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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erpo 外星交換計劃》的所有資料都是編譯自 Serpo.org 。 雖然坊

間已有數個網站翻譯過 Serpo.org 的内容，但由於原著網站的内容由多次電

郵分散組成，資料頗爲零碎散亂，加上電郵中許多内容未必有直接關係，考

慮到部份段落可能較沉悶，為增加閲讀趣味，Universe Research 特別將内

容歸納和編譯，把整個外星交換計劃順序帶出，讓讀者對事件更爲清晰。 

 雖然《Serpo外星交換計劃》已在 UniverseResearch.org 分集刊登，

爲方便讀者，現進一步輯錄成電子書，讓讀者無論是閲讀或分享都能一氣呵

成。 

本人希望藉此機會再次感謝各位對此編譯工作一直給予的鼓勵和支

持，實在令我萬分感動。 順祝各位讀者在新的一年事事順利，天天愉快。

Ana Chan

2017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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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切由羅兹威爾事件開始 

 

 儘管與 Project Serpo 的外星人交換計劃多年來都只有虛綫連成的綫索，

沒有人找到過確鑿的證據，但發生在此交換計劃之前的 Roswell 飛碟墜毀事

件，正好就是整個計劃的因由。  踢爆  Project Serpo 的  “無名氏 ” 

(Anonymous)* 在 Serpo.org 中就提供了 Roswell 飛碟及生還外星人的仔細要

點。  

* 講述 Roswell 生還外星人及 Project Serpo 的 Anonymous 是直接指 “無名氏”，與黑客 “V

殺面具” 那個 Anonymous 組織是不一樣的。  

 除了  Philip Corso 的有力揭密外，FBI 的資料檔案也明示暗示著 

Roswell 事件的端倪。 下圖是在飛碟墜毀當日 FBI 駐 Dallas 分部發出的，内

文直接交待「...有 UFO 墜落，而 UFO 的上端被電纜連氣球繫著，空軍總部

說那是探測氣象的氣球，但根據總部與 Wright Field 空軍基地的電話對話，

卻不能證實這個説法。」(文件來源：FBI 解密資料庫) 

 

 根據 Aztec UFO Crash 及 FBI 駐華盛頓分部特務 Guy Hottel 的報告指出，

造成 UFO 墜毀是因爲美軍在該區内設置了多個超强力雷達探測器（有些的

確是氣球狀的）令 UFO 的訊號受到干擾而出事的。 因此有理由相信那個所

謂 “氣球” 除了用來轉移視綫外，也就是導致意外的元凶。  

 

 其次，FBI 諷刺地在搜尋介紹中坦白交待，這單頁 (即下圖) 是衆多一

系列 Roswell UFO 文件中的唯一一頁在資料庫中發佈的！(文件來源：FBI 搜

尋介紹)  

  

https://www.universeresearch.org/30456383642599131456214503689932080/philip-corso-dawn-of-a-new-age
https://vault.fbi.gov/Roswell%20UFO/Roswell%20UFO%20Part%201%20of%201/view
https://vault.fbi.gov/Roswell%20UFO/Roswell%20UFO%20Part%201%20of%201/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qAHicFzqj8
https://vault.fbi.gov/hottel_guy/Guy%20Hottel%20Part%201%20of%201/view
https://vault.fbi.gov/unexplained-phenomenon
https://vault.fbi.gov/unexplained-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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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指出： 

在 Roswell 飛碟墜毀的現場，有一位生還的外星人 - Ebe#1，當時他受

了輕傷，但傷口能迅速自行愈合。 美軍將他帶回 Roswell 陸軍機場的隔離室，

兩個月之後 (1947 年 9 月)，Ebe#1 被轉往至 Kirtland 空軍基地，並隔離在一

個醫療室内；在那裏，美軍派了最頂尖的語言學家嘗試和他溝通，後來他們

以圖片和互相創造出的一些語標符號來代替語言。 

 

在這期間，無數的醫生和科學家對 Ebe #1 進行多次皮膚和體液取樣作

檢查及研究，他們發現 Ebe#1 只有一個主要的器官，擁有心、肺二合一的功

能；也有一套非常簡單的消化系統，只有一個胃及一個具有腸臟功能的器官。 

至於肝臟、脾臟或膽之類則全部欠奉。 

 

通過圖片和語標的溝通得知，Ebe#1 也需要吃東西，美軍給他簡單的食

物，如麵包、水果、麵食、沙律和乳酪，但一吃肉類 Ebe#1 便會嘔吐。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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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二是由不同目擊者描述或提供的 Eben 圖像，有來自掌握第一手資料的美

國政府知情人員保證上圖，尤其是圖二是對 Eben 絕對準確的描述。 

Ebe#1 的手部、手臂和腿部有一些細小的腺體，這些腺體偶爾會脹大，

但它們發脹的原因和用處科學家一直都摸不著頭腦。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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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型方面，Ebe#1 身高 4尺 3寸，重 60 磅。 經過多番檢驗，他的體重

從來沒有絲毫上落，反而他的身高卻有點 “伸縮性”。 冬天的時候，Ebe#1 

的身體會長高一寸。 至於他如何調節體溫，則全靠那件完全貼身的彈性外衣，

它可以有效保暖和隔絕低溫，令 Ebe#1 的體溫長期保持在 101 度，即使美軍

為他提供了毛毯，他也不多用。 

 

Ebe#1 的血液是粉紅色的，有著類似紅、白血球的結構，也同時包含著

其他不知名的物質。 他的身體不需要經常補充水份，只需從分解食物中提取

一點點便可。 科學家也不知道他如何把剩餘的水份排出，但肯定 Ebe#1 並不

享受進食，他只視之為維持生命必需要做的事。 

 

 

 

 

 

 

 

 

 

 

 

 

 

 

 

 Ebe#1 用來跟語言學家溝通的語標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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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 #l 的情緒長期保持穩定，從來沒有特別興奮，也沒有一絲小氣，反

而凡事為他人設想，也很愛與人交際，Ebe#1 更喜歡觸摸人類，又學會了人

類的社交習慣是要與人握手。 他性格非常溫順，即使科學家在檢驗中把他弄

痛了，他也表示很明白這是他們的工作而已。 Ebe#1 經常主動嘗試與人溝通，

對於符號及簡單的人類語言也學習得很快。 

 

1950年，美軍將 Ebe#1 移送到 Los Alamos 國家實驗室一個專為他而設

的三房公寓，並派了一名 handler 與他同住。 二人成爲了最佳夥伴，可謂難

捨難離。 

 

科學家又發現 Ebe#1 不能説話的真正原因，原來他根本沒有聲帶。 結

果一位醫生發明了一個小儀器，植入 Ebe#1 的喉部中便能令他發音説話。 雖

然有點殘忍，但美軍認爲此舉能讓他更清晰地表達所需，對雙方都有利。 

 

在這期間，Ebe#1 也出現了健康問題，他的身體曾長滿了紅疹，令他很

不舒服，醫生試用了幾種藥物後紅疹最終都消退了。 後來 Ebe#1 又因爲對某

種水果敏感而導致不停咳嗽，雖然最後都止了咳，但他的喉痛始終持續。 

 

科學家又拿著飛碟上的各種東西問 Ebe#1 是什麽，他指出了一些通訊

及能源設備，還示範了如何使用；另外又有一套醫療用品，裏面有些細小的

插管，Ebe#1 解釋這是在受傷時使用的，但詳細使用方法則無法細説。 科學

家只知道每條插管都包含不同的化學物質，也不敢試用在 Ebe#1 身上，恐怕

令他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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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1 表示兩艘先後墜毀的飛碟都有發送災難訊號給他們的星球 Planet 

Serpo，但要最就近的飛船來拯救他們的話，需時最少 9 個月。 然而，當時

最接近地球的飛船也就只有他們墜毀的兩艘。 Ebe#1 最終在 1952 年死去。 

 

直至 1964年 4月 24日，Planet Serpo 的飛船終於來到地球。 本來定了

降落的位置為 New Mexico 的 White Sands Missile Range (白沙導彈靶場)，但

第一艘飛船在坐標上出現了輕微偏差，降落在兩小時車程以外的 Soccoro (索

科羅)；第二艘飛船則準確地降落在預定位置。 Ebe#1 留下來的 “翻譯器” 

令美方順利與 Eben 溝通，會面持續了四小時並交換了禮物，雙方最後同意

在 1965年 7月進行交換計劃，這一切都有錄像和錄音存檔。 

 

【模擬情景】 Ebe#1 的飛碟墜落後他慌忙地逃生出來，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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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們把身故的 Eben 接回去。 至於飛碟殘骸則擺放在 Ohio，其後

移送到 Nevada 的研究中心。 

 

 

 

 

 

 

 

 

 

 

 

 

 

 

 

 

 

 

 

 

 

 

 

【模擬情景】 Johnson 空軍基地代表迎接 Planet Serpo 的外星人 

Ebe#1 就是來自 39 光年外的獵戶座 Zeta Reticuli 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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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交換計劃的真僞 

 

Serpo.org 自 2005年 11月 2日將這個驚世的外星交換計劃公佈以來，

引起極大回響。 Serpo.org 由 UFO 研究者 Bill Ryan 開辦，他聲稱這些機密資

料是由一位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 - 美國國防情報局）的退休高級

官員提供，他的身份保密，化名為 “Anonymous”。  

Serpo.org 説明，85%的内容是轉載 Anonymous 提供的資料；13%來自

其他直接與交換計劃有聯係的人士；剩餘的 1-2%則來自一位神秘人，他每次

都會用一個全新的電郵帳戶發送資料過來，然後隨即取消該帳戶。 

Bill Ryan 也不諱言 Anonymous 提供的資料有真有假！ 

 

Linda Moulton Howe 的資料： 

著名監製及專業 UFO研究者 Linda Howe 同樣從 DIA 可靠來源得到此

計劃的相關資料，但她坦言所知的與 Serpo.org 的内容有出入。 

 

Universe Research©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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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Howe 指出，她早在 1983 年已從 DIA 前官員口中得知的確有這

個交換計劃，只是資料有限，但從來沒有聼過 “Serpo” 這個名稱。 大家都

知道要去的是 Zeta Reticuli I & II (獵戶座雙星系統) 的其中一個星球，可能因

爲名字有點長，所以取名為 Serpo 吧！ 

  

這官員還告訴她 1977年 11月發行的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第三類接觸) 尤其是尾段有關 UFO 降落及上飛船的一幕是基於真人真事拍攝

的。 

(Youtube 片段鏈接:  SERPO Team scene -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3rd Kind) 

Linda Howe 認爲 Serpo.org 明顯混著真假資料，而且真實資料的部份得

以發放亦明顯是得到了授權，這絕對是軍方在 Policy of Denial (否認政策) 下

的一貫作風，目的有二，第一是要引出真正洩露機密的員工，因爲夾雜真假

的模式有如填充題一樣，一旦有人對這些資料提出更正的話，DIA 就可以根

據 level of clearance (機密資料的權限) 知道誰是洩密者；第二是要測試大衆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 《第三類接觸》電影畫面截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5&v=Ip49K8j3-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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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萬一有飛碟不幸墜落在人多的地方時，軍方也知道可以如何應對公

衆。 

出發前的準備： 

 選擇隊員 - 每一位必須是最少具有 4年資歷的美軍成員、單身、沒有兒

女，并且擁有最少兩項專業技能 

 將隊員的身份徹底改頭換面，他們的社保號碼、稅務號碼、醫療紀錄

等要不銷毀，要不轉放在特別機密檔案中 

 過濾了 56,000 人，最後挑選了 16 位頂尖的軍人；打算出發的只有 12 

人，其餘 4 人為後備 

 16 人接受了差不多半年的特訓 (167天)，期間完全隔絕與外界聯絡 

 訓練極其嚴格，目的是要他們能承受極端的心理及體能考驗，其中一

項訓練是將他們關進一個 5x7 尺的空間，然後埋在地下 7 尺關閉 5 天，

能帶進去的只有水和食物 

 因爲不允許再用原本的名字，每位隊員都獲派一個三位數字的代號： 

     隊長                 102 

     副隊長             203 

     機師 #1            225 

     機師 #2            308 

     語言學家 #1    420 

     語言學家 #2    475 

     生物學家         518 

     科學家 #1        633 

     科學家 #2        661 

     醫生 #1            700 

     醫生 #2            754 

     保安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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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 安排了一位懂得較多英語的翻譯照顧隊員，代名 “MVC”) 

携帶物品的總重量是有限制的，他們可以帶 4.5 噸或 9000 磅的物品 (足

夠十年的用量)；除了必須的衣物及日用品外，還有： 

 軍用個人即食糧 C-Rations 

 實驗用品、藥品、四驅車、大量電池 

 大量音樂，包括流行曲、聖誕歌、古典音樂、印度、非洲及西藏的經

文音樂 

 一些武器，包括每人一顆自殺藥丸、槍械及壓縮液態氮 (因爲 Eben 怕

冷，液態氮在必要時可以噴向他們臉上) 

 團隊另外帶了差不多 2000 磅私人物品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 《第三類接觸》電影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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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出發 

 

隊長的日記：Day 1 

真不敢相信我們真的要出發了，各隊員都非常興奮，卻又平靜。 物品

都包裹好送上飛船，只是帶槍械好像不太好，但這些都交給 899 和 203 處理。 

所有事情都進行得好順利，待 700和 754作最後檢查，我們就可以上船了。 

所有東西都放進飛船了，不過到我們抵達約定地點時，全部都要轉至

另一艘更大的母艦。 真的非常興奮，大家都沒有猶豫，好吧，上船！ Eben 

的飛船大得誇張，共有 3 層，與我們受訓時的模擬飛船很不一樣 (模擬 1947 

墜落的飛船模型)，我想那艘只不過是偵察機，但這艘是穿梭太空用的。 

我們的用品放在最底層，而我們將會坐在中間的一層，他們坐頂層。 

墻壁很奇怪，看上去好像是多維的！這裏有 3 個座位區，我們每 4 個一組坐

一區，但那裏卻沒有座椅，只有很窄的長凳，我們根本坐不下！ 

他們說不需要氧氣罩或頭盔，475 很緊張，700 盯緊著他。 門關上了！ 

座位區沒有窗，我們再看不到外面了。 所有人都坐好，但沒有安全帶，只有

一條長杆繞過我們前面。 

引擎開動了，正確來説應該是他們的能源推進器。 飛船應該是起航了

吧，但我們什麽也感覺不到，起碼我還能在寫這日記。 不是，言之過早，感

覺好暈！ 坐我旁邊的 102 昏倒了！ 我感覺好奇怪，不能再寫了，我已經什

麽都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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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 Entry 2 

到了轉船的地點，但不知道這是什麽地方，我們之前全都暈倒了。 看

一下手錶，應該過了 6 個小時？ 還是根本已經不是同一日呢？  我們在 

1:25pm 起飛，總之現在是 7:39pm。  

我們轉到了大飛船，很多 Eben 過來幫忙，他們好像看得出我們很迷惘！ 

貨物都移過來了，不單是貨物，而是整層連貨物都移過來！ 這大飛船看似一

座很大的建築物，樓頂估計有 100 尺高！ 

我不能形容它有多大，單是走到我們的房間已經需要 15 分鐘。 這裏有

椅子，挺大的，但只有 10 張，那麽我和 203 坐到別處吧。 大家肚子都餓了，

我們的背囊裏有 C-rations，但必須先問 MVC，卻又找不到他，站在這裏的

兩個 Eben 我們又不懂如何跟他們溝通。 

兩位 Eben都很友善，420 嘗試發揮他的語言天份，但他們的 “對話” 

實在太好笑，簡直像互相在尖叫一樣！ 最後還是要用手語。 其中一位 Eben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 《第三類接觸》電影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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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來了一盒他們的食物，看來怪怪的，好像浸了好久的燕麥片，899 試了一

口，他說活像吃紙張一樣。 我們還是吃自己帶來的 C-rations 吧！ 

 

MVC 終於回來了，他說我們即將出發。 現在吃東西可能不是太好，但

我們沒有感到失重，也沒有感到頭暈，之後就不好説了。 MVC 說起飛時我

們必須坐好在椅子上。 

  

C-Rations 軍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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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太空船上 

 

隊長的日記：Day 2 

我們坐在一個透明的箱子裏面，都不知過了多久了！ 幸好能望出去，

而且呼吸也沒有問題，但我們總覺得迷迷糊糊的，都分不清我是睡著了還是

暈倒了，看看手錶，雖然指針只過了一個小時，但我覺得沒可能只是一個小

時的，應該已經過了一天吧！ 

899 站了起來，他説他知道怎樣打開透明箱子，這樣可以的嗎？ 899 說

有一個 Eben 進來看過我們，但其他隊員都在睡覺，他看一下就走了。 我看

899 沒什麽事，便起來和他一起四處逛逛。 

這裡沒有窗！ 我在背囊裏取出計時器，果然我們飛了大概 24 小時。 

Eben 說以人類的時間觀念來計算，我們大概要航行 270 天。 一個 Eben 進來

了，他馬上向座位指了一下，看來我們還是回到箱子裏坐下吧。 

 

Entry A 

我已經搞不清是什麽日子了！ 

隊員全都病了，主要是頭暈和反

胃。 700 和 754 向我們派發了胃

葯，但我們真的很不舒服，眼睛

也不能聚焦，甚至上下不分，連

坐下都有困難。 

藥物只發揮了很有限的作用，幸好我們還能吃。 700 和 754 叫我們要

多喝我們帶來的水，雖然有點幫助，但我已經不能寫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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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y B 

幾個 Eben 進來，向房間做了些動作，我們馬上清醒了不少，也沒那麽

暈，胃口也恢復起來，感覺好多了。 Eben 向我們展示了在門口的控制屏，

當紅燈亮起來時，我們必須坐回箱子裏，白燈則可以走動，但他們從來沒有

解釋過綠燈代表什麽，可能不是什麽好東西吧！  

不知道又過了多少天，手錶指著 23:19。 633 說我們的日計儀不是很管

用，他估計大概過了 10 天，但不能確定。 這段時間我們都只能關在這房間

中，估計這裡是特別為我們而設的。 雖然沒有出現無重狀態，但我們走路時

還是覺得天旋地轉，耳朵也經常撲通撲通的。 如果我們真的要關在這裡 270 

天怎麽辦？ 行李又全都關起來，這次肯定悶死了！ 

想洗澡又找不到浴室。 Eben 定時會帶來食物，我們都試過，跟吃紙張

沒什麽兩樣，可能太空餐就是這樣吧！ 700 全都吃光，他覺得食物還可以，

但後來他肚瀉了。 Eben 的水跟我們的不一樣，是奶白色的，有蘋果味，怪

怪的。 

 

Entry C 

我好像很久沒有寫過筆記了，我們估計飛行了 25 天，但可能仍有±5

天的差距。 我們被關在這裡已經很久，終於都可以出去了。 但一出去，我

們就很不舒服，非常的不舒服，暈得厲害，走路也走不來，大小便也去不了！ 

700 和 754 吃過 Eben 的食物又好像情況好一點。 Eben 進來，在我們的額頭

上用藍色的光點一下，我們馬上就好起來了！ 

他指向箱子示意我們最好走回去，我們手口並用的告訴他我們的便便

箱已經滿了，他明白，馬上走出去拿了一個新的給我們。 他又拿了一瓶奶白



© 2017 ANA CHAN ALL RIGHTS RESERVED 
19 

色的水並示意我們要喝下它。 喝過後的確感覺好些，我們都不敢隨便走出箱

子了。 

 

Entry D 

又不知道過了多久，Eben 進來叫我們出去，這次我們竟然沒有頭暈，

Eben 還說我們可以走出房間。 我們在一條很窄的走廊走了很久，應該起碼

有 20 分鐘，然後走進了一輛升降機，感覺升得很高速。 我們來到一個很大

的房間，很多 Eben 坐在裏面，這應該是他們的控制室，有 4 個不同高低的

控制臺，上面佈滿了很多小燈，每個控制臺有 6 位 Eben 當值。 頂層另一個

控制臺只有一位 Eben 坐著，他應該是指揮官，他面前有很多屏幕，看起來

他忙得團團轉的，屏幕上有很多行字，有橫有直，但全都是外星文，當中也

有些圖像。 

Eben 讓我們自己四處走走，633 和 661 很興奮。 我們見到一個窗口，

但什麽都看不到。 我們走不到直綫，難道這飛船飛得比光速還快？ 

【模擬情景】電影 Passengers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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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C 終於過來了，他用斷斷續續的英語說，我們已航行了一半路程，

一切都很順利，他還說當飛船走過了這個時間波段，我們都會感覺舒暢很多。 

MVC 說我們現在可以隨便走動，但不要走散。 

他教我們控制升降機，只要將手放在控制燈上面便可，白燈代表啓動，

紅燈代表停止。 但我們聽見有些聲音嗡嗡作響，MVC 說這就是太空的聲音。 

我們很好奇到處看，這飛船大得不能形容，實在不明白這麽大的飛船如何能

飛得這麽快！ 

633 想看看飛船的引擎，MVC 

帶我們去了一個很大的房間，裏面

有很多個金屬容器以圓形排列，每

一個的尾端都指向中心點，還有很

多喉管連接著這些容器。 

容器的中間有些銅色的線圈，

容器的上方有光線射到線圈中心。 

房間内有些很沉的嗡嗡聲，661 認為這是一個以負極與正極物質操作的系統。 

 

  



© 2017 ANA CHAN ALL RIGHTS RESERVED 
21 

第五章   複製人 

 

應該很快到達了，我醒過來

後看見隊員在透明箱子外呆呆的

踱步，雖然有 Eben 在旁照顧著，

但爲何只得 11 位隊員呢？  我起

來問其中一個  Eben：“Eleven?  

Where is number twelve?”  

第 12 個呢？ 怎知 Eben 竟然說第 12 個地球人死了！ 那爲什麽其他隊

員都像行屍走肉般？ Eben 說這是太空症候群，過一會就好了。 

這時有 Eben 帶食物給我們，那飲料喝起來活像粉筆水一樣，餅乾卻完

全沒有味道，但吃喝完大家馬上感覺舒服了不少。 我叫 203 點人數，發覺 

308 不見了，難道出事的就是 308？ Eben 這時過來帶我們去見 308，他躺在

一個像棺木的箱子裏，我叫 Eben 讓 700 和 754 檢查一下 308，但 Eben 立刻

阻止，說 308 的症狀是會傳染的，但 308 是否已經死了？ 我們都不肯定，

700 和 754 說 308 看上去的確像死人一樣！ 

我們只好回去，爲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我分配他們把不同類別的行

李整理好。 兩個小時後，Eben 帶我們到用膳間吃了點東西，然後我們便要

回到座位上準備降落。 

5 個小時後終著地了，Eben 帶我們走過一條長走廊，然後，一扇門打

開。 我們看見一個非常大的房間，裏面有我們的貨物，還有很多很多較小的

飛船停泊在這裡。 房間的另一邊有一扇更大的門，它徐徐的打開，強烈的光

透射進來，我們終於看到這個星球的面貌了！ 走下踏板，一大群 Eben 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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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候著，當中有一位個子特別大的，比其他 Eben 要高出一尺，Eben 翻譯了

他的歡迎詞，原來他就是首領。 

 

這裡上有藍天，下有泥土，天空萬里無雲，還有兩個太陽，一個比另

一個更光亮。 這地方看上去就像阿利桑那或墨西哥一樣，沙漠似的，沒有農

作物，雖有連綿起伏的山丘，但除了沙泥之外，什麽都沒有！ 

所有 Eben 都幾乎穿一模一樣的外衣，只有少數是穿深藍色的，他們的

腰間都帶著一個小盒子。 暫時都看不到有小孩，難道小孩也跟成人差不多高

度？ 這裡也有建築物，有些應該有 300 尺高，但除了泥土和像電塔一樣的建

築物外，什麽都沒有，我們怎能在這裡住 10 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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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人說起英語來，竟然是一個 Eben？ 他叫做 Ebe2，英文相當流

利，只是 “w” 不能發音。 Ebe2 歡迎我們來到 “Planet Serpo”，原來這個

星球叫做 Serpo。 他向各人派發了一個小小的晶體管接收器，叮囑我們必須

時刻繫在腰間。 

這裡天氣非常炎熱，633 量了溫度，竟然有 107F (41.7C)。 有些 Eben 

還披著披肩，Ebe2 說那些是女性 Eben。 哦！原來 Ebe2 是女性。 爲什麽又

有少部份穿深藍色外衣？ Ebe2 說他們是軍人。 

她帶我們來到一間像冰屋的小屋，裏面比較涼快，我們的貨物原來都

運過來了，看來這就是我們的住處吧。  我告訴 Ebe2 我們必須整理一下和取

回 308 的遺體，但 Ebe2 對 308 的事情一無所知，她說這就去問問。 

她離開後，我們便集合開會，633 提議由此刻開始計算我們的日曆，畢

竟，這是我們來到 Planet Serpo 的第一天。 Day 1 下午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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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2 很細心，對我們也很關懷，她提醒我們 Serpo 不像地球，這裏沒

有晝夜之分，當其中一個太陽落下後便會開始颳大風，果然，大風吹得滿室

都是沙泥，第一晚過得真不易。 Eben 卻不以爲然，因爲他們根本不用睡覺，

這裏沒有分晝夜，Eben只是隨便歇息一下便起來繼續他們的工作。 

我們睡醒後，Ebe2 已經站在門外候著，她說要帶我們去吃東西。 未幾

我們就走進了一座非常龐大的建築物，裏面的佈置就像一個大飯堂，其他的 

Eben 雖然繼續在進食，但其實都在悄悄盯著我們。 爲什麽這麽多 Eben 都在

這裏吃飯？ 難道他們都不在家煮食？ 我們走到自己的桌子了，上面的食物

跟我們在飛船上吃的大致一樣，另外有一大盤像水果的東西，但形狀怪誕。 

我鼓勵隊員都要多吃一點，700 卻認爲我們應該每日先吃一餐當地的食物，

其餘時間繼續吃我們的 C-rations，以防水土不服。 

這食堂中并非全部都是 Eben，期間有一個跟 Eben 不一樣的外星人從

我們身邊浮游而過，他不單身形龐大，手脚也是超長的，我馬上走過去問 

Ebe2，她說這外星人跟我們一樣都是 Serpo 的訪客。 原來 Serpo 還有接待其

他星球的外星人啊！ Ebe2 說他是來自 Corta 星球，這只是大概的讀音，我也

不知道 Corta 在哪裏，Ebe2 帶我到一個像電視的屏幕，手指輕輕一觸，太空

地圖就顯示出來，她說 “地球在這裏，Corta 就在這邊”；居然距離地球這

麽近？ 但我不知道這個地圖的比例多少，説不定這看上去近，實在可能也起

碼有幾十個光年吧！ 

飯後我們回到小屋去，大家都很安好，就是開始憂心如厠的問題，這

個時候 Ebe1 就過來說要帶我們去看看我們的厠所，難道  Eben 能讀心？  

Ebe1 帶我們看的不是什麽馬桶，而是一個便壺似的罐子，裏面有些應該是化

學物的東西，大概是用來將排泄物溶解的。 

 



© 2017 ANA CHAN ALL RIGHTS RESERVED 
25 

 

 

 

 

 

 

 

 

 

 

 

 

 

 

解決了這些最基本的需要後，我們現在必須取回 308 的遺體，Ebe2 帶

我們到一個類似實驗室的房間，Eben 的首領也在場，他們要求抽取我們的血

液樣本，我認爲這并不妥當，但 Ebe2 解釋說這是以備不時之需，萬一我們

有什麽不適也可以為我們提供適當的藥物。 700 和 754 覺得他們拿血液樣本

是有其他用途的，我問 Ebe2 之前我不是已經允許你們從 308 身上取得樣本

嗎？ 她竟然說 308 的血液已經全被抽乾了。 隊員和我一聽，大家都很憤怒，

他們問也不問一聲就這樣對 308？ Eben 首領看見我們面色不對，跟 Ebe2 談

了一會兒，便要求我們離開那個房間，兩邊頓時變得有點僵持，Ebe2 叫我們

稍安勿躁，最後首領說會把醫生請過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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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幾一班 Eben 進來，其中一人就是醫生，他竟然說 308 不單血液被抽

乾，連内臟都被拿去複製一個像人類模樣的複製人了！ 我就此打斷了醫生的

話，308 的遺體是屬於地球的美國的，我要求馬上看看 308 的遺體，但醫生

說遺體已沒有了，899 非常激動，甚至用粗言罵他們，此時形勢非常不利，

心想我們只有 11 個人，還要在這裏住上 10 年，再讓這情況惡化下去可能會

釀成事故，所以唯有叫 203 馬上帶 899 先離開，再要求 Eben 和醫生無論如

何都不可以再對 308 剩下的遺體再做什麽，Ebe2 非常尷尬也很抱歉，反而那

個醫生説話非常直接，他叫我們放心吧，因爲 308 的遺體已經沒剩下些什麽

了！  

大家當下實在氣憤得説不出話來，我只好和隊員先返回小屋。 我明白

大家的心情，但我們是軍人，也必須明白這是一條離地球有 40 光年的不歸

路，凴我們 11 個人根本不能反抗，我吩咐 633 和 700 好好的跟那個懂英語

的醫生溝通一下，先找出究竟是如何複製人類，並詳細記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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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參觀複製人實驗室 

Ebe2 來到小屋，我們要求親

身檢驗 308 的遺體，即使 308 已 

“所剩無幾”！ Ebe2 面有難色說

她要先問准上級，我們也明白，所

以叫她馬上去請示。  

我吩咐 633 和 700 收拾好檢

查工具，大概 80 分鐘後，Ebe2 回

來了。 她說我們可以出發，我決定和他們一同前往。 

Ebe2 為我們安排了類似直升機的運輸工具，飛行了好一會仍未到達，

根據我們粗略估計，實驗室應該在小屋的北面，最後我們來到了一座非常寬

大的單層建築物，外形像學校一樣，但一個窗戶也沒有，完全密封的。 直升

機降落在大廈的天台後，Ebe2 便帶我們沿著斜道向下走進建築物裏面。 説

起來也奇怪，我們在 Serpo 沒見過有樓梯，只有斜道！ 我們來到一個四面白

墻的房間，再走過一條小走廊，到了另一個更大的房間，之前見過那位懂英

語的醫生已在等著我們，還有很多 Eben，全都穿著單件式的藍色緊身衣。 

醫生說他們所有的實驗都是在此處進行，但他們并沒有 “實驗室” 這個詞

語，他還說這裏就是製造複製人的大本營。 

他一邊說，一邊帶我們走進另一個房間，那裏有一行一行的容器排列

著，就像一個個玻璃浴缸一樣，但原來每一個裏面都有一個 “身體”，他們

都不是人類的模樣，最少大部份看上去都不是！ 我和隊員都嚇呆了！ 

醫生帶著我們在一行行玻璃容器之間走過，我們望得更清楚了，這些 

“生物” 都面目猙獰！ 我問醫生：“這些是什麽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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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是從其他星球來的。” 

“他們都是在途中死去還是來到這裏才死去？” 700忍不住問醫生。 

“不是，他們來的時候都是活生生的。” 

“那麽是你們强行把他們擄拐到這裏嗎？” 700 追問下去。 

醫生完全不明所以，他根本不懂得 “擄拐” (kidnapped) 是什麽意思。 

700 耐心地解釋擄拐的意思，醫生聽罷告訴他這些都并非智慧生物，他們是

從其他星球被帶到 Serpo 來進行實驗的。 Ebe2 插口幫忙解釋，這些生物其實

是動物。 因爲醫生的英語不很好，Ebe2 馬上用 Eben 語言向醫生解釋什麽是 

“animals”，醫生立刻就聼明白並連聲說是 “沒錯，就是你們說的動物”。 

大家都鬆一口氣！ 

“難道這裏都沒有智慧生物嗎？” 

“有，但他們來到時都已經死去了。” 

“我們能看看那些生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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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但那些已經不再是 “生” 物了！” 醫生還打趣說。 

我仔細地觀察玻璃瓶裏面這些動物，一隻活像是怪獸，頭很大，眼睛

大但呆呆的，沒有耳朵，有口部但裏面沒有牙齒，身高約 5 尺，有兩條腿但

又沒有脚掌，有手臂但沒有手肘，有手掌但又沒有手指。 他們都有一條管道

連接著身體。 走前幾步我看到另外一隻完全不一樣的，皮膚血紅色，臉上只

有兩點在中央，可能是眼睛吧，沒有手沒有脚，而且還滲出陣陣異味，皮膚

上佈滿斑點而且有鱗片，難道是太空魚？ 

再另外一隻，外形比較像人類，但皮膚是白色的，我意思并非白人皮

膚的白，而是實實在在的白色！ 皮膚皺皺的，頭很大，有一雙眼睛、一雙耳

朵和一個口，頸部非常細小，幾乎沒有，所以看起來頭部像是緊貼著胳膊一

般，胸部很瘦很瘦，連裏面的胸骨都在皮層下突起來，手臂彎曲，有手部但

沒有大拇指，雙腿也是彎曲的，有脚部但只有三隻脚趾。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走過另一條斜道，我們來到一個像醫院的房間，

裏面有很多張床，每一張都有一個生物躺在上面，醫生說他們每一個都被悉

心照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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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生病了嗎？” 700又按捺不住。 

“不是，他們都在活著。” 醫生竟然只用 “活著” 來形容他們？！ 

這簡直難以置信，要問清楚 Ebe2 究竟這是什麽意思，起碼搞清楚我們

來了個什麽文化的地方！ 

“不要誤會，他們都是複製生物，他們就是在這裏生長著。” 醫生聽

過 Ebe2 的傳譯後向我們説明。 

“生長著？ 你的意思是他們都像植物一樣生長著嗎？” 754開口問。 

“沒錯，這個比喻非常好。 我們在另外一些生物抽取某些部份來培植

這些複製生物的。” 醫生解釋說。 

我們再追問是如何複製，但醫生和 Ebe2 都說他們的英語水平不足以解

釋整個培植過程。 Ebe2 盡其能力解釋。 

“我們從血液和器官抽取某些物質，然後混合一起，再放到這些複製

生物的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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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場面實在太不可思議，我吩咐 700 回去把 420 也叫來。 等候期間，

我再仔細看看這些複製生物，他們都在呼吸著，但都不太清醒。 與剛才玻璃

缸内的不一樣，這裡大部份的外貌與人類極其相似。 只有兩個特別奇怪，身

體與人無異，但頭部卻像一頭狗！  

420 到了，我叫他問問 Ebe2 培植這樣的複製人需要多久。 420 與 Ebe2 

談得非常順利，未幾 420 就回覆說他們是從其他生物的血液細胞抽取物質，

再混合一些化學劑，然後植入另一個生物載體内，如果以地球的計時方法計

算，整個培植過程需時大概 18 個月。 700 和 754 聽罷都認爲地球現時是沒

法做到這樣的複製培植，大家算是開眼界了。 

“那麽 308 的身體呢？ 你們不是把他的細胞都抽取來進行複製吧？”  

“對呀，這個就是從 308 的細胞造出來的。” 醫生竟然毫不猶豫地指

著其中一個複製人。 

我們簡直是晴天霹靂！ 曾經和我們一起的隊員怎麽一下子變成了一個

身材高大的 Eben！ 只有手和脚保留著原有的特徵，他們怎麽能培植得這麽

快呀？！ Eben 的智慧到底比人類高出多少？！ 要看的我們都看過了，此刻

實在再待不下去了。 我們告訴醫生我們要回小屋去。 Ebe2 帶我們離開，離

開這座我再也不想來的地方，它載著這個文明黑暗的一面，但又不得不承認，

他們確實是坦蕩蕩，什麽也沒有隱瞞。 未來十年，我們還會見到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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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SERPO 的生活 

 

我們的任務之一當然少不了學習 Eben 的科技，要和他們討論科學并非

易事，而且相比起來，他們較快理解人類的物理和化學，但我們對 Eben 的

科學卻一無所知。 單是拆解那繫在我們腰間的定位器已經弄得滿頭大汗。 

這個小東西沒有螺絲或螺栓，最終還是要狠狠的把它打破。 裏面的結

構也夠奇怪，什麽晶體管、導管、整流器、綫圈或電子零件都沒有，只有很

少量的綫和一些凸起來的小粒，我們從未見過這種構造，也用不著我們的頻

率計去量度它所收發的頻率。  我們最後還是要問問 Eben 的科學家，就叫他

做 Ebe4 吧。 但他不懂英語，只能靠 Ebe2 翻譯。 我們向 Ebe4 展示了帶去的 

Motorola FM 收音機，661 在 Ebe4 面前把收音機拆開，並解釋裏面的零件和

晶體，這次到他搞不懂我們的東西了！ 要交流彼此的文明，看來要認真一點。 

我們決定成立一所小

型學校！ 想不到，場面也

挺熱鬧。 我們由波長、光

譜、宇宙射綫、伽瑪射綫、

x-rays、紫外綫、電磁波、

頻率、頻譜等，都一一詳

細解釋。 但雙方都有點吃

力，尤其是 Ebe2，因爲她

不可能完全懂得翻譯所有

字詞，而且我們帶去的都是軍事手冊，裏面充斥著電路的原理圖，661 耐心

解釋，Ebe2 繼續努力翻譯，而 Ebe4 懂一些又有一些不太懂，終於...... 

 



© 2017 ANA CHAN ALL RIGHTS RESERVED 
33 

三年後...... 

旁聽中有一位 Eben，姑且叫他 Ebe5 吧，他從來不作聲，但竟然什麽

都學會了，也難怪，經過我們給他的測試，他 IQ 足足有 300！ 無論 661 給

他什麽問題，他都答對。 由電學至電路、電阻、計算方程式等，他通通答個

全中。 其實算起來，三年就能遇到這樣一個奇才，也真夠運！  唯一有點怪

的是 Ebe5 的外表跟我們周邊認識的有點不同，Ebe5 是住在 Serpo 的北面，

我們細想一下，北面的 Eben 和 Ebe5 都有同樣的特點，頭部較大，而且臉上

都顯露著飽歷風霜的神態。 除此之外，這裏大部份 Eben 都有伴侶，只有少

部份沒有，Ebe5 正好也是單身。 

 

話説回來，幾年來都沒有見過他們的任何物品有螺絲和螺栓接合，這

究竟是什麽技術？ Eben 於是帶我們去參觀工廠，原來他們只用一種類似熔

焊的接合方法，無論製造家具、直升機或所有飛行器，都用上同樣的接合技

術，實在讓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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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前，我答應了隊員當晚要飽餐一頓。 晚飯時，我拿出我們帶去的

最後一包 C-Rations。 除此之外，我們又宰了一頭野獸。 忘了說，Eben 是吃

素的，但因爲知道我們吃肉，所以特准我們自行宰殺那裏的野獸作肉食。 那

肉還不錯呀，899 還說味道像熊肉，但我在地球時從來沒有吃過熊肉，我也

不知道如何形容這肉的味道。 Eben 望著我們吃肉都露出有點奇怪的表情，

但在我們來説，他們何嘗不奇怪？ 他們能複製任何動物、生物，甚至複製人

類，但偏偏不能吃肉！ 

 

 

 

 

 

 

 

 

 

 

除了 C-Rations，我們帶去的鹽和胡椒粉都沒了，以後調味也是個問題，

他們連類似的替代品也沒有，只有一些香草，類似  pizza 常用的俄勒岡 

(oregano)。  

大家都吃得很滿足，飯後 Eben 邀請我們去看他們玩游戲，一種很有趣

的游戲，像極了 “人肉象棋”。 先在地上畫一個 24 格的大 “棋盤”，每邊

站六個人，其中一人會説出一個字，然後另一人就會行一步，看了好陣子我

們還是搞不清是個怎樣的玩法，最後兩隊人竟然跳起舞來，Ebe2 說這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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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 之後到他們做觀衆了，我們示範了壘球，很快就有 Eben 自告奮勇來

對壘，但我真的不知說什麽好，其實 Eben 都有球類運動，但搞了大半天他

們仍然不懂得要把球接住，也無所謂了，反正大家都開心到不得了！  

天突然下起雨來，大家只好散了。 我們回到了小屋，如常地互相檢查

大家的身心狀態，因爲從到步至今，我們各人都出現過各種不適，唯獨 899 

一人什麽症狀都沒有，連噴嚏都沒一個！ 至於我們，也幸好帶來的藥物很管

用，單是盤尼西林已可舒緩大部份不適。  但心理上卻又另一回事，隊員都

很想家，包括我自己，還好沒有人因此而崩潰！ 對此，最好的藥物就是讓大

家保持繁忙，我也特別廢除了各人要互相行軍事禮的規矩，希望大家感覺親

切一點。  

說到禮儀，Eben 也相當有規範，他們某些時候會互相擁抱，有時又互

相點一下手指頭，或互相鞠躬，但我們依然不明白什麽時候行什麽禮。 

“那些都是正式的禮儀” 

Ebe2 解釋，“因爲我們的生活是

非常嚴謹且刻板的”。  

據我們所見，Eben 的軍人無

時無刻都要排成直綫，而且同時

兼任警察任務，並以不同制服分

級，Eben 對他們都異常尊敬。 無論日夜，都見到軍人在巡邏，他們兩個一

排，表現友善，對我們也很尊重，平時都任由我們自由活動，只是叮囑我們

不能超越某些禁地和違反當地的規例，其中一項是絕不能進入私人民居。 之

前我們曾經進入過其中一所民居，他們都只是客氣地請我們離開，完全沒有

強硬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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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久前我們在睡覺時聽到外面有警報聲，Ebe2 馬上過來：  

“你們千萬不要外出，切記留在屋内” Ebe2 神色緊張地說。  

“爲什麽？ 發生什麽事？”  

“因爲有不明太空船闖進了 Serpo 的軌道，但放心，我們的軍隊會應對

的。”  

她一離開，我們就開始戒備，並分發武器，也當然沒有聼她說留在屋

裏，我們一出門口便看到戰機滿天飛，軍隊揹著全副裝備到處佈陣，如 899 

所說，這明顯就是全副武裝迎戰！ 但此情此景很快就過去，Ebe2 再前來安

撫我們說：  

“原來不是太空船，那只不過是一大塊太空垃圾而已，你們也早點休

息吧。”   

當然，我們無從分辨闖進來的是什麽，但 Ebe2 明顯沒有把真相告訴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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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不一樣的世界 

 

Serpo.org中記載隊長寫的日記部份已完結，其餘對 Planet Serpo 的描述

歸納如下： 

 

Serpo 的背景： 

Serpo 估計大約有 30億嵗，兩個太陽約 50億嵗。 而 Eben 的文明卻只

有 10,000 年，他們是在另一個星球上進化的，因爲原本的星球發生極端的火

山爆發，為避免文明被淹沒，所以在 5,000多年前才移居到 Serpo。 

又約 3,000 年前，

Eben 與另一外星人種

爆發星際戰爭，雙方

利用粒子波束武器展

開激烈對決，這一戰

就持續了 100 年（以

地球時間估算），雖

然最後  Eben 得到勝

利並將敵方徹底滅絕，

但自己也傷亡慘重。 

自該戰起，他們再沒有參與其他戰爭。 Eben 提醒我們，星系中有數個外星

種族都具敵意，所以他們都會避免與這些種族有任何接觸。 停戰後，Eben 

在過去 2,000 多年 一直派人游歷太空，正正約 2,000 年前，他們就曾到訪過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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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 

這裏只有領袖，沒有類似我們的政府體制。 他們有軍隊，但一般都沒

有帶槍支或其他武器。 這裏非常太平，來了這麽久都沒見過任何罪案發生。   

Eben 人口約 650,000，他們維持著一個非常穩定而系統化的文明，每一

個男性都有一個伴侶，他們可以繁衍後代，方式與人類的性行爲相約，但所

生的小孩數目是受到限制的，一個家庭有最少一個小孩，最多兩個。 但我們

發現有些家庭竟然帶有四個小孩，後來才知道原來因爲有些父母獲派了探索

宇宙的任務或已死亡，這些孩子才會在其他家庭中托管。  

人民分成多個小社區，另有一個大社區作爲 Serpo 文明的中心點，這個

大社區我們稱它為 “首長聯會”，Serpo 上大小事務都由聯會指揮；而每個

小社區都有定期聚會。 Serpo 地方雖大，Eben 都聚居在這個星球的某一小邊

而已。   

他們也有工業，但僅

限在大社區内進行。 這裏

沒有店舖、商場或任何商

店，每個 Eben 日常所需的

都是由一個中央分發中心

配給，Eben 要到中心領取

日用品，各人所得的都是

同等份量。 我們發現，這

裏的小孩子受到極度保護，

他們都被隔絕，我們想找個小朋友拍照也受到阻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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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文化： 

Eben 與人類一樣，生命都有完結的時候。 我們曾目睹一些因意外身亡

的 Eben，也有自然死亡的。 他們會把遺體埋葬，還會舉行告別儀式。 我們

就曾目擊一次空難，四個 Eben 罹難。 他們首先到事發地點路祭，又為遺體

驗屍，其他 Eben 都顯得十分悲傷，當天 “下班” 後，Eben 就開始葬禮，他

們將遺體用白布包裹，然後淋上幾種液體，同時有多個 Eben 圍著圈站立和

唱誦詩歌，但那聲音對我們來説卻是非常刺耳。 儀式進行了許久，最後他們

把遺體放進金屬箱子内，然後運到離社區頗遠的地方埋葬。 葬禮過後，Eben 

就開始 “解穢酒”，他們吃大餐、跳舞和玩游戲。 我們目睹過好幾個喪禮

也是這樣的程序。  

Eben 都有信仰，他們相信在他們之上有一個更高的存有，也相信自己

在宇宙中有某種使命，他們每日都會舉行禮拜，一般都在工作期間的第一節

休息時段在一座大廈中進行。  

這裏沒有電視、電台或任何類似的傳媒，但他們有音樂，一種似是用

鐘和鼓奏出來的聲音，但在我們聼來只是一些音調節奏。 Eben 還會唱誦一

些詩歌和跳舞，特別在祭祀或慶典時他們會圍一個大圈一邊唱詩歌一邊跳舞。  

體育方面，他們有一種像足球的游戲，球體比足球大。 他們要把球踢

進龍門，但很奇怪，這個游戲一旦開始就要玩很長很長時間，Eben 都顯然玩

得很高興，但我們看來看去除了要把球射進龍門外，其他實在一無所知。  

Eben 的腰間都繋有一個小儀器，上面有一個屏幕，顯示的内容是當天

該 Eben 要做的工作或社區接下來的項目，例如慶典或聚會。 我們返回地球

時都帶回來一個，其實就如我們現在的掌上電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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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n 也有科學家、醫生和各種技術人員，但全個星球只有一個綜合教

育場所。 當一個 Eben 被選中後，他會獲派到這裏學習一種最能勝任的工作。 

我們的團隊約略給部份 Eben 測試過，雖然很難作準，但結果顯示他們的 IQ 

平均高達 165。 科技方面更是令我們摸不著頭腦，他們竟然可以從一個真空

體裏面抽取大量能量來使用！ 年歲方面，是另一個最難猜測的一環，因爲 

Eben 的外貌不會老化，我們實在難以辨別他們有多大。 

 

Eben 的食物種類也不少，但只吃素。 他們有種植蔬菜，外貌像馬鈴薯、

生菜、蘿蔔和番茄的都有，絕大部份都是生食，但有一種藤本植物他們會先

煮熟。 Eben 還會烹調菜餚，但我們覺得實在毫無味道，可能我們在地球吃

什麽都加鹽和胡椒調味吧！   

他們也有焗一些像麵包的食物，但沒有經過發酵，反而味道很不錯，

只是每次吃過後，所有隊員都有便秘情況，需要喝大量水才能把它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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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算是我們和 Eben 都共同喜愛的食物，他們日常會吃大量水果，雖

然這些水果跟我們認識的全然不同，但味道非常甜美，有些像蜜瓜，有些像

蘋果。   

飲料方面，食水是一大問題，隊員試驗到這裏的水含有多種不知名的

化學物，但因爲別無他選，我們只好煮沸了才飲用。  Eben 看見我們這樣不

便，竟然特別建了一個食水處理厰來供水給我們 12 人，實在非常包容。 另

外，他們有一種白色液體，我們起初以爲是奶類，原來是從一種小樹上榨取

的，Eben 視飲用這種飲料為一種享受，但我們卻喝不出它有什麽特別。   

Eben 不用小便，但他們也有大便，只是他們的消化系統極爲高效，吃

下去的東西幾乎全部吸收，排出來的大便只得貓糞般細小，他們只需在住所

範圍放置一個很小的收集箱便可。 至於我們，這事可謂有一定的麻煩，雖然

只有 12 個人，但我們在這裏日子長久，Eben 要特別掘一個非常大的地洞來

處理我們的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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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尊重 Eben 的私隱，他們知道我們要搜集資料，最終特別允許我

們參觀生產 Eben 小孩的過程，奇怪的是這裏的小孩子長大得很快，可以用 

“驚人速度” 來形容。 又曾經有一次隊伍在周圍窺探時，竟然目睹了 Eben 

的性行爲，他們擁有與人類相似的男性和女性性器官，性交的方法也大同小

異，据觀察相信他們進行性行爲與人類一樣是爲了歡愉和繁衍後代。 

 

UFO愛好者/作者 Whitley Strieber 聲稱曾參與 Serpo 交換計劃的其中一

個隊員接觸過他，Anonymous (Serpo 網站的資料提供者之一) 證實那個在

1989-90年間接觸 Strieber 的人確是隊員之一，而且曾找過 Strieber 三次。 這

位成功返回地球的隊員一直被 DIA 秘密部門密切監視著，最後於 2002 年在

佛羅里達州逝世。 

 

~ 完 ~ 

 

補充資料： 

Ebe #1 - 是 1947年 7月飛碟墜落於新墨西哥州 Corona 的生還者 

Ebe #2 - 是羅玆威爾事件後第一個從 Serpo 派來作交換的外星科學家，也是繼生還者 Ebe#1 之後的

第二個外星訪客，但她逗留在地球多久則未有資料 

Ebe #3 - 是一個女性 Eben 科學家 

J-ROD - Eben 複製人，他到訪地球有另些目的，内容相當複雜，他的所有相關事件都被列爲 

“Above Top Secret”。 Bill Clinton 原本想繼續 Serpo 交換計劃，但其幕僚認爲那是個錯誤決定，

最後在 1994年繞過了 Clinton直接終止了這個計劃。 J-Rod 據説是一個在 Nevada 實驗基地的技術

顧問，其名字的由來是因爲在問話中他的手指首先指著鍵盤上的 “J” 字母，然後再指向 “| \” 

鍵，因爲這個符號像一根棒，所以 MJ-12 給他取名為 J-Rod。 J-Rod 與人類的溝通是透過心靈感

應 (telepathy)，他 “告訴” 研究人員他所指的符號就像他的語言中代表 “15” 的意思，他認爲

這是用來形容他的最佳名字，因爲他來自的星球正好距離地球 15 光年。 有説 J-Rod 并非外星人，

而是來自未來的 time traveler。 有關 J-Rod 的資料，請密切留意 Universe Research 網站。 

http://universeresea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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