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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經紀人打電話過來時，奧特瑪‧德倫特正在閱讀關於他最新企劃的評論，並為了這位自治聯盟

菁英評論家的愚昧大發雷霆。他的經紀人告訴他，或許他們想要的是某種不一樣的東西。 

「怎麼個不一樣法？」德倫特大聲斥責。「我是德倫特。我德倫特想怎麼製作全像影片就怎麼製

作。」 

「當然，絕對的，」他的經紀人說。「但我這邊有個提案，你或許會感興趣。頂多兩個星期就可

以搞定，還有看看這酬勞。」 

 

在顯示他經紀人肥胖、貪婪臉孔的螢幕底下，一個數字閃了出來，那的確足以讓德倫特接著提出

這個問題。「這個客戶想要德倫特做什麼？」 

「是一部企業宣傳片，別急著掛斷。你要做的就是替艾西歐姆軍械公司編導出一場戰鬥。他們打

造了一種新的戰鬥步行機器人，所以想要用個很棒的東西來向自治聯盟採購官員們進行推銷。他

們是你作品的超級愛好者，德倫特。」 

這讓他們有別於大部分的全像影片評論家。「一部企業宣傳片，」他譏嘲地說。「對德倫特來說

有失格調了。」 

 

「嗯，還有另外一件事，」他的經紀人說。「『邊陲英雄』的經費遇到一個有點棘手的問題。」

這是德倫特想要拍攝的下一部全像電影，描述一名痛苦的幽靈特務，與註定不能與她結合的神族

聖堂武士愛人，攜手面對一波新的蟲族入侵的史詩級大戰。他已經在上面花了好幾年的時間。 

「棘手的問題？」 

「簡單來說，我們湊不到足夠的經費。但假如你肯為艾西歐姆完成這項工作，離開拍的日子就越

了一大步。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德倫特嘆了口氣。這就是一名堅持獨創性的電影導演所必須面對的困境。「德倫特會拍攝這部企

業影片，只要你發誓『邊陲英雄』會是下一個企劃，」他這樣說，根本懶得隱藏他語氣的不屑。 

「太好了。我會把合約拿給你，但你明天早上就得前往布卡里五號星。拍攝的時程很趕。艾西歐

姆軍械想在兩個星期內推銷這個產品。」 

「布卡里五號星？」德倫特甚至不知道這星球在哪。 

「別擔心，」他的經紀人說道。「到太空港去就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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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客機從克哈星起飛還不到八個小時，德倫特正坐在吧台旁喝著一杯伯倫特斯白蘭地，此時一

名陌生人走了過來。「奧特瑪‧德倫特，」陌生人說。「能在前往布卡里星系的途中遇到如此卓

越的藝術家，真是我難得的榮幸。那個星系沒什麼藝術可言。」 

「德倫特覺得，那種情況恐怕還會繼續，」德倫特說。「德倫特已經淪落到必須替大企業製作全

像影片了。是支廣告。」他有一點喝醉了，情緒極度的陰沉。 

「真的嗎？是替艾西歐姆？」 

「很遺憾的，沒錯。」 

陌生人伸出了他的手。德倫特和他握了握手。「你可以叫我伊萊，」他說。「我想給你個小小的

提議。」 

德倫特很久以前就知道要小心酒吧陌生人口中的提議，但此刻除了聽，他還有什麼好做的？「什

麼提議？」 

「你要替艾西歐姆新的新式重型步行機器人『戰犬』，製作一部推銷影片。」伊萊用如同在記憶

中回想的方式說著。 

戰犬，德倫特想著。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那機器的名字。 

「你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我替艾西歐姆工作。但也替其他人工作。我聽說各種事情，知道各種事情。」 

德倫特覺得對方聽起來很可疑。 

 

「事情是這樣的，」伊萊說。「有一些人想讓戰犬進入量產階段，而另一些人則不想。現在，你

幫助艾西歐姆可以得到一筆酬勞；但假使我給你兩倍的酬勞，要你去製作另一個更為有趣的企劃

呢？」 

德倫特的雙眼瞇了起來。他喝了一小口白蘭地。「你說『有趣』是什麼意思？」 

「把它想成一道形式上的難題吧。你能製作一部看起來是在吹捧戰犬，但實際上指出其弱點的全

像影片嗎？我有些朋友願意為那樣的企劃付出高額的酬勞。唯一的條件就是必須由德倫特製作。」 

「你馬屁拍得還真明顯，」德倫特說。 

 

「是啊。我跟你說，」伊萊繼續說。「先不管酬勞，你知道艾西歐姆軍械是一群貪婪、野蠻的殺

人犯，他們會用這個新開發出來的戰犬來鎮壓整個星區內合法的反對活動。」 

「他們也可能用它來對抗蟲族，」德倫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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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繼續這樣說服自己吧。戰犬唯一被拿來對抗蟲族的機會，就是在他們鎮壓完整個星區的反

對活動後還剩下足夠戰犬的情況下。你還沒有看過那個單位，它的設計是用來進行近距離反車輛

與反裝甲作戰，再加上一點點防空能力。你認為用那對抗蟲族有用嗎？有誰會設計一個必須衝入

蟲群之中才能發揮效用的單位來對抗蟲族？」 

 

德倫特考慮了一會兒。他不是個戰術專家，對軍事設備的生產製造當然也一竅不通。伊萊真的這

麼確定這些戰犬原型機在進入全面量產之後的用途嗎？伊萊的話聽起來很有說服力，這點無庸置

疑；而那筆錢也很值得考慮。但是他已經簽訂了一份合約。 

不過，如果他的全像影片最終被用於和他認知相反的用途上，他還應該死守著合約的約束嗎？德

倫特也不是個道德學家。他是個高藝術價值的全像影片製作者，現在卻淪落到只向錢看齊。 

 

但德倫特轉念一想，他領悟到這個提案對他的要求，是在一個宣傳品中再加入一個宣傳品，是個

表裡不一的全像影片，是個自打嘴巴的宣傳紀錄片。在領悟到這點的瞬間，他突然產生興趣。那

是藝術。他是個藝術家。 

此外還有那筆錢。艾西歐姆酬勞的兩倍？而且沒有經紀人的佣金？「邊陲英雄」開工製作第一天

的景象在德倫特的腦中躍然飛舞。 

 

「我跟你說吧，」他說，故意模仿伊萊的話。「德倫特答應你。」 

艾西歐姆的死活關他什麼事？ 

在那時，這對德倫特來說是場遊戲，遊戲目標是製作出能滿足他雙方雇主的全像影片，而在那之

間，還有參與一項間諜秘密計畫的興奮感！ 

他甚至在腦中想出了一個新故事的梗概，可以用於「邊陲英雄」之後的下一個企劃。在故事中，

一個遭到誤解的全像影片導演發現自己被捲入企業間的間諜活動，而整個星系的命運處於危機邊

緣…… 

「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伊萊拿出了一台小機器，讓德倫特看了在它螢幕上的一個數字。「現

在先給一半，當你完成作品時再給另一半。」 

德倫特舉起了他的酒杯。「讓德倫特請你喝一杯酒，」他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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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己的包廂後，德倫特便在白蘭地的幫助下陷入沉睡。之後不久，他們便進入了布卡里五號

星的衛星軌道，德倫特正夢著他還沒開工的全像影片。當船上的人工智慧正在通知所有乘客，登

陸程序已經開始，而且前往布卡里五號星表面的最後一次軌道跳躍將在一小時內離開時，德倫特

從夢中醒來，勉強的趕上了最後一班軌道列車。在那一小時後，他跟達立歐‧切魯利會了面，便

跟著切魯利到位於這星球的工業設施裡的房間。切魯利就是他的經理，也是艾西歐姆所選的公共

關係宣傳員。艾西歐姆軍械在這行星上建造了龐大的生產、製造與行政綜合設施，然而除了大量

的高能瓦斯礦藏與其他自然原料之外，布卡里五號星並沒什麼可取之處。 

 

「讓我帶你四處看看，」德倫特把設備放進房間裡之後，達立歐這樣說。他帶著德倫特進行了一

趟無聊且敷衍了事的設施導覽。德倫特真希望自己喝了酒。 

當他們離開綜合設施，走進行星上乾燥且風大的午後環境時，事情變得稍微有趣了一點。熾烈火

紅的太陽掛在天上，布卡里五號星四顆衛星的其中之一高掛太陽前方，彷彿太陽神臉上的一顆痣；

另一顆衛星低垂在東方地平線上方呈弦月狀。德倫特不喜歡溫暖的天氣。他開始流汗了。 

 

「這裡將成為試驗場。嗯，我的意思是，這裡本來就是試驗場，但這將是你的主要拍攝地點，」

達立歐揮了揮手臂，向他展示一大片被重型柵欄圍起來的廣闊、破碎的岩地。「我們得拍攝生產

設施的片段，也會和員工進行一些訪談。我們先選了幾個應該很適合這個企畫的人。」 

這個人摸到了德倫特的逆鱗，他內心暗想：我要拍什麼還有要和誰談話，還要讓別人替我決定？。

我才不是一個軍火製造商的宣傳員。我可是德倫特。 

但他說的卻是，「好。」 

 

「太好了，」達立歐說。他們沿著試驗場的邊緣走。「我知道你會想先做點探景工作，好想出在

哪裡擺設你的全像攝影機。我們很快就……喔，這可真尷尬。」 

他們來到了一個地形微微隆起的地方，龐大的工廠建築林立在他們左方，試驗場則在他們右後方。

在前方有一大群建築物，德倫特覺得稱之為小鎮也說得過去。那地方給人黯淡陰鬱的感覺；就在

連接該地與工廠之間的那條半公里的道路上，有數十人正一面大喊，一面揮舞著標語。在那群人

中央，有一個顯目的女人，當她號召工人們並齊聲呼喊出他們的口號時，陽光照在她紅色的長髮

上。 

 

「這是怎麼回事？」德倫特問道。任何令他感到興趣的東西，他都得弄個明白。那是個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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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 

「那是我們一些工人的住所。我們不需要到那裡去。如果我們──」當四台車輛從工廠綜合設施

開出來時，達立歐突然住口了。那些車輛朝著示威的工人們駛去。在那之後不久，整個情況爆發

成一場暴亂。德倫特看到穿著制服的艾西歐姆軍械保全動用了長電擊棒和聲波群控裝置。救護車

出現了。他們聽到的喧鬧聲絕大部分是由尖叫與大吼交織而成。率領抗議者們的女人就站在暴亂

中間，高舉她的雙臂並呼喊著德倫特聽不清楚的口號。 

 

不只是間諜活動，還有勞資衝突！這趟旅程的收穫，比德倫特原本預期的來得多。一名保全警衛

用棒子敲向她的頭部側面，然後她的身影就這樣消失在混戰之中。 

「這實在令人無法接受，」達立歐說。他打開手持通訊器並打給某個人。「萊利，」他說。「我

正帶著德倫特參觀試驗場。現在真的有必要這麼做嗎？」 

德倫特聽不到通訊器另一頭的回應。 

 

「沒有，我說的正是這個。沒有人和我商量過。時機啊，萊利，時機。我們晚點再談。現在，你

把他們叫回去，我說的就是立刻。不准延遲。叫他們滾開。」 

達立歐啪地關上通訊器說，「對於這件事真的很抱歉。人就是這樣，你懂的。那些工人老覺得我

們霸佔在他們應得的錢堆上。」 

保全警力撤退之後，混亂平靜了下來。數名示威者躺在路上或附近不遠處。德倫特沒辦法分辨他

們是否死了。救護車也撤退了。其他工人走向傷者，並將他們帶回公司建造的小鎮裡。德倫特最

初看到的那位女人臉上還流著血，卻已經在指揮救治傷者的工作。她真是個傑出的典範啊，莊嚴、

優雅卻又狂熱。 

 

野蠻行為，德倫特心裡想，並且很高興地在達立歐不知情的狀況下，設法拍下了一些片段。他是

德倫特。不管到哪，他都會帶著攝影機捕捉他周遭的環境。他的襯衫和腰帶都經過特製，可以將

微型攝影機放在鈕扣與皮帶扣中。他戴在右手上的戒指是另一個微小的鏡頭。當他沒有在講述其

他故事時，他就講述自己的故事。當然那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故事，因為德倫特不能想像他自己的

死亡。 

「平常不是這樣的，」達立歐說。他看著德倫特，德倫特則看出達立歐緊繃的神情。艾西歐姆的

工作比德倫特想像中的更有趣──也比達立歐預想的有趣更多。德倫特喜歡看到他不應該看到的

事物。「艾西歐姆很小心地和員工們維持著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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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德倫特說。他很想知道那紅髮女人的名字，並詢問是否可以訪問她。當然，達立歐

是絕不會允許的，但有其他辦法嗎……？ 

「嗯，好吧。你已經看過這個區域了。你現在大概想休息了吧？我們得在你設置好攝影機後儘快

開拍。時間就是金錢。」 

為了「邊陲英雄」，德倫特同意了。他們往獨立於工廠、距離公司小鎮很遠的行政綜合設施走去，

並在路上碰到了伊萊。他顯然在等待他們。「達立歐，」他說道。「看來你已經為德倫特導覽過

了？」 

「而且還發生了點意料外的事情，」達立歐說。 

「我有聽說，」伊萊回答。「那還真糟糕。」 

 

達立歐聳了聳肩。「我們都是成年人了。工人們永遠不會滿足。當他們讓不滿的情緒演變成群眾

動亂，為了絕大多數對艾西歐姆心存感激的員工，艾西歐姆有責任維護安全的工作環境。這種事

情偶爾是會發生。當然，這很令人不愉快，但是艾西歐姆總是嚴格自律，做出合法且人道的回應。

說到這裡，我還沒為你們互相介紹──伊萊，這位是德倫特。德倫特，這位是伊萊。」 

「我們見過面，」伊萊說道，但他又和德倫特握了一次手。 

「喔，當然。在船上。伊萊是我們的顧問之一。」 

伊萊對德倫特眨眼示意。「我們在途中有機會聊過。很高興能見到如此有名的藝術家。」 

 

*** 

 

隔天清早，為了找出擺放固定式攝影機的好位置，德倫特正在掃視荒野地形。就在這時他見到了

伊萊。動態片段大多是以機動式鏡頭拍攝，但德倫特認為有時得靠固定不動的視點，才能實現全

像影片的故事描述。以這點來說他或許算是守舊派。但他是德倫特。 

「有些事情得先告訴你，」伊萊告訴他。「這樣你才不會在拍攝時受傷。」 

「我為什麼會受傷？我以為你說過這些戰犬其實是太空工程車，只不過裝了比較大把焊接槍。」 

「你是個藝術家，德倫特。你明白，要製造效果需要用一點誇張手法，對吧？」 

「我寧願能清楚明白自己的處境，」德倫特說，而且罕有地用上了第一人稱代名詞。他對此感到

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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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戰犬在示範用的控制系統。這個系統有些可以入侵的漏洞。」 

德倫特沒有心情拐彎抹角。「你直接了當地說，」他做出如此要求。 

「到時候，作為標靶的機具不會像標靶一樣進行戰鬥，」伊萊說。「我們決定採取一些手段，來

確保你拍到的東西是我們雙方都想要的。」 

我們雙方，德倫特想著。「是這樣嗎？」他說。 

「我只是說到時候戰犬的樣子會不太好看，」伊萊繼續說。「我告訴你這件事不只是為了你的個

人安全，也是為了讓你在執導時先有準備。把拍攝全像影片的東西擺在正確的位置，多多拍攝戰

犬被燒個精光的鏡頭，你明白嗎？」他把酒喝乾並站了起來。「很高興看到你。明天會是個大日

子。」 

他朝旅客套房走了回去，留下德倫特在原地思考他的選擇。 

 

*** 

 

隔天清早，因為達立歐想確認日程表，德倫特便前往艾西歐姆軍械主要工廠旁邊的行政設施與他

見面。他們將德倫特的要求討論了一遍，包括在試驗場裡要有空間架設十台以上的遙控式全像攝

影機，還有一個專門為導演打造的平台，上面要能接收從每一部攝影機傳送過去的影像；還要擺

一張德倫特從克哈星運過來的椅子。他拍攝時一定要坐它。 

「等這些完工，全像攝影機也就定位以後，我們就能開始拍攝，」他說。 

「沒問題，」達立歐說。「我馬上派人開始進行。」他把德倫特暫時留在他辦公室裡。德倫特趁

機拍攝了整個辦公室還有窗外的景象。從那裡，他可以越過工廠的一角看到工人的小鎮。以工廠

而言那裡的景象十分壯觀：廣大無邊的土地，上面到處都是起重臺架與煙囪；起重機把數噸重的

原物料搬運到鼓風爐的高熱火口，車床發出巨響，鉚釘槍發出像機關槍一樣的吵雜聲。布卡里五

號星的這個地帶幾乎從不下雨，因此許多工作都在室外進行。德倫特對此感到驚奇。 

 

綜合設施邊緣一座被圍牆環繞的場地中，站著已完成的戰犬原型機；德倫特數出有四十七台。它

們有七公尺高並以雙足站立，擁有關節的腿部能在崎嶇的地形上快速移動。飛彈架被裝設在相當

於人類肩膀的位置，雙臂末端則是數個砲管。德倫特想起了伊萊關於太空工程車的評論。那是真

的：戰犬的底架和這種常見的工程單位頗有相似處，然而戰犬的體型龐大許多。太空工程車的操

作員會把雙臂及雙腿伸入該單位的外骨骼，戰犬的操作者則全身坐在其軀幹內，並以大量的神經

同步介面控制四肢與武裝系統。德倫特發覺自己很期待能看到戰犬實際作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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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裡也能看到試驗場，德倫特把它拍了下來。他喜歡這個角度，透過行政辦公室的有色玻璃捕

捉所有景物。這能和在試驗時拍到的未修剪片段形成很棒的對比。 

達立歐回來了。「你的平台會在今天晚上建造完成，」他說。「包括螢幕和所有東西。我自作主

張派人把你的椅子從你的房間搬過去了。」 

這種漫不經心地破壞他隱私權的行為，讓德倫特不禁暗暗發怒，但是他什麼都沒說。在鏡頭上，

這種傲慢能提供相當的樂趣。 

「我正從窗子這裡看著下面的原型機，」他說。「它們跟太空工程車很相似，不是嗎？」 

 

達立歐笑了。「事實上它們的確很相似。這是有故事的。即將成為戰犬量產機的第一台原型機，

正是一台太空工程車。它是屬於一個名叫亞寇夫‧伊烈夫的工程師，當時他在一顆鳥不生蛋的偏

遠星球上替一間小型採礦公司工作。我已經忘了是哪間，但是我能替你把它查出來。」 

「不，請繼續，」德倫特說。 

「你正在拍攝嗎？」達立歐問。 

「那樣你會看到一台全像攝影機，不是嗎？」德倫特反問。「當德倫特在拍攝時，世界都知道。」 

「沒錯，」達立歐繼續說。「喔，伊烈夫當時在開發一座受當地惡棍騷擾的礦場。他替幾台太空

工程車換上了不同的武裝，好在惡棍回來時，送他們一個大大的驚喜。公司的管理階層對此並不

高興，因為他們已經把保全事務分包出去了，這會讓他們失去立場。而讓人不敢置信的是，他們

因此打算開除伊烈夫──但就在當時，艾西歐姆買下了那公司。這是我來這裡工作之前的事了，

但據我了解，伊烈夫的方案與設計有被包含在併購案中。」 

 

德倫特決定要和這位亞寇夫‧伊烈夫見面。「現在這個工程師在哪？」他問道。 

「不清楚，」達立歐回答。「我想他退休到某個安靜的地方去了。他很有天分；那無庸置疑。但

他的個性不適合在大公司環境中工作。真要說的話，他是一個巧匠。個性有點孤僻，不喜歡和別

人來往。」 

從話裡推測，德倫特猜想伊烈夫是被迫離開了，他的設計也在併購合約的條款下遭到侵佔。這是

個老掉牙的故事。在人類歷史中能找到這故事的各種版本。他對此不感興趣。 

然而他對伊烈夫這號人物頗感興趣。德倫特要找到他。因為在達立歐替艾西歐姆塑造出的公眾形

象背後，看起來隱藏了各種事情，還遠比德倫特預料的多。真有趣。經過德倫特之手，這部影片

的成就會遠比艾西歐姆所應得的還要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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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他唯一的疑慮和前一晚伊萊告訴他的事情有關。他以委婉的方式切入主題，「我比較想要

能個別指揮每一台戰犬的動作。」 

「恐怕那是不可能的，」達立歐說。「我們得讓真人操作員駕駛他們。這是我們仍得使用真人的

部分之一。操作者都是從我們的組裝技師中精心挑選出來的。」 

德倫特打了個冷顫。假設人工智慧被篡改過，那些操作員 ……他們是死路一條。那是德倫特第一

次完整理解到他所涉入事件的全貌。而他立刻下定決心，在明知那些無辜的工人們將被坦克與維

京戰機炸成碎片的情況下，他絕不能參與此事。不，他不是個道德學家，但他也不是那種能眼睜

睜看著慘事發生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是個藝術家，是一個講述故事的人。就在他得知真相，發現伊萊打算屠殺一群戰

犬操作員的時候，他第一個反應便是把自己的處境轉化成了一個故事。這故事的開頭是亞寇夫‧

伊烈夫的設計被侵佔這個事件，而結局是……什麼？關於那點他也還不知道。但他不是個戰地記

者，他不能無動於衷地看著人們死去卻什麼事也不做。 

德倫特領悟到正是像艾西歐姆戲耍伊烈夫一般，伊萊也同樣戲耍著他。他被當成了一個替死鬼，

他的能力與藝術受到侵佔，被用於一個令他作嘔的用途之上。德倫特在布卡里五號星上有一群敵

人要應付了。 

 

對他來說最自然而然的武器就是他的導演之眼與他的全像攝影機。他要運用這些來對抗他們。德

倫特一想到這裡，心跳開始加快。 

「如果你想的話，你可以為操作員們作簡報，」達立歐說。「我能替你在早上召集他們。我們需

要他們將一些特定動作表演給潛在客戶看，但只要不超出這個範圍，艾西歐姆當然希望讓你的工

作越輕鬆越好。」 

「不，」德倫特說。「如果他們不能接受指揮，我就完全不插手。折衷的辦法只會降低述說故事

的品質。」 

「你是導演，你決定。」達立歐說。 

的確，德倫特想著。第三個企劃開始成形。這企劃包含且取代了最初接到的工作，與他後來在船

上包廂內同意的破壞行為。這是一部真實的紀錄片，描述遭受壓迫的工人們淪為製作宣傳品的犧

牲者。（而他被教唆進行協助！）但是，假如他能扭轉局勢，讓這部宣傳品的內容變成受壓迫的

工人們發現自己即將成為犧牲者，反過來在與壓迫者的對壘中取得優勢，結果會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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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做些什麼來讓那種情況發生呢？ 

 

*** 

 

那天深夜，德倫特溜出房間並走出行政綜合設施。「我是德倫特，」他對守衛說道。他晃了晃一

台全像攝影機。「我正在製作一部全像影片。今晚我想要搜集一些綜合設施和試驗場在晚上的景

象。」 

守衛查詢之後，發現他被列為有貴賓特權的來訪承包人。他揮手讓德倫特離開，什麼話也沒說。

德倫特通過了，心裡因為守衛沒提到看過他的作品而惱火。在這裡的人都做些什麼事來維持文藝

氣質啊？ 

 

走出大門守衛的視線範圍之外，就沒有人在監視他了。他沿著工廠與試驗場的邊緣走，手上拿著

一對手持式全像攝影機，讓他可以用連線取得這兩台攝影機的影像訊號，並能把它們丟到路旁的

雜物與工業廢棄物堆裡而不被注意。又或者，他想，他可以把它們交給某個人。當他來到道路時，

他看到工廠大門有人看守，但通往小鎮的路是開放的。艾西歐姆看來並不在意工人們做些什麼事，

只要公司的主要資產有受到保護就行了。但毫無疑問的，艾西歐姆肯定有派間諜和線民混在工人

們之中，以徹底剷除反叛者中的意見領袖。 

 

德倫特看著頭頂的天空，並做了他和守衛提過的事。他拍了工廠、風景與布卡里五號星夜空的建

構影像與全像影片。在空中可以看見三顆衛星，其中一顆重疊在另一顆之上。這是德倫特從來沒

有看過的事。他花了幾分鐘專心地看著這景象，思考著偏蝕、遮蓋、消失與重現等種種概念。他

看著兩個重疊的衛星逐漸地分離，心中對宇宙的奇景感到著迷與驚奇。接著，就是回去工作的時

候了。還有一部全像影片等著他去完成。 

 

公司的小鎮昏暗且雜亂。那裡有一條主要的街道，兩旁是二或三層樓的組合屋。有幾間酒吧與一

座全像戲院，播放著一部卑劣的垃圾作品；按照德倫特的說法，導演是個「模仿過去一些低能模

仿者的低能模仿者」。人們在他經過時上下打量著他，但並沒有和他說話，而是被視為一名闖入

者。他們的懼怕與敵意極為明顯。有一陣子，德倫特擔憂自己的安全，但是他的好奇心勝過了那

些擔憂。他的微型全像攝影機把所有的事物都拍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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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小街內，德倫特看到的是一片骯髒雜亂。建築物前面的垃圾堆顯示了極度的貧窮。窗戶都破

了，屋頂也搖搖欲墜。德倫特把所有都拍了下來。他走在主要街道上直到看見兩個男人從其中一

間酒吧走了出來。他似乎認出了其中一人曾在示威人群中。高大、禿頭、傷疤累累，彷彿他曾經

參與過戰鬥一般。而另外一人正在用食指和拇指調整著一顆鬆動的牙齒。「抱歉，」德倫特上去

攀談。「我是德倫特。我有看到那場衝突。」 

 

「去死啦，」有鬆動牙齒的男人說。 

「當時有一個紅髮的女人。真是個美女，」德倫特說。 

兩個男人都停了下來並仔細地打量著德倫特。「你是那個全像影片導演，」禿頭男人說道。「德

倫特。」 

「我就是，」德倫特很高興能被認出來。 

「我們聽說過你的事。你正在製作一部戰犬測試的全像影片。艾西歐姆軍械的公共關係部整天說

個沒完。」 

「對啊，」有鬆動牙齒的男人說。「那正是我們會去示威的原因。我們以為只要有你在，他們就

不會對我們出手。看來幻想是破滅了。」 

 

你不知道的是，要是當時我不在，情況可能會更慘的，德倫特想著。 

「你想要和艾拉講話？」禿頭男人說。「很難。她不會和一個艾西歐姆的走狗講話。」 

「會，她會的，」德倫特說道。「有件事情她必須要知道。」 

「這樣吧，」禿頭男人說。「我帶你去見她，但只要讓我聽到我不喜歡聽的話，我就會一腳踢爆

你的屁股，讓你一路飛回克哈星去。我坐過牢，我看過戰爭，我曾經因為錯過早餐而吞了一隻他

媽的異化蟲。明白嗎？」 

 

「明白，」德倫特說道。「她在哪裡？」 

結果她就在附近的另一間酒吧裡，被忠誠支持者圍繞著，而他們看著德倫特的眼神就好像他是某

種有傳染病的東西。「我在昨天的爭論中有看到妳，」他邊說邊走向她。 

「那又怎樣？」 

「妳叫什麼名字？」 

「艾拉。」 

「艾拉。我是德倫特。」他等待她認出他的名字。但她並沒有認出來。德倫特壓抑了他的怒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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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說道。「就讓我們直接了當地說吧。」 

他把情況和她說了，竭盡他的所知，卻略去了他從艾西歐姆軍械與公司內部間諜雙方都收過錢的

部分。「你的技術人員裡有沒有，該怎麼說，擁有同情心的人呢？當然，我不問名字。」 

 

「有又怎樣？」 

「你或許會想要告訴這個人，明天有人打算篡改控制系統。據我所知，戰犬即將面對的對手，將

比他們想要你們相信的強大許多。」 

「該死的東西，」艾拉咬牙切齒地說。「這是圈套，他們要把我們誘進一場大屠殺裡。是伊萊。

沒有什麼東西比那傢伙更下賤了。他是那種死掉後，宇宙反而更美好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的確，」德倫特說道。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件事？只是一時之仁？」 

「德倫特做事只為了自己。另外，或許妳可以考慮一下。如果能阻止這場陰謀，一支戰犬小隊或

許能在勞資談判中成為極為有力的籌碼。」 

 

*** 

 

隔天早上，艾西歐姆的員工們聚集起來見證這場演習。德倫特已讓攝影機就定位，還把兩台手持

式攝影機交給了艾拉。離開布卡里五號星時，德倫特將擁有一篇他始料未及的故事。在過去的幾

個小時裡，就連「邊陲英雄」的念頭都被擠出了他的腦海。他全副心力都專注於這裡，還有現在。

他感覺充滿了活力。 

試驗場是個直徑五百公尺的粗略圓形場地。許多岩石突出物環繞在外側，讓場地呈現一個淺碗的

形狀。場地上到處都是斷裂的岩石結構，場地邊緣則布下了攻城坦克的陣式。在碗形的北側地面，

則安排有成群的老舊巨人機種與維京戰機的空陸混搭部隊。 

 

德倫特爬上了起重臺架並凝視場景。一組螢幕排成弧形，安裝在他導演椅的周圍；每台螢幕都連

結一台遙控全像攝影機，為他播出從試驗場某處傳來的影像。他確認時間後連絡達立歐。「德倫

特準備好了，」他說。 

「很好。」達立歐說。 

在靠近工廠的這端，有兩道卸貨區的大門打開了。兩道門內各自走出一排十多台的戰犬。根據簡

報資料，德倫特知道將會有一連串事先安排好的演示，但他也知道如果艾拉成功地防止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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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竄改，就沒有人能夠預測即將發生什麼事。一旦拍攝開始，他們就得為任何事做好準備。他

將他的註記設定在一台伸手可及的螢幕上，並觀看著一台攝影機傳來戰犬進入試驗場的影像。 

 

達立歐也給了他一段讚頌戰犬優點的旁白。德倫特決定在收到未剪輯影像時才第一次播放它，好

讓初始素材兼具自然發生與有所準備的感覺。 

艾拉的身影出現在兩台手持式攝影機之一傳來的影像中。「成功了，」她說。「人工智能將會正

常運作。但你的朋友伊萊也在試圖竄改人工智慧的那群人裡。他看到我們之後就逃走了，你可能

得小心防範他。」 

 

他會來找我的，德倫特領悟到。德倫特自己也成為德倫特所述說故事中的一個角色。但這是他唯

一的選擇。 

「我們晚點再擔心這件事，」他說。他很興奮，就像過去每一次企劃剛開始，連他也不知道結果

如何的時候；而和大部分企劃相比，這次的工作更充滿不確定性。「現在該開始拍攝了。」 

德倫特打給了達立歐，他正在工廠入口附近，從一台螢幕上觀看。「所有東西都就定位了嗎？」

德倫特問道。 

「我們都準備好了，就等你開始。」 

德倫特開始播放旁白並說道，「開拍。」 

 

*** 

嗨，我是艾西歐姆軍械的達立歐‧切魯利，今天我要來和你聊聊戰犬。 

兩組戰犬進入了試驗場。第一組向前衝鋒與坦克交戰，第二組則緊跟其後提供空中支援。這全都

照著德倫特從達立歐取得的劇本走。一組被漆成蟲族飛螳的輕型裝甲無人飛行器在試驗場上空出

現，場面完全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著。 

 

戰犬配備了數組的「旋風」中程對空防禦飛彈，會在偵測到敵方飛機或飛行生物時自動啟動。 

步行機器人們對著無人飛行器發射飛彈彈幕，並將它們從空中擊落。殘骸掉落在德倫特其中兩台

攝影機的附近。太美了，他想著。從他的通訊器傳來達立歐的聲音，「我喜歡。你聽明白了嗎，

德倫特？」 

「德倫特當然聽明白了。」好像德倫特有可能「不明白」一樣，德倫特想。 

在另一個頻道，伊萊切了進來。「德倫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先前都講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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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萊，先前並沒說要德倫特成為大屠殺的幫凶，」德倫特說。 

 

「你收了錢。」另一波飛彈彈幕穿過之前那些無人那些飛行器的位置，擊碎了一架盤旋在試驗場

遠處的無人維京戰機。煙霧繚繞天際，擋住了陽光。光線效果令人驚嘆，光影與煙霧交織出強烈

的情緒。德倫特幾乎要戀愛了。 

「你對那筆錢的用途也沒有說實話，」德倫特說。「德倫特並不覺得你佔有道德的高地。」 

「你知道那筆錢不該被用在哪裡嗎？它不該被用來謀劃一場政變；沒錯，不該被用在這裡。它也

不該被用來把我丟進一群工會瘋子的準星前面。你大有可能害我被殺了，你這雜碎。」 

 

「伊萊，德倫特很忙。」 

「天殺的德倫特死定了。」伊萊突然切斷了通訊。 

領頭的戰犬組已經走到預先布置的攻城坦克位置，坦克們發射的砲彈只在戰犬隊形中擦出一點火

花就掉落地面，沒有引爆。「若不是你告訴我們，人工智能就會啟動那些砲彈的引爆器，德倫

特。」艾拉說。「算算你拯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吧。」 

德倫特對這並不感興趣。他正在製作一部全像影片。 

 

為了因應近距離反車輛作戰，戰犬的主要武裝系統採用了能發射艾西歐姆新型「指向性電漿力場

充能子彈」，或簡稱電漿充能彈的磁軌砲。這種火砲的特色是把一顆重型子彈的射出速度提高到

每秒三千公尺。子彈本身填充了電漿，能在命中點擴散成一個緊密集中的錐形。電漿充能彈比電

磁武器更有效、能更快速地打穿裝甲，同時除卻高爆性軍械造成連帶傷亡的可能。 

 

戰犬們以密集隊形包圍了攻城坦克群。電漿充能彈射擊系統的短砲管閃爍著電漿擴散的藍色光芒；

同樣的光芒也在坦克車體上閃爍，坦克一輛接著一輛爆炸，在短短幾秒鐘的時間內解體並起火燃

燒。在它們後面，半數戰犬與維京戰機進入交戰；按照預設，那些維京戰機會在第一組戰犬與攻

城坦克交戰時做出回應。有些維京戰機當場燃燒並熔化掉了。有三台勉強完成了它們的自動化變

形，進入飛行模式，然後遭遇從三個不同方向襲來的戰犬飛彈齊射。德倫特同時從數個角度觀看

所有情況，心中充滿了看見這影片成形的喜悅感。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不知道。 

 

戰犬具有瞬間在電漿充能彈與防空火砲系統之間切換的能力，能快速地因應戰場上多變的威脅。 

艾拉的聲音從德倫特螢幕上的揚聲器傳了出來。「伊萊朝你那邊去了。他手上有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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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倫特沒有武器，」德倫特說。 

「情況在掌控中，」艾拉說。「繼續拍攝。」 

當然，德倫特想著。從安裝在工廠圍牆上的擴音器中，傳來了一陣高音警報器的刺耳噪音。一開

始德倫特以為那只是場景設定，只是達立歐的小小即興創作，他會採用它。直到伊萊的聲音從擴

音器傳了出來，他才發覺事情完全不一樣。「我是伊萊‧貝爾福。艾西歐姆的資訊系統出現了一

個安全漏洞。必須立刻拘留奧特瑪‧德倫特。所有操作戰犬的技師必須立刻撤離。終止戰犬測試。

重覆，終止戰犬測試。」 

 

「放屁，」艾拉的聲音從德倫特面前的揚聲器傳來。 

然後德倫特看見了伊萊，他正從工廠角落繞過來，還拿著像是來福槍之類的東西。德倫特不是單

兵武器的專家。伊萊朝德倫特起重臺架的上空開了一槍示警，並指著他。「拘留他！測試結束了！

進入一級警戒！」 

德倫特越來越不安。他從未被拘留過，也不希望有這方面的經驗。 

「德倫特，我們已經控制住情況了，」艾拉說道。「不要在這時候臨陣退縮。」 

 

德倫特完全不覺得情況像在控制之中。另一發示警的子彈從他頭上嗖一聲飛過，但是他仍然繼續

拍攝。戰犬們在試驗場中進行大肆破壞，摧毀新登場的無人車輛與飛行器。一對惡狼爆炸化為火

柱，電漿充能彈的藍色火光在其殘骸間跳躍貫穿。六架亡靈戰機解除匿蹤，以鬆散的弧形散布在

試驗場上空，卻遭遇一波飛彈之雨的迎擊。砲火發射和撞擊聲幾乎讓德倫特的聲音設備超出負荷。

「進入一級警戒！」伊萊的話從擴音器響亮地發了出來。保全車輛從面對公司小鎮的那道大門蜂

擁而出，並朝試驗場的方向呼嘯而來。旁觀的工人朝他們丟擲石塊，保全暫時未對此採取任何動

作，但德倫特不安地感覺到，自己的在場可能不再對工人們產生任何保護作用了。他希望艾拉有

為這種突發事件做好準備。 

 

德倫特的內心有一部份因這場混亂而狂喜，另一部分則在思考自己陷入難解困境的可能性。 

一台最靠近德倫特起重臺架的戰犬在周圍滑行，然後用沈重的步伐走到試驗場邊緣的狹路上，擋

在伊萊的路線前方。伊萊舉起一隻手，比出警告的手勢。「敢再靠近一步，你就會後悔自己誕生

在這世上，鉚釘頭，」他說道。「這個男人是個罪犯，還對公司資安保全造成威脅。」 

 

戰犬停下來了。伊萊爬上通往德倫特平台的階梯，並舉起來福槍對著德倫特；戰犬則站在德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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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手邊，俯瞰著平台。 

「你死定了，德倫特，」伊萊厲聲說。「企業間諜活動是可處以死刑的重罪。」 

「我是個全像影片的導演，」德倫特回答。「我正在工作。」當他說話時，達立歐的旁白仍持續

播放著。 

雖然在設計上戰犬是用來進行反車輛作戰，但是仍能輕而易舉地對付敵方步兵。因為就算步兵身

上沒有覆蓋鋼鐵，這並不代表他們能對抗電漿充能彈。 

 

戰犬在不到五公尺的距離射出電漿充能彈，讓伊萊的身體熔化、燃燒並炸裂開來。德倫特往地上

撲倒，躲開熱風、爆音和伊萊的屍塊。他抱住了頭部，動也不動，直到他意識到艾拉正在透過揚

聲器說些什麼。過了一會兒他才聽懂。「如同你所說的，伊萊。企業間諜活動是能處以死刑的重

罪。很抱歉我們來不及為你辦一場聽證會。」 

德倫特在心裡想，伊萊是不會來找他把預付款項要回去了。至於伊萊的雇主，可能就……但這個

問題到時候再說了。 

 

「戰犬，就是現在。」艾拉說。德倫特領悟到自己並不是唯一監視著整個情況的人。 

戰犬全體轉向，在呼嘯聲中離開了試驗場，坦克與維京戰機的燃燒火光在身後映照出它們的輪廓。

演示進行得非常完美，伊萊的意外喪命和他將罪名加在德倫特身上的行為也添增了興奮感。德倫

特從來沒看過像這樣的事。強大的火力！陰謀詭計！他覺得有緣參與其中真是幸運。 

 

艾西歐姆軍械會賣出許多戰犬。但也會遇到許多問題。 

戰犬的隊伍來到了行政綜合設施的外緣。一路上，他們善加利用電漿充能彈來對付保全車輛。德

倫特看著八台車輛起火燃燒，保全守衛匆忙跳下車子並逃回工廠。德倫特注意到，他們之中竟沒

有任何人去防禦行政綜合設施。 

 

在需要摧毀敵方建築物的情況下，戰犬的電漿充能彈系統也有相當有效。 

戰犬們踐踏過柵欄，手臂近乎隨意地擺動，鋼鐵的柱子就隨之折斷。德倫特看見艾拉從工廠走了

出來，領著一群表情嚴肅又興奮的技師。他檢查了一下影像訊號，發現艾拉已拍攝下一切並回傳

給他。德倫特高興得幾乎要拍起手來了。 

 

「我們封鎖了人工智能，」她的聲音從螢幕的音響裝置傳出。「民防組織的反制手段全都起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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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艾西歐姆的保全流氓也沒種對抗戰犬。從現在開始，情況會有點不同。艾西歐姆可能得換

人來管理了。」 

戰犬有條不紊地摧毀著行政綜合設施，裡面的人狂奔到建築物外；其中一些人受到工人們的「招

呼」，就和兩天前艾西歐姆保全招呼工人們的方式一樣。德倫特說了些關於自我克制的話。然後

他想到正是這群經理與主管中的某些人，想出了這種殺死部份工人的計畫。於是他把克制運用到

了自己身上。 

 

「做得好，德倫特，」艾拉說。「你有拍到你的全像影片嗎？」 

「德倫特有拍到德倫特需要的東西，」他回答。 

「那德倫特最好趕快離開這裡，」艾拉回答。「之前提過的星際跳躍船正在發射台等著。你多快

能趕到那裡？」 

「很快，」德倫特說。他將拍到的影像蒐集起來，並把器材棄置在原地。全像攝影機很便宜。德

倫特可不便宜。 

 

唯一的遺憾是他留下了他的椅子。自從他以「飛螳大隊」取得巨大突破後，它就跟著他飛過許多

星系，在每一次執導的拍攝場地裡陪伴著他。但一切都有分離的時刻。或許那時刻就是現在，趁

德倫特還有機會避開一場如火如荼的小型革命時。德倫特得到了製作一部偉大全像影片的素材，

損失他的椅子或許是個必要的代價。「德倫特要和你道別了，」他對椅子說著，然後爬下平台，

盡可能避開伊萊的屍塊，並穿過斷裂的地面走向站在行政綜合設施門口的艾拉。和往常一樣，他

的微型攝影機拍攝著一切。 

 

在最後，還有一樣東西是他想要的。「艾拉，」他開口。「到克哈星來。妳會成為全像影片界的

巨星」 

「你想當星探發掘我嗎，德倫特？」她帶著古怪的微笑。 

「是的，」他說道。「數十億的人都會看到妳。他們會愛上妳。愛上妳的勇敢、妳的魅力。」 

「嗯哼。我和你做個交易吧，」艾拉說。「找到亞寇夫‧伊烈夫，告訴他艾西歐姆想要雇用他。

做到這件事，我就考慮去克哈星找你。」 

「妳的原則。他們會愛妳的原則，」德倫特說。他已經神魂顛倒，如同任何一名出色的導演為了

天生的明星力量而神魂顛倒一樣。 

「快走吧，德倫特，」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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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登上星際跳躍船時，駕駛員說。「我們欠你一次。你保證這影片會公諸於世嗎？」 

「如果你能確保德倫特離開，德倫特就能保證這故事會公諸於世，」德倫特說。 

 

「就這樣說定了，」駕駛員說。太空船起飛離開。德倫特看著下面的工廠與起火燃燒的行政綜合

設施。在那畫面逐漸遙遠並消失在雲層身後之前，他拍下了一切。三天。這一切都發生在三天的

時間裡。他腦中又浮現了另一個故事。他想的是：艾拉。她領導了反抗艾西歐姆鎮壓的行動。關

於她的全像畫面相當充足，足夠德倫特實現這個構想。只要他能找到亞寇夫‧伊烈夫……沒差。

他想盡辦法也要把艾拉塑造成明星，讓無數的人看見布卡里五號星那無畏而高貴的新任領導者。

她很快就會成為自治聯盟中最出名的人之一；她的名聲從一座公司小鎮的荒地崛起，在煙霧瀰漫

的雜亂工廠間蔓延。她的勇氣打倒了背信忘義的艾西歐姆。太棒了！ 

這不是他過來時打算執導的故事。甚至不是他在戰犬演示開始時想像到的故事。但他打算製作這

個故事。這故事裡有真相，儘管沒有精確描述一切事情的經過。藉由現實的素材，他可以製作出

一個比現實本身更加真實的現實。 

這個現實將由我執導，他想著。我是德倫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