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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金會 前言

簡介的描述一開始只是開玩笑，為了博取眼球。雖然我好鍾意咁樣嘅奇怪設定，但現實我不可能同意
抽乾或填掉維多利亞港，因為弊大於利 。
香港基金會的世界觀內，第一階段香港下城的範圍由維多利亞港的中航道近航道交匯處至東航道入口
的位置為邊界，即是由西區海底隧道直至小西灣對開的藍塘海峽。
不去談及一切社會、文化及環境因素，
原因只是因為就算技術條件可行，該方案並不會切合成本利益，那怕衡量指標與深圳河對岸的各大城
市一樣只采用經濟指標作計算。

為何不抽干維港開發垂直空間？因為維港水深不足，維多利亞港被稱為水深港闊亦是錯誤的，原因實
在太淺。
事實上，自一八八零年香港首次的海港挖深工程以來，維港的海床維護工程就從未間斷。根據2013
年的紀錄，維多利亞港的平均水深為12米（維基百科/維多利亞港/中文,
2018），在當代萬噸級貨船動輒水深食水九米、十米，乃至食水二十米的30萬噸級貨船面前，海港
航道海床深度的維護工程已經是必須的。其中，那怕是最深的鯉魚門海峽亦只有約40米的深度。（
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
2004）第一階段下城區邊界位置的西區海底隧道及藍塘海峽，其平均水深分別大約為12米及18米。
水下空間開發與水面空間擴張（填海）的工程難度有著根本性的差別，若果真的擁有著抽乾維多利亞
港三千公頃面積的能力，這個開發其海床上垂直空間的技術條件，亦意咪着可以在任一香港的淺層水
域進行開發。那麼，有必要進行這個需要犧牲一條主要航道的工程方案嗎？ 

香港開埠走過百多年，總填海面積超過六千公頃，其上居住了香港超過四分一的人口，可以說香港史
就是一部填海史。儘管土地問題能夠決定香港人每日放麵包嘅空間，但是作為科幻故事，我希望會寫
到嘅文字是荒誕的、詭異的、令人咋舌的。我寫這個故事的初衷是因為想描寫一下海洋，純粹是因為
看港台紀錄片的時候覺得香港的海底真的很美，結果在故事設定的構思上越走越遠，好像是吸了大麻
一樣，參了科幻元素、EVA的第三新東京都市及SCP基金會等等。



設定圖示 - 你我心知肚明（吹到唔合理

Google Earth 測量工具，
香港下城 - 第一階段範圍





政府測量處香港 1:8000 地形圖，
海港東部 - 南塘海峽處截圖





政府測量處香港 1:8000 地形圖，
海港中部 - 西區海底隧道處截圖







引用圖片及照片產權為上述機構所有，
若相關引用已觸犯 貴方權益，
你想我唔用我咪刪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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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冇睇過海底兩萬里呢本小說呢？”
“好啦，我知大家都冇嘅。”
“所以呢，大家都收起你本香港歷史，依家係小吳老師時間，就畀5分鐘我啦～
“係19世紀被稱為科幻小說之父嘅凡爾納代表著作有環球世界八十日、海底兩萬里、地心探險紀同
神秘島等等。”
“其中，老師我最鍾意嘅就係神秘島，不過，我今日想提到嘅海底兩萬里就引人入勝得多。”
“話說佢維基百科張相都影得幾型幾瀟灑吓嘅，各位同學不仿上去J下佢架。”
“海底兩萬里故事背景發生喺12寸後炮先至係啱啱發明嘅年代，即係你哋同阿爺個阿爺個阿爺阿爺
個阿爺個阿爺（x6）仲留緊尾辮係清朝嘅時候。”
“故事就話係印度呢個咩都唔多，但人同錢就最多嘅國度有個王子。呢個學富五車，富到本身有國，
而且有一大班忠臣小弟嘅高富帥有一日就厭世，就做咗世界上第一架鋰電池動力深潛潛艇避世但畀人
發現咗後，挾持住個人質環遊四海嘅故事。”
“當然，我相信我校嘅各位同學起碼都應該有返一兩架潛水艇嘅。但對於18世紀嘅普通人呢講，就
好似我哋近排好Heat嘅月面地球村研究基地咁，除咗知個海入面有魚，就一無所知啦。”
“當年一班吃瓜群眾睇完本小說之後都傻晒，因為佢哋從來唔知道海底係咁樣嘅風景。各位同學注意
一下，我講嘅海底風景係自然珊瑚礁喎，連你哋遊船河時都未睇過㗎。”

“好啦，問題時間。”
“你哋認為加州條太空電梯起咗出嚟之後，你哋退休上月面中立地域旅遊會唔會都嚇到傻呀啦？”
“屌你啦阿Sir，打完呢場仗，美國嗰邊都唔知起唔起得成啦。”
“得啦得啦好好好，啱啱啱你啱，坐低坐低唔好咁激動。”
“好，咁除咗要交每周自由課題之外，記得後天星期五仍然有你哋最愛嘅香港歷史堂喎～我大概會同
你地講一個鐘頭嘅雜B雜巴野，跟住再做一個鐘頭嘅activity。都係嗰句，上我堂只會縮鐘，唔會加鐘
。與其渾渾噩噩一粒鐘，不如生不如死兩粒鐘。”
“落堂！”

一如以往，我林俊傑都係第一個沖出班房嘅。時間係下午三點，我衝返公司仲可以玩幾個鐘頭煮飯仔
，八點先返基金會報到都唔遲♂。兩層樓梯後，要沿橋路前進五十米。右轉出大街用代步裝置由太康
街頭去到街尾再上扶手電梯，三層位置等小巴。
這時候，通訊來電。我急忙從衣袋裹掏出課堂上才脫下不久的眼鏡戴上。
“嘻～你喺邊啊？哦，西灣河啱啱放學。你今日早少少過黎一趟叉，我想你同我去一趟果洲幫自動系
統做檢測。”Kai博士用好輕佻嘅語氣咁講。
“其實你呢可以早少少話俾我聽，咁我咪唔使跑多一層囉妖你。“搞到我好想揼佢。 
收咗佢線之後，我就去最近的大廈坐電梯，極速落到第八層，咁作者咪可以唔使寫境囉～
反正就喺在輕盈代步工具普及的今日，短程的快速步行已經被簡單套在腳上就能快速推進的助行器取
代，畢竟不需要跑步而出到成身大汗，道理就同上世紀踩單車一樣。 
東龍洲作為基金會在兩個世紀前的水下Aphla site,
現如今的位置就更加深，所以要在接近原初下城區的海床平面層坐車經石澳個邊過去。
景色，反正經過咗好多高樓大廈，在上世紀香港嘅樓有山咁高。於我呢個在下城土生土長嘅下城東區
人呢講，依家嘅樓同樣起到密密麻麻，每幢接近下城的穹頂柱樓咁高囉，無咩分別。

“YO～咁快嘅，我冇估到喎。 ”Kai子博士已經在船塢的入口向我招手 



廢話少講，開船！
由於每個故事都要有一個博士，作者亦都唔知改咩名好，而由於佢過去行為舉止好戇鳩，所以我鍾意
親切地稱呼佢Kai子。
在我們踏上移過來的機械扶梯，進入Kai子博士從基金會發配所得的玖零年代潛艇後，我倆一同走到
船頭控制面板位置拿起已經解鎖的海員眼鏡戴上。
”研究員識別成功。“
”二級研究員林俊傑個人設定加載。加載完畢。“
瞬間，藍光線條組成的操作介面在我眼前展開。
”請報告潛艇狀況。“
”一星期前的指令已經完成執行。三級研究員李逸君於1小時前指令裝攜一台三級環境堪察模型指令
模塊已經完成。潛艇處於最優狀態，可以隨時出行。“
”咁好呀唔該曬Siri，我哋要去果洲4號實驗農地。”
“航行路徑設置成功，航程約20分鐘，入座後即將起程。”
坐上座位以後，艙門關閉鎖起，微弱的引擎轉動聲姍姍傳來，而架起潛艇的機械臂亦開始將我們緩緩
降下。
撲通。
監察光幕開始投射環境實況。
“一號船塢管制室已經接受玖零年代潛艇出航申請。玖零年代潛艇航行日誌更新完畢。”

二十分鐘後。
因為作者懶得寫景，所以我哋轉瞬間就到咗啦。
水下農地的內部環境同實驗室十分類似，因為海平面以下三十米的地方都不可能會有蟲蟻、天氣影響
以及真菌（提種菇嘅人都同我企去牆邊罰企！）。
豎向的空間結構使這個水下建築仿似個垂直農場吧？全自動化操作對於一時一個鬼主意的我們有好有
唔好，畢竟我們使用的系統只是具有生物科技產品開發能力的高級商業用設備，為咗自我關愛我哋兩
個三五七時就左改右改指令，熱愛工作嘅ADHD，亦只能用半人手操作，機器人維護咁嘅笨方法黎迎
合我哋嘅需求。
事實上，這個倒立高二十米的圓錐形建築物本身並沒有與潛艇的接駁功能，除了頂部距離海平面十米
的緊急出口，物資運送及人員進出都要依賴外接的加壓機船。所以早在我們抵達之前，這個似是海下
浮台功能的流動加壓艙房經已完成對接，等待指令者的到來。
“今日你學校講咗咩內容啊？”
“又想攞料呀？好叉，但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要答咗我先架。”
“願聞其詳。”
“我哋兩個乖乖哋做科研唔好咩？雖然話幫上頭做野，但都無落死命令，作者都只喺想寫純科幻咋喎
。”
“……”
作為基金會論壇上的活躍會員，同時亦有筆下人物的氣運加身，本公子我十分幸運成功加入為基金會
一份子，並擔任研究員。
同時間，我亦作為國家情報局一隻派入黎做科研方向交流嘅明棋。只能夠講，有時有父蔭，都唔喺好
事。
已經踏入流動駁艙的Kai子博士收住腳，似是猶豫，人又原地退回來說。
“換完潛水裝再入去講。”
“吓？！”
“講你就做，唔好問咁多。”
“你唔係想陰鳩我掛……”
話口未完，Kai子已經在他的個人眼鏡用三級權限解除了浮室的警報及逃生系安全鎖，催促我別麼麼
唧唧似是個藝人化妝一樣。



作為重覆使用的流動接駁艙室，使用頻率比起指定單位的水下研究室高得多。所以除了基本的救生衣
及滯浮用的浮圈，亦配備三套附有人工水肺的潛泳套裝。
着衫過程就唔寫啦，我怕羞。反正就喺人工水肺、保溫衣同浮升衣一式三件。
橙色潛水裝的Kai子走在中軸位置往下的旋轉樓梯，目的就是想令到控制中樞與他手上抱著那個，手
提箱似的裝置達成聯網，那個三級環境堪察模型指令模塊。借用聯網的微生態調節平台及種植平台，
檢查模塊的工作效率比起只依靠原有附帶的兩台無人機高得多。
在新香港海岸計劃中同業了一年，我很清楚Kai子與我有着共同的目標，都喺想大圍好，希望真喺做
到重建海岸線嘅人黎。
喺呢個時候，我無想像過跟住會發生嘅事，一場JJ的奇妙冒險即將展開。作者同我承諾過唔會三集內
死主角，所以大家放心期待吧！

若有少少期待，可以facebook搜索粉絲專頁
[在高樓大廈上吹泡泡的人]，認準頭像可愛的火伊貝催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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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小時過後，外界的天空染成昏黃，但散射的光線無法穿入十五米高水層及半米厚玻璃幕牆組成的多
重折射面。
透過玻璃幕牆我看向遠處，在黑夜的籠罩之下，海底森林工程在海床邊緣種植的人工珊瑚礁已經無法
被目視。
雖然着住潛水衣做研究唔係咩新鮮事，倒不如說保暖能力一流，薄薄的一層碳纖維，已經能夠令我在
入夜的海底農場裹有暖烘烘的感覺，但唔代表在水上着住潛水衣就唔奇怪囉。
唔除落黎就傻仔。 

想像中的真菌爆發，培養皿爆裂，成個研究室一團糟的科幻B級片情況並無出現，幾株交纏培植的灰
銀色矮樹大致形色依舊。
或者講，會出狀況喺理所當然嘅。幾棵小樹被故意折斷的枝幹已經近乎腐朽為一塊塊爛泥，旁邊被系
統進行過標的程序的小樹，在與真菌一起生長的情況下，再一次與這些零散的枝椏結合在一起，在外
觀上，枝幹上下無序且快速生長的菌根早已覆蓋原來鏽紅色的枝杈。

另一方面，是關於上一輪實驗，在兩星期前中長出的新芽同樣健康地成長，在近主幹位置已經有大約
食指粗幼。
全部沒有發生斷枝，幾處白班已經完全被黴菌覆蓋並乾枯，葉脈、葉徑正常展開。
在一般的商用檢測系統中，分析模組會向管理員提示狀況報告亦是無可厚非。
大體上十分成功，三棵銀葉樹的測試結果十分顯著，亦包括之前成功篩選出的數項菌種，幾組樣本模
型都可以上呈計劃主管。

走出控制室，沿着樓梯，我進入到下層細小的休息室，Kai子正整個人攤在一張躺椅上閑目養神。
這個賤貨在將環境堪察模型放到農場原有的作物辨識模型旁邊後，就自顧自地大搖大擺走下休息室，
由得控制室的聯網系統自動聯網運作，都不會試著幫幫忙看一下觀察報告。

“你終於黎啦，我等咗你好耐～好耐～啦～白袍巫師♂甘道夫！”
吓。
發生咩事，僵屍復生？
Kai子好似個被喚醒咗嘅最終b.o.s.s.咁，伸直身低沉地說話。
“嘎？？？？”
前來挑戰嘅冒險者，呀唔係，係研究員JJ，一臉懵b。
“你無睇過就算啦，咁先正常，上世紀初嘅電影，喺得我先咁得閒去睇嘎啦。”
同樣係老屎忽一個，點解我under直屬d咁嘅partner……
“上面搞完喇嘛？唔講啲哔哩吧啦，觀眾聽唔明嘅名詞啦。擔誤曬我哋做正經野，跑劇情。天降大任
予斯人，必先利其器，煅其筋骨，用NPC俾任務佢，用苦難S到佢變M，先至願意逆難而上，最終打
敗魔王，做魔王二代。”橋起腳，板抽抽，一邊囂張地胡言亂語。

“你無野呀嘛，係咪發燒？今次私房錢藏起無俾人捉到？成功包養二奶？”佢上一次笑淫淫，就攞私
房錢帶咗我過澳門氹仔開房—-食皇帝蟹。
方形房頂上的光管，在房間四角打落四盞暖色黃光，原本供研究員沉思、休憩的common
room，俾兩人用咗黎互相打屁。
 “你…睇吓呢幅相，你覺得照片入面嘅人似唔似我？”



“實體照片？不愧係上咗年紀嘅人呃。”
接過手上，相片中是一名在街邊背對鏡頭的男子，戴著一頂鴨舌帽、墨鏡、口罩，黑色風衣，波鞋長
褲。地上有積雪，身側是一間銀行及小食店，鋪名看似是俄文。
“這是哪兒？”
“新西伯利亞市。”
“人話？”
“新西伯利亞省。”
“……”大眼望小眼。
“俄羅斯呀，死蠢！”
“正常人除左識莫斯科同聖彼得堡（列寧格勒），鬼知其他城市咩！”
心底話講真，要問相似與否的話—不似。
要講主觀上亦毫無熟悉感，不明白為何Kai子會咁問。
“兩個月前左右喺尖沙咀，我遇到另一個自己。”
“喜聞樂見的陰謀論懸疑片劇情。”
“……佢想從我身邊，搭到你老豆身上。”
“好抱歉，我唔知道一個國家駐香港建築工程與測量事務聯繫辦公室能夠同世界上多少個陰謀論扯上
關係。我想講，真喺莫名其妙囉。“
佢單手伸平stop咗我，繼續自己講落去。
“我嘅複製人，或者可能我都喺複製人啦。我嘅同類，並不只有單單一個。呢張照片，就喺拜託勝男
姐姐得出嘅結果之一。除此之外，仲有呢堆。”
話口未完，從懷內掏出大大疊照片，被鋪上枱面的照片都映有同一男子。有是從他者自拍照中偶然攝
鏡，有是從公眾監控鏡頭上出現，有的是證件副本照。
“吓，咁耐以黎，竟然無同你咁多位『襟』兄弟入錯房、上錯床，都幾難得喎。”
“頂你個肺，我好撚認真架。”
眼前手舞足蹈嘅Kai子，越睇越似一個笑匠，我仲忍不住笑咗出聲。
“……喂，你啱啱喺咪笑左一下。唔喺講笑，真喺打你一鑊甘架。”
儘管兩人皆無理正經，JJ接著話題說。
“咁，佢哋。想要啲咩？”
Kai攤開手板。“我都唔知「佢哋」是否有共同目的，又或者背後有組織。但勝男姐姐認為，背後並
唔似有人操控。佢哋想要嘅，又只喺「將軍澳水底接駁處的技術設計圖」，咁我咪唸住叫你豪-—”
“豪俾狗囉。”兩人異口同聲。
“咪就喺，我講咗幾多次，拼疊沉箱呢d上世紀唧技術已經行遍七大洲五大洋。早早share出去，仲
可以黎個華麗轉身。唔使搞到依家咁，同土耳其、印度呢堆仆街西口西面。”
講下講下，Kai子又重新變成咗，過去幾次寫信俾O5協會，結果被人兩句「你的建議將會被O5協會
慎重考慮，請耐心靜候商議結論的即時通知」叫佢翻歸搵靜靜，搞到「條氣唔順」嘅狀態。
Kai子本身已經積住成肚氣，一直就想搞鑊大壇野，搞件大新聞。
“所以JJ，今日其實喺我想劈炮唔撈，將我新海岸計劃呢邊職責都交底埋俾你。”
“WTHack ?!”

雙眼，突然一陣刺痛。
我條件反射掩起臉，從指縫望向強光來源。
探照燈。是部潛艇。玻璃牆外。搞乜，接客呀？
“話咁快就到左，拜拜啦JJ。”
瞇起眼，我大叫。
“我X你老母，點交代啊我？！”
“我就只喺去一轉庫頁島姐，你咪同佢哋照直講囉，佢哋咩都知。”
Kai子背向我，擺擺手，就好似只喺遲到早退咁簡單一件小事。



啱啊，又真的只是一件小事。
我心情泛泛平靜，轉過身坐回沙發，打算發呆消化一下。
咁你走咋嘛，關我乜鳩事呀，唉。

剛剛閉上眼睛，嘮叨的聲音又折返回來。
“對了JJ，麻煩你八點前用緊急逃生程序游出去啊，會有勝男姐姐喺水面等你架啦。你知啦，就算喺
O5議會有興趣想放我出去，任由得我跑一趟。做戲都要做到足，行政先唔違反規章架嘛。”
休息間的圓桌被我一腳踢飛，澎一聲跌落在牆邊，那把猥瑣的聲音也被我的威勢趕跑，在樓梯踏步聲
中漸行漸遠。
潛艇的探照燈已經熄滅，停泊在出入口處。浮室原來在我倆吹緊水時已經完成接駁，接下來就只剩下
接艇、接人、走人。
感覺有點頭痛，我可能需要小睡一回，沉澱一下。

時間是七點三十七分，一通電話喚醒了我。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嗶」
    “喂。”
“喺我，我架船到上面啦。”
    “哦。”
“做咩啊，唔開心呀？”
    “嗯。”
“條友你都唔係第一日識㗎啦。”
    “Then?”
“佢特登將你交底俾我，又叫我唔好同你講。麻甩佬係咁㗎啦，唔識關心人，否則就唔係40歲魔法
師啦。”
     “Ummm，我會保留翻我告狀同食花生嘅一切權力。咁我依家上黎。”
全程，我都用一把夾帶起床氣的，誨氣口吻說話。

問題黎啦。
應該走上面定下面？
正常喺哪一邊出事，就走相反方向。
而依家.....
上面啦，游少d路。

“Lab.權限整理。”
“二級研究員林俊傑。Lab.擁有管理者權限。可以閱讀及提案資料庫檔案。”
“我能夠啟動緊急逃生程序嗎？”
“可以。Lab.目前系統整體安全級別為「正常」。生命維持功能運作「正常」。損毀管理功能運作「
正常」。是否依然要啟動緊急逃生程序？”
“是。”

廣播重覆「請設施內人員立即離開，前往上、下兩處氣密水室，你的求援信號已經發出。」
燈光閃爍，照明設備改為使用全LED燈輸出。
沿着樓梯，我回到控制室穿起潛水衣。
沿着綠燈，我走到上層的出口。
關閉水密門，在臉上戴起潛水衣附帶的人工水肺。
深呼吸，感覺良好，我很好，我指令密室開始進水。
水閥開啟，海水從地板噴擁而出，腳踝感覺涷冰冰。



我其實未訓醒，立馬打咗個冷震。
十幾秒就浸上胸口，話咁快就到嘴邊。
哦呼—-我用力吸氣，水肺飄起一串細細綿延的泡泡，大部分都是氫氣。
水完全浸沒，水壓持續提高，水肺在臉上愈貼愈緊。
直到，門打開了。

唯指示燈閃爍，外界漆黑一片。
蹬腿向上，我雙手划動，用力踢水。
只是，毫無變化，只剩下我的呼吸聲。
儘管視線內空冇一物，但我的理智告訴我。
果洲向南是東航道分叉往大亞灣方向的必經之地，事實在1到2公里外的地方，便是可潛行船艇的高
速公路。理智告訴我，在海平面下陪伴着我的，除了路過的複數船艇，還有一整條航道的訊號中繼器
。

魚眼視覺中開始出現一點點光。
八米、六米、四米、兩米。
嘩啦一聲，我浮出水面，並持續踢水，嘗試找回平衡。
我可以看見東龍島，它後方的天空漫起一片亮光，指明了我歸家的方位。 
一艘水警船從右側緩緩駛來，側錨探照燈射下來，上面的人拋下救生網。
劇情大約就是，我獲救了。
勝男姐姐載著一副紅色的平光眼鏡，柬著馬尾，穿著一身素色連身裙搭配高跟鞋。
雖然平日佢衣衫搭配都是這般放蕩不羈，但今日咁著法俾我覺得，真喺一啲緊張感同關心都冇呀喂！
“你應該攰架啦，入休息室換件衫就上床抖下吧。”
請俾我模糊講一講經過。
換咗衫就上床訓咗，海浪一波一波拋過，就進入了夢鄉。

其間，好似醒過一次，勝男姐姐抱咗我落船，但當時不知原由又訓返著。
當我依刻知道，原來鎮靜劑嘅正確用法居然被咁樣詮釋，真心覺得自己人身安全受威脅，朋友太過理
智實在好危險。
正如我所講，佢認為隨便打鎮靜劑唔緊要，只要之後有醫護監察就無問題。
故且，我依家就訓咗喺東龍洲嘅站點醫院，享受緊特權階級，躺在床上，朝天望住白潺潺嘅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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