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th 大浴場，開場！
這個活動是已經非常熟悉的線上形式的
販賣會。
不只是在日本，是從世界各地都可以參
加，正是場新世紀的販賣會！

【凸臍蛙】「啵呦！我是準備會的凸臍蛙啵
呦！為了今天的愉快活動也請大家能夠
多多幫忙啵呦～！」

這裡是虛擬空間。也就是白鸛的世界裡
威爾帝空間。
因此，在各種世界的腳色們都可以參加。
為了炒熱今天，『暮蟬』與『海貓』的
腳色們，也以社團的方式參加了。

【凸臍蛙】「那麼就來巡視各個社團，並確
認是否有依照展示物或販賣會的規則啵
呦！首先第一個社團是……。」

・―・―・―・―・―・―・―・―・―・―・

【凸臍蛙】「啵呦？！這裡在開場之前就形成

了好長的待機列隊啵呦！是哪個社團啵
呦？」

【阿斯摩太】「好期待貝阿朵莉切大人的新刊
啊☆描述的一定是與戰人大人的親親密
密的新婚生活♪」

【別西卜】「不對不對！是讓新婚生活更多彩
的熱戀愛妻便當食譜！只能是這個了！
啊啊，現在就開始多謝招待的心情♪」

【貝爾菲格】「我們的主人明明沒有必要親自
當販賣員的……。只要全部交給我不只
是當販賣員，想點子、畫草稿、上線稿
貼網點，當然對電子原稿也是可以處理
的說。」

【撒旦】「你這笨蛋！這麼一來不就是你個
人的社團了嗎！這可以貝阿朵莉切大人
與那位戰人所一起出的本喔！更加尊敬
點！！」

【利維坦】「果然一定是以他們兩位的親密為
主題的作品呢。啊啊～對單身來說太難
受了！好忌妒貝阿朵莉切大人啊！」

【露西法】「不過話說回來，真不愧是貝阿
朵莉切大人。明明沒有公開新刊的內



容，就形成了如此這般的山羊待機列隊
……！」

【山羊們】( 嗚呼呼……，好期待新刊……。
還沒嗎？……還沒嗎……？ )

【凸臍蛙】「先不管這些待機列隊，我用準備
會的特權早先一步來看看新刊啵呦～☆
你好☆今天的新刊是什麼呢～☆」

在那裏的是……，沒有做任何準備的攤
位與坐在椅子上的貝阿朵的身影。
在脖子上掛著的看板，上面是這麼寫著。

『我是成天都在玩而沒有來得及完成原
稿的愚蠢魔女。』

【戰人】「所以我說過很多次了吧？！原稿順
利嗎？需要幫忙嗎？能讓我看已經完成
的部分就好嗎？我有說過吧！！」

【貝阿朵】「因為……。在夏天結束時，出了
很多好像很有趣的遊戲啊……。氣球防
衛隊 6 對吧？ 進擊山羊傳說對吧？來
自阿鼻叫喚對吧？然後，庵型也會出新
的 DLC 對吧？然後還有……。」

【戰人】「要玩遊戲是沒有關係！因為遊戲而
延遲原稿是常有的事！！但我生氣的不
是這一點，我是在氣每次跟你確認進度
的時候，你都說很順利、今天完成了幾
頁、想完成的時候在給你看所以現在不
行的這種，彷彿有在好好地執筆卻一直
說謊的這點！！」

【貝阿朵】「因為因為！！如果不這麼說的話，
戰人就不會一起玩對吧？妾身可是為了
戰人，很努力的在練習萊桑達狙擊槍的
喔？」

【戰人】「我沒有拜託你！！總之，你今天就
一整天當個罪人給我好好地反省！！」

【凸臍蛙】「夫妻吵架連青蛙都不理啵呦～
……。要幸福喔啵呦。」

・―・―・―・―・―・―・―・―・―・―・

【凸臍蛙】「這個社團……，在開始之前情緒
就非常高昂啵呦！」

在那裏的是，圭一與靈魂兄弟龜田正在
一起做準備中。



兩人都非常的嗨。看來是做出了相當有
自信的作品。

【龜田】「K ！！！！！很順利的完成啦！！！
這一定會成為新世界的聖經！！」

【圭一】「是啊。不過，不論是什麼樣的書沒
有被閱讀的話就沒意義了！！所以要卯
足全力地當販賣員，並指引迷途的未來
靈魂兄弟啊！！」

【龜田】「這是當然的，K ！！！」

【凸臍蛙】「是準備會啵呦～♪今天的新刊是
怎麼樣的啵呦？」

【圭一】「問得好！！這就是我們的新刊！！
並且也是成為邀請進新世界鑰匙的聖
經！！」

【龜田】「名字正是！！ 『嚴選！讓你的人生
染上萌萌色彩並改變人生，K 的名演說
100 選』啊！！！！」

傳言，只有聽進耳裡靈魂就會成為俘虜，
嘴上的魔術師，圭一的熱情萌說！
把聽見的所有人都引誘進來的這種來路

不明的能力，也有被稱呼為固有結界。
而圭一這般附有魔力的珍貴名演說嚴選
收錄了 100 個！

【圭一】「當然，說給龜田聽的蛋糕美少女化
的演說也有說收錄進去喔！」

【龜田】「嗚喔喔喔喔！！那股興奮居然還能
夠再次以文字來閱讀！！打開！要打開
了！！要再度開眼了啊啊啊啊啊！！」

你也務必來一冊如何？
成為靈魂兄弟，並打開新世界的門吧！

・―・―・―・―・―・―・―・―・―・―・

【凸臍蛙】「我記得這裡是『海貓』的人們排
列的地方啵呦。……喔喔，這個是櫻太
郎的布偶啵呦！」

【真理亞】「嗚！！這裡是真理亞的社團！做
了很多的櫻太郎布偶喔！」

【凸臍蛙】「很有手工做的風味啵呦。然後，
從大到小有各式各樣的呢啵呦～☆」

【真理亞】「嗚！能夠一直在一起的口袋尺寸



櫻太郎！嗚扭～☆然後這邊的是，可以
大大抱緊的特大尺寸櫻太郎！ 嗚扭扭
扭扭～☆」

【凸臍蛙】「啵呦？這邊這個櫻太郎非常的重
啵呦？！」

【真理亞】「嘻嘻嘻。那個是強化櫻太郎喔。
使用了製作防彈背心的特殊纖維所編織
而成的。所以不管怎麼撞怎麼刺怎麼拉
怎麼撕裂都絕對不會有事喔！！」

頑強的原初魔女，為了不要再度失去櫻
太郎，所以賜予它最強不死身的身體了
……。

【凸臍蛙】「在旁邊的是朱志香的社團啵呦！
記得是要發表自製的音樂專輯啵呦。」

【朱志香】「吵死啦！為什麼連這種地方也要
跟來啊！以為是教學參觀嗎！！」

【蔵臼】「在活動開始前先做個接客的模擬練
習比較好吧？就讓我來當客人吧。啊，
這個可以讓我試聽嗎？」

【夏妃】「朱志香。桌巾歪了喔。在這種地方

腳被看見了是很可惜的喔。」
【朱志香】「我・就・說，吵死啦！！這種事

我會自己做！父母不要連這種地方也跟
來！！」

凸臍蛙一撇看向了旁邊的社團，而這邊也發
生了類似的事情。

【秀吉】「現在的公司啊，也是我一個人從拉
著手推車開始的呢！讓治也是，從這只
有一半就像是貓咪額頭的會議桌的土地
上開始全部的一切呢！」

【繪羽】「但是，這裡的客群好嗎？因為讓治
很善良，不知道會不會被態度差的客人
給纏上，媽媽我很擔心呢。」

【讓治】「沒事的，媽媽。會聚集在這裡的都
是同好的夥伴們。大家，都是很好的人
喔。」

【繪羽】「念書與學才藝等全部，最重要的都
是最初的成功體驗喔。就算這只是在玩，
也必須以大成功來收尾才行。」

【秀吉】「很懂呢！雖然很久沒有親自賣東西
了，不過這是我的原點！就讓我好好展



示我的拉客技術吧！！」
【讓治】「……真是傷腦筋。這麼一來就是爸

爸與媽媽的社團了啊……。」

【凸臍蛙】「白鸛送子的家庭和樂融融的非常
美好啵呦☆」

・―・―・―・―・―・―・―・―・―・―・

【凸臍蛙】「你好啵呦☆這邊是準備會的巡視
啵呦～。這裡是龍宮蕾娜的個人社團嗎
啵呦～？」

【蕾娜】「你好！蕾娜的個人社團是將以往所
收集的可愛東西的大拍賣喔！希望大家
也務必將這些可愛的東西帶回家呢！」

蕾娜將謎樣的稀有物到甚至連名稱都沒
有的謎樣物品的各式各樣的小『寶物』
陳列出來。

【蕾娜】「在電視上有看過收集海邊的漂流物

並加工成漂亮裝飾品的人對吧？蕾娜我
覺得啊，時代終於跟上了蕾娜了呢。哈
嗚～☆」

【凸臍蛙】「啵呦～。但是這些〈呱呱〉是有
整理的很漂亮，但並沒有像裝飾品那樣
的加工啵呦。」

【蕾娜】「我認為不管重生成什麼樣的東西，
是透過取得的人與可愛的東西這兩人之
間的對話來決定的事呢。」

蕾娜有著希望能夠做出破損物與被丟棄
物的新歸處的想法。
雖然再加工並做成裝飾品是很常聽說的
事，但是以蕾娜來說的話，那『可愛的
東西本身』就會變得不安。

【蕾娜】「比方說，……蕾娜認為結婚典禮並
不是相遇之前在自己的內心裏決定，並
強押給另一半的事情。……而是結婚的
兩人為了彼此幸福而互相交談，並決定
要舉辦什麼樣的結婚典禮呢。」



【凸臍蛙】「原來如此啵呦。也就是說希望對
於被重生時的煩惱這件事也能感到開心
的意思啵呦！對地球環境很溫柔，而且
意識也很高總覺得很棒呢啵呦！祝你生
意興隆啵呦～！」

蕾娜的想法是否有傳達給接收的人，而
她所陳列的寶物的價值也會因人而異
吧。
然而，凸臍蛙是以好的方向來做解釋。
因為販賣會就是個，知曉如何運用並樂
於思考創作的人們會大量聚集的場所
啊。

・―・―・―・―・―・―・―・―・―・―・

【凸臍蛙】「這裡是……，好硬核啵呦！
SSVD 式資產運用指南手冊真是厲害啵
呦☆」

【威爾】「呼呼呼。這是我用外匯交易並發財
的過程與從這之中所得到的教訓而集結
成的寶貴一冊。」

【理御】「……真是本糟糕的書。照上面寫
的來看，威爾是將在大法院離職時所
得到的退休金全部都砸進了外匯交易了
嗎？」

【威爾】「是啊。因為軍費當然是越多越好啊。
而我也是蠻認真的在工作，所以退休金
也給了不錯的金額。」

【理御】「把那全部的金額都砸進去也太瘋狂
了。這次是湊巧偶然的順利所以還好說，
但如果不順的話是該怎麼辦？！」

【威爾】「男人就是有著必須決定是否進攻或
是退縮的勝負時刻。可不要打從心底鄙、
好痛！！不要突然抓屁股啊！！」

【理御】「不就只是運氣好而已嗎！！如果讀
了這本書而被感化，出現了一樣也把全
部的退休金都拿去分勝負的人的話，威

爾你付得起責任嗎？！啊啊天啊，真是
可悲！我還真的相信你是認真的在寫一
本書……！」

【克雷爾】「……………………。」
【理御】「克雷爾，不行。這本是不好的書所

以不可以讀！」
【克雷爾】「……『如果輸了，就以輸的份的

倍數來做勝負』？ 『最後只要贏一次，
就可以抵銷以往輸的部分並絕對可以得
到利益』……？這個好厲害……。可以
給黛安娜買一堆最好吃的貓糧了……。」

【威爾】「輸贏的機率是一半一半。所以不可
能永遠輸下去。但是只要能夠贏一次就
絕對會賺。這就是我的必勝法！」

【克雷爾】「……好厲害。我就是我，我將成
為威爾。我要開始外匯交易。和威爾一
起，並給黛安娜買一堆貓糧。」

【威爾】「說得好！！相信我跟上來吧！一起
成為大富翁！！嗯？這是什麼聲音？吱
吚吚吚？」

理御在對疑似電動鑽頭的工具做啟動確
認。
而在那前端，是裝著抓住屁股的手掌模
型……。

【理御】「威爾。你就咬緊牙關吧。」

吱吚吱吚。

【威爾】「住、住手！是我錯了。我只是想要
分享我賺大錢的幸福而已啊！」

【克雷爾】「…… 『威拉德老師的投資研討會。
招生中』……？」

【理御】「得到了與自身不符的幸運，而似乎
是有點得意忘形了呢……。威爾。你給
我好好冷靜冷靜。」



吱吚吱吚，吱吚吚吚吚吚吚！！噗嘰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

【凸臍蛙】「喔，兩位是參加角色扮演啵呦？
聖露奇亞學園的角色扮演啵呦！」

【沙都子】「齁齁齁！我們兩個一定會被攝影
師們包圍的！」

【梨花】「在業卒時展現了美好的高中生姿態。
只要我們穿上了露奇亞的制服，一定會
非常熱鬧的。呢趴ー☆」

【凸臍蛙】「真的是很做作呢啵呦～☆大家一
定會想要拍照而大排長龍的啵呦！」

【富竹】「哈哈哈！那是當然的！因為年輕少
女只要穿上學生制服，就會成為最棒的
拍攝對象啊！啊，請不要誤會喔？我的
專門是拍攝野鳥。並不是想要拍攝女高
中生的照片喔。但是，只要追求著野鳥
那自由奔放的美麗與大自然的神秘，生
命的光芒與夢幻，就會察覺到這並不是

只有寄宿在野鳥身上！沒錯，這就是真
正的野鳥拍攝啊！幼鳥的美麗只是剛好
形成了女高中生的姿態罷了！」

【梨花】「咪。我們是正統的角色扮演。並不
是只有穿著制服而已喔？」

【沙都子】「可不是只有穿著就結束，這麼簡
陋的事喔？」

【富竹】「哈哈哈！真是傷腦筋！能看到多麼
美好的女高中生、更正！幼鳥的姿態真
是期待啊！」

兩人開始在大包包中摸索並拿出來。

【富竹】「嗯～？是貓耳嗎♪還是貓尾巴♪不
管什麼，我保證一定能夠讓你們散發出
最棒的光芒！ ...... 嗯？喔喔，這是什
麼呢？是什麼容器嗎？」

【沙都子】「齁齁齁齁！這個是染料喔！」
【梨花】「把這個潑在我們身上，要變得濕濕

稠稠的☆」
【富竹】「這、這太刺激了！我的底片們興奮

得無法抑制啊！」



兩人將容器裡的東西，互相潑撒在對方
身上。

【富竹】「咦？！哇啊！是血！！」
【梨花】「是像血一樣的染料喔。……富竹以

為會是什麼樣的顏色啊？」
【沙都子】「像這樣血淋淋之後，在讓大型道

具登場！」
【梨花】「請看☆是用紙箱做成的吊燈喔☆」
【沙都子】「然後像這樣，讓我們兩人當作墊

底！很厲害對吧！齁齁齁齁！」

彷彿像是從被爐中探出頭的兩人，僅僅
如此似乎就感覺十分開心了。

・―・―・―・―・―・―・―・―・―・―・

【凸臍蛙】「這裡是『天使１７歳』的社團啵
呦。記得在早上就吃了一張黃單而在修
正中啵呦～☆」

在那裏的是，在自己的本子上用著麥克
筆寫上『修改』的緣壽與瓦爾基莉亞的

身影。
在全部的頁數中似乎存在著大量的『需
要修改的畫面』，而這些工作量看來是
趕不上開場了。

【瓦爾基莉亞】「真是的！為什麼你要將〈呱
呱！〉這麼露骨的畫出來啊！我一直都
在說！去更加的鍛鍊沒看見也能感受到

〈呱呱〉的描述方法！」
【緣壽】「在現代可沒有天真到用那種看不到

的〈呱呱〉用大腿來〈呱呱〉的這種優
雅的描述就賣得出去！現在大家追求的
是〈呱呱〉與〈呱呱！〉〈呱嘎呱嘎！〉
然後更加〈呱呱呱〉的喔！」

【瓦爾基莉亞】「真是受不了，最近的年輕人
為什麼會變成如此不知羞恥呢！用更加
詩意更加文學的方式〈呱呱！〉〈呱嘎
呱嘎！〉」

【緣壽】「你是在裝高尚什麼啊！所謂的愛，
就是肉慾啊！ 〈呱呱！〉〈呱嘎呱嘎！〉

〈呱呱！〉」
【瓦爾基莉亞】「如果只是想看〈呱呱？〉的

話你就去看〈呱呱！〉不就好了嗎！！



你這個〈呱呱呱！〉」
【緣壽】「你說什麼？！你這個〈呱呱呱！！〉

〈呱嘎呱嘎！！〉」

兩人一邊辱罵著對方，卻也一邊拚命地
將男人的〈呱呱！〉或〈呱嘎〉用麥克
筆給刪去。

【凸臍蛙】「人類真是辛苦啵呦～。種子的複
製與貼上就是最主要的目的，為什麼不
能將那個直接描述出來呢，我完全搞不
懂呢啵呦～。不過以這觀點來說的話，
我可以直白的斷言啵呦。男人與男人之
間的〈呱嘎呱嘎！〉是不能算是複製貼
上啵呦～☆」

【瓦爾基莉亞】「另外，今天不是會來一位當
販賣員的幫手嗎？如果他可以來幫忙處
理這份工作的話，會幫上很大的忙。」

【緣壽】「怎麼可以讓哥哥看到這本子裡面的
內容啊！絕對不可能會讓哥哥看到本子
的內容，所以就跟他說幫忙收銀就可以
了！」

【瓦爾基莉亞】「天啊，我暈了我。你是想讓〈呱
嘎呱嘎！！〉漫畫裡登場的角色親自賣
本嗎？你這個人還真是沒血沒淚耶。」

【緣壽】「你可別忘記我只是照著你的分鏡稿
在作畫而已喔！」

【瑪門】「緣壽大人！你好像很困擾的樣子！
我來幫你忙了♪」

【緣壽】「你來的正好呢。把今天在新刊裡出
現的〈呱嘎呱嘎〉全部都用麥克筆刪掉
吧。」

【瑪門】「好的！緣壽大人！」

時而解散時而結成。不知道感情是好還
是壞的『天使１７歳』……。

・―・―・―・―・―・―・―・―・―・―・

【凸臍蛙】「啵呦～！這裡是賣抱枕的社團
嗎？但是，感覺好像在吵架啵呦。」

【魅音】「不對！這絕對是下單失誤！這麼多
怎麼可能賣的完？！」

【詩音】「姊姊你不懂呢。一次大批下單會比



較便宜喔。」
【魅音】「這種事我知道！我想說的是，你的

抱枕怎麼可能會那麼好賣！！」
【凸臍蛙】「不要吵架啊啵呦！如果不好好相

處的話會從威爾帝會場中被 BAN 的啵
呦！」

【詩音】「啊啊，讓你看到丟臉的地方真是抱
歉！都因為我家的姊姊說出了〈呱呱〉

〈呱嘎呱嘎〉這樣的話。」
【魅音】「說這些話的你才〈呱嘎呱嘎！！〉

吧！！如果沒有賣掉的話，我是不會出
更多的錢的！！」

看來園崎姊妹是做了魅音與詩音的抱
枕。
然而，個性較強硬的詩音在下單時疑似
下了比預計還要多的數量。

【魅音】「而且，為什麼只有你的抱枕所
準備的數量是我的數量的倍數以上
啊？！？！」

【詩音】「那當然，是比起毫無性感可言的姊
姊來說，很明顯我的需求量會必較多所
判斷的結果。啊，錢的話我明白了，我
所增加的份我自己會付帳的請別在意。」

【魅音】「你的抱枕絕對會賣剩！！像這種的
就是要湊齊姊妹倆才會想買的東西！再
說，如果魅音的先賣完而只有你的賣剩
的話，你覺得看到的人會怎麼想？！」

【凸臍蛙】「……因為只有詩音的賣剩，所以
會被認為沒有人氣啵呦。」

【詩音】「我對這風險已經做好覺悟了。而
且，我有自信可以在姊姊的賣完之前先
賣光。」

【魅音】「啊！ 你說的喔你說的喔？！如果
詩音的賣剩了，我就要你用沒人氣而賣

剩了，所以以半價來拋售喔？！」
【詩音】「請隨你自由。姊姊你就穿著那身

俗氣的衣服去當販賣員吧。我會穿從
Angel Mort 借來的衣服來當販賣員。
來買我的抱枕的人，就給他來個合照服
務好了。」

【魅音】「詩音！！好狡猾啊啊啊啊啊！！！」

感覺園崎姊妹像這樣吵架才會是剛剛
好。
雖然不知道抱枕會賣得如何，不過兩人
的吵架會讓會場變得更加熱鬧吧。

・―・―・―・―・―・―・―・―・―・―・

【凸臍蛙】「這裡出了好樸實的本啊啵呦。筷
子的禮儀本，真是太樸實了啵呦！」

【艾莉卡】「是日本人的話會漂亮的使用筷子
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因受到西洋文化
的影響，逐漸地在增加無法漂亮的使用
筷子的可悲年輕人。而我，古戶艾莉卡，
非常擔憂現狀所以就寫了這本筷子的禮
儀本。」

【德拉諾爾】「……我無法好好地使用筷子。
會用叉子與刀子加油的。」

【艾莉卡】「哈。叉子？刀子？刺進去在切切
切。啊啊，多麼野蠻的西洋餐具！笨拙
又粗魯又庸俗的原始餐具。」

【德拉諾爾】「齁……。那麼艾莉卡所使用的
先進餐具，可以做出這樣的事啊？」

德拉諾爾不知從哪裡端出了一盤裝滿的
煮熟豆子。……到底是從哪裡。
然後突然向滿滿的豆堆中刺進了叉
子，並將數顆丟向空中，沙沙沙！戳戳



戳！！
煮熟的豆子，這不就都刺在叉子的四個
尖端上了嗎。

【德拉諾爾】「即使是笨拙又粗魯的原始餐具
也能做到這種程度的把戲。各位？你們
覺得如何？」

【艾莉卡】「……呼。裝模作樣。所謂的把戲，
如果能做到我這種程度再說吧。……能
把那盤豆子放在這邊嗎？」

【德拉諾爾】「呼呼。就看你能做到什麼程度。」

咻。……咻啪啪啪啪！！批噠！

【德拉諾爾】「看上去就像是重複著使用誇張
的招式，但只不過是將空中的四顆豆子
給夾住罷了。」

【凸臍蛙】「……這樣就已經足夠厲害了啵
呦。」

【艾莉卡】「呼呼。你好好看看這個豆子。」

艾莉卡將豆子丟向空中，而德拉諾爾再
次使用叉子從空中刺住。

【德拉諾爾】「……什！……全部的豆子都變
成了立方體……，而且所有的面都被刻
上了骰子的面數……？！」

【艾莉卡】「我古戶艾莉卡是可以做出這種程
度的筷子技的。各位？你們覺得如何？」

【凸臍蛙】「我覺得很明顯的已經脫離禮儀了
啵呦。」

・―・―・―・―・―・―・―・―・―・―・

【瓊希爾德】「感覺會是個很愉快的活動。要
是我們沒有軍旗節的話也很想以社團參
加呢。」

【都雄】「就那個吧。瓊希爾德所喜歡的重金
屬系的那個。」

【傑登】「因為都雄還是小孩子啊。所以比起
嘶吼唱腔還是比較喜歡動畫的那種電子
音系的吧？」

【都雄】「將 Selcom 的鬧鈴安裝了美少女動
畫配件的男人好意思說這種話！」

【傑登】「咦？！為為、為什麼你會知道這件
事啊……？！？！」

【瓊希爾德】「你不知道，有傳言說一部分



的聲音配件會被凸臍蛙干涉而出現缺陷
嗎？」

【都雄】「這是青蛙的詛咒！因為你違抗了凸
臍蛙大人，所以你安裝了什麼樣的聲音、
是怎麼使用、哪個是最喜歡的，都被傳
給你所有的朋友了。」

【傑登】「怎、怎麼會這樣！這臭青蛙！！你
居然做這種事！！！！！」

【凸臍蛙】「我在安裝之前就有警告了啵呦～。
有可能會出現錯誤但還是要強行安裝嗎
這樣。而且也確認過 4 次啵呦～。已經
警告過在發生錯誤的時候，會將是什麼
配件出現的錯誤，並將履歷備份然後傳
給上位的朋友啵呦～」

【瓊希爾德】「明明是人類居然還敢違抗 AI，
真是不自量力。呼呼。」

【都雄】「你最喜歡的聲音是在起床的時候、
我想想就是那個什麼？『傑登，早上了
喔？在不起床就要搗蛋了喔？』是吧？」

【傑登】「呼唉唉唉唉唉唉唉呼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喵雄】「你是喜歡這種的啊，傑登。我會記
住的。」

【傑登】「凸臍蛙大人，我會全部移除安裝的

請原諒我。順便也請將都雄與喵雄的記
憶移除安裝……。」

【都雄】「這麼有趣的事，誰會想要忘記啊，
誰理你。」

【瓊希爾德】「都雄。如果不在端正一點，會
從隙縫中看到內褲的喔。」

都雄是蕾娜的角色扮演、傑登是貝阿朵
莉切的角色扮演十分氣勢十足。
順便一提，瓊希爾德是穿著 Angel 
Mort 的衣服。……該怎麼說呢，完全
不會感到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