生活漸漸步上正軌，我每天大約花費九小時睡眠，不太多也不太

少，儘管這大大減少了我與家人待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認為夢境與

現實是會相互影響的，糟糕的行為將會導致我在另一個世界的厄

運。 

  清醒時我會去整理倉庫或者去健身房運動──當然了，生存基地

肯定有健身房。除此之外還有一項的新娛樂，我在初始房間找到了

暗門，裡面是花園的監視器螢幕，雖然攝像頭都已經損壞，但房間

的電腦及螢幕都還能使用。 



  我習慣窩在旋轉椅上觀看過去的紀錄，這讓我感覺回到了以前的

癱在沙發上看電視的日子，我會在幾個監視區域來回切換或調整播

放倍數──雖然不管幾倍都是同一個畫面。 

  記錄從 2300 年開始直到 2346 年，我從最早的時間向後撥放，不

出意料的即使在最初的一年也沒有看到任何人，他們可能壓根就沒

醒來過。 

  這是我前些日子的想法。 

  你絕不敢相信我看到了什麼。 

  是位有著鮮紅髮色的男子，出現在 2321 年的錄像中。 

  最後人類的遺言來自 2320 年，每分鐘撥放一次。根據說明書所

述，留言最後的數字串代表撥放次數，而留言的末端數字是

2,103,840，這代表從 2320 年算起已經經過 4 年，也就是說現在的時

間是 2324 年。 

  三年前曾有人來過這裡，在宣布人類滅絕的一年後。 

  紅髮男子還活著嗎?花園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人? 

  這些臆想使我燃起渺小的希望，我幾乎要相信我不是唯一的倖存

者了。 

  不，我不該繼續想下去。 

 

  * 

   

  在遠離人群與娛樂的日子中，我深刻感受到節日存在的意義，如

果每天都和昨天一樣遲早會將人逼瘋。所以我們切割時間，不只是

年、月、周這樣的終點，還有節日與假日，他們才是真正令我們感

受到活著的主要原因。我們日復一日的工作、發呆以及忍受，都是

為了同一個目的。 

  保持期待，我告誡自己。 



  今天是第一百五十日，一年一度的啤酒節!日期沒有特別的原因，

我只是喜歡這個數字，而節日活動則是為了解放幾周以來禁酒的壓

抑──酒精終究是好文明，只是不適宜太常飲用。 

  總之，我估計明天是起不來了，所以先寫下日記，等等整理完倉

庫我就能享用啤酒無限暢飲了! 

  現在祝我早日康復吧!為我明日宿醉的頭疼。 

   

  * 

   

  「喀擦。」鏡子掉落在石地上發出清脆的響聲，隨後裂成無數碎

塊，他瞪大眼緊緊盯著那張熟悉的面孔。鏡面殘片中，紅髮男子與

他遙相對望── 

 

  * 

   

  「爸!」電視裡抱著黑貓玩偶的女孩撲進父親懷中，一旁女孩的母

親則微笑著從野餐籃取出食物擺好。 

  這是他每周都會準時收看的電視劇，關於主角奧列──一位隸屬

於政府機關的工程師，如何破解陰謀、尋找真相的故事。劇情不算

太好，甚至有些俗套，身為重度美劇粉絲他其實並不算喜歡。然而

儘管劇本糟糕、特效敷衍連細節處也充滿 BUG，但這部劇對他而言

具有無可替代的亮點──它很好的滿足了他對家庭這個詞彙的所有

想像，這也是他能每周準時觀看這部糟糕至極電視劇的唯一原因。 

  美麗體貼的妻子、可愛的女兒以及一份體面的工作，多美好的一

家人啊。 

  他並不對此感到羨慕或忌妒，比起將其當作活的更成功的另一個

人，他更像是在看一卷童話故事，抱著雖然不太理解，但看起來挺



好的感想。 

  角落裡的灰塵會忌妒草地上的陽光嗎? 

  當然不會，連這念頭都無法興起，根本無法想像自己過著這樣的

生活。 

  他是個大樓看門人，就像大眾對這職業的刻板印象一樣，他幾乎

整天都在門旁劃出的小隔間裡看電視，用敷衍的態度與不耐煩的語

氣應付工作，沒有家人也沒有朋友，標準的單身漢，社會邊緣人。 

  唯一可惜的是他沒有挺著大肚子，否則就更符合大眾形象了，然

而在獲得這職位前他幾乎都沒怎麼吃飽過，更別談長胖了。 

  再過不久自己也將被取代吧?抱持著疑問，他等待著那個日子到

來。 

  他應該對此抱持期待，但他實在無法想出被取代前後的區別，也

許只是換個更好的地方看電視? 

  這件事要從二十年前，瑞典正式成為全球唯一全面自動化國家開

始說起。自從農業、工業全由 AI 生產控制，糧食、日需品產量達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每個人的需求都能被滿足，再也不需要爭奪，貨

幣自然也失去存在必要，瑞典正式進入共產。 

  「AI 工作，人類享受。」政府自豪地宣布。 

  不需要再為生活苦惱的人類轉而開始追求精神與自我實現，藝術

家、作家、科學家、發明家等創作者，以掌聲為獎勵，帶領人類步

入了屬於藝術的紀元。 

  其中最令人嚮往的，則是領導人類進步的最大功臣──工程師，

他們維護著平等、自由社會的運轉，成為人人所追求的目標。 

  以北歐為起點，全自動化風波在全球引發巨大轟動，各國開始紛

紛跟進。就在五年前，美國在歐洲地區的幫助下終於啟動計畫，希

望能在三年內達到同樣的高度。 

  而這座邊陲小鎮作為最後一批還未被自動化的地區，過不了多久



工程師也會到來吧?那時候自己又該去哪呢?不是指居所──全面自

動化當然也包含公寓建造，流浪漢除非是自己的選擇，否則不可能

存在，而是指更加精神上的。 

  他沒有夢想，也並不想去追求所謂的「自我價值」，彷彿他生來就

只為了湊數以滿足世界上的人口需求。 

  他對未來只有茫然，以及複雜、不知是否該期待的心情。 

  幾年後，人類文明就在達到前所未聞的高逢時迎來破滅，僅有七

座的人類保存站「花園」以隨機抽籤方式向公眾釋出進入門票。多

年來的厄運就像是為了累積此刻的運氣，他得到了門票以及附帶的

花園建構紀錄片。 

 

  像他這樣毫無價值的人啊。 

 

  像我這樣毫無價值的人啊! 

 

  出發前我向商場 AI 索要了一隻黑貓玩偶，作為我唯一帶向新世界

的舊文明遺產。 

  「有什麼意義呢?」我向貓發問，而它從未回答我。 

  一個只會和貓玩偶自言自語的廢物取代了世上其他任何更加傑

出、努力或普通的人登上了方舟。 

  「這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再次發問，同樣沒有答案。 

  為幫助人類度過滅頂之災，七座花園採取了不同方針，期望能夠

至少保留下一座。北極站的方針是全體睡眠，直到地球再次適宜居

住，我與其他八名成員被選為守望人，擁有獨立房間與睡眠系統。

我們分成三人一組，每組輪流清醒，負責觀測現在環境是否適合人

類，只要判斷合格就喚醒花園內沉睡的人。 

  所以當其他非守望人的居民圍成一圈依靠彼此進入長眠時，我在



遠處的房間孤獨的閉上了雙眼。 

  這就是我的故事，始終孤獨的紅髮男子的故事。 

  現在我才明白，自己從未被幸運女神眷顧，不是生存的好運，而

是充滿戲劇性、惡意的玩笑。 

   

  點燃最後一頁日誌，薄弱的紙張在火舌的侵蝕下逐漸烏黑扭曲，

他將花園藍圖一併丟入火堆中。爆炸的聲響準時從船長室旁傳來，

樓梯再次被封閉。完成了此處的作業，他帶著梯子來到花園門口。 

  「嘩──」鋼鐵的重量拉著梯子像海底墜落，他移開視線，抬頭

最後一次望向海的盡頭。永夜早已來到，視線的對面一無所有，大

概除了漫天的繁星吧? 

  「A、A──」多美好的一群同伴啊。他嘗試開口才發現自己只能

發出斷續的音節，也許久為言語的他也被語言遺忘了吧。沙啞的聲

音在平靜的海面上，只有不會有同類回應他呼喚的這件事無比確

定。 

  他在哭嗎?沒有，他在腦中駁回了猜測，轉身回到最初的房間。 

  「下次不可能醒來了，美夢一定能繼續吧?」躺倒在溫暖的池中，

紅髮男子抱緊膝蓋再一次閉上雙眼，祈禱著成為奧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