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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編號309132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即刻發布 

蟲族持續猛攻澤拉星南半球。到17:00為止，侵略安澤拉星的蟲族總計有20萬隻。杜德

卡將軍下令封鎖考庫瓦拉與納維爾港。新赫爾辛基、凱勒頓、以及安拉克大陸的廣大地區

也即將封鎖。 

到17:00 為止，罹難者共計1萬5千人。 

…通訊結束… 

### 

機密 

通訊編號309209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影像通訊，傳送者為塔克錫·卡庫，接收者為卡爾·佩維格。 

戰況混亂的安澤拉星總算傳出好消息。我軍有位弟兄捕獲盲眼惡魔計畫的一個實驗



體。你真該請我喝幾杯。 

你覺得會由誰主持這次的實驗？你知道我支持菲莉帕。 

立刻用這個頻道回覆。卡庫通話完畢。 

…通訊結束… 

### 

機密 

通訊編號309213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影像通訊，傳送者為卡爾·佩維格，接收者為塔克錫·卡庫。 

佩維格：塔克錫？抱歉，我錯過你的通訊。沒想到你這麼快就連絡我。 

卡庫：（笑聲）你對我真沒信心。 

佩維格：你還在星球表面？ 

卡庫：誰會待在那鬼地方。我們捕獲目標了。你想看一看嗎？ 

佩維格：看一看？你把那東西藏在哪裡？帶回房過夜？ 

卡庫：沒有，庫倫那傢伙才會急著帶人回房過夜。 

（笑聲） 

卡庫：不過我說真的，我正在前往你那邊的途中。貨物受到嚴密保護。你選定實驗室

團隊了嗎？ 

佩維格：還在挑選。 

卡庫：有什麼好選的？博德赫斯特就是最佳人選。她非常適合這種工作。 

佩維格：博德赫斯特博士有點… 



卡庫：你去過她的研究設施嗎？ 

佩維格：沒有。 

卡庫：（笑聲）也是啦，畢竟實在太遠了。可是你聽好了。我去看過。她不是第一次

進行非常任務，懂嗎？她實驗室的技術人員都受過訓練。她更是訓練有素。 

佩維格：她有點異於常人。我本來覺得芬奇博士會是更理想的人選… 

卡庫：芬奇欠缺我們所需的經驗。你知道理事也贊同我的看法。 

卡庫：卡爾？你還在嗎？ 

佩維格：理事沒跟她共事過。但是我有過，就在[#消音#]。 

卡庫：所以你完全瞭解我想說什麼。 

佩維格：對，我瞭解你的疑慮。倘若你熟悉[#消音#]，就會明白我為何推舉她。 

卡庫：聽好了，卡爾。這可是戰爭啊。卡庫通話完畢。 

…通訊結束… 

### 

機密 

通訊編號309232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接收者：菲莉帕·博德赫斯特博士 

傳送者：[#消音#] 

任務通知 

菲莉帕·博德赫斯特，立刻前往#980號工作站報到，取得盲眼惡魔計畫相關命令與指

示，計畫代碼為2908DX9。只要完成盲眼惡魔計畫，你在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的不良紀



錄將一筆勾銷。立刻回覆。 

# 

牠謹慎移動，爪子喀噠喀噠敲擊著光亮地面。牠覺得腳下冰冷平滑。這裡好詭異。感受不

到生命的氣息。牠原本住在利維坦體內，但這裡不像利維坦的組織那般柔軟溫暖。 

牠繞行聆聽著腳爪聲，喀噠、喀噠、喀噠。牠加快速度，敲擊也變得更急促，彷彿牠

踰矩跟隨著刀鋒女皇，在利維坦的神經中樞穿梭。牠跟刀鋒女皇的腳步聲相似嗎？牠知道

刀鋒女皇未死。牠可以感受到女皇所在位置：腦海深處喃喃細語不停提醒，就算牠形單影

隻，也絕不孤獨。 

還有其它異化蟲爬過這個怪異圓形房間的牆面，緊跟著牠繞行。 

牠繼續走著，喀噠、喀噠、喀噠。房內卻是一片死寂，只聽得到牠的腳步聲。詭異的

空房。 

其它異化蟲依然跟在牠身後，牠無法擺脫牠們，於是怒嗥轉身，猛衝過去。不過牠沒

有擊中任何異化蟲！牠撞上跟地面一樣光滑閃亮的壁面。牠搖搖頭，再次發出咆哮。壁面

上的異化蟲也發出吼叫。牠知道自己一定傷到對方，因為對方的犄角缺了一塊。 

牠用利爪猛抓地面。壁面上的異化蟲也做出相同動作。 

牠蹲伏屈身。壁面上的異化蟲也做出相同動作。 

牠靠近壁面，感到腦中劈啪一響。那感覺就像刀鋒女皇下達命令，牠收到自己的任務

內容與地點。瞭解。 

牠恍然大悟。 

誰是壁面上的那隻異化蟲？就是牠自己。 

牠從未見過牠自己的樣貌。牠很高興自己的外貌酷似同類：即便牠與蟲群分離，但牠



依然屬於蟲群。牠形單影隻。 

牠拍動翅膀，看著自己的那些倒影掠過壁面。牠心想，刀鋒女皇召喚與差遣蟲族時，

會不會就是這種感覺？她與蟲群同進同退。縱使身處異地，全體意念依然合一。 

斷角，牠看著壁面倒影中的自己忖思。刀鋒女皇就是這麼叫牠。 

牠繼續踱步，喀噠、喀噠、喀噠。牠不喜歡孤獨。牠還記得刀鋒女皇最後一次對牠下

令。假如女皇現在呼召牠行動，那該怎辦？牠無法為她而戰，牠受困在這間詭異空房。 

牠聽到了，某個細微遙遠的沉悶聲響。牠準備發動攻擊，房內突然白光乍現。牠只見

到灼熱刺眼的白色強光。牠腿部劇痛向前傾斜，頭先撞上冰冷光滑的地面，無力地側身倒

地。牠想要振腿起身，卻又引來另一陣強光。牠放聲慘叫，奪目白光漸漸退去。 

接著飄來獵物鮮嫩血肉的濃烈氣味。一股衝動在牠體內翻攪：進攻！但牠只能一動也

不動地躺著，身體沉重灼燙。 

兩個人影走進房內。牠嗅到他們體內的熱血，發出嘶聲與低吼。就算他們沒穿人類常

見的金屬甲殼，也沒有被牠嚇退。他們用閃亮的翅膀包覆軀幹、四肢與臉部，卻沒有用來

飛行。 

他們對彼此發出噪音。這隻異化蟲喉嚨深處發出低吼，可是牠現在連吼叫都會疼痛。

又有兩個獵物走進房內，他們都是從更明亮的矩型開口進來。這兩人把一塊金屬板抬到牠

身邊。 

牠感到驚恐萬分。牠想要踢腿出爪，可是身體毫無反應。牠無法動彈。 

然後他們開始用無爪的奇怪腳掌觸摸牠。牠憤怒驚覺自己竟被這種生物團團包圍，全

在牠身邊不停聒噪吠叫。 

他們將牠從地上扛起，丟到金屬板上，牠長聲哀號。 



接著牠被送往那個發光的矩形開口。牠呼叫刀鋒女皇，但牠知道女皇在繁星彼端的遙

遠宇宙。 

強光一陣陣掃過牠全身。那閃耀刺眼的純粹白光讓牠癱瘓倒地，腿部沉重刺痛得無法

行走。牠迅速游移目光，即使牠無法擺頭，也想查看周遭環境。牠只見到光芒，只聽到金

屬碰撞聲。 

牠一直被推到構造複雜的金屬機具旁才停下。 

傳來巨大刺耳聲，金屬板逐漸晃動升起，要開始了。人類用恐怖潮濕的腳掌爬滿牠全

身，還拉扯牠的下顎骨與翅膀。他們用紫光照射牠，發出更多噪音，就算牠怒吼啃咬也毫

不在意。 

他們毫不畏懼。 

他們把腳掌收回去。紫光一明一滅。就這樣嗎？結束了嗎？牠可以攻擊、消滅、吞噬

了嗎… 

牠的頭側一陣爆痛，那道殘酷而冰冷的光束讓牠什麼也看不見。牠想要嘶吼，卻發現

嘴巴與下顎無法張開。疼痛感深入牠頭部，讓牠身陷超新星級別的無比痛苦。 

這群獵物喧囂嘈雜。 

機械嗡嗡作聲。 

壁面光亮，所以牠看得到自己的模樣，想像自己伸出鐮刀狀的四肢、利爪和獠牙，撲

跳猛擊，讓白色壁面濺滿熱燙的濃稠鮮血。 

可是牠無法動彈。 

疼痛從牠的頭部中央沿著脊椎擴散。牠全身灼痛卻無力阻止，連縮身都做不到。 

然後運轉聲停止。陣痛快速襲來，讓牠戰慄抽蓄。 



在金屬碰撞聲之中，牠聽見抑揚頓挫的高亢聲音，讓牠猛然想起刀鋒女皇，發出疑惑

的聲音。牠全身籠罩在紫光之下。他們照射牠的雙眼，接連造成牠的痛苦。 

這群獵物繼續鼓譟。有個獵物的語氣愉悅，聽起來就像刀鋒女皇。 

事後牠再次被送回去，穿越白光進入光亮房間。牠原以為又會被他們碰觸搬運，想不

到金屬板突然向上傾斜，牠被摔在地上面。這次撞擊造成刺骨劇痛。 

牠眼前一切發黑，接著又變成白色。接著是灰色。永無止盡的冰冷灰色。 

這間空房只有牠自己。獵物成群離開。白色矩形開口也消失了。斷角仍舊無法動彈。 

牠緊盯對面牆上的倒影，看著自己頹然倒地，像個落敗的廢物。牠頭上大洞滲出的鮮

血滴落地面。 

牠閉上眼睛。至少牠還能閉眼。接著牠開始發送意念… 

不對勁。 

心中再度掀起驚恐波濤，而牠只能輕聲哀號。壁面倒影中的斷角眼神狂躁、露出獠牙

回望著牠。 

她消失了。刀鋒女皇。 

消失無蹤。 

斷角隨著黑色浪潮漂浮翻騰，忍受焦灼與虛無。腦中聽不見女皇的命令。牠頓失方

向、毫無目標。 

 牠孤獨受困於恐怖虛無，迷失在混亂無序的宇宙。 

# 

她發現年邁的沃菲爾從殘垣掙扎爬出，一根鋼筋插在他的胸口。她先派異化蟲去察看沃菲

爾，就是這隻總是在她身旁的斷角異化蟲。正當這隻異化蟲要將老人咬爛的瞬間，她下令



牠退下。 

「凱莉根，」沃菲爾沙啞嫌惡說道。 

凱莉根仔細聽著。且讓他把遺言說完。那根鋼筋貫穿他的盔甲，刺進裡面那脆弱的身

驅，他已經難逃死劫。 

她麾下的蟲族頃刻間便可攻克這個星球。 

她聆聽這位虛弱老人說出強硬請求。他的軍隊傷員累累，彷彿置身煉獄。這些對她都

無所謂了。這個人太渺小，不可能瞭解她的大業。 

她可以隱約感應到這隻異化蟲。只要她傳送一個意念，這隻異化蟲就會瓦解老人的盔

甲，挖出血肉模糊的屍體。 

但她沒有這麼做。她耐心聽他說下去。老人並非她的仇人。 

這位老人繼續開口，提到一個名字。 

「如果雷諾看到你現在這樣，會怎麼想？」沃菲爾怒斥道，這話讓她內心怒火爆發，

四肢發燙。那根鋼筋被用力推進老人胸口，他吐血頹然死去。 

凱莉根低頭看著這隻異化蟲，牠只是站在她身旁，雙眼注視老人的屍體。她用手撫摸

這隻異化蟲的頭頂。她已下令蟲族撤軍。讓人類傷兵得以逃離戰場。老人說得對，這些人

對她不成威脅。 

她轉身離去，重踏殘垣碎片前進，這隻異化蟲以平穩步伐追隨。 

# 

牠難以行走。牠試著走動，卻覺得房間傾斜旋轉，牠一邁出左腳，腳爪就會就刺到右腳，

把自己絆倒。牠無法分辨方向：現在是前進還是後退？ 

當那些生物奪走刀鋒女皇，牠就像失去身體的一部分，失去平衡，往一邊傾倒。 



儘管房內天旋地轉，讓牠頭暈眼花，牠還是強迫自己前進。牠討厭自己腦中的恐怖虛

無，心知唯有離開此地方，才能找到女皇，讓自己不再魂不守舍。 

牠曳步走過光滑地面，氖光再次閃現，讓牠全身疼痛不堪。牠轟然倒地，再憤怒也無

法怒吼，只能倒地不起。牠失聲啞然，只能低鳴抽噎，彷彿瀕臨死亡。 

當強光如先前退去，那些弱小生物就會來搬運牠。對方把牠運到相同的明亮房間，把

牠固定在平台上，牠的身體已不聽使喚。 

這次他們人數較少，跟前一批人都長一個樣，都用閃亮翅膀包覆身體。雖然他們沒有

那麼聒噪，但他們的移動速度卻讓牠莫名不安。牠也曾與蟲族同胞如此移動。這就是牠記

憶中的蟲群狂舞。 

牠眼見這些生物來回奔走。牠無法擺動自己的頭，唯有當對方經過牠的視線範圍，牠

才能見到牠們。當他們沒擋住視線，牠發現遠方空蕩蕩的白牆上，有個持續射出紅光的銀

色盒子。 

牠身後傳來嗡嗡機械聲。金屬交鳴。空氣中瀰漫怪味，陌生又刺鼻，彷彿人類那些金

屬利維坦的氣味。獵物的噪音讓牠心煩。 

牠定睛看著那紅光，光點愈發擴大，直到全世界都變成紅色。 

接著突然變成奪目刺眼的綠光。先是漏氣聲，再來是鏗鏘聲，房內安靜一陣子，突然

又一陣嘈雜。 

燈光又變成紅色。 

一個生物走進牠的視線。 

她與同類穿著類似，卻有不同行為：她雙手叉在背後抬著頭。 

她一點頭示意，這個生物群體再次開始狂舞，包圍著牠。 



嗡鳴聲再度響起。 

然後又是…一陣疼痛。深刻的異常劇痛，完全吞噬牠的全身。牠想要咆哮卻失聲。 

雖然這些獵物喋喋不休，但他們的聲音變得遙遠，肢體斷裂的劇痛讓牠什麼也聽不清

楚。 

紫色血液潑濺在牆面上。 

有個生物進入牠的視線。牠先看到她的軀幹，再看到人類常穿的古怪柔軟外骨骼。接

著她蹲了下來。 

從她的凌厲目光，斷角認出對方是誰。是這個群體的首腦。斷角覺得她的聲音酷似刀

鋒女皇。 

她逼近斷角，近得讓牠想往前猛撲，咬爛對方的頭。可是牠無法動彈。牠連露出獠牙

都做不到。 

這位領袖拿下面具，顯露她的長相。她像刀鋒女皇一般，古怪冷漠地牽動嘴角弧度，

眼神來回打量著牠。 

她開口說話。她把腳掌放到牠身側，這個碰觸又引發一陣疼痛。牠從喉嚨深處發出細

微哀號，全身依然無力動彈，只能移動厚實的舌頭。 

她抬頭注視，接連發出更多聲音。疼痛感立刻加劇，機器嗡鳴變得更大聲。她保持蹲

姿，歪頭看著牠，疼痛一波波蔓延全身。人類全程冷眼旁觀，其它同類也是如此。她是假

女皇。 

殺了她，牠腦海中的聲音像刀鋒女皇般下令，但這並非女皇的命令。殺了她，就可以

把牠們都除掉。 

疼痛程度隨即驟升，讓牠忍無可忍，眼前一黑暈過去。 



# 

凱莉根走進蒸氣繚繞的潮濕進化室。濕氣在她的臉部皮膚凝結成水珠，她聞到進化工程的

甜膩腐敗味。 

阿巴瑟抬起腫脹頭部看著她。牠站在幾公尺之外的進化巢旁，新生命在其中脈動，產

生漣漪。 

「就緒。」 牠伸出一隻爪子指著進化巢。「測試。將對札迦拉如法炮製。」 

凱莉根點頭。凱莉根精通戰術，而讓蟲后習得這點會很有幫助。她對阿巴瑟提出艱困

要求，她很高興阿巴瑟爽快答應。這本來只是隻低等生物。說不定是隻異化蟲。藉此確認

進化工程不會出差錯。 

進化巢掀起波瀾，液體溢出邊緣。 

「快了，」阿巴瑟說。「觀看。等待。」 

阿巴瑟低頭望著進化巢。水面下有個陰影在移動，一隻銳爪即將劃破黏膜而出。 

「你應該等牠出來再通知我，」凱莉根嘴巴這麼說說，但她依然站在進化巢旁邊。何

其美妙啊，這生物奮力游到水面，甦醒後將承擔更偉大的使命，超越普通異化蟲。 

阿巴瑟奉命執行的進化工程即將大功告成。 

凱莉根雙手叉在胸前。黏膜即將被刺破之際… 

阿巴瑟突然哼了一聲，把長夾伸入進化巢。牠很粗暴將這隻異化蟲強行拖出，還把幾

滴有毒進化液濺在凱莉根腳邊。在地面拖出好幾道鮮豔的綠色痕跡。 

現場焦點落在一隻熟悉的生物。 

牠站起身來，展開利爪、獠牙與薄翼翅膀，嗅聞著空氣，黃色小眼閃閃發光。縱使歷

經進化，牠依然保有那隻斷角。 



「你選了這一隻。」 她皺起眉頭。 

「沒錯。明智選擇。顯而易見。」 

這隻異化蟲甩掉佈滿全身的進化液。牠緩緩向前，部分深色鱗片帶有磷光。 

「我們要怎麼知道進化工程成功？」 凱莉根問。 

這隻異化蟲抬頭看她。牠的雙眼變得更亮。不全是因為反光。還有其它原因。 

「必須觀察。監控。」 阿巴瑟瞪著這隻異化蟲，雙手細長手指互相輕觸。「若牠能順

利進化，札迦拉也會成功。」 

這隻異化蟲瘋狂繞圈曳步，查看周圍。牠看到凱莉根就停下腳步，凝望著她。 

「讓我們看看你有什麼特別之處，」她低語道。 

# 

機密 

通訊編號312099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錄音通訊，傳送者為菲莉帕·博德赫斯特，接收者為[#消音#]。 

我是菲莉帕·博德赫斯特博士，我按照計畫規定在[#消音#]的辦公室錄製通訊。 

我要向你報告大好消息，盲眼惡魔計畫已成功完成第一階段。我率領團隊成功複製我

們在[#消音#]的研究，這次沒引發混亂，過程確實比先前的經驗順利。 

運用亞瑟·巴克萊博士首創的燃燒手術，我們可以讓實驗體脫離蟲群。實驗體似乎無法

辨別方向、失去行動能力，但還是適合用於後續研究。 

過程誠如亞里斯多德學派所言，『大自然厭惡虛空』…這次，我們的實驗團隊也不想

要空手而回。(笑聲。)抱歉，[#消音#]，今天實在悶壞了。 



這個實驗體完全脫離蟲群，我們將移除其中樞神經系統，替換為試作型脊椎操控裝

置。該裝置已成功植入，不過往後當然還得監控實驗體。只要我們確保實驗體的身體不會

排斥脊椎操控裝置，就會進入改造脊椎的第二階段。希望我能在新階段向你通報其他好消

息。 

我按照安全規定，錄製[#消音#]的實驗室簡報，並立即透過安全頻道0982D、20983E或

39082N發送。 

博德赫斯特通話完畢。 

# 

凱莉根向諸位蟲后下令後，離開利維坦的神經中樞。這隻異化蟲從通道的小巢穴迅速爬

出，停在她面前。 

「你。」 看到這隻異化蟲讓她心神不寧。她剛剛才命令牠返回利維坦另一側的異化蟲

巢穴，她先前來此都會下達這個命令。錯綜複雜的小巢穴與狹窄通道難不倒異化蟲。 

「我明明已對你下令。」 她屈膝蹲下，發現自己體內血液流動速度變快。「你該不

會…？」 

這隻異化蟲發出低沉聲音，拍動翅膀。 

 巧合罷了。當然只是誤會。「去跟其它異化蟲會合，」她再度下達指令，接著前往自

己房間。 

牠跟隨其後。 

凱莉根駐足，這隻異化蟲也停下腳步。她深吸一口氣，覺得身體發熱，怒意不斷累

積。她吩咐阿巴瑟創造出能瞭解她偉大願景的異化蟲，不是會忤逆她的失敗品。 

「去跟其它異化蟲會合，」她發出意念更強烈的最後通牒，超出指揮一般異化蟲所需



的強度。就算是這一隻， 

終究還是得聽話離去。凱莉根望著牠離去，接著轉身走向進化室。 

她在蒸氣與溼氣中發現阿巴瑟。「你幹了什麼好事？」她咬牙切齒說道。「牠違抗我

的命令。」 

阿巴瑟轉身面對她。「智力提升。可以思考。需要更強大的命令。」 

她不喜歡這種事，需要更強大的命令才能驅使的異化蟲。就算阿巴瑟能派上用場，但

她還是不能完全信任他。凱莉根目露凶光，狠狠掐住這位進化大師。 

「先測試。確認成果，」牠吞吞吐吐地說。「才能對札迦拉進行。」 

凱莉根放開他，轉身離去。無論這傢伙多討人厭，凱莉根都無法抹滅他的功勞。札迦

拉的意志力就跟這隻異化蟲般逐漸增強。 

也許正因為如此，當這隻異化蟲在進化室外找到她，她並未將牠趕走。 

異化蟲抗命，總好過蟲后抗命吧。她心想 

她完全甩不掉這隻異化蟲。跟先前一樣，牠如影隨形跟著凱莉根，從房間跟到中樞神

經，當她策畫戰術與計畫，牠都蹲伏在角落。凱莉根走過通道，逐一查看蟲群，牠也跟隨

在後。 

但牠有所變化。 

當她來到異化蟲巢穴，牠會發出先前沒聽過的古怪哀號，不願接近巢穴入口。牠保持

距離坐著，看著凱莉根端詳蟲滿為患、閃閃發光的異化蟲巢穴。 

有一次凱莉根測試牠，要看看牠是否依然會遵從命令，阿巴瑟是否已觸犯大忌。「去

跟牠們會合，」凱莉根下令，這隻異化蟲讓她看得很膩。「快去。」 

牠緊盯著凱莉根。牠的異樣眼神總是深觸她的內心。這雙眼睛太炯炯有神。太過… 



具有智慧？ 

 「去吧，」她加強意念。這隻異化蟲反而更靠近她，凝視她的臉龐。 

 阿巴瑟啊，她在內心冷酷喊道。 

但這生物為何要抗拒她的命令？她又沒有下令叫牠送死。 

她登時靈光一閃頓悟。 

「你想待在我身邊。」她說。 

這隻異化蟲發出輕柔喉音，立刻小步向前，用頭部撞著她的腿。 

凱莉根無動於衷。這是種感情嗎？先前，凱莉根總是強迫牠留下…牠的身影能讓她放

心，感覺蟲群的一小部分時常與她同在。然而，如今是牠自己選擇留下。 

差異雖小，可能後果卻不堪設想。 

阿巴瑟到底在搞什麼鬼？ 她邁步跨過這隻異化蟲，離開塞滿異化蟲的巢穴。一如往

常，她伸手撫摸這隻異化蟲的頭，在眾聲喧嘩的蟲群中，她只注視這個生物。 

牠雙眼發光抬頭定睛看著凱莉根。 

凱莉根感到蟲群中出現奇怪脈動。不尋常的騷動。接著…這隻異化蟲抬頭頂觸她的

手，牠原本不會這麼輕柔的動作。 

她把手抽開。 

這隻異化蟲抬高前肢，彷彿想要更接近她。她小心翼翼撫摸牠的額頭，手指拂過牠左

邊的下顎骨。牠發出輕柔顫音，凱莉根從未聽過這聲音。 

她停住手，按著牠的頭，不確定自己是否聽錯了。但這隻異化蟲再次發出那個聲音。

即便這讓她難以置信，卻已是無庸置疑，那是心滿意足的愉悅叫聲。 

她心中充滿不安。她知道自己必須把這隻異化蟲留在身邊。她必須弄清楚阿巴瑟把牠



變成什麼東西。 

「來吧，」她低聲說道。 

那天之後，她再也沒有讓這隻異化蟲離開視線。凱莉根穿越通道時不再讓牠快步跟在

後面，而是允許牠齊身前進。有時她會把手放在牠的頭上，她不確定…這個手勢有何涵

義。擁有？保護？ 

但這確實讓人安心。無論何時，只要她目光瞥過，都會發現這隻異化蟲明亮的雙眼凝

視著她。不論她在做什麼…策劃下一波攻擊、監督新品種蟲族的培育…這隻異化蟲都蹲在

她身旁盡收眼底。如果凱莉根集中精神，去感受牠的意念，她就會發現奇異的不規則波

動，代表牠正在學習。 

有天晚上，阿巴瑟前來拜見，當時她正與這隻異化蟲獨處。「成功了嗎？」牠邊說邊

爬向她，伸出一隻爪子指著蜷縮在她腳邊的異化蟲。 

「算是。」 凱莉根戒慎地看著阿巴瑟。「但牠會忤逆。我必須發送更強烈的意念，才

能讓牠遵從我的命令。」 

阿巴瑟揮舞爪子鼓譟道：「這正是你所要的，對吧？」 阿巴瑟雙眼發光。「會自行思

考的蟲族。」 

凱莉根感到寒毛豎起。她腳邊的這隻異化蟲騷動著，把目光移向阿巴瑟。 

「還是得讓札迦拉能聽命行事，」她含怒厲聲說道。「否則我就必須消滅她。她比異

化蟲更強大，對於蟲群也更有價值。」 

阿巴瑟默不回應，凱莉根怒火中燒。 

接著這隻異化蟲展開攻擊。 

她並未下達攻擊指令；要對付阿巴瑟，智取足矣，區區一隻異化蟲也無用武之地。可



是這隻異化蟲卻自顧自地撲向阿巴瑟，發出怒吼並高速拍動雙翅。阿巴瑟大吼亮出長爪… 

凱莉根阻止阿巴瑟傷害這隻異化蟲，卻讓牠先刺傷阿巴瑟，才把牠召回身邊。凱莉根

很訝異，她費了一番工夫才讓這隻異化蟲遠離阿巴瑟…甚至比定身滿腔怒火的阿巴瑟還

難。 

「退下吧，」凱莉根對牠下令，阿巴瑟旋即抽身離開，在通道留下一條血跡。 

凱莉根暫時停留原地，毫不動作，望著阿巴瑟剛剛立身之處。接著隻異化蟲用頭輕碰

她的腿。 

「我還沒下令，你就發動攻擊，」她語氣平淡說道，依然不知該喜該憂。蟲群最低階

的生物，區區一隻異化蟲，竟然能擅自行動，她應該感到恐懼嗎？這隻異化蟲願意為她犧

牲性命，她應該為此開心嗎？ 

她蹲下撫摸這隻異化蟲的頭，接著集中精神，專注釐清牠在蟲群的處境。非常顯而易

見，這隻異化蟲總是突兀。就像白色雜訊中的一道紅光。 

她透過這隻異化蟲的雙眼觀察自己，感受牠強烈渴望能親近自己。凱莉根能體會牠心

中感受，彷彿「萬中選一」，這是她唯一想得到的詞彙。牠擁有無上殊榮，可以貼身長伴

女皇。 

凱莉根把手抽走。這隻異化蟲抬頭注視，她能感受到牠的好奇。如果牠能說話，凱莉

根覺得牠應該會開口發問 

她很慶幸阿巴瑟是用這隻異化蟲測試進化工程。她強迫這隻異化蟲一直陪在身旁，讓

牠開始自發護主。 

她不想把牠視為區區「異化蟲」。 

「給你一個名字如何？」她緩緩說道。牠似乎不明白。 



凱莉根把手放到牠頭上。「一個名字，」她再說一遍。「你就叫…斷角。」 凱莉根指

著牠說。「斷角。」 

這隻異化蟲發出抑揚頓挫的低鳴，模仿自己新名字的音調。 

「沒錯，」凱莉根說。「斷角。」 

這隻異化蟲反覆那幾聲低鳴，以恐怖詭異的顫音表達滿足。 

雖然鐵了心痛下決定，凱莉根依然微笑著。 

# 

斷角攀爬那冰冷小房間的牆面。牠全身疼痛，可是牠發現若專心保持緩慢穩定的步伐，就

能把疼痛拋諸腦後。 

光束突然射進房內，牠震驚慌張。不是那種定身光束，這次的光束沒有那麼刺眼奪

目。 

壁面的開口再次出現。 

斷角停止動作，儘管四肢僵硬，牠還是盡量壓低身體。有個身影從開口走進來。是他

們的其中一員。 

這個生物走進房間。開口消失，變回閃亮壁面。 

斷角聞到一股恐怖、馨香又濃郁的氣息。牠吼叫撲身，準備出爪刺進獵物柔軟的胸

口。 

牠全身劇痛難耐。 

斷角慘叫重摔在地，對方又把牠定住了？沒有，牠能做動作，可以勉強起身。但當牠

想撲向獵物，難以忍受的灼痛再次侵襲全身。這次牠仰天倒下，壓斷鐮刀狀的腳。牠聽到

斷裂聲，感到一陣暈眩。 



接著牠聽到刀鋒女皇的聲音，不過她這次不在牠的意識中。而是在牠的房外發出噪

音。 

斷角翻動身軀，鮮血灑得滿地都是，牠的鐮刀腳彎曲擺盪。可是刀鋒女皇不在這裡。 

那是假女皇，她的聲音也沒那麼動聽，就像齜牙咧嘴的蟲族叫聲。 

她一聲呼喝，壁面開口再次出現，她離開這房間，獨自留下斷角，讓牠躺在自己的血

泊中。牠趴在原地等待，可是什麼也沒發生。那道冰凍光束沒有出現，開口也沒有出現 

最後牠默默後退，重重撞上壁面，直到牠斷掉的鐮刀腳哐啷落地。牠全身痙攣，新痛

舊傷同時襲來。 

在壁面重新開啟前，牠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牠提防地戒慎抬頭，但沒有生物會嘲諷

牠。壁面開口再次出現。 

牠硬撐站起，小心翼翼前進。這個開口並非通往切割室，而是通往一個通道。 

可以趁機脫逃？ 

牠瞥向斷掉的鐮刀腳，自己依然倒在凝結的血泊中。 

牠確信這些傢伙會再度傷害牠。 

牠蹲坐著，盯著那道開口。想衝出去的念頭越來越清晰，脫逃的渴望強烈無比。就在

某個地方，蟲群正在狂奔。蟲群正在脫逃。牠也應該奔逃… 

可是不太對勁！ 

牠起身移動，行動彷彿被這個群體操控牠不只是為自己前進，牠是為了同類… 

然而這裡沒有同類！ 

斷角吼叫後退，利爪抓著地面。牠背部一陣劇痛，讓牠陷入絕境。牠的頭部抽痛。 

壁面那個開口透出誘人的柔和冷光。 



自由。 

不行！絕對有詐！ 

斷角往前撲倒，咆哮尖嘯，雙翅死命拍動，阻止自己前進。牠的面前出現一個個閃爍

光點，接著光點又被黑點接連吞噬。不知為何，牠知道如果牠投降，如果牠繼續硬撐，疼

痛終究會過去，牠就能重獲自由… 

先讓那位假女皇如願。 

牠再次怒吼，聲音在房內壁面間迴響。牠奮力壓抑自己，無止盡拉扯著，彷彿身體就

要四分五裂… 

然後房內又充滿那種冰凍光束。 

斷角重重摔在地上。疼痛漸漸消散。牠發現自己又被定身了。 

另一個開口出現，一個身影信步走來，她柔軟孱弱的腳掌緊緊捲成球狀。當她蹲在牠

身邊，牠發現這人就是那假女皇，眼冒怒火，臉部遮住一半，此女與刀鋒女皇給牠相似的

感覺，只不過這人更尖銳炙熱。 

這位假女皇連續發出嗥叫，她指揮的群體湧入房內，他們手臂上都有銀色發光物。假

女皇從別人身上搶下一個銀色盒子，在斷角上方揮動，以藍光照射牠的雙眼。然後她把銀

色盒子丟到一旁，抓住一把閃亮銀爪，接著狠狠刺進牠的頭側。 

斷角痛得慘叫，但連牠的叫聲也啞然微弱。深色血液濺滿假女皇全身，她用那把銀爪

刺穿斷角的外殼，她神情執著皺著眉頭。其中一個生物對她吼叫，聽起來很害怕，她用憤

怒的聲音回應。 

斷角只看到她的身軀變被牠的血染成紫色。當她發出噪音，她聽起來十分遙遠，雖然

她就在旁邊猛刺著牠的頭部。 



最後她手持那個銀色盒子，再次用藍光照射牠。她發出灰心聲音，快步走出房間。 

其它生物拿起東西隨她離去，接著壁面再次關閉啟，斷角無從逃脫。牠還沒被定身，

就算牠能行動，牠也渾身劇痛無法動彈。 

於是牠就側躺在地上。牠注視著自己在壁面上的倒影。滲出的血液在地上漫流。 

接著牠感到憤怒。牠的思緒像酸液般滾燙惡毒。牠確信刀鋒女皇也曾有這種感受，宛

若緊緊纏身的火熱蟲繭。當初人類也是步步為營，攻擊突破利維坦，殘殺蟲族。刀鋒女皇

發現人類，撕扯掉他們的四肢，斷角全程目睹，見證她的恨意和決心。除非只剩屍塊散

落，她絕對不會停止殺戮。 

牠想到切割室。這是假女皇與手下的屠宰場。 

牠必須找到女皇那份決心。誓必將她碎屍萬段。 

# 

機密 

通訊編號312290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通訊，傳送者為[#消音#]，接收者為菲莉帕·博德赫斯特。  

混蛋，到底怎麼一回事？你的進度報告呢？你知道蘭斯基是我的中間人，也很清楚我

不應該聯絡你，就算透過安全線路也不行。你危害到這整個計畫，菲莉帕。我發誓，如果

我們手頭上有其他[#消音#]，我就會把你當成蟲族誘餌。 

[#消音#]通話完畢。 

### 

機密 



通訊編號312293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通訊，傳送者為菲莉帕·博德赫斯特，接收者為[#消音#]。  

我從未要求蘭斯基先生叫你直接連絡我。我非常清楚現有安全規定，我送到自治聯盟

國家安全中心的每則通訊都完全符合規定。是內森想要扯我後腿。雖然出了點小差錯，我

們依然按照時程進行。 

博德赫斯特通話完畢。 

### 

機密 

通訊編號312301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通訊，傳送者為內森·蘭斯基，接收者為菲莉帕·博德赫斯特。 

菲莉帕，你還沒提交進度報告。我三天前就要你交報告，我想知道你所謂的「小差

錯」是什麼事。你把過錯推卸給我也無濟於事。 

蘭斯基通話完畢 

### 

機密 

通訊編號312310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通訊，傳送者為菲莉帕·博德赫斯特，接收者為內森·蘭斯基 。 

由於需要進行非預定的額外測試，才會導致近期計畫延誤。完成這些測試後，我已經



證實起初疑慮：我獲得的實驗體確實有瑕疵。 

我根據自治聯盟先前的研究，研擬出盲眼惡魔計畫與[#消音#]研究。那項研究讓我對

異化蟲腦部構造獲得基本認識。我的脊椎控制裝置完全根據該研究的發現設計。 

可是盲眼惡魔計畫的實驗體有別於先前所有的異化蟲研究。這隻異化蟲的腦部結構、

思考過程都與先前實驗體有顯著差異。我曾經親自手動掃描實驗體腦部，這是千真萬確的

結果。 

我把掃描影像傳送給你…我再強調一次，這是由我親自手動掃描。你是否看到腦內活

動？那些藍色軌跡？現在，你看這張普通異化蟲的腦部構造掃描…幾乎沒有什麼活動吧？ 

為了徹底完成研究，我需要更換實驗體、更多研究時間。讓你去選吧。 

博德赫斯特通話完畢。 

### 

機密 

通訊編號312311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通訊，傳送者為內森·蘭斯基，接收者為菲莉帕·博德赫斯特。  

你明白捕捉沒受傷的實驗活體有多困難嗎？ 

我們可以再給你兩週時間。好好研究你的實驗體，物盡其用。我們的終極目標是控制

整個蟲群，不只是控制異化蟲，所以我們要調整成能控制全體的方法。 

蘭斯基通話完畢。 

# 

斷角游離黑暗，朝著單一光點前進。光點逐漸擴大，牠有一瞬間看到刀鋒女皇低著頭，以



溫柔眼神端詳牠。 

然後她就消失了。那片黑暗也消失了。斷角身在切割室。 

牠已被定身，躺在金屬板上。儘管不覺得疼痛，牠還是保持警戒。 

金屬板突然一震，向上傾斜。牠沒有摔落，發現自己被固定在上面。天花板漸漸開

啟，牠發現自己面前的是假女皇，她臉上沒有遮蔽物。她頭上戴著平坦白色的東西，邊緣

閃著光。 

「實驗體已甦醒，」她說。 

斷角心中困惑難解。她發出的噪音…聽起來就像刀鋒女皇…牠與她有某種奇妙連結，可

以感應到她的思緒。可是刀鋒女皇的意念能創造聯繫，賜予牠目標。假女皇的意念則波動

狂亂，讓牠渾身發顫。 

「啊，」她輕聲喚道，然後提高音量：「聽到我的聲音，牠的腦部活動就會增加，記

錄下來。」 

斷角聲嘶力竭嗥叫。假女皇皺眉瞄向牠。「你沒必要反抗。」 她看著自己放在腿上的

銀色盒子。「另一波腦部活動。有意思。」 

她定睛注視斷角，牠內心憤恨難平。她怎麼膽敢冒充刀鋒女皇？她怎麼膽敢把聲音和

命令傳送到牠的意識中？ 

「讓我們聊一聊，」她說。 

牠發出咆哮。 

「你其實不會說人話，也聽不懂我的話。」 她側著頭，緊盯著牠。「不過你瞭解現在

的情況，對吧？就算你不知道怎麼形容這感覺，但你知道我入侵你的神經系統。」 她的

手指拂過白色帽子。「由此可見，我研發的技術沒有問題。我希望你記錄下來，內森。」 



斷角努力想移動，可是依然徒勞，絲毫無法動彈。牠被迫傾聽這個生物的奇怪叫聲，

那聲音變成牠腦中的直接命令。 

假女皇起身走向牠，銀色盒子靠著她的大腿。她傾身靠近，但牠只聞到詭異的消毒劑

氣味，幾乎聞不到她血液的鹹味。 

「這裡不太對勁。」 她用手指輕敲牠的頭側。「你瞭解我的意念」…她低頭看著銀色

盒子…「可是你卻在抗拒。」 她瞇起眼睛，嘴角露出微笑。「我猜，你曾經忤逆過她？

忤逆凱莉根？」 

她的嘴型讓牠嚇得哆嗦。每次她露出微笑，都會讓牠落入痛苦深淵。 

「這個程序的下一步…」假女皇從斷角身邊走開，「就是找出腦部構造差異的成因。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出克敵之道。」 她仔細打量斷角。「可是我們會做到的。我們會

揭開你腦部的秘密。」 

斷角嗥叫反抗，發出憤怒喉音。 

# 

利維坦逼近安澤拉星，這顆星球上有人類定居。凱莉根位於神經中樞，眼看這顆星球越來

越大，背景則是漆黑銀河。斷角在她身邊看著安澤拉星映入眼簾。 

她閉上雙眼深呼吸，她在腦中召喚所有蟲群，全體激揚回應。她第一波攻擊會派出異

化蟲，血洗這顆行星開路。然後她將降落在下方雜亂城市的邊緣，潛入渺小的自治聯盟政

府建築。裡面有台電腦，裡面存有能幫助她完成使命的情報。 

斷角在地上拖著腳步跟著，撞著她的腿。利維坦搖晃咆哮，全軍即將進入安澤拉星大

氣層，穿過雲海與火焰，直到最終降落在穩固地面。 

凱莉根用力睜開雙眼。 



蟲群從利維坦的單一蜷曲輸送管傾巢而出。凱莉根微笑引導蟲群沿著三條戰線進軍，

每條戰線只會留下城市廢墟。 

她走向利維坦出口，斷角跟了上去。「你應該下去地面，」凱莉根對牠說，他們走到

寒風凜冽的外部，毀滅之聲在遠方轟然迴響。「或許我不該讓你留下，這樣會寵壞你。」 

斷角輕聲吼叫，她無法分辨這是反駁或興奮。 

那棟政府建築就在前方，低矮又平凡無奇。此地看來已被棄守，周圍沒有人類守軍。

她將蟲群派往反方向引開人類兵力，遠離她的目標。 

如果裡面還有人類守軍呢？如果這是陷阱，他們是否就能中斷連結，讓她的蟲群淪為

一盤散沙的烏合之眾？ 

「斷角，」她說。「你要替我做件事。」 

她把雙手放在牠頭上，暫時分散注意力，直接把命令輸入牠的意識。女皇可以感受到

牠毫不抵抗欣然接受。 

她低頭看著牠，暫時脫離蟲群。這就是差異所在。她想強迫斷角行動也可以，不過她

毋須如此。這隻異化蟲會為了取悅她而行動。 

凱莉根眉頭一皺。她立刻恢復與蟲群的連結，派遣斷角進入那棟建築。然後她看著斷

角進去，她沒有操控牠，只有交待該進行什麼任務：牠打破窗戶闖入。牠曳步走過明亮的

廢棄辦公室，閃爍的電腦螢幕依然顯示著機密情報，電腦主人驚惶撤逃，完全無暇保護情

報。 

她露出微笑。正如她所料。 

她只用一個意念，就讓她的蟲群演出毀滅狂舞。她又發出一個意念，讓斷角逐一瀏覽

螢幕，她也見其所見，腦中出現螢幕閃爍的影像。牠孜孜不倦地破壞壁面與關閉的房門。 



然後牠找到了：一個名字。一張地圖。 

凱莉根聽到一聲吆喝。有輛人類士兵護衛車開在空蕩蕩的道路。護衛車在建築前緊急

剎車。 

斷角還在建築裡，眼睛緊盯著螢幕。 

快離開！凱莉根返回利維坦，同時對牠大喊著。 

她看到牠緊張困惑地行動著。牠沿著原路大步折返，讓她鬆了口氣。 

可是牠又再次轉身，跑回電腦前。 

不行！她以更強烈的意志下達命令。回來。 

牠轉身查看周圍，但這棟建築就像奇怪的曲折迷宮。透過牠的視覺，凱莉根看到一位

人類士兵。然後她什麼也看不到了。 

她知道自己失去牠了。 

# 

機密 

通訊編號312310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通訊，傳送者為菲莉帕·博德赫斯特，接收者為內森·蘭斯基。 

我過去兩天都在研究這隻異化蟲的腦部系統。我親自執行所有手術，進行直接觀察，

但沒有弄死實驗體。我目前只得出兩點結論： 

這個實驗體是智慧生物。 

蟲族以蜂巢意識運作。牠們無法單獨行動。我們的技術可以針對這點趁虛而入。找出

能單獨行動的蟲族實驗體，就我所知，就是可以能在廣大蟲群中選擇自我行動的個體。只



要在神經系統植入控制裝置，就能癱瘓蟲群。 

我建議對其他實驗體進行盲眼惡魔計畫，而實驗體20983就交給我深入研究。 

博德赫斯特通話完畢。 

### 

機密 

通訊編號312310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通訊，傳送者為內森·蘭斯基，接收者為菲莉帕·博德赫斯特。  

菲莉帕，我們不會把錢浪費在你的科學怪人狂想上。實驗體20983是泰倫自治聯盟的

財產。你的[#消音#]研究成果也是泰倫自治聯盟的財產。你得使用那個實驗體，按照命令

完成@盲眼惡魔計畫。 

蘭斯基通話完畢 

### 

機密 

通訊編號312310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通訊，傳送者為菲莉帕·博德赫斯特，接收者為[#消音#]。  

內森，你這個大蠢材。你知道我現在擁有什麼機會嗎？你知道這生物的研究對自治聯

盟有多重要嗎？ 

博德赫斯特通話完畢。 

### 



通訊編號312310 

自治聯盟國家安全中心 

安全通訊，傳送者為內森·蘭斯基，接收者為菲莉帕·博德赫斯特。  

這事我無法做主，菲莉帕。這是[#消音#]下達的直接命令。 

按照命令，你得繼續進行盲眼惡魔計畫。 

蘭斯基通話完畢 

# 

斷角蹲伏在這個閃亮的房間，殘缺身軀痛得發麻。而牠依然記得。 

牠記得刀鋒女皇的利維坦體內，神經中樞柔軟的曲面空間，她就是在這裡與參謀聯

繫。牠聆聽著女皇的低沉語音，專注理解她與參謀持續的通訊。當時牠能明白。 

現在牠也能明白。 

牠瞭解擊敗這種獵物有多至關重要。那就是蟲群之力。牠懂得使詐引開他們的注意

力，並在意外時機發動奇襲。 

牠也明白，這裡是個恐怖的地方，這些生物成群行動，而牠就是獵物。牠自知處於劣

勢。 

牠看到壁面倒影中的另一個斷角，臉部和身軀佈滿黑色發炎傷口，牠左邊的鐮刀腳變

成腐敗殘肢。更慘的是看不到的傷口，假女皇切除牠意念連結留下的傷疤，斬斷牠與刀鋒

女皇的牽絆。 

牠變得殘破不堪。可是牠會證明自己的價值。牠會證明自己依然能為刀鋒女皇效力。 

牠停止抵抗假女皇的詭異招降，縱使那讓牠無比反感。可是如果牠抵抗，那個生物就

會用冰凍光束照射牠。如果牠被凍結，就會無法發動攻擊。 



牠默默走到那個生物指定的地點，進入他們用灼燒光束折磨牠的陷阱。牠沒有攻擊牠

們牠反覆讓身體背叛意志。 

於是他們不再使用冰凍光束。 

最後，牠的耐心獲得回報。牠房間通往切割室的壁面滑開。牠強迫自己走進去，爬上

切割用的金屬板。 

牠拖著腳步前進。那些遮住半張臉的人類緊盯著牠。假女皇站在金屬板旁等待，有張

桌子擺放一把把銀色長爪。 

斷角走到金屬板旁，停下來仰望她。她歪頭說了些話。牠再也無法理解她的話，她已

脫下讓她說話類似刀鋒女皇的白帽。 

但是跳上金屬板的衝動依然存在。牠乖乖順從跳上去，壓凹腳下金屬板。有些人類彈

開閃避，不過假女皇一動也不動凝視著牠。 

牠掃視整個房間。這個群體散落各處、而且手無寸鐵，也沒有爪子。牠只希望切割室

沒有冰凍光束。 

牠心中有股想躺下的衝動。牠忽視這股衝動。 

假女皇開口說話，發出尖銳噪音。牠甩頭看著她。 

她往後退了一步。 

接著牠跳下金屬板，忍受違抗她命令造成的疼痛。牠撲向最近的獵物，利爪輕易刺穿

那光亮布料。鮮血噴湧而出。 

這群生物放聲尖叫。 

牠不再壓抑，順從野性本能向前撲擊。牠只要看到動作就嘶吼衝過去，接著就會有滾

燙熱血噴濺。這不像與蟲群並肩作戰…牠孤軍奮戰、搖搖欲墜。 



牠在滿地血泊中失足，身體歪斜猛撞巨大金屬機體，拉扯出發光的機械內臟。 

這個房間立刻陷入黑暗，隨後出現紅色微光、響起警報。這個群體剩下的生物用腳掌

拍擊牆面，斷角撲向他們，首先攻擊腳，接著不停撕咬，直到他們只剩下殘肢與牆上血

跡。 

有個扭曲的細微聲音在房內迴響。 

「這樣應該有效，」假女皇說。 

斷角跌入血泊中。牠轉身查看。牠孤軍奮戰，實在辦不到。 

「掃描器無法運作…不、不、不。該死 ！」 

斷角怒吼衝撞壁面，撼動整個房間。 

接著壁面出現一個黑色方塊。假女皇伸出頭盯著牠，滿臉是血，頭戴歪斜白帽。 

「你欺騙我們，」她說。「你假裝植入裝置能發揮作用！」 她搖著頭，流露驚恐眼

神。「這怎麼可能…」 

斷角狂怒飛速衝向她。可是牠的攻擊狠狠撞上堅硬實心物體，反彈摔在地上。 

「這代表你很聰明，」她說。「超出你應有的智慧水平。」 她嘴巴張大，露出牙齒。

「我們可以溝通。我們可以達成…達成協議。」 

牠再度用盡全力撲向她。這次牠料到會被屏障彈開，腳先落地。牠再次猛撲。再次猛

撲。假女皇對牠說話，牠已被憤怒沖昏頭，聽不清楚她的話。 

然後屏障裂開。 

斷角和假女皇都凝神注視，她面前的單薄屏障出現一道裂縫，將她的倒影一分為二。

她看得目瞪口呆。她望了一下斷角， 

然後她就消失了。 



牠怒吼猛撲，屏障碎裂為成千個銳爪灑落牠全身。牠衝向另一個不熟悉的小房間。這

裡散發恐怖氣息， 

房裡有個開口。牠穿越開口，進入狹窄黑暗的通道。正前方有人一閃而過。 

牠狂奔追去。 

假女皇的味道飄過來，他不假思索狂奔而去，受到炙熱恨意驅策。然後… 

假女皇。就在前面。她瞥向身後，瞪大驚駭的雙眼。 

狂戰之怒在牠全身竄流，牠使勁往前衝刺。假女皇撞上壁面，用腳掌按壓金屬裝置。

一個開口出現。 

牠奮力跳躍… 

接著撲在假女皇背上，把她壓制在柔軟地面。牠發動攻擊狂咬猛抓，把她撕成閃著血

光的腥紅碎肉。牠必須殲滅她的群體。還有其他同類，牠在切割室殺死的人太少了。牠已

經殺死假女皇，當然也能殲滅這種生物。 

直到最後殺無可殺。斷角從假女皇的屍塊旁踉蹌離開，興奮滿足。牠向外發送意念，

想要聯繫刀鋒女皇… 

可是卻一無所獲。依然是那樣空洞虛無就算戰勝，也無法讓牠重返蟲群。 

牠後靠坐下，首次好好觀察周遭環境：牠來到室外開闊的平坦岩石，這裡有深色土

壤，植被稀疏。滿天星光旋轉拖曳，讓牠想起刀鋒女皇耀眼的明眸。 

她在利維坦腹部坐鎮，率領蟲群在宇宙航行。 

牠坐在冰冷地面，凝望繁星。起初牠很平靜，接著胸口出現壓迫感，嘴裡湧現怪異腥

味。牠心中湧現迷惑，當牠開始移動離開，牠的視線出現一顆顆黑點。那種緊迫感變得更

劇烈。牠用利爪猛抓岩地拚命掙扎。 



 黑點逐漸擴大，直到牠什麼也看不到。 

# 

凱莉根佇立於神經中樞。安澤拉星在她腳下陷入火海，綠色星球表面隨處可見黑煙與紅色

火舌。 

她拋下了牠。拋下斷角。斷角代替牠去送死。 

她本來以為自己會有罪惡感。她只對自己的麻木不仁感到納悶。覺得空洞。心中少了

些什麼。可能是某個特別的事物。也可能什麼都不是。 

在安澤拉星表面，成千上萬異化蟲列隊前進，將人類文明毀滅殆盡。即便數千蟲族將

會戰死，而她依然能得到這次想要的情報，全身而退。因為牠們是蟲群。牠們並非個別獨

立生物。 

整體猶然健在，失去一小部分，毋須哀傷。更何況，還有前仆後繼的成千後備軍力填

補空缺。 

 儘管如此，她雙眼持續注視著安澤拉星的火光，心中想著一個名字：斷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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