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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這本書相信很多人都看過，裡面快將死去的主角跟魔鬼交換

條件，每次以一物換取自己一天的生命，於是這世上不見了手機、電影、時鐘、貓，

每樣物件的消失都讓主角百感交織，最終在貓消失後，他終於明白每樣東西的價值，

拒絕了以貓換命。於是我們就想，作為一個城市人，我們的日常生活到處都圍繞著消

費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用消費品維持生活，那麼失去了它們，我們會怎樣呢？

從早上起，我們需要鬧鐘喚醒我們，需要牙膏清潔；上課時，需要眼鏡幫助看清楚黑

板；小息時，需要糖果來補充精神；做功課時，又需要用手機鏡頭與人溝通課業上的

疑難......這些都是我們生活運轉的必需品。可是，當這些都失去了，我們的生活真的

會混亂不堪嗎？還是我們能坦然面對？

這份報告就是圍繞著「失去」去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實驗，選取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物品：清潔用品、調味料、鏡頭、眼鏡及計時器，嘗試抽離這些固有的消費品，體驗

脫離本已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

我們會有何感想？書中的情節又會否再次上演呢？

真的讓人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答案呢！

編者按：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插圖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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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星期：如果清潔用品消失了 ......

說起消費，我們常想到的是衣食住行四方面，但在清潔用品這項小消費方面我們的消

費或者態度又是如何呢？清潔用品與我們的生活無疑是密不可分的，牙膏給予我們清

爽的早晨；沐浴露沖洗了我們一天的浮沉；洗手液更是隔滅細菌的好幫手。

清潔用品對我們如此重要，假若清潔用品消失了，我們又會如何應對呢？

抱著好奇的心態，我們開始了清潔用品消失了的生活。

我們組員由 11月 27號起，一星期不用任何有化學物質的清潔用品如：沐浴露、洗

髮露、牙膏，倘若犯規，便要從頭再來。

（圖：所有清潔用品排出來，以作最後的告別）

我們組員每人都限制使用任何一類清潔用品，以下篩選了部分組員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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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刷牙時，如果牙膏消失了......

紅：一開始沒想到牙膏是清潔用品，可能是習慣了擠上牙膏就刷，沒注意去判斷，在

組員提醒下才想起。起初不是很接受，到了第二天才發現真的受不了，都一整天了，

居然還不讓我用牙膏，誰能接受得了啊？可是能又怎麼辦呢？只好認命地拿起牙刷乾

刷，先沾一沾水，刷兩下，再沾水，反復做兩分鐘再漱口，聽上去是有一點嘔心，但

也就只想到這個方法了。原本上學時還感到有些不自在，但將心思投入到上課時候，

便已經忘記自己刷牙一事，漸漸那種不自在感也就不存在了。

（圖：庾麗紅牙刷圖，水杯混濁程度比預想中更厲害）

翁翁：因為不能用清潔用品，所以第一天沒刷牙。一天還好，但幾天後發覺牙齒已經

有變黃的跡象，於是決定改變策略。在媽媽建議下改用鹽刷牙，就是平常家裡的食用

鹽，鹽一向有清潔功能，所以按理說，用鹽刷牙倒是一種好方法。但用粗鹽刷起來十

分硌牙，而且鹽的酸鹼度高，在口裡刷著刷著有點苦苦的、作吐的感覺，後來不知道

為何，可能習慣了便好很多，沒那麼排斥了。

有趣的是，有朋友相告，當我用鹽刷牙方法的那段期間，牙齒一直有偏黃的問題。雖

然不知真假，但仔細想想，我好像真的沒怎麼注意是否真的處理了那發黃的牙齒，只

是麻木的想清潔口腔，現在想來真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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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翁翁所用的鹽每天都在減少，比平時的速度快了兩倍）

放學後洗澡時，如果沐浴露消失了......

蟲蟲：沒有了清潔用品聽似駭人，但我倒覺得沒什麼影響，因為本來就是冬天，出汗

較少，所以一開始是選擇不洗澡的。同學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跟我交談或者有任何

身體接觸時，也沒有跟我說有什麼異味。可是沒想到在組員的「縱容」下，我居然破

天荒地創下記錄，三天未洗澡！這絕對是我平日不能接受的，後來認為不是辦法，於

是改用清水清洗，但仍然覺得不乾淨，但是我也忍下來了，十分神奇的是，連父母也

未曾發現有問題。最終抵不住的原因倒不是太骯髒，而是因為冬至到了，認為不能幾

天不洗澡去見親戚，所以破戒了。因為犯規，我又重新開始計算，但後來因為要外出

補習，又再次破戒。我反復試了多次，都未成功。

更好笑的是，現在完成實驗的這麼多天後，我仍索性不洗澡，新年時候，我更是四天

沒洗了！！！我也不求甚解，可能是我改變了我的生活模式，思想也不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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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蟲一直與這位朋友互動，直至被告知一星期未洗澡後，嫌棄地退後一步、緘

默了一會兒後）你身上真的有異味！難怪我說怎麼不同，就說你一定有陰謀。一星期

不洗澡你究竟是怎麼做到的？你最近一直跟我聯繫、我們還一起......真的接受不了。

你還是離我遠一點！

這位朋友原本對蟲的互動不抗拒，當告知後，反應非常強烈，這究竟是不是一種心理

作用呢？

洗髮時，如果洗髮水消失了......

蟲蟲：我本來髮質就是油性的，所以長時間不洗頭髮一定有問題。聰明的我在實驗中

研究了一連串的計劃：我先抓或者撓頭，盡量將頭皮撥下來，然後再用水沖洗，你可

別說，這短短幾個動作已經將我洗頭時間延長許多，本來五分鐘就完事，現在硬是拖

長到十多分鐘。這還沒完，最後還要用吹風機以及梳子清潔，雖然身上有一股味道，

但也管不了那麼多了。在第六日的時候，我的手輕輕撩起，頭髮便撒在桌子上，場景

真的好不壯觀，就如掀起雪花般，不仔細想還以為是難得一遇的白色聖誕呢！

Day 1 Day 2

（圖：左右兩邊是黏在頭髮上的頭皮被撥下來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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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其實我覺得洗頭是一項麻煩的事，這次實驗倒是了我心願了。我開始都直接

不用洗髮清潔用品，本來洗頭就麻煩，現在沒有了清潔用品，單用清水又有何用呢?

可是直至第三天，頭皮浮現出來，頭髮變得一條條，十分污糟。所以到第四天開始,

我便開始用清水洗。效果比想像中好，而且在我用梳子梳頭時候，因為我沒有用護髮

素或是其他原因，梳子老是卡在頭髮上打岔。不過用梳子的方法也比想像中有用。頭

皮改善了，頭髮也乾身了，可惜有一點兒難以言說的味道。

碰到骯髒物，需要洗手時......

Tracy：有一次我幫忙煮晚餐需要雞粥，我當時沒想那麼多，毫不猶豫地提起衣袖開

始動手幫忙洗雞，切雞以及將它扔在粥里。但是拿起鍋鏟打算攪拌的時候，發現自己

的手很油膩，差點握不住鍋鏟。這才想起，我不能用清潔用品的事實。

即使不斷沖水，可是仍然洗不掉。

（圖：碰到雞之後手上沾了一些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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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沒辦法，只好反復洗手，然後塗上一些帶有香味的護手霜。誰知道這只是掩耳盜

鈴，手上反而更加的油膩，又再次洗手，再用紙巾擦乾。跟父母談及此事，他們提及

了一個天然的方法。根據他們說法，是將果皮、糖以及水，按 1:3:10 的比例，放三

個月便可以採用。真的幸好家裡有備用，要不然怎麼解救這燃眉之急啊！其效用確實

挺有用，只不過沒想到先前在社交軟件看到而不屑的做法，現在卻身體力行的使用中。

（圖：天然材料解決自己手骯髒問題）

現在回想，真是一個充滿味道的專題研習啊！

我們發現......

原來清潔用品看似細微，但當失去了它效用時，便被無限放大，它沒有佔最大的開支，

但小消費已經能對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響。經過體驗後，我們在想，究竟我們購買這

些清潔用品，購買的是產品本身，還是一種安心，一種心安理得呢？就像實驗一樣，

我們原本使用清潔用品以為求的是乾淨清爽，但殊不知是自己安慰自己。儘管手掌滿

是油跡，在沒有清潔用品的情況下，居然以帶有香味的護手霜代替，我們對清潔的觀

念何時由乾淨，變為了有香味呢？香就等於乾淨？骯髒與乾淨的定義讓時間沖洗后，

變得模糊，我們的不習慣也變成了習以為常，這也許是為何有組員能長達4天不洗澡

的原因吧。原來沒有了清潔用品的世界，是比想象中的坦然以及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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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清潔用品看似不可或缺，但其實可以取代。我們每個人剛剛開始都不約而同地認

為沒有清潔用品，很造成很大的阻礙，但事實卻與我預想不同。除了開始的一兩天，

我們皆有一套自己特別的清潔方法。刷牙不再注重整潔、追求一定要白白的，而是有

否味道、別人有否發現；洗澡也不再以自己身體整潔為主，而是自己心裡的感受為先；

洗頭也不再在意護髮等功效，而是緊張有否頭皮及味道。我們之前對乾淨的觀念完全

推翻了。

我們在想，會否就是因為我們平日習慣了一個高品質生活，使用的洗髮及沐浴露不單

單只有清潔，還有護髮護膚、抗敏感等針對性的功能，所以當失去了，喚作使用以前

最原始的方法：清水或者天然用品，我們第一反應就是驚訝、反感，甚至拒絕接受。

在那刻才知道，我們現在消費的是功效、功能，早已脫離當初使用清潔用品的目的。

但我們的現在或許是未來的過去，新的總有一天會被認為是老舊，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現在所謂的清潔用品也會當成我們現在的鹽、果皮糖水一樣的嫌棄，甚至慢慢地

被遺忘在時間的洪流里，慢慢被人忘記，就如當初的大哥大電話一樣，消失在這個世

上。

假如這個世界的現有清潔用品全部消失了，或許我們會不自在、不接受，但相信只是

一段時間的事情，很快會不同的方法、產品陸續推出。不斷更換替代變換，會否就是

我們消費的模式呢？

看到這裡，我們已經沒洗澡一星期了，有否覺得紙張傳出一些味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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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星期：如果調味料消失了 ......

從每個早晨的早餐開始，乃至下午茶的小食，調味料的爪牙無處不在，甚至早已攻陷

了我們的味蕾。調味料，為飯菜調味的同時，亦增添豐富的口感，為食物増添了不少

色彩。每一頓飯菜都有調味料如：鹽、油、醬油等作為調味，但是這是必需的嗎？不

甘於成為調味料的奴隸，抱着這個疑問，我們進行了一場挑戰一一我們決定進行為期

4日的禁絕調味料之戰：4天內不管用任何方法、形式（外出、自己煮食）都不可吃

任何調味料。

究竟菜式會變得淡而無味？還是會另有發現？

實驗如期般難以實行......

Tracy：真的不知道如何避免調味料，更不要說它消失了會怎樣。說實話，本來該實

驗的時間早已開始，但是我卻十分躊躇。沒有調味料，預測了很多風險，例如：營養

不良、沒有能量所以學業不上心等等，甚至有放棄的念頭。但為了報告，唯有硬著頭

皮上了。其實頭一兩天我吃的我都是白飯和清蒸蔬菜和肉，該怎麼說呢，菜裏多了肉

的鮮味，肉裡多了菜的甜味，但就是沒有什麼味，而且肚子餓的次數會增多，真的不

習慣。我連本來討厭喝的番薯粥也嘗試了，可能之前味道太淡的關係，這粥反而成了

最「重」的一道菜，甜甜的特別好吃，我一口氣吃了四五碗。

（圖：沒想到平日最淡味道的一道菜，現在卻成了味道最重的菜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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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沒有調味料簡直是難以想像。味道決定人的食慾，而調味料能提升食物層次，刺

激味蕾，甚至食慾的關鍵所在。調味料對於我而言至關重要，沒有調味料就像沒有鹹

味的鹹魚一樣。禁絕調味料簡直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我習慣吃麵加入大量辣椒油，可

謂無辣不歡。如今只能吃清煮白焯的麫條，麫條沒有了獨屬於它的色彩、魅力與滋味，

要我如何吞下去？每天吃著清水般的食物實在難以下嚥，所以我只維持了一天。美味

的食物就是我動力的泉源，沒有調味料更甚至會影響我整天的心情與行動。

（圖：清煮白焯的麫條，難吃至極）

蟲蟲：我為了隔絕調味料，有一次出糗的經驗。有次和家人外出吃飯，卻又要避免調

味料，只好尷尬地向侍應點了走鹽、走糖走油，走一切調味料的飯菜。當侍應聽到我

如此無理的要求，則黑着臉，認為我在玩弄他，對我破口大罵，令我非常難堪。最後，

只好「破戒」吃菜單上有調味料的菜。

（圖：有調味料,菜單上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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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翁: 原本我以爲調味料只是滄海一粟，我不會篩選不了沒有調味料的食物吧？但沒

想到真的實驗開始後，我發現根本不知從何下手，想到什麼都是有調味料的......當我

跟媽媽提出這要求時，她又無論如何也不肯為我煮去掉調味料的菜，覺得我要求無理，

焦頭爛額的我不知道如何完成此艱難任務，我只好吃了幾頓淡然無味的白飯。我有時

在想，倘若這樣長久下去，這樣會否導致營養不良、健康受損呢？

（圖：吃了幾頓白飯）

最後，我們全組人都不敵調味料的進攻，分別投降了！挑戰宣告失

敗！

編者按：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插圖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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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

原來我們是如此的任性。明知道調味料只是加工食品，吃多了會影響健康，但我們難

以擺脫這可恨的調味料，究竟為什麼我們寧願冒著損害健康的風險，也要那一時的口

感與快樂呢？到底是何時放了調味料的菜才更爲美味？看來調味料已成功讓我們忘

卻食材本身天然、淳樸的美味了。而做完實驗的我們還能無憂無慮地享受調味料帶來

的「美味」，而甘願冒上健康風險嗎？

原來我們又是如此的有偏見。為甚麼調味料消失了，就是枯躁無味，沒有選擇食物的

餘地呢？為何調味料不見了，我們會覺得可吃食物種類減少，甚至最終造成營養不良，

沒有能量？為什麼活在沒有調味料的世界下，我們會有被人認為是標奇立異的感覺？

如果調味料失去了，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如此的乏味、讓人擔憂。調味料一向只是為菜

色添色，但不知不覺間，也變成我們生活的調味劑，已成規律。

那麼造成這結果的罪魁禍首是誰？是調味料造就了我們那麼挑剔的味覺？還是我們

生在一個滿是調味料的時代，讓我們失去了返璞歸真的能力？還是歸根究底，是自己

不肯改變讓我們止步不前？我們相信或許沒有調味料的世界，沒有我們想像的恐怖無

色，但是在這個時代，這個已成恆常的生活習慣，我們無法丟棄調味料。

所以，失敗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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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星期：如果鏡頭消失了 ......

我們生活中最常接觸、最貼身的鏡頭，便是手機鏡頭。有了智能手機後，我們用鏡頭

記錄生活、記錄回憶，拍下眼前的風景、食物、合照......而手機因為攜帶方便，它們

的鏡頭甚至已經能夠取代了相機，成爲我們最常用的工具之一。

當我們沒有了這隨身攜帶的鏡頭，會怎麼樣呢？於是我們便以隨身攜帶的鏡頭爲主

角，一個星期裏禁止使用手機鏡頭以作實驗。當鏡頭消失了，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翁翁：真的不試不知道，一試就知道逃不開了！我一向有用一款社交軟件

‘snapchat’，是要用鏡頭拍照與好友聯繫、分享甚至聊天。可是實驗時，我如常

的打開了它，一打開便是相機的界面，即便沒有按下拍照，但仍是已經用了鏡頭，有

一次我甚至是拍了照傳送了出去，幾小時後我才發現我已經用了鏡頭，那一刻我才驚

覺原來很多時候不知不覺就用了鏡頭，原來鏡頭已經深入生活得讓我們自然而然毫不

思索地使用了。

（左）Snapchat 打開的界面（右）Snapchat 所記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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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會記錄我與朋友連續互動用了多少天（用 的圖案旁邊記錄着連續天數）但

一天沒有用便重新清零，於是我和朋友都爭相去儲 至一百天、二百天......所以實驗

開始後，我爲了想避免清零，便用鏡頭拍下一片黑暗，每天‘打卡’，本以爲這樣便

不算，殊不知這樣依然是犯了規，真的很懊惱！原本以爲我不會常用鏡頭，但原來鏡

頭已不知不覺融入社交軟件了。

早前風靡香港的PokemonGo遊戲中，原來也採用了鏡頭。我本來想在假日玩此遊

戲時，剛剛打開鏡頭捕捉小精靈時候，鏡頭已經潛伏在裡面。

我跟鏡頭就像展開了一場游擊戰，我小心翼翼的躲躲藏藏最後扔掉入圈套。

蟲蟲：老實說我根本就不是常用鏡頭的人，只有在學業上才用得最多。記得實驗時，

有朋友想要我拍下一些筆記、手冊給她，可是當我打開了手機裏的相機，我才發現自

己犯規了，可是能怎樣呢？只好低聲下氣地跟那位朋友解釋，並請她詢問其他人了，

感覺真的挺怪不好意思的。那刻我才原來沒有了鏡頭，竟妨礙了我與朋友之間的學業

交流與聯繫。原來鏡頭已經不知不覺滲透，甚至已經進入我們的學業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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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y：我有一位在美國留學的朋友，我們關係非常好，在實驗期間，她如平常一樣

拍了三餐飲食照與我分享，那一刻我很想拍照予以回應，但卻發現不能，只能用以文

字與她分享，但文字又不及照片般有真實感與說服力，所以無法使用鏡頭使我感到有

點空虛。而且有一次她要求與我視訊聊天，但我想到會用到鏡頭而拒絕了。沒有了它，

可能我就要只用冷冰冰的文字，隔着熒幕與網絡才能維持友好關係了。所以原來鏡頭，

平日裏已悄悄搭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橋樑，維持與人聯繫的直接工具，沒有了鏡頭這個

橋樑便斷了一半。

（圖：一向用視像通話的，突然沒有鏡頭一時難以聯繫）

我們發現......

原來我們已經很多時候毫不思索便拿出手機，按一下按鈕，使用鏡頭記錄下這一瞬間。

鏡頭拍下的照片雖然不能完全代表我們的記憶，它卻能提醒我們想起記憶、減少我們

回想記憶的時間，就像如果沒有了鏡頭，可能我們記得前天吃了什麼，卻不會刻意去

想起，而且想起也需要時間去追溯。原來鏡頭已經毫不察覺地融入我們的生活，甚至

比起日常用品更為重要的存在，成爲一個不顯眼卻很重要的角色了。

鏡頭是一個拍照工具，協助我們記錄、生活，但沒有了它，我們難道就不能記錄了嗎？

記憶的存取還不是有我們大腦在運作嗎？從何時，我們的鏡頭代替了眼睛、手機相簿

代替了我們的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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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鏡頭不單只是記錄，還是對外的窗口。

我們原本以爲只是一個拍照的工具，只是爲了留

下一刻的回憶或與人分享一刻所見所歷，但實際

比我們想象中的複雜。實驗之後，我們發現使用

鏡頭的廣泛程度比我們想象的多，除了記錄，更

多的是爲了學習、社交、建立人與人的溝通橋樑，

甚至娛樂（如遊戲 PokemonGo 中的 VR技術）。但難道其他方法就不能學習、交

流或是娛樂了嗎？為何 Pokemongo 一定要拍攝著街道來抓小精靈？沒有了會影響

遊戲進行嗎？何時我們陷入鏡頭的深淵，到達即使拼命想要脫離，卻擺脫不了的窘

況？

本以爲鏡頭不會牽連太大，即使消失了，我們也可以以文字記錄代替，最多也是一會

兒的不習慣，但卻事與願違。就像我們用社交軟件與人聊天時，不用鏡頭拍照只用文

字，我們便會覺得冷冰冰——但什麼時候鏡頭竟成爲了溫暖的代替品？人與人之間的

溫暖與真誠，不應是面對面的接觸而建立，而非隔着鏡頭聯繫的嗎？文字不也能傳達

信息嗎？

我們在想：沒有了鏡頭，我們在溝通、社交、學習，甚至娛樂生活也受到影響，鏡頭

為我們帶來的是方便還是不便？

沒有了鏡頭，我們存取變得模糊，回憶變得零碎。究竟是鏡頭造就我們如此的善忘，

還是因為我們善忘而造就了鏡頭呢？

編者按：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插圖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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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星期：如果眼鏡消失了 ......

眼鏡對於像我們這樣的學生而言無疑是必然的消費品，眼鏡可以補救我們視力的缺

陷，將模糊變為清晰，就像在看不清黑板的時候，眼鏡更是不可或缺。

在做這份報告之始，我們在一次討論中忽然發現，組裏每人都擁有一副眼鏡呢！而且

大都度數都不淺，我們有些組員甚至因為各種原因而更換了四副眼鏡。

所以，這時我們不禁產生了一個好奇：倘若我們沒有眼鏡這樣似是我們幾個而言必備

的消費品，會有怎麼樣的結果和發現呢？對我們的生活會有很大影響嗎？因此，我們

決定做個不戴眼鏡五天的實驗，在五天內盡量避免使用眼鏡。

Tracy：○視力情況：450（左）450（右）

摘下眼鏡的那一刻，總會感覺有點不自然和自卑，感覺自己變醜了，因為從前習慣了

戴眼鏡，眼鏡就好像是能遮蓋我黑眼圈和眼袋的工具似的。不過在生活中，不戴眼鏡

也沒什麼大影響，只不過是認不清親戚而只好不斷傻笑來應對罷了......

還有我雖然看得朦朧，可是所看到的卻是一片片色彩繽紛的風景，就像一幅油畫似的，

當時我就想，如果我戴了眼鏡看到枯葉和泥巴，應該不會覺得那麼美吧？對了,不戴

眼鏡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我比以前更勇敢走過鄉下的田間——因爲看不清腳下的泥

巴，就變得不怕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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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視力情況：400（左）350（右）

對我而言，不戴眼鏡簡直是太困難了！每次看電視、玩手機都快要貼到手機面前才能

看到，十分傷眼。我嘗試過沒有戴眼鏡一天，已經受不住了，因為在假日有太多空餘

時間，我沒辦法不看電視、不玩手機，而又因爲太傷眼，媽媽總會罵我，於是我只好

停止了實驗，實在受不了了！所以我要向組員道歉，我破戒了，一天也沒堅持下去呢......

翁翁：○視力情況：500（左）600（右）

（圖：凹凸不平的路）

沒戴眼鏡，我反而怕本來不怕的東西呢：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看來都是一個顏色的平

路，所以時常都擔心絆倒；相反，本來怕的東西也不怕了：平常遠距離看到有狗隻便

走得遠遠的，但現在狗走得很近才看到，而且因為看不清，就直接走過不怕了。

有一次在外面吃飯，沒戴眼鏡看不清，夾魚也夾不到，結果要勞煩別人幫我夾菜，親

戚們知道後紛紛幫我夾，感覺很溫暖，不過同時也覺得自己好像真的是殘廢人一樣

呢......不過也因爲這些，我更感受到他們對我的關愛和照顧呢！

實驗結束後，我再次拿起眼鏡，竟都佈滿了塵埃！第一次戴回眼鏡竟然是夜晚12點

過後，為了看清楚電腦熒幕而戴上。不過第二天早上，當我戴回眼鏡，便覺得自己很

陌生，也感覺不舒服，然後我索性繼續不戴眼鏡了，因爲感覺有時候看不清反而比看

得清還舒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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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視力情況：300（左）300（右）

我也跟與紅一樣要向組員說聲對不起，因為我也破戒了。功課實在太多，必須要帶眼

鏡，否則會很傷眼睛。即便沒有做功課，大多時間除了在家裏看電視、看手機，就沒

什麼可做，但我接受不了沒戴眼鏡去做功課和接觸電子產品，就只好停止了實驗......

蟲蟲：○視力情況：500（左）100（右）

我兩隻眼睛的視力相差很遠，所以每當我不戴眼鏡便會有視力偏差的問題。就像有一

次與組員討論時，我嘗試把手指放在桌子中間位，而組員們都說已經偏離中間線了，

她們都覺得很神奇呢。不過這對我而言，只要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就沒有多大影響，

仍然能看得清事物。可是這個情況一到夜晚就會產生改變，我就會看不清人的樣子了。



21

我們發現......

雖然有兩位同學實驗失敗了，可是仍有三位同學卻也尚能如常生活，甚至更喜歡眼鏡

消失的生活。看來如果眼鏡消失了，也沒有我們預期中那麼的不便呢！眼睛看不清了，

我們反而也更多使用其他感官甚至是人際關係來做事，就像翁翁一樣，其實也未嘗不

是一件壞事吧。

我們幾個之中，有很多都是因爲從前沉迷使用電腦，得了近視而要戴眼鏡。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出現後，我們又戴着眼鏡不斷使用這些產品（像紅&姚），於是近視又加深，

雖會有憂慮，卻仍繼續如此......

我們爲了使用電子產品的滿足感，不斷使用科技解決科技產生的視力問題，周而復始。

那麼我們對眼鏡的需要，究竟是爲了防止近視加深，還是爲了能更任性的使用電子產

品而又加深近視呢？究竟是什麼把我們的眼睛弄壞呢？配戴眼鏡，本來是填補視力缺

陷，可是漸漸的，它似乎把我們對自身缺陷的自覺也填補了。看不清不等於看不到，

我們並非完全喪失視力，那麼我們不是該努力改善自身視力問題，防止視力加深，而

非理所當然的不斷依賴眼鏡呢？

平日戴了眼鏡，眼鏡框框住了視野，我們只看到一長方形框框的世界，只在意眼鏡框

裏的事物，卻同時忽略了框外一切無垠的事物、忽略了很多有趣的事。可是當眼鏡消

失了，框框沒有了，我們看到更多更多，雖然是一個模糊的世界，卻又是一個全新而

廣闊的世界——我們在這個世界，可以用朦朧的一部分，想像一件事物全部，那可能

更爲美麗；也像Tracy 一樣，會發現了新鮮獨特的景色，予我們截然不同的感受。

有些東西，用心看才會清晰，無關眼鏡是否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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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星期：如果計時器消失了 ......

在我們這個爭分奪秒的社會，計算器充斥在我們周圍。所以我們有個疑惑，倘若沒有

了時間，我們還能消費嗎？對消費又有何影響呢？

於是我們決定體現六天時間消失了的日子，看看結果如何。

我們先將手機時間調亂，避免家裡的時鐘以及一切可顯示時間的工具。

第一天：我們約在一個地方聚集，作為實驗的第一天。

地點：深水埗A出口附近的麥當勞

時間：12點正（即太陽升到頭頂的時候）

內容：一個計時員提早十五分鐘等候組員來到（可以豁免禁止實驗查看時間的工

具）負責紀錄成員到達的時間，看看沒有了時間，對我們造成的不便。

11:45am計時員到達

蟲蟲：我真的覺得作為計時員很不耐煩和焦慮呢，由於判斷十二點的方法很主觀性，

我很擔心會沒有人來，無奈之下只好叫東西吃著，在此時我覺得時間就像停止了一樣，

無論有沒有時間也好，我也是呆在在這裡。記得先前我也和其他幾個組員討論過，大

家心裡都估計紅會最遲來，因為本來她就不是很情願，性格上又有種不羈灑脫，很多

時也表現得不合，殊不知她居然最早到達！

編者按：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插圖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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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8pm庾麗紅到達。

紅：(把大家認為她會最遲的想法告訴她，她憤怒得大拍桌子）

「我最遲囉，睇下邊個遲先啦！」

我跟你們說，我有多聰明——我根據父親的出門時間作為標準，記得我父親大約在

11點左右起床，在洗手間待大概 1小時後便外出，那時候正好是12時正。厲害吧 ?

我那時發現原來我一直有留意日常生活的規律，只是我忘記了。

.

( 出門 ) （Tracy 在出發時拍攝的太陽，正是中心位置）

12:36 pm

Tracy：我是透過觀看太陽的位置才決定出發，我婆婆曾經說過那年代他們靠太陽中

心來分辨正午，本來以為準確，但現實出現誤差，或許以前對時間的概念不同吧？當

然，我對紅準時到達感到十分驚訝。一個日常也遲到的人，為何會突然改變了性子？

13:57pm

姚：真的對不起，遲到了那麽多，我也是無意的。我本來7

點時分便已經起床了，打算用看書來打發時間，未料自己預

計時間錯誤。本身看一百多頁，差不多就一小時過來了，但

是自己看得太入迷，以至於不能停下來。這次意外真的不是

我造成的，是因為沒有了時間，我無法按時克制我的慾望啊！

編者按：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插圖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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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天的實驗，我們發現計算器的存在未必只是計時，可能是我們維持我們日常生活

的必需品。我們日常的計劃行程是實在的真實存在的，但相反計時器卻是虛無的，無

以量化，所以我們在計時器消失下，我們會遲到，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如此慌張。計

時器的創造是我們自己加上的規則，一天的生活尚且如此，假若一星期的話......

為了實驗的準確性，我們延長了實驗期限一星期：

Tracy：其實吧，我在新年期間回鄉，家鄉一向的計時器是大自然，自然也沒有時間

也無所謂了。我家鄉正是田野鄉村之地過著養雞種田的生活，所以基本上就是過著「朝

而往、暮而歸」的生活，說起來簡直就像是陶淵明一樣。記得在第一天，我便無奈地

被公雞「咕咕咕」的叫聲喚醒，大自然所創造的動物生理時鐘，讓我想制止也制止不

了，突然很想念鬧鐘的存在。但是過來幾天，我便習慣了，所以幾天下來順理成章的

便由公雞來叫醒我。

噢，我計算時間的還有一點，就是遊覽田園的時間。下午表妹會帶領我遊覽田地裡的

環境，碰巧回來時候就是吃飯之時，我也不知道是巧合，還是刻意安排。但其實除了

要赴約或是吃飯的時間外，計時器的存在是根本沒有需要的。

編者按：因涉及版權問題，
本插圖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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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翁：我對於一天沒了計時器感覺還可以，就是早上不知道自己起床是什麼時候，起

床以後總是覺得已經很晚了，后来透過別人話中得知原來也只是 11點多，只好嘲笑

一下自己沒有計時器後的無能為力。有時候我也很想可以早起床呀，但發現不能調鬧

鐘，想看看現在幾點、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做功課、看手機，幾點睡覺，卻發現不能看，

就覺得：糟了，那麽多事情未做，等一下肯定很晚才睡。而且很多時候都忍不住想看

時間，忍不住問別人現在幾點......

所以還是不斷違規透過各種途徑判斷時間：問家人時間、看節目播出時間等，表面上

好似不需要計時器，實際上還是透過各種方法途徑感知大家「主流的標準時間」。

姚：過著不問世事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對於計時器的消失，對我而言，就

太不是一回事。每一天的生活便是煮飯、吃飯、看電視、玩手機、睡覺......週而復始，

我的生活就是這樣有規律，這樣簡單枯燥乏味，計時器的存在好像也沒有必要了。

蟲蟲：沒有了計時器，恐怕對我的生命健康存在最大影響吧。

第一天，我起床後，因為無法看時間而錯過了早餐和午飯，時間的流逝難以感受得到，

連餓肚子的感覺也好像相應消失了。以往一到達 11:00am，便感到開始肚餓，

12:00pm便很想吃東西了，誰知道那一天起床時還是天亮的時候，直接等到了天黑

才吃晚飯。

隨後幾天，我仍然維持著吃不定時的不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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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

計時器，只不過是人類劃地自封的、一格一格的框框。

而這個框框，已經根深蒂固的融入了我們的生活，變成了社會文化、風氣和生活習慣，

是我們的共同習慣和意識，就像翁翁那樣，透過了各種途徑向獲得「主流的標準時

間」——這是時間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我們在實驗中嘗試融入的時間標準。

如果沒有了計時器，便好像沒有了時間，但明明時間從來不會消失......正因為這是大

家共同擁有的「主流的標準時間」，背後不只代表著時間，還代表著我們的生活習慣。

沒有時間，我們便會融入不了社會，因為自己跟不上社會的效率，我們會違反社會的

一些道德標準，例如準時。

香港人對時間的觀念那麼的重，沒有了計時器好像就會令自己落下社會的腳步、無法

生活，就像每天我們都需要計時器來衡量能否準時上學、上課下課時間、睡覺時間......

甚或上班族需準時上班避免被解僱、股票市場每一秒均千變萬化、運動員一秒之差便

已定勝負......於是很多時候，我們的爭執、不安都源自於計時器。沒有了計時器刻度

的時間，我們的生活會否變得更廣闊？

所以社會越發展，生活越急速，我們便越需要精準的時間，以保障自己沒有失誤。可

能在將來，生活節奏更快速，時間便會更重要，才能在有限的時間應付更繁瑣事務。

可見，計時器體現了效率。但當計時器消失了，我們還會介意效率嗎？當時間的這些

標準消失了，有多少人還會在乎時間？我們還會在乎一秒鐘和一分鐘之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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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看到這裏，你會否有一個疑惑——我們身邊有這麼多重要的消費品，爲何我們會選擇

清潔用品、調味料、鏡頭、眼鏡及計時器？它們之間有聯繫嗎？

其實，身邊的每一樣消費品都密不可分，於是我們由外到內、由淺入深的進行實驗與

研究：由抹在身體外的清潔用品，伸延到會吃進口裏、關於味覺的調味料，到我們的

記憶，再深入到關於我們眼球的眼鏡，最終，再到最重要而又關係時間的、那麼虛的

計時器。而在過程中，我們深入發現了各個消費品的價值，感受也越來越深刻......

《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裏，經常提到「有得必有失」，在完成那麼多的實驗後，我

們也深刻體會到了這個道理。或許在我們得到科技的便利時，我們無意中失去了原有

的生活技能......

就像計時器一樣，已量化的時間就像一個固定的時間表，帶來一個有效率的生活模式，

但同時它亦無形中規限了我們的生活習慣，我們就好像一直被時間趕著跑似的，不知

不覺便喪失了享受過程的權力。既然知道有得有失，我們便必須取捨，於是我們又陷

入兩難的局面：究竟應取量化的生活，還是無拘無束的生活？

又或是鏡頭，我們得到了更快捷的記憶存取方法，以及方便的聯絡感情的方式，但卻

失去自我存取記憶的能力，甚至不懂如何真誠溫暖與人相處。有得，卻必有失去的情

況下，究竟是選擇有效率的人生，還是安於自己的技能？

雖說我們得了科技也似是失去了生活技能。不過，在這次失去的旅程中，我們幾個又

何嘗不是有了這些重要的得着？

既然凡事有得必有失，得失該如果衡量？這條界線如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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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之後，我們常常想到一個問題：究竟生活中的消費品是讓我們進步還是退步？

就像我們之前在眼鏡的部分提及過，眼鏡的出現的確幫助很多人看清事物，但同時，

我們卻又因帶著眼鏡這項科技產物，而持續加深近視；又如鏡頭一樣，我們為了避免

遺忘而製造了這產品，但我們使用後卻更令我們變得善忘——這些科技下的產物真的

讓我們進步？我們不能否定，但又不能確定。可能這，便是我們的矛盾與好笑之處吧。

我們又需要思考，何謂進步，又何謂退步呢？很多時候，我們將問題歸咎於科技，覺

得科技使我們退步，但其實造成惡果的又會否是因為人類自身的惰性？即使科技有效

的幫助生活，但我們不是仍可選擇不依賴科技產品嗎？這難道就不是我們自己的問

題？

讓科技繼續取代能力，還是應重新重視與生俱來的能力？

當我們站在科技面前，我們該進還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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