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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開始遊戲開始

2008-12-06  記者 洪效凡 文

你們是為什麼而存在？你們是為什麼而存在？

一天全能者對黑與白提出了疑問。

白：「我讓所有想法在我的身上作畫。」

黑：「我讓所有想法給予重新的機會。」

 

那麼，遊戲開始。那麼，遊戲開始。

 

圖製／洪效凡

 

黑：這全都是假象，你明明知道它是個故事。

白：可是我有權給它生命，它在我腦海中就是個個體。

黑：為什麼？這東西對你的生活一點意義也沒有。

白：它佔據我生命四分之一的時間，怎麼會沒有意義呢？

黑：你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在不是你的故事裡。

白：但你也願意和我一起花這麼多的時間完成故事。

黑：我不得不。

白：你可以拒絕。

黑：我抗拒不了。

白：為何？

黑：我無法擺脫你，因為你就是我。

　　我曾數度想將你拉出來，我曾數度想為你辯解，

　　我曾好幾次為你駕馭一切，我為你做的事情還不夠多嗎？

白：謝謝你。

黑：又再說這種話了，跟你說過不用這樣做。

白：因為有你，我才能保持自我。

黑：不，因為有你，我才不被吞噬。

 

存檔。存檔。

 

黑：你剛剛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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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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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買垃圾食物。

黑：你明明知道這東西對你不好……

白：分你一個。

黑：謝謝。

白：看！你還不是欣然接受。

黑：我不知道，看到你有，我也想要試試看。

白：你可以拒絕。

黑：又來了。

白：怎麼？

黑：不要每次都擅自認為我要跟你不一樣。

　　我說過，我就是你，你想什麼我都跟著你，相反的，我做什麼，你不是也都跟著我嗎？

白：沒有每次。

黑：什麼？

白：剛剛一開始，你沒有和我要這東西的打算。

黑：是因為你給我。

白：是啊！所以你可以拒絕。

黑：若是我拒絕了，這個體該怎麼辦？

白：它就不是它了，這我不敢想像。如果沒有它，我們也不會在這裡。

黑：所我們必須達成共識與平衡。

白：我知道。如果你選擇拒絕我，我可以站在你的立場，我可以選擇不要給。

黑：夠了，以後別買垃圾食物就好了。

白：你明明知道不可能。

黑：我還是得跟你說，這是我的職責。

白：那下次我在故事裡逗留久一點，就不會有機會買垃圾食物了。

 

戰鬥失敗，是否重新進行戰鬥？戰鬥失敗，是否重新進行戰鬥？
是／否是／否

 

白：你看你！又是你！

黑：是你不專心還怪我？

白：這種時候你就不要跟我說話。

黑：唷～

白：什麼啦？

黑：你看，是你主動跟我說話。

白：哼！

黑：有事情我再叫你，你繼續。

白：那我有事情可不可以叫你，你有在忙嗎？

黑：你在忙時，我怎麼敢忙？

白：既然你沒事情，快幫我。

黑：這場這麼簡單，虧你需要幫手。

白：你知道，有些事情是我無法獨自完成的。

黑：那別拖我下水，我一直試著保持清醒。

白：但你也必須試著幫忙我。

黑：全能者的規則裡沒有這一條。

白：又沒有關係，你幫助我並沒有打破規則。

黑：……

白：嘿！不要不理我，我們是一體的，不是該互相幫助嗎？

黑：是一體兩面。

白：既然共同侍奉一體，你不得不幫我，不然我們會當機。

黑：你明明可以自己解決，這樣就不牽涉到我身上，也不會當機。

白：我就是沒你聰明，哼！

黑：全能者真是給我們一個大玩笑。

白：到底幫不幫？

黑：幫。

白：太好了，幫我繼續。

黑：我給你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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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器。修改器。

 

白：這是什麼？

黑：清醒的人才會想到的東西。

白：你呆在那裡沒事做，就是一直在想這個東西對吧？

黑：並不是。是你停下來，我才有機會想到這個東西。

白：真是不好意思，把你拉進故事裡。

黑：我沒有進到故事裡，我只是看你跑到故事裡。

白：這東西該怎麼用？

黑：人如其名，不需要我教吧！

白：真是變態，這世界上有這麼多偷雞摸狗的事情。

黑：別這麼說，我們不是一直在用這些偷雞摸狗的人所給的福利？

白：這樣遊戲就沒有樂趣了。

黑：斟酌著用吧！

白：……

黑：你到底要不要？

白：可惡！我被你動搖了。

黑：所以我們達成共識囉？

白：沒錯。

 

戰鬥失敗，是否重新進行戰鬥？戰鬥失敗，是否重新進行戰鬥？
是／否是／否
→是。→是。

 

白：好多了。

黑：用上它就像是毒品一樣，不會停下來的。

白：真是恐怖，我能想像之後我會一直使用它。

黑：是為了能讓故事順利進行。

白：並且達到完美。

黑：是為了加快劇情步調。

白：並且享受其中。

黑：真是難得的愉快合作。

白：好久沒有這樣了，之前我們總是在吵架。

黑：沒有那麼嚴重吧？

白：有，它一直感受到猶豫與掙扎。

　　這就是我們老是在一件事情上沒有共識，每次都有不同的意見，且堅持己見，不讓對方。

黑：不要說得像是我們沒有默契。

白：我們就是缺少默契，默契如果多一點，這個故事就不會一直暫停。

黑：每個個體都會遇到暫停。

白：但是我總覺得我們暫停次數太多了。

黑：這叫做深思熟慮。

白：這叫做巨細靡遺。

黑：嘿！不要連這個都要有不同的意見好嗎？

白：你又叫暫停了。

黑：又怪我！

白：它暫時存檔，你沒看到嗎？

黑：這是我的動作，別傻了。

白：幹麻這麼說，真不愉快。

黑：我這麼做是擔心資料流失，並不是為了我們意見不合而存檔，

　　它才沒有其他的心思去等我們做出決定。

白：真是可悲。

黑：？

白：這裡除了我們兩個，沒有別人。

黑：你還希望有別人？

　　若有第三個你或我，我想這裡會大亂，並不是單純「當機」這兩個字可以帶過。

白：不，我覺得我可以更豐富。

黑：要我應付兩個你，別累死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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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到時候我會不得不把你們潑上墨汁，重新開始。

白：可以停戰嗎？讓我繼續這故事吧！

黑：我不吵你就是了。

 

第一章節結束，是否存檔？第一章節結束，是否存檔？
是／否是／否
→是→是

 

白：你的時間到了。

黑：終於……

白：幹麻，想睡覺啊？

黑：我等你等這麼久，我待在這裡還能幹麻？

白：噢……，就說了，和我進入故事吧！

黑：別了。現在是我的時間，你安靜點。

 

→→EXIT
是否退出遊戲？是否退出遊戲？
是／否是／否

 

→是。→是。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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