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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它!” 大明喊著.  

 

科學小飛俠一行人在鈾礦場附近埋伏, 等了半天總算看到惡魔黨的機械獸從山

體中鑽出.  

 

“這是什麼東西啊?” 阿丁說, “長的不就像一個圓柱體…”  

 

“看來很像一台鑽掘機,” 鐵雄說, “我們的鈾礦一定都是被它偷走的.”  

 

但是還有更吃驚的, 那台圓柱體鑽掘機居然從 2側伸出機翼, 接著飛向天空!  

 

“還會飛啊!” 大明說, “太好了, 如果只是地遁, 鳳凰號還真拿它沒辦法. 但是這

下到了空中, 論空戰就是我們的天下了, 先送你一顆火鳥飛彈嚐嚐!”  

 

“等一下大明!” 鐵雄攔下他的手, “那台鑽掘機裡都是鈾礦, 裡面不知道還有什麼

相關設備, 就這樣讓它在空中爆炸, 會有放射線物質輻射污染之虞!”  

 

“那怎麼辦?” 大明說, “眼睜睜看它飛走?”  

 

鐵雄想了一下, “我和珍珍從機翼的接縫潛進去, 先讓珍珍去破壞它的電路系統,  

 

再把整台鑽掘機奪回來.”  

 

------------------  

 

“報告,” 惡魔黨的小僂囉說, “發現鳳凰號!”  

 

“快點從前面那座山潛遁下去,” 大頭目說, “這樣他們就拿我們沒輒了. 能飛天又

遁地的只有我們啊, 哈哈!”  

 

“可是我們還沒有時間收集前方的地層狀況,” 小僂囉說.  

 

“管那麼多,” 大頭目說, “現在是在作戰, 不是在偷礦, 腦筋要會轉!”  

 



 

“再報告一次,” 小僂囉說, “發現 2名可疑的傢伙潛進機體!”  

 

“還會有誰?” 大頭目不耐煩的說, “把他們給我引到密室去!”  

 

沒過多久, 鐵雄和珍珍便被架到機械獸的控制室去.  

 

鐵雄看著前方的儀表版, 紅色警示燈開始閃著, 排水錶有異常高的出水值,  

 

“這位大哥,” 鐵雄對著機械獸的操作手說, “佩服您還真有勇氣坐在這裡!”  

 

“什麼意思啊?” 操作手說.  

 

“機械獸都快要卡鑽了還不知道嗎?” 鐵雄說, “停機, 還不快停機!”  

 

“不要聽他胡說,” 小隊長大叫.  

 

“你們分明就快要遇到斷層了, 才會突然有這麼大的出水量,” 鐵雄說, “還不快停

機!”  

 

“大頭目呢? 快請示大頭目,” 小隊長開始懷疑起來.  

 

“他說有事先走了, 叫我們好好留著,” 小僂囉說.  

 

“看來老闆自己都先逃命要緊了,” 鐵雄笑了一聲, “好吧, 隨便你們, 反正我們進

來也沒打算要出去了.”  

 

“我們的鑽掘機械獸削鐵如泥, 無堅不摧!” 小隊長說.  

 

“沒錯, 機械獸的鑽掘削頭可能削鐵如泥, 但是…” 鐵雄說, “我不知道, 如果跟斷 

層比起來呢? 目前世上沒有一台鑽掘機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要試試看嗎?”  

 

小隊長認真的看著鐵雄.  

 

鐵雄接著說, “現在上面的山頭覆蓋少說也有2000公尺高, 想想看, 2000公尺的水

壓差, 如果把斷層泥衝下來, 不論你們的鑽掘刀強度有多強, 只怕會被這些細粒

的斷層泥卡住動彈不得, 到時這裡就像隧道坍孔一樣, 你想是你跑的快, 還是落

石跑的快?”  



 

“哇, 那怎麼辦?”小僂囉大叫.  

 

“沒辦法了,” 鐵雄搖搖頭,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  

 

“是什麼啊? 你快說!” 小隊長忍不住喊著.  

 

“就是我請鳳凰號打一顆飛彈在山頭的另一端," 鐵雄說, "這樣打穿它的地下水系

統, 讓水壓從另一端引出去, 就不會從這端出來了.”  

 

“請鳳凰號打一顆飛彈嗎?” 小隊長說, “那不快點, 還有時間吧?”  

 

“奇怪,” 鐵雄說, “我為什麼要幫你們?”  

 

“別這樣嘛, 有事好商量, 我承認過去我們有太多不對了, 但是…” 小隊長耐著

性子說, “請你快一點!”  

 

“我不會這樣做的,” 鐵雄故意弔他的胃口, “如果這樣做了, 地下水面全部下降, 

那這附近的農民要怎麼生活? 這裡的環境要怎麼維持? 所以嘛, 想想還是算了.”  

 

“你這個傢伙!” 小隊長說完就想動粗, 上前抓著鐵雄, “我們都要死了, 還管這

些!”  

 

“或許還有另一個辦法,” 鐵雄說.  

 

“另一個辦法?” 小隊長趕緊又賠上笑臉, “傳言科學小飛俠的領隊智勇雙全, 今日

得見果然不凡, 請明示!”  

 

“就是請鳳凰號在我們進來的山口對岸打一顆飛彈, 讓山口坍孔,” 鐵雄說.  

 

“讓山口坍孔?” 小隊長說,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相不相信我現在就讓你先死!”  

 

“那麼怕死你怎麼當隊長?” 鐵雄說, “讓它坍孔封起來, 水壓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壓

差, 這樣掃過斷層帶時應該也勉強可以使危險降到最低, 然後再將機器迴轉出去. 

就這樣, 沒別的辦法了.”  

 

“可惡, 怎麼都是這種的!” 小隊長對鐵雄真是無可奈何, “好吧, 暫且相信你… 

鬆開他的手! 但是不要亂來啊, 我們會好好看著你女朋友的!”  



說完就叫一個小僂囉把珍珍押出控制室.  

 

“大明,” 鐵雄對著電子錶說, “在我們進來的山口對岸打一顆飛彈, 輕輕劃過就好, 

目的只是要讓山口坍孔!”  

 

“鐵雄, 你又想玩什麼把戲?” 另一端的大明也忍不住懷疑的問, “現在是什麼狀況, 

你們控制住局面了嗎?”  

 

“局面嗎? 一半一半吧, 以後再解釋,” 鐵雄回答, “這大概是坍孔之前的最後聯絡

了.”  

 

說完就把訊號切斷.  

 

他有預感, 大明會不喜歡接下來他要做的事.  

 

“你說坍孔後再迴轉出去,” 小隊長說, “方向呢, 用衛星定位嗎?”  

 

“都坍孔了怎麼會有訊號?” 鐵雄轉過頭去對操作手說, “啟動紅外線相對測距.”  

 

喔, 我真是太喜歡紅外線了, 不但可以測距, 探熱, 還可以拿來當電視遙控器…  

 

“太好了!” 小隊長越來越感到信心大增, “你是有駕駛過這玩意兒嗎?”  

 

“當然沒有,” 鐵雄說, “整天看你們發明各式各樣的機械獸, 看久了要不會也很

難!”  

 

“那就是有啦,” 小隊長說, “這裡換你當總指揮好了, 請上座!”  

 

“待遇差真多,” 鐵雄忍不住說, “喂, 副手, 現在出水量呢?”  

 

“明顯下降!” 小僂囉回答.  

 

“好, 開始下環片, 迴轉出去!” 鐵雄說, “但是要小心, 會出狀況也就是這時候

了!”  

 

果然機械獸削進了斷層帶, 雖然水壓已經降下, 但是殘餘的壓力還是沖垮不少落

石!  

 



“糟糕!” 小僂囉說, “報告, 紅色警示燈顯示, 機身受損有破洞!”  

 

“外面空氣品質如何?” 鐵雄問.  

 

“數據顯示甲烷值過高,” 小僂囉說.  

 

“只有這樣嗎,” 鐵雄說, “損壞程度不嚴重, 全速前進!”  

 

沒過多久, 大家便開始感到呼吸窘困起來.  

 

“支持點,” 鐵雄對大夥說, “根據相對定位圖看, 再撐一下就可以穿出山體了.”  

 

說完連鐵雄自己都感到矛盾, 他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天, 竟然是鼓勵敵方活下去? 

 

停下紊亂的思考, 鐵雄問, “你們有緊急用氣瓶嗎?”  

 

“有, 只是少了大頭目, 多了你們 2個人,” 小僂囉說, “所以算算, 會少一瓶.”  

 

“你們的編制還真省,” 鐵雄看了小僂囉一眼, “通通拿去吧, 不用給我了.”  

 

“我們 2個輪流用!” 小隊長說, “沒有氣瓶你撐不下去的. 這隻機械獸是我管, 理

論上是我要負責帶你們全員出去, 包括你! 不過實際上, 我們也需要你活著帶大

家出去.”  

 

“好吧, 隨便你怎麼說,” 鐵雄一手接下他的氣瓶.  

 

這真是很奇怪的一種感覺, 跟敵方共用一瓶維生系統…  

 

我來不是打擊惡魔黨的嗎? 我不是正義一方的代表嗎?  

 

這原本是應該相等的 2件事, 只是在某種狀況下, 居然會是不同的 2回事!  

 

“可惡!” 鐵雄開始感到莫名的反感, “角度往順時針方向修正 15度出去!”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只是過的特別慢.  

 

“你說,” 小隊長看著鐵雄, “我死後會不會到天堂?”  

 



“你怎麼會突然問我這個問題?” 鐵雄看了他一眼, “你要是關心這件事, 今天也不

會在這裡了.”  

 

“我是認真的!” 小隊長說, “我從小就立志要闖一番大事業, 給那些瞧不起我的鄉

人看, 因為想做的事太多, 沒有時間想到這個. 現在忽然什麼事也不能做, 只有

這件事能去想.”  

 

“那麼我猜應該不會, 連你都可以去天堂, 天堂可能會太擠,” 鐵雄回答, “而且我

們 2個現在最好不要聊天, 浪費氧氣.”  

 

他不想讓小隊長再胡思亂想. 人在絕望中的想法總是很悲觀.  

 

只是撐到最後, 機體內部已經進入過多沼氣, 加上溫度過高, 連操作手也倒下了.  

“起來,” 鐵雄喊著, “起來, 就快到了!”  

 

鐵雄跳下指揮座, 喘著氣, 勉強爬上了駕駛艙.  

 

他開始感到想吐, “不好, 連我自己也快不行了,” 鐵雄心想, “出去, 就要出去了!”  

 

一陣強光射了進來, 鐵雄趕緊打開艙門.  

 

“成功了,” 鐵雄喘著氣說, 轉過身去, 珍珍一把抱住了他.  

 

“你還好嗎?” 珍珍說, “我好擔心你.”  

 

“看來大家都沒事,” 鐵雄說, “新鮮的空氣真好, 是不是, 隊長?”  

 

“小隊長?’ 沒聽到隊長的反應, 鐵雄轉過頭去看著倒在地上的他, “起來, 你也給

我起來!”  

 

“別這樣, 鐵雄,” 珍珍攔下鐵雄, 搖搖頭.  

 

“不可能的, 我們 2個不是共用一個氣瓶嗎?” 鐵雄不敢相信的想著, 難道是, 到

後來小隊長根本沒去使用它, 全讓給了我? 為什麼?  

 

鐵雄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 小隊長欺騙了他!  

 

只是惡魔黨背信原本就是很正常的事, 是他自己在期待什麼嗎?  



或應該反過來說, 是他低估了什麼?  

 

鐵雄在小隊長身邊坐了下來, 感到一陣暈眩跟反胃.  

 

“請問指揮官,” 小僂囉們看著鐵雄,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現在該怎麼辦?” 鐵雄無力的重複著, “全員就地解散, 不要再回來了... 如果不

想再死一次的話.”  

 

說完鐵雄站了起來, 一腳踢翻小隊長身邊的那瓶空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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