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夢初醒》 

 

房門尚未開啟，史東已經知道門後的人是誰。 

他聽到槍響與爆炸聲，也收到人類守護組織士兵的慌張通報。有名幽靈特務入

侵卡洛琳娜‧戴維斯將軍的營房，雙方展開交戰，接著對講機另一端安靜得讓人害

怕。那位自治聯盟特務是衝著將軍而來，史東就是最後一道防線。 

戴維斯將軍與人類守護組織，他們是人類對抗外星蟲族與神族的最大希望。為

她奮戰？樂意至極。為她捐軀？樂意至極。史東畢生磨練武藝，就是為了在此時奉

獻一切，守護無法自保之人。史東準備慷慨赴義，竭盡所能保護他們，絕對不能辜

負他們的期待。 

人類守護組織軍營戒備森嚴，能滲透入侵的幽靈特務屈指可數。戴維斯外間辦

公室房門打開，史東感應到熟悉的強大幽能，內心頓時充滿失落與恐懼。 

對方是特務 X41822N，諾汎碧‧「諾娃」‧泰拉。 

史東進入匿蹤狀態，暗地觀察諾娃謹慎步入寬敞辦公室，子彈已上膛。她駐足

望向史東右側，欣賞阿克圖洛斯‧蒙斯克大帝的宏偉雕像，然後開始掃視整間辦公

室。她知道有人近在眼前，也很清楚那個人就是史東。 

史東必須把握萬分難得的偷襲機會。若要擊敗諾娃，他務必得善用各種有利條件。

儘管如此，他曾將生命託付給諾娃，也曾將諾娃視為最親密的摯友。他滿心困惑，

憤怒難息。 

「我就知道會再次見到你，」他說。 



她鎖定史東的位置。史東解除匿蹤護盾，手持突擊步槍在諾娃面前現身。她瞇

起雙眼。 

「史東，這是怎麼回事？」她問道。 

「你背棄了我，投靠自治聯盟，殺害昔日同袍。看來我也將成為你的槍下亡

魂。」 

「他們竄改了你的記憶。這不是真正的你。」 

諾娃以幽能試探他的內心，企圖看穿他的想法。 

「我們都得選擇自己的道路…這就是你的選擇。」 儘管他擁有強大幽能，但依

然略遜諾娃一籌，無法長時間抵禦諾娃的心靈感應。他率先對諾娃開火。 

蒙斯克像的兩側各有一座克哈之狼雕像。這既是他的家徽，也是其王權象徵。

諾娃躲在辦公室一側的克哈之狼巨像後方。 

史東非常清楚此戰攸關生死，但他的性命輕若鴻毛，他的首要任務就是誓死保

護將軍。史東必須攔下諾娃，阻止她刺殺戴維斯將軍。 

史東慣於在戰場對付普通的敵方人類，即便他們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都無

法匹敵幽靈特務的幽能技能，更何況他還擁有史上最先進的科技裝備：敵意環境戰

鬥服。這套戰鬥服能引出史東體內幽能，提升力量與敏捷度，讓他幾乎所向披靡。 

不過諾娃也身穿戰鬥服，而她與史東的幽能等級分別是 10 與 7。這兩位力量

與戰技接近的幽靈特務鮮少交戰。這不像死鬥，反而類似圍棋比賽，要考驗謀略、

耐心，還需要一點運氣才能勝出。史東受訓時曾與諾娃交手，兩人也曾並肩作戰、

合力抗敵。 

他知道自己要超級走運才能戰勝。 



史東啟動戰鬥服仍在實驗階段的相位反應爐，傳送到諾娃身後，也就是她前一

秒的所在位置。在他傳送的瞬間，諾娃旋即消失無蹤，開火攻擊。究竟她是純粹匿

蹤快速移動？還是她也擁有這種實驗階段的傳送技術？他的意識隱約感應到諾娃襲

來。這是場意志與力量的對決。 

「你曾經是我們的最強特務，諾娃。為什麼要背叛我們？」他大聲呼喊。 

「我才不是叛徒。」  

「又是謊言！」 他眼角餘光捕捉到動作，立刻轉身開火。他沒有命中，可是

諾娃彈無虛發。他背後中槍，幾乎失去平衡倒地。等到他回頭查看，諾娃已然離

去。 

勝負已分。史東數度開槍，可惜多半都被諾娃閃過，只對辦公室造成破壞。他傳送

移動，想找出諾娃防禦的破綻，不過諾娃總是搶先一步，善用環境躲開攻擊，讓他

完全無法招架、精疲力盡。然而…諾娃似乎手下留情了。他很清楚諾娃的本事。倘

若諾娃真的動了殺意，他絕對小命不保。可見諾娃無意殺他。他實在是想不透。 

這怎麼可能，史東暗自納悶。這是記憶？還是夢境？ 

史東突然失去方向，無法掌握諾娃位置。他隨後感到一陣衝擊，接著失去意

識。 

# 

史東緩緩甦醒後，回憶立刻湧現，他被腦中種種畫面與混亂情緒淹沒。 

他第一個想到的是：對不起，將軍。 

第二與第三個想到的是：這是什麼鬼地方？我怎麼還沒死？ 



雖然屋內燈光昏暗，他睜開雙眼時還是眉頭一皺。他常常進出醫務室，所以光

是聞到惡臭消毒劑，他就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的頭盔已被摘下，戰鬥服被卸除，

毫無防護、破綻百出。 

接著第一陣疼痛侵襲全身，眼球正後方頭痛欲裂。他想要摸頭檢查傷勢，卻發

現雙臂被束縛在兩側。雙腿也被束具禁錮。他右肩灼痛，可能是旋轉肌撕裂傷。全

身疼痛，彷彿從頭到腳的皮膚都嚴重挫傷。 

不過這些只是皮肉疼痛，遠遠比不上他內心的沉重挫敗感。他沒有堅守崗位護

衛戴維斯將軍，反而還遭到敵方俘虜。將軍也被俘虜了嗎？ 

他心底迴盪著一個最大的疑惑：為什麼諾娃要放過我？ 

一段回憶閃現。他幫助諾娃逃離夏普斯堡基地，敵方駕駛著禿鷹機在公路高速

追擊。 

可是這個任務從未發生。諾娃背叛人類守護組織，她是敵人。 

現在史東是自治聯盟的戰俘。他必須離開這裡。但他必須先釐清「這裡」是什

麼地方。 

史東盡量轉頭查看周遭。他右側有張空床，床單還有皺紋，病人應該剛離開不

久。左側有個診斷控制台。他隔著薄床墊隱約感受到機械運作，確定自己身在船

艦。另一段回憶湧上心頭，那是「王子與小卵石」的故事。 

如同他破碎的人生回憶，史東只記得零星故事內容。某位小王子厭倦宮庭生

活，獨自溜去城裡探險。軍方立即帶走這位男孩與大批城裡青年，強行徵召他們從

軍。他被送往戰爭前線，進行敢死任務。他表明自己是大帝之子，命令他們送他回

宮。沒有人願意相信他，畢竟大帝也從未詔告王子失蹤。 



有位睿智女將軍決定探究這位男孩所言是真是假大戰前夕，將軍邀請這位自稱

王子的男孩全副武裝陪她喝茶。她叫男孩坐在對面的軟墊上。她提出關於大帝與王

子的種種問題，但這位男孩一直無法好好回答。他在坐位上愁眉苦臉，不斷扭來扭

去，一口茶都沒喝。 

「你怎麼了？」將軍問他。 

「這真是全王國最最糟糕的坐墊！」 男孩跳了起來，扔掉坐墊。下面驚見一

顆小卵石。將軍鼓掌叫好。「你果然是王子殿下，」她說道。「全身穿戴盔甲，還

能感覺到坐墊下的小卵石，你一定是真正的王子。」 這位將軍讓王子免於戰死，

也讓自己逃過死罪。 

真詭異。童話故事絕非幽靈特務的受訓內容。根據史東的記憶，他從小到大都

在克哈星的幽靈特務學院受訓。所以他是從哪裡聽過這個故事？為什麼他感到心痛

失落？ 

史東當然不是那位王子，但記憶就像那小卵石般惱人。多年來他被竄改與植入

記憶，總覺得心中暗潮洶湧，但他也不明所以。他內心深處常常渴望能查明真相。 

史東想用心靈感應找出諾娃。假如諾娃在這艘船艦上，說不定戴維斯將軍也是

如此。 

「諾娃！」 他試著呼叫諾娃。不過他在先前的對戰耗盡力氣，幽能尚未恢

復。其實他現在的力氣只夠睜開雙眼。 

有個聲音響起，讓他瞬間提高警覺。 

「歡迎回來，史東特務。」 



這個聲音低沉溫暖，小心翼翼。史東目光快速游移，努力定睛想找到聲音來

源。接著有人進入史東右側視線範圍：這位禿頭黑人男子雙肩壯碩，裝備兩隻機械

手臂。他把史東當成實驗室標本打量。 

「你是誰？我在哪裡？」 

「我是你的朋友，」那位男子回答。 

「我又不認識你。」 

「我叫萊葛，我是諾娃的戰友。所以我算是朋友的朋友。她吩咐我好好照顧

你。」 

儘管萊葛表情略帶戒心與冷漠，但他流露著和善眼神。他想用和緩平穩的語調

讓史東放下心防。 

史東拉扯自己的束具。「你覺得這叫好好照顧我？」他問道。 

「這是保護你的預防措施。」 萊葛歪著頭說。「當然也是為了其他成員的安

全著想。」 

「我們在船艦上，」史東若有所思說道。 

萊葛的表情毫無變化。拜託，給我點線索吧，史東心想。 

「我現在被囚禁嗎？」 史東再次拉扯他的束具。他若還穿著戰鬥服，要破壞

這些束具簡直輕而易舉。雖然束具開始鬆動，但還要過一陣子才能完全掙脫。 

萊葛在史東床頭慢慢走動，手持醫療掃描器。史東目光跟隨著他，默默拉扯著

束具。 

「應該這麼說吧，你是被自己的內心所囚禁，」萊葛說。「你的記憶被竄改

了。」 



「這對我早已是家常便飯。」  

「你並非人類守護組織麾下成員。你從來都不是。諾娃、戴爾塔、皮爾斯和你

都是臥底特務。你幫助諾娃逃出他們的設施，結果你卻在途中被抓回去。卡洛琳

娜‧戴維斯大概是想利用你，殺得諾娃措手不及。」 

「戴爾塔與皮爾斯，」史東低聲說。「他們沒事吧？」 

「他們都活著。」 

「對特務來說，那是最好的消息，」史東說。 

另一段記憶鑽入他的腦海，他一路殺出人類守護組織的設施。這段記憶真的發

生過嗎？他心想。 

史東搖搖頭。哪段記憶才是真的，重要嗎？是誰竄改這些記憶，重要嗎？史東

就是人形武器，他至今效忠過太多不同主人，已經無法一一分辨。當他純粹聽命行

事，他的世界簡單多了。無論他做過什麼，都不必受到記憶糾纏，也不必面對種種

後果。 

史東試圖殺死諾娃。倘若諾娃真是他的朋友，此舉可真是不太光采，就算他受

到敵方控制至少諾娃沒有痛下殺手就成功制服他，也沒有把他…傷得太重。他卻沒

有打算留諾娃活口。 

「你可以刪除我的記憶嗎？」 史東問。 

「不行。至少現在還不行。」 

這就對了，史東心想。消除記憶對他們是易如反掌，他們卻保留他的記憶，想

必是另有所圖。他們有事瞞著他。他無法徹底相信萊葛的話。 



「諾娃叫我先待命。要等她有機會跟你談過，我才能採取下一步行動。此外，

你身負槍傷、遭受幽能攻擊、輸掉肉搏戰。想必吃足苦頭了吧？」 

「你再說啊，繼續在我的傷口撒鹽，」史東說。手臂束具此刻確實變鬆了。 

「我想說的是，現在你身體虛弱，還得釐清被篡改的記憶。還是休息一下吧。

諾娃完成任務就會跟你談。」 

任務？他們已經攻破戴維斯將軍營房，還有什麼後續計畫？ 

他們要將他押送到自治聯盟，史東心想。絕對沒錯。他更加確信萊葛在撒謊。

他們想讓史東卸除防備，再趁機把他交給自治聯盟。 

史東嘆了口氣。「你說得對。我覺得…好累。」 

萊葛靠近仔細打量史東的表情。史東是高明騙徒，善於隱藏情緒與想法。可是

萊葛的表情並非懷疑他，而像發自內心關切。他似乎真心在乎史東的健康狀況。 

或許他也是演技高超的騙徒。萊葛一生顯然經歷過風風雨雨…大部分自治聯盟

效忠者都是如此。既然萊葛能倖存下來，想必是個聰明人。萊葛能善用才智逃過死

劫，確實是個該提防的敵人。 

「我可以給你東西助你入睡，」萊葛說道。 

史東閉上雙眼。「我不需要。」 他專心調節，讓呼吸變得緩慢規律。等他聽

到醫務室房門一開一關後，就繼續試圖掙脫手臂束具。 

經歷至少一小時掙扎，他渾身是汗，左臂終於掙脫束具，接著右臂也脫困了。

他坐起身來，抓住雙腿束具，闔上雙眼，咬緊牙關，使盡全力硬扯。金屬束具的一

端應聲裂開。 

「用力！」 他咬緊牙根拼命拉扯。 



然後他就重獲自由了。 

史東上氣不接下氣。船艦全員都有任務在身，注意力都被引開了。現在就是最

佳時機，可以救出戴維斯將軍、偷開運輸艇脫逃。甚至控制這艘船艦，把諾娃的船

員交給人類守護組織。也許這樣就能將功贖罪，彌補他在瓦多納的失職。 

史東雙腿下床，一躍而起。整間醫務室開始旋轉，他的視線周圍出現黑點。他伸手

想抓住病床邊緣，可是卻撲了空。 

史東腿軟無力，正面撞向地板。在他臉朝下倒地前，史東已陷入昏迷。 

# 

史東驚醒過來。他渾身大汗，心跳飛快，體內腎上腺素竄流。 

他身處暗室，只見右側寬幅舷窗外的繁星掠過。他已經離開醫務室了。他坐起

身來，這次他刻意放慢動作，發現自己沒被束具綑綁。雖然鼻子陣陣劇痛，不過幸

好鼻樑沒斷。 

「唉，真是太丟臉了，」他大聲說道。「史東竟然輸給人造重力。」 

他說出內心想法，但聲音彷彿從遠方傳來。他甩頭消除睡意，擺脫逼真宛若回

憶的夢境。 

他夢見被野生蟲族占據的城市。蟲族數量驚人，若非人類守護組織及時救援，

他與諾娃早已命喪黃泉。 

他們究竟是獲救？還是被抓？ 

諾娃已經安裝好看守人提供的反蟲族裝置。 



「自治聯盟不是誇口野生蟲族攻擊已不足為懼嗎？不知道怎麼會變成這樣，」

諾娃說道。她往後退開，低頭凝視這個看似無害的裝置。裝置的黃色核心穩定脈

動，都快有催眠效果了。 

「這東西絕對非同小可。製造這種安全設備所費不貲、耗日費時，」史東說

道。 

說到軍事防備，政府花錢可是毫不手軟。幽靈特務計畫或許就是他們願意進行

長期投資的最佳明證：終其一生培訓史東這種幽能人才、發展控制他們的技術，製

造能強化技能與防護效果的裝備。史東突然對他們腳邊的機器有種莫名親切感。 

「如果真能發揮麥斯威爾所說的效用，這項技術將對我們在戰場幫助甚多。為

什麼以前都沒有人跟我們提過？」 諾娃問道。 

「也許是粗心遺漏…或是他們存心欺騙我們。反正我都不喜歡。」 

「我必須查個清楚。這整件事就是不太對勁，」諾娃說道。 

這就是史東與諾娃的眾多差異之一：史東聽命行事，但諾娃總是問個不停。為

了拯救無辜性命，史東執行命令時可能會見機行事，但是他從來不曾抗命。 

身為幽靈特務，上述這些行為都可能害自己提早喪命。 

新安達薩城，史東突然想到這地方。這座城市被蟲族攻陷，但史東直到現在才

想起自己到過此地。顯然他不只到過這裡，他和諾娃還是造成蟲族侵略的罪魁禍

首。 

安全裝置進步到可以消滅野生蟲族…這聽起來就是天方夜譚。但是史東完全無

法想像，人類守護組織會背著自治聯盟，利用他安裝幽能發射器，吸引蟲族攻擊安

提卡主星。而且這還是戴維斯將軍的命令。 



史東緊閉雙眼。不對，這是自治聯盟竄改的記憶。他們想讓他將人類守護組織

視為敵人。自治聯盟一定是趁他昏睡時竄改記憶，儘管萊葛陳述的內容截然相反。 

史東爬下床，測試自己的平衡感與力氣。他身體沒有大礙，只是記憶混亂不

堪。他立馬走向房門。果不其然，門打不開。他把燈打開，查看四周。這間客房採

簡樸風格，沒有多餘家具，只有標準單人床、附帶螢幕的小桌與一張金屬椅。毫無

個人特色，也沒有能利用的工具。 

史東坐下放鬆片刻，啟動螢幕。螢幕限制在新聞頻道，所以他無從得知這艘船

艦的任何情況，也無法聯絡人類守護組織求救。但他可以藉由新聞略知一二。 

他很快就掌握時事近況。各大新聞頭條隨處可見。 

「人類守護組織首腦卡洛琳娜‧戴維斯將軍遭逮」 

「人類守護組織是蟲族攻擊的罪魁禍首」 

「塔達力姆攻擊瓦多納，戴維斯趁機脫逃」 

「戴維斯死亡」 

史東震驚盯著最後一則頭條新聞。他已經來不及了。 

他大略看過報導，可是詳情太少。塔達力姆的死亡艦隊攻擊瓦多納，戴維斯指

揮梅杜莎號逃往隱藏在賽洛斯船塢的人類守護組織基地。戴維斯將軍的部隊在此與

自治聯盟蛇女級戰巡艦交鋒，據說她已戰死。雖然部分內容可能是機密資訊，史東

還是覺得有人在掩蓋事實。 

是諾娃，他心想。他再次瞥向舷窗外移動的繁星。他看不出來這艘船艦要前往

何方，但他敢賭上一個月的薪資，他們一定就在賽洛斯船塢前方。那則報導今早才

剛發布，萊葛的話中也提到任務。 



史東自責未與將軍並肩作戰，沒有善盡職責護衛將軍。 

史東煩躁地推開面前的螢幕。這些新聞有多少可信度？在自治聯盟統治下，要

杜撰新聞簡直比改造記憶更容易。 

他一躍起身，開始來回踱步。他必須離開這裡，奪下這艘船艦。他注視房門，

考慮是否要將門撞開。 

如果我是囚犯，一定會有人看守囚房。在他費力破門而出後，要突破敵人圍攻

會更加艱困。所以他選擇其他策略。 

他敲了敲門。 

沒過多久，房門打開，身穿緊身衫和工作褲的白人男性現身：他是特務 

X20991N，狄奧多‧皮爾斯。這位幽靈特務面帶微笑，但眼神還有些提防。他快速

掃視，評估史東的情況，史東也在打量著他。史東已經做好所有心理準備，至少他

自己這麼認為。 

「皮爾斯，」史東說。 

「你好，史東。很高興看到你能站起來了。你還好嗎？」 

「我好多了。我開始覺得我比較像自己了。」史東低聲說道， 他心想，我在

胡說什麼。史東聚集幽能，不讓皮爾斯用心靈感應探查他的想法。幸好皮爾斯的幽

能比史東弱，只要史東保持防備，皮爾斯不會太早識破他的想法和計畫。 

皮爾斯的優勢是體力狀態絕佳，史東的優勢則是體重級別較高、更加年輕。狀

況好的時候，史東可以發揮驚人耐力打敗皮爾斯。訓練戰鬥中他都是如此擊倒皮爾

斯。可是皮爾斯腰際掛著配槍，而且史東今天狀況極差。 



史東身體虛弱，他與諾娃交手的傷害尚未痊癒，現在不僅無法戰鬥，就連戰鬥

服也沒有。看來他得利用自己對皮爾斯的瞭解，鬥智取勝。 

「幸好你沒事，」史東說。「當初到底發生什麼事？」 

皮爾斯走進來，靠在關閉的房門上。「跟你聽過的一樣。人類守護組織利用我

們。戴維斯將軍欺騙自治聯盟，利用你和諾娃把蟲族引到安提卡主星。她一直都是

人類守護組織的幕後主使她背叛了我們。諾娃查明真相，維勒安追捕戴維斯竄。戴

維斯竄改我們的記憶，讓你、和戴爾塔誤信我們是人類守護組織的忠心成員，負責

護衛將軍。」 

史東緩緩點頭。「這些你都記得嗎？還是他們幫你恢復回憶了？」 

皮爾斯邊摸著自己的短髮邊嘆氣。「兩者皆非。諾娃和萊葛跟我說明我的遭

遇，然後把我帶上船艦。」 

「你這麼容易…就相信他們了？」 

「我相信。在我的認知裡，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史東，自治聯盟救了我們。

事實上，所有幽靈特務的處境都變了。在我們失蹤後，維勒安大帝已修改幽靈特務

計畫規定：未經本人同意，幽靈特務的記憶永遠不會再被清除或竄改。我們現在也

擁有更多自由。」 

史東相當訝異，這這個概念也讓他有點不安，顛覆幽靈特務計畫的根基…也顛

覆他的所有認知。「擁有更多什麼樣的自由？」 

「選擇的自由。」 

史東雙手叉在胸前。「太多亂七八糟的資訊，實在難以消化。」 



「光從他們允許我們交談，就能看出他們的誠意。我們終於能選擇自己要效忠

於誰、採取什麼行動。」 

「也許吧。」 史東感應到皮爾斯在探查他的想法。他沒有完全阻擋，以免對

方提高警覺。他聚精會神將部分思緒分割隱藏，讓皮爾斯聽到一致的內容。「那戴

爾塔呢？她也相信這一切？」 史東問。 

「戴爾塔…」 皮爾斯目光低垂。「她起初無法接受。而在我們登艦後，她選

擇消除自己的記憶。」 

史東猛然倒抽一口氣。「這也能自行選擇，真是太自由了。」 

「但那確實是她自己的選擇。總是會有一些幽靈特務難以承受壓力，無法面對我們

造成的惡果。俗話說，無知便是福，所以消除部分記憶也是算好事，對吧？」史東

咕噥著。 

「記憶消除就是一種工具，槍也是工具，」皮爾斯接著說下去。 

「幽靈特務也是工具，」史東說。 

「關鍵在於由誰使用、行善或行惡。我知道你得消化大量資訊。你比我更頑固

多疑。所以我才會來幫助你。不論你有什麼需求。」 

「好的。」 史東深吸一口氣，接著緩緩吐出。「好的。那你就幫幫我吧。幫

我釐清狀況。所以我們在自治聯盟的船艦上？」 

這是獅鷲艦，其實它並不隸屬於自治聯盟。」 

「你說什麼？」 

「嚴格說來…我們現在不屬於任何陣營。」 



「如果獅鷲艦不屬於自治聯盟艦隊，也不是人類守護組織船艦，那這艘船艦聽

命於誰？」 

「諾娃‧泰拉。」 

史東眉毛上揚。皮爾斯微微一笑，彷彿被這個意外反應逗樂了。 

我到底錯過什麼了？我敢說一定事出有因。就讓皮爾斯感應到這些想法，皮爾

斯本來就預期史東會感到困惑，而他絲毫不須假裝。「諾娃不是效力於維勒安

嗎？」 

「這說來複雜，」皮爾斯說道。「你絕對無法想像。」 

「是很複雜。那我們又該何去何從？」 

史東一生都為他人賣命。政權來來去去，但幽靈特務計畫持續不斷。不論是誰

掌權，該計畫都只有些微調整。 

皮爾斯攤開雙手。「我們有機會展開全新生活。維勒安說，如果我們願意，甚

至還能脫離這個計畫。」 

脫離幽靈特務計畫？這在過去根本不可能。以前大家連想都不敢想。倘若這是

真的…那他可以脫離嗎？從史東有記憶以來，他一直都是幽靈特務。他在這個計畫

長大成人。他就是這計畫的本身。脫離這個計畫，他的人生還有什麼目標？ 

史東聽得皺起眉頭皮爾斯露出馬腳了。皮爾斯宣稱幽靈特務計畫正式結束，這

牛未免吹得太離譜了。或許他們只是說些好消息給史東聽，想讓他放鬆戒備。史東

還是搞不懂他們的立場、不知道他們對自己有何企圖。 



這是要考驗他的忠誠度嗎？既然他們已剷除戴維斯將軍，接著應該會整肅異

己。史東擁有強大幽能，有時記憶消除和再社會化也無法完全成功。這個問題一直

都存在，所以他正試著拼湊矛盾的記憶拼圖。 

若能抽絲剝繭、深入探究，總能發現隱藏的真相。至少能發掘部分真相，或許

找回史東加入幽靈特務計畫前的短暫童年記憶。那是他從來都想不起來的歲月與家

人。 

一直都是如此。他的記憶處處遺漏，有數小時的空白，也有結果不明的行動。

至於尚未遺失的記憶拼圖…嗯，他也完全無從辨別真假。 

倘若萊葛與皮爾斯撒謊騙他、有所隱瞞，或許也是另有原因。當初在戴維斯營

房，諾娃就已經無意殺他。如果他們不能竄改、清除史東的記憶，也不能殺掉他，

一定是他還有利用價值。 

他一定握有他們不願意冒險失去的重要情報。總算說得通了。 

自從史東在這艘船艦醒來，他就覺得一切都很可疑。所以，說不定戴維斯將軍

還活著。 

繼續坐在這裡陪這位老「朋友」閒聊，可是無法查明真相。 

他的邊緣視覺感應到動作。皮爾斯伸手拿槍。史東暗自咒罵。他失誤了，幽能

護盾減弱，讓另一位幽靈特務感應到逐漸高漲的懷疑與焦慮。 

「史東，你還好嗎？」 皮爾斯說話略顯生硬。 

要動手了，史東心想。 



「我只是有點…」 他搖著頭。「…有點頭暈吧？我覺得你應該叫萊葛過

來。」 史東面向皮爾斯，假裝身體往前倒。皮爾斯訓練有素，反射動作般衝過

來，雙手接住史東。 

史東假裝伸手要搶皮爾斯的槍，就讓皮爾斯感應他的想法吧…但史東其實不打

算奪槍，只是要阻止皮爾斯先下手為強。皮爾斯扭轉身軀拔槍時，史東早已抓住他

的右前臂，賞皮爾斯一記過肩摔。 

皮爾斯重重落地。他氣喘吁吁，正要重整攻勢，此時史東抓起唯一有沒固定的

家具，就是那張小桌前的金屬椅。他拿椅子砸向皮爾斯頭部。 

皮爾斯滾開迴避，攻擊落空，椅子斷裂。強烈衝擊力道讓史東雙臂發顫。他咬

牙切齒，緊抓著椅子殘存的背襯和後腳。他手持兩隻金屬椅腳充當臨時短棍。這可

以作為武器。 

皮爾斯俐落後退起身，掏出手槍。 

「別動手，」皮爾斯說道。 

「我們已經動手了。」  

「為什麼？我不是你的敵人。我們只是想要幫助你。」 皮爾斯開口時也將這

些話送進史東的意識，彷彿他能夠說服史東。 

「我就是不相信這一點。」 史東向皮爾斯猛撲。 

皮爾斯開火，可是史東向後翻身跳開，子彈只擦傷他胸口。他繼續翻身逼近皮

爾斯。史東猛揮其中一根短棍，擊中皮爾斯肋部，另一隻則擊中他的手腕。皮爾斯

爆粗口，手中的槍被擊落。 



史東想用兩根短棍夾擊皮爾斯頭部，但對方低頭閃躲，兩根短棍相擊，發出刺

耳聲響。史東掃腿一踢，讓皮爾斯拿不到那把槍。槍快速滑到桌下。皮爾斯擒住史

東伸長的腿，向上使勁一拉，讓他後仰倒地。史東重摔在地，雙棍脫手。 

「夠了！」 皮爾斯將怒吼思緒傳進史東腦袋，大聲到足以穿透他的護盾。足

以讓他暫時視線模糊、迷失方向。等到史東視覺恢復清晰，一根短棍已經落入皮爾

斯手中。他雙手橫持短棍，逼向史東頸部，重壓他的鎖骨，將他制伏在地。還用單

腳膝蓋抵住史東胸口，讓他痛苦不已。 

「你們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 史東咕噥著。 

皮爾斯稍微放輕力道。「不要再打了。讓我們幫助你。」 

史東想放聲大笑，卻只發出沙啞乾咳。「為什麼大家突然都想幫助我？你們一

定有所陰謀。」 

他們串謀想取得他的信任，如此一來，不管他的腦袋藏著什麼情報，他們都能

任意取得。但是什麼情報會這麼重要？倘若他身懷關鍵情報，那就是連他自己都不

知道的祕密。他連正確答案都不知道，實在難以答題。 

「我瞭解。我們都已經習慣遭人利用。事情不是這樣的，史東。不必如此。」 

史東不斷盲目摸索，直到右手靠近另一支落地短棍。他手持短棍用力向上揮

擊，正中皮爾斯的太陽穴，力道大到足以讓皮爾斯暈眩鬆手。史東把對方推開，踉

蹌站起，氣喘吁吁。 

「你想去哪裡？」 皮爾斯大吼道。他摸著頭側，瞄了一眼指尖鮮血。他把手

上的血抹在身上襯衫。「你不能離開這艘船艦。」 



誰說我要離開這艘船艦了？ 史東心想，不在乎皮爾斯是否聽到。假如戴維斯

還是這船艦上的活囚，他就會救出戴維斯，劫持這艘船艦。假如戴維斯已死，光是

奪取獅鷲艦還不足以洩憤，他要消滅諾娃這個威脅，替戴維斯之死報仇。這將會重

創自治聯盟，提振人類守護組織士氣。 

然後史東陷入猶豫。他搞不清楚自己效力於誰，為何而戰。如果新聞屬實…戴

維斯已死，人類守護組織遭到殲滅，那他就是自由之身。如果皮爾斯所言屬實，他

曾是自治聯盟的臥底特務，如今身處於獨立勢力船艦…那他就是自由之身。。他將

來究竟要為何而戰？ 

皮爾斯再度用短棍擊向史東，史東不假思索用自己的短棍抵擋。他繞著皮爾斯

滑步移動，這是他在幽靈特務學院習得的劍道步法。 

生存下去。 那是現在唯一值得奮戰的目標。假如他能在突圍求生時發現真

相，那就更棒了。 

史東以迴旋踢擊中皮爾斯肋部，可是皮爾斯迅速以短棍反擊他的膝蓋與脊椎，

讓史東狠狠跌在地上。他一躍起身，痛得表情猙獰，繼續戰鬥。他們一來一往過

招。出擊、格擋、猛攻，打得不分上下。 

史東的幽能等級與戰技都勝過皮爾斯，但他舊傷未癒，思緒記憶混亂。 

所以才會僵持不下。他們身在屋內兩側，緩緩對峙繞行，等待對方露出破綻。

這個簡樸房間毫無掩護，誰也沒有優勢。只有兩位訓練有素的幽能殺手。 

有兩個人…還有一把槍。 

皮爾斯垂頭喪氣。「我搞砸了。我告訴諾娃我能說服你。我以為能幫助你恢復

記憶。」 他伸手去拿腰際的對講機。 



「等等…」史東說。 

「萊葛，」皮爾斯對著對講機說。「情況不妙。看來諾娃必須…」 

史東鑽到桌下拿槍，然後舉槍瞄準皮爾斯。他的手指緊繃貼著板機。皮爾斯與

他暫時四目相對。 

「你不會對我開槍的，」皮爾斯心想。 

「滾出我的腦袋！」 史東開槍，想像子彈貫穿皮爾斯顱骨的畫面，但子彈驚

險飛過皮爾斯頭上。皮爾斯連忙蹲下閃避…史東趁機奔向房門。 

皮爾斯進來時沒有鎖門。跟危險囚犯對話時千萬不能大意啊，史東心想。可是

他現在沒時間仔細考慮了。他聽到穿重靴的奔跑聲從右方逼近。他拍打門鎖面板。

房門關閉，他瞥見皮爾斯衝向房門。史東射爛門鎖面板，讓門無法解鎖，然後往巡

邏部隊的反方向逃逸，他隱約聽到皮爾斯在他身後捶著房門。 

# 

受困密室、手無寸鐵，身無戰鬥服，史東能採取的行動十分有限。但只要讓他逃出

船艦囚房，艦上充滿死角、黑暗走廊、隱蔽入口、門鎖面板與通道，對他來說簡直

如魚得水。即便沒有匿蹤技術，幽靈特務也能暗地前進、暢行無阻。 

儘管所有船員都收到警告，知道史東持槍逃逸，他還是可以悄悄繞過他們，必

要時也能壓制他們。他很快就發現大部分船員沒有戰鬥經驗，至少從沒機會好發揮

他們戰鬥訓練所學。史東發揮本領，獲得第二把槍、一套船員制服，還有一具對講

機。雖然他可以利用這具對講機竊聽船上通訊，但此舉會讓他轉暗為明，說不定還

會暴露行蹤。 



史東偷偷尾隨一位年輕緊張的工程師快速穿越走廊。史東與他同時邁出腳步，

不洩漏腳步聲，但他的步伐較大，很快就拉近兩人距離。等到這位工程師驚覺轉

身，他已經緊逼這位倒楣船員。工程師發現史東，正要張嘴呼喊…史東就緊抓他的

左肩，右手摀住他的嘴，把他按在牆上。這位工程師被摀住的嘴喘氣抽蓄。 

「真抱歉，會痛嗎？」 史東說。「我問話，你回答，否則保證讓你痛不欲

生。」 

工程師睜大雙眼。他點頭回應。 

「好。」 史東把他拉進一個房間，那是空無一人的水耕實驗室。他放開工程

師，雙手叉在胸前。他甚至不用抽出手槍，工程師知道自己絕對敵不過他。 

「現在回答我。這是什麼船艦？」 史東問。 

「獅鷲艦。」 工程師一邊咳嗽，一邊揉著喉嚨。 

「誰是指揮官？」 

「諾娃‧泰拉。」 

史東挑起一邊眉毛。這證明皮爾斯所言不假，這位工程師無法施展幽能護盾，

史東可以輕易看穿他的想法。他說的是實話。 

但是這根本毫無道理。為什麼維勒安要給諾娃這艘船艦，還讓她的行動不受自

治聯盟控制？她為自治聯盟立下彪炳戰功，是幽靈特務計畫有史以來的最強特務，

與莎拉‧凱莉根齊名。 

維勒安不會輕易送出這麼重要的船艦，但這或許是他為自己打的如意算盤。給

予一些自由，略施小恩，讓諾娃擁戴他的統治。不管她承認與否，諾娃十之八九都

被他利用了。 



「現在諾娃身在何方？」 史東問。 

「我不知道。也許在艦橋？還是她的營房？」 

「那戴維斯將軍呢？」 

工程師不敢置信地看著史東。 

「卡洛琳娜‧戴維斯？」 史東催促他回答。「他們把戴維斯關在哪裡？」 

「戴維斯死了。到處都有新聞報導。」 

這次他也沒說謊，但也有可能是他自認所言屬實。 

史東保持鎮定。戴維斯的死訊並未讓他感到激憤，只是微怒。倘若他真心效忠

於戴維斯的大業，應該不會是這種反應吧？他已經習慣控制情緒，不讓自己感情用

事，但他畢竟還是擁有感覺。可是現在呢？他毫無感覺。 

史東突然確實有所感應，但那非來自他的內心，而是另一個幽能存在。他不讓

對方讀取他的想法，可是這股幽能正在逼迫他吐露思緒，他認出這是誰的力量。是

戴爾塔。 

她的幽能等級為 7，與史東等級相同，可是她的力量更強，是少數擁有心靈傳

動能力的幽靈特務。如果她持續進攻，史東的護盾遲早會被她攻破。可是她竟然收

住攻勢。 

然後史東發現自己的失誤。 

那位工程師的幽能等級低，無法抵抗他人透過心靈感應讀取思緒；如今，工程

師發現了史東…就彷彿無意間不斷廣播著他們的位置。 

「該死。」 史東壓抑想要槍斃工程師，打斷心靈連結的衝動，最後決定將其

擊昏。他對此人感到內疚同情，不過他現在也顧不了這麼多。 



史東打開偷來的對講機，聽到萊葛的聲音「…已鎖定位置。準備緊急關閉第三

層甲板維生系統，3 分鐘後開始減壓。」 

史東丟下工程師，查看四周。他們位於第三層甲板。對方顯然想要把他逼出

來。他得找到一套太空服，或是逃到另一層甲板。如果史東沒有打暈工程師，就能

靠他帶路。如果史東把他留在原地，他將缺氧而死。 

史東低頭看著昏迷的工程師，嘆了口氣。史東彎腰將他扛在肩上。 

走廊燈光開始閃爍紅光，溫柔的電腦語音開始倒數：「2 分鐘後開始減壓。」 

史東肩上扛著工程師，擔心這會引來更多關注。史東盡量躲在暗處，幸好船員

慌張疏散，沒有人注意到他。史東與別人方向相反，在走廊快速前進，直到遇見上

鎖的甲板艙門。那裡有一道階梯…通往下層。 

「1 分鐘後開始減壓。」 

他若想與諾娃交戰，他就得前往更高層的主甲板艦橋…但其他船員也往那裡集

合。他認為運輸艇機棚絕對在下層，那應該是最佳的逃脫選擇。 

「改天再戰吧，諾娃，」史東喃喃道。 

他丟下那位工程師，開始轉動把手解鎖艙門。打開艙門後，他再次扛起失去意

識的工程師，費力走下狹窄階梯，準備在下層進行交戰。可是第四層甲板的通道空

無一人，與上層閃爍相同的紅光。 

「30 秒…29 秒…28 秒…」 

史東這次放下工程師的力道較輕，然後連忙走上階梯。他關閉艙門，將門鎖轉

緊。 



對講機傳來萊葛響亮的聲音。「準備緊急關閉第二層與第四層甲板維生系統，

即將開始減壓。」 

「可惡！」 史東喊道。他們是來真的。他們將他困在船艦下層，讓他無法連

闖三層前往安全地帶，更別說他還帶著一大累贅。也許史東可以躲進這層的某個密

封房間，就這樣等他們自己送上門。 

「3 分鐘後開始減壓。」 

他查看階梯旁的標示，心中湧現希望。他還不打算束手就擒，他一定要讓對方

後悔把他逼到下層。 

運輸艇機棚確實在船尾甲板…但軍械庫就近在前方。 

史東再次扛起工程師…這傢伙竟然變得更重了…接著他按照箭頭指示前往軍械

庫。至少工程師的掌紋可以用來開門，這才不枉費史東費力扛他。 

史東曾潛入數十艘船艦的數十座軍械庫，外加他遺忘的數十座軍械庫。他知道

戰鬥服平常的擺放位置，想不到他竟在這裡找到自己的裝備…而且全部都經過整

修。他開始仔細思索…如若要把他押送回自治聯盟，何必整修他的所有裝備？ 

「2 分鐘後開始減壓。」  

電腦語音打斷他的沉思，他現在沒空探究這一點。 

他立刻穿上戰鬥服，戴上頭盔。他露齒笑著。他覺得現在這模樣才像自己。打

從他首次在艦上醒來，他一直感到心神不寧。現在他終於明白，原因不完全是因為

他的記憶錯亂、真假難辨。這是名符其實的貼身戰鬥服：不僅就像第二層皮膚般服

貼，更像是身體的延伸。戰鬥服能讓他凝聚幽能、增強力量。更重要的是，幽靈特

務只要穿上戰鬥服，就會像回家般放心。 



普通人會恐懼、追捕與歧視擁有幽能的人類。儘管幽靈特務計畫充滿瑕疵與道

德爭議，至少也讓他有家可歸。也給了他目標。該計畫接納他們的身分與能力，將

這種遭人排擠、難以控制的力量變成能創造戰略優勢的珍貴天賦。若不是這項計

畫，史東一生都得躲躲藏藏。在這項計畫中，隱藏自我不再是唯一選擇，而是一種

戰鬥技能。 

而且他不只想要活下去。只要善用這個力量，他就能造福他人。讓他的生命具

有意義。 

現在他可以完全施展實力，引出幽能，增強攻擊力與防禦力。他覺得自己現在

無所不能。他當然也能承受減壓環境。就算船艦上沒有氧氣，他也能夠呼吸。 

「60 秒後開始減壓。」 

史東拿了件標準太空服，把工程師塞了進去。史東的動作比先前更迅速果斷。

史東幫工程師戴上頭盔，在倒數歸零前幫他穿好太空服。 

「3…2…1。」 空氣即將被抽到外太空，史東準備應對強烈氣流。 

結果什麼也沒發生。 

史東幫工程師脫掉手套，用他的手按壓軍械庫操作面板，解開電腦門鎖。所有

甲板顯示為綠色，正常運作。 

難道他們取消行動，好讓更多人員能夠疏散？還是他們虛晃一招？但這是為什

麼呢？ 

也許他們希望史東四處竄逃，洩露行蹤。可是卻把他引來這裡取回戰鬥服。 

他想到一個老笑話：沒有戰鬥服的幽靈特務是什麼？ 

死人。 



全副武裝、軍火充沛的幽靈特務十分難纏。若想逮到他們，就要盡量讓他們遠

離戰鬥服。 

史東把穿著太空衣的昏迷工程師留在軍械庫。為了以防萬一，他開啟匿蹤裝

置。他溜進外面的通道，想前往甲板另一端的運輸艇機棚。他馬上發現異狀，雖然

掃描器沒有任何發現，他卻感應到…  

另一股幽能的存在。但是他一直無法定位或辨別對方。直到這位幽靈特務在他

右側解除匿蹤。 

是特務 X10128B。戴爾塔‧安博拉克。 

「你好，戴爾塔。」 史東解除匿蹤，轉身面向她。她沒有取出武器。她雙手

舉高，表示自己無意傷害史東…此舉說來也矛盾，畢竟身穿戰鬥服的她本身就是武

器。 

「史東，你可真忙啊。你現在覺得如何？」 史東的護盾無法持續抵禦她的心

靈感應，所以他也不想白費力氣。 

「現在好多了。」 他活動著手臂。「你們有何企圖？為什麼要引我取回戰鬥

服？」 

「這樣我們才能好好談談。」 

「我不懂，」史東說。「不管你想說什麼，我都沒興趣。皮爾斯說過，你選擇

清除記憶…我無法完全相信你現在的判斷力。」 

「反正你也不相信自己的判斷力。我經歷過你現在的處境，史東。我們有過相

同經歷，而我就是靠這樣才有辦法繼續走下去。」 

「你為何要來這裡？你有何目的？」 



「是我叫她來的。」  

史東聽到諾娃的聲音旋即轉身。他看不到諾娃，但她一定就在附近。她直接對

著他的意識說話。 

「諾娃！你在哪裡？」 

「我們只想幫助你，史東。你可以自行選擇，就跟皮爾斯與戴爾塔一樣。就跟

我一樣。戴維斯消除我們全員的記憶。不要放棄這次機會。我知道你很害怕…」 

「我才不會害怕，」史東說。 

「但我當時很害怕，」諾娃說道。諾娃就在史東面前解除匿蹤。現在他被夾在

諾娃與戴爾塔中間。 

諾娃聳聳肩。「老實說，我大多時候還是會害怕。可是我從未停下腳步。我先

擬訂計畫，然後一步步落實。」 

軍械庫的門開啟，皮爾斯穿著戰鬥服走出來。 

「你剛剛那招可真高明啊，史東，」皮爾斯說道。「你饒了我一命。」 

皮爾斯一定是傳送到軍械庫。如今敵我數量懸殊，史東寡不敵眾，幾乎被團團

包圍。他知道只有一種脫困方法。 

「這正是我想說的，」諾娃說道。「你以為只有一種脫困方法，其實你擁有許

多可能。」 

「我很討厭你讀取我的想法，」史東說。 

「我知道。」 諾娃露出一抹微笑。「而且我瞭解你，史東。老實說，現在我

對你的瞭解，可能勝過你對自己的瞭解。」 



「幹嘛這樣大費周章？」 史東轉身注視戴爾塔和皮爾斯，然後回頭看向諾

娃。 

「你需要時間釐清記憶。我們知道，讓你躺在醫務室、把你關在房內，都無法

讓你恢復記憶。你什麼也不會相信，除非讓你自己找出真相。」 諾娃單手插腰。

「一如往常，你喜歡硬派作風，我也尊重你的風格。但你這種習慣可能也會自取滅

亡。相信我。」 

「相信你…」 史東搖搖頭。「所以這是一場測驗？要看我會採取什麼行

動？」 

「我早就料到你的行動，但還是得演這場戲。史東，我們是幽靈特務，往往都

無權決定自己的任務，但你無時無刻都在守護他人。即便此時你確信自己淪為囚

犯，你還是沒有殺死皮爾斯…」 

「其實他也沒造成什麼傷害。」 皮爾斯嗤之以鼻。 

「嗯哼，」諾娃說道。「就算奧斯洛拖累你，你還是選擇保護他。」 

「奧斯洛又是誰？」 

那位工程師走到軍械庫門邊，一手按著頭側，露出難為情的微笑。「是我。我

叫奧斯洛。我確實被打傷了，但是我還活著，謝謝你放我一馬。」 

「不客氣…，」史東遲疑說道。 

「我可以去找醫生了嗎？」奧斯洛說。「我確定我絕對有腦震盪。」 

史東皺起眉頭。 

「皮爾斯，帶他去醫務室，」諾娃說道。 

皮爾斯點頭回應，陪同這位蹣跚的工程師從走廊離去。 



「那為什麼要把戰鬥服還給我？」 史東說。 

「要證明你可以選擇。如果你想開戰，至少我們能公平打上一場，」諾娃說

道。「這是你應得的待遇。」 

「二打一，公平嗎？」 史東問。 

戴爾塔露齒笑著。「我是來欣賞諾娃痛扁你的。」  

「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史東說。可是她說得沒錯。 

「當你處於最佳狀態，我都能打敗你了，」諾娃說。 

「你明明有機會，卻沒有下手殺我。」 

「當時你被敵方控制。」 

「仔細分析你對於人類守護組織與自治聯盟的所有認知，」戴爾塔說道。「先

不管你擁有什麼記憶，你想要加入哪個陣營？利用幽靈特務，危害無辜生命，只為

操弄輿論、牟取政治利益的那個陣營？還是保護人類不受蟲族侵犯，給予所有人…

還有幽靈特務…選擇自由命運的那個陣營？」 

「你該不會以為，我會笨到相信自治聯盟突然開始在乎幽靈特務的死活，」史

東說。 

「也許他們無所謂，但是我很在乎，」諾娃說道。「我不會讓你誤入歧途。」 

「人類守護組織保護所有人類同胞不受外星種族迫害。他們是對抗蟲族與塔達

力姆的最大功臣，」史東說。可是這番話連他自己聽來都覺得空洞。 

「他們利用野生蟲族讓人民質疑維勒安！」 諾娃怒斥道。「他們摧毀安提卡

主星，泰拉朵四號星…他們危害他人，再假裝成救星，過程中害死無數平民。我們



發現人類守護組織真正的陰謀後，你還試著阻止他們。因為那正是你的為人，史

東。你無時無刻都試著幫助他人。」 

史東歪頭聽著。有時他必須尋找可能的答案：最簡單的答案往往就是正確答

案。這一切若非騙他背叛人類守護組織的複雜詭計，諾娃確實展現十足誠意，他應

該相信諾娃。他必須忽視自己的記憶，也無法相信這些記憶。他要憑靠直覺判斷，

依據此時所見所聞與現有情報。 

基於種種考量，他必須接受自己是自治聯盟特務，而卡洛琳娜‧戴維斯將軍已

自食惡果。 

「我們可以選擇要成為怎麼樣的人，」諾娃說。「這是你自己告訴我的。這段

話不是被篡改的記憶…而是你親口所說的。倘若你什麼也不信，至少相信自己說過

的話吧。」 

也許真相已不再重要。他必須離開這一切，追尋自己的真相。 

「好。」 史東舉起雙手。「我洗耳恭聽。你打算怎麼做？把我交給自治聯

盟？你要把我帶去克哈星嗎？」 

「我不為自治聯盟效力。我們都不是。那都是過去了。我不想帶你回克哈星，

史東，除非你想去那地方。你想要什麼？」 

「從來沒有人這樣問過我，」史東說。「至少我記得沒有。」 

「這個嘛，是該有所改變了。」 

# 

史東醒來。他已回到醫務室。這次他完全知道為何會身在此處。他自己選擇來到這

裡。 



他從床上坐起，馬上注意到不同之處。他的幽能不再受到束縛，他已是自由之

身。 

「真的辦到了，」史東低語道。 

「手術非常成功，」萊葛說道。 

史東轉頭看見萊葛與諾娃走近床邊。 

「你還好嗎，史東？」 諾娃問。 

「我從沒有過這種感受。」 他可以清楚感受到諾娃的存在。他也能完全掌握

戴爾塔與皮爾斯在艦上的位置。他可以感受到幽能等級各異的全體人類船員。他對

於自己與周遭環境的感應，遠遠勝過戰鬥服內的感應器。 

「我曾想過自己醒來後，可能又被竄改記憶，或是被關進自治聯盟的監牢。但

你沒有欺騙我，」史東說。 

萊葛拿起一團電路線材。「你想要這個紀念品嗎？」他問道。 

史東搖頭…然後他立刻後悔了。 

「太棒了！我又多了新收藏。舊時代幽靈特務的硬體設備可是稀世珍寶、迷人

古董啊。」 萊葛把那裝置塞進實驗袍口袋，自得其樂。諾娃一臉反感看著他。 

她靠近史東，壓低音量。「你確定要這麼做嗎，史東？」 

「你現在才說有點晚了吧？不過，如果我要脫離幽靈特務計畫，我認為這是最

好的選擇。」 戴爾塔說過，史東可以選擇加入自治聯盟或人類守護組織。然而，

如果他想要獲得真正的自由，那兩者都不該選擇。尋找全新生存之道絕非易事，但

就像諾娃與獅鷲艦船員一般，自己的路要靠自己闖盪出來。 

「別忘了先跟自治聯盟通訊，」萊葛說道。 



諾娃翻了一下眼球。 

「發出正式通告吧，」萊葛接著說。「你的抑制器已拆除，你的所有記憶遲早

都會恢復。」 

這讓史東頗為憂心。他擔心想起自己殺害的對象，面對逐漸浮現的真相。儘管

如此，他寧可選擇展開全新生活，而非繼續受困牢籠，活在永遠無法醒來的夢境。 

他渴望覺醒。 

「這裡永遠歡迎你，」諾娃輕聲說道。「我們會需要你的力量。總得有人守護

宇宙、維持和平。」 

「我當了一輩子的幽靈特務。我想過一下自己的人生。畢竟…我得查出我到底

是誰。好好瞭解…自己。」 

諾娃點頭。「我明白。你現在有何打算？」 

史東往後一靠，面露微笑。 

「等你們讓我下船後，我就會發揮幽靈特務的看家本領：消失無蹤。」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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