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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話-重新開始

「喂... 布萊斯，快醒來，要吃早餐了。」
「啊啊... 提拉...現在就起來... 」
... 總覺得今天有種說不上來的感覺.....

［在未來的地球，人類科技極速發展，已達到可以探索宇宙深處領域的程度，然而，人類一直受到不
知從何而來的未知機械體獵殺而導致探索宇宙的計劃被擱置，最上一次行動已是45年前，亦因為土
地大多被機械體破壞，全世界只剩下一個國家，人類只能集中在一起，為對此，人類的軍隊大部份都
用於對抗機械體，並成立<對機械體及宇宙科>，負責研發對抗機械體及探索宇宙的武器道具，並主
力與較強的機械體戰鬥。］

「早安！布萊斯」
「啊！早安，馬修。早安，各位」
「説起上來，今天是你的12歲生日哦！布萊斯」
「對啊！」
「是哦！差點不記得呢（笑）不過院長，瑪麗姐，確切的來說今天不是我的生日，而是我住在這裡的
二週年啦」

沒錯，我是最遲來這間孤兒院的新人，不過大家都很友善，在兩年前，我什麼都不記得，只記得自己
的名字，是院長和瑪麗姐帶我來的，在這裡每天都很開心，雖然是在偏僻的小鎮，但也不會挨餓，這
間孤兒院只有3個大人和9個孩子，除了院長和瑪麗姐，還有煮飯的阿姨，聽說瑪麗姐以前也是在這
裡住，當她的同伴長大都出了城後，她選擇了留在這裡。馬修和提拉是我最好的朋友，馬修的夢想是
成為軍人消滅機械體，他還跟我介紹宇宙，我也很想去呢，而提拉她想留在這個小鎮工作，這個小鎮
的人也很友好，成天都會送食物來。
真希望就這樣生活下去呢！我一直都這麼想的。

直到-----------今天為止

「不好了院長！機械體入侵到我們小鎮來了！」
「什... ？明明國家建造了圍牆的... 怎麼會...？... 瑪麗...你先帶孩子逃走吧！」
「但是院長... 」
「別説了！快逃走吧！」

我們跟著瑪麗逃走，途中見到隔壁的夫婦被機械體砍掉了頭
「別看！」瑪麗命令我們
「院長... ！？阿姨... ！？」我看到了院長和煮飯阿姨被機械體抓住
「快逃啊！別管我們！向前跑！... 啊啊啊呃！！！！！..... 」這是院長臨死前的哀嚎

啊！？我被石塊傾倒了，莉亞和卡特為了來救我被殺掉了，我崩潰大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我看見了那個機械體跑了過來，它的面容是灰銀色的頭盔，右手是劍，左手是槍，身體是類似骨頭的
東西，看了卻是像鋼鐵做的，全身很瘦。
糟了... 我要被它殺死了嗎？提拉... 馬修... 

【這天，這個小鎮的所有東西都回不來了。】





第二話-決心

就在機械體準備砍向我時，一顆子彈在我頭上飛過，直接貫穿它的胸口，它隨即倒下。
「科... 爾！？」瑪麗姐邊跑過來邊對着用槍射出子彈的那個男人大喊
「科爾... 你做了軍人啊... 」
看來科爾以前也是孤兒院的
「沒錯，沒時間閒聊了，我是來偵查的，快走吧，軍隊會幫你們的。」

我們在路上沉默不語，到了難民營，看來不單是我們小鎮，整個邊境區都被入侵了

最先開口說話的是丹尼
「是你... 是你... ！布萊斯... 是你害死莉亞和卡特的！」
「對... 對不起... 」我抽泣了起來
「你哭什麼哭？！」
「夠了... 他們的死是意外，不是布萊斯的錯... 」瑪麗姐制止了丹尼

「... 我們... 還能夠回去嗎... ？」艾米莉問道
「不知道... 」以賽亞說
「恐怕... 不能了... 」提拉沮喪
「不... ！只要不放棄就還有希望！我們去當士兵吧！」
馬修說話時，科爾正好來了
「你們... 要當士兵？」
「對！我決定了！我要當，馬修！」我下了決心
其他人也決定了，丹尼雖有些不爽
「各位！我們消滅掉機械體後，一起去探索宇宙吧！宇宙一定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物！」馬修興奮地
說
「嗯！一起去」
我要成為士兵... ！我不單止為了小鎮和消滅機械體.. 我要... 和馬修他們... 一起去探索宇宙... ！

【就這樣，少年下定了決心，去完成這幾乎不可能的夢想。】



第三話-分離

「難民們！機械體快要到這裏了！現在要分批登上列車！排好隊！」
突然間，那位傳話的士兵被衝入來的機械體刺死了
「呃...怎麼會這麼快就來？！」科爾驚訝道
「這是新型的嗎？！快逃吧各位！前往列車站！」他雖然驚慌了一下，但很快振作起來協助難民逃生

我也想成為他那樣的人。
突然闖進來的機械體開始殘殺難民，這個機械體與其他的不同，身體非常壯碩，比其他的機械體強壯
身上亦佈滿裝甲，最不同的地方是後背裝戴着一個大背包，似乎是在提供能量。

從剛才開始，這個機械體用的火炮根本不需要上膛，似乎是那個背包在提供能量。
不過現在不能管那麼多了，要跟瑪麗姐他們快點逃！
就在我們想跟瑪麗姐他們逃走時，一大堆的人群開始撞開了我們，瑪麗姐他們被分開了！
「瑪麗姐！以賽斯！艾米莉！丹尼！快過來！」我想叫他們過來，可是已經被沖來沖去的人群分隔得
看不見蹤影了
「可惡...！瑪麗你們一定要小心啊！快走吧！布萊斯，馬修，提拉！」科爾被迫與瑪麗他們分離

我們一路跟着科爾前往列車站，途中我們遇見了機械體
「小鬼們，小心點！」科爾隨即拿起了他的槍械，上了膛，雙手拿着槍，並扣動了槍的扳機，向前方
射出一發子彈，子彈射穿了機械體的胸口，隨即倒下

科爾一路上都在保護我們，直到到了列車站
「現在開始...我...要回去戰鬥了...你們...保重...祝你們能夠當上士兵...！」科爾喘着大氣地對我們說
我們目送了科爾回去戰場，那裏早已成了一片廢墟了，那邊的慘狀根本不敢想像...

「布萊斯...真的...要當士兵嗎...？」
「那是當然的..提拉！我一定要找回瑪麗姐他們！」
「沒錯！我要從它們的手上奪回我們的家！」
我們隨着馬修的話一起點了點頭

-3年後-
「從現在開始！你們士兵學員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人類而戰，消滅機械體！」

走着瞧吧！我一定會消滅所有機械體！

【就這樣，他們踏上了成為士兵的旅途。】



第四話-訓練營

-3年前-
「機械體竟然入侵到人類最後的堡壘？！這怎麼可能？！明明有佈置圍牆，45年來都沒有發生過啊
！你給我解釋一下，喬森元帥！」
「斯特凡秘書長，根據記錄是機械體破壞了圍牆，亦發現有新型機械體出現，此次情況分析有可能是
新形機械體所破壞的，這也是我們不想發生的，現在我們已經派遣了士兵盡可能地搶救土地以及於未
被入侵的地方佈置新的圍牆成為新的邊境區。」
「我才不管什麼圍牆呢！這幾年新型機械體的出現，民眾已經開始懷疑我們政府和軍方的實力了！這
次邊境入侵事件令到我們的聲譽跌到谷底，議會也混亂不堪，反對勢力已經開始行動了！這件事無論
如何你都要負責任啊！喬森元帥！」
「我同意伯特議長的說法，當前最重要的是挽回我們的聲望，重建我們政府的威信。喬森元帥，請你
派遣更多的士兵處理邊境區，並在這3年盡可能招募更多的士兵，奪回45年前失去的發射基地，並在
10年內重啟探索宇宙計劃，當然，要向民眾大肆報道，這是你將功補過的機會。」
「我明白了，麥亞里斯總理。」

-3年後-
「立正！現在！一個一個地給我報上名來！」
「我...我是布萊斯·阿夫特格...！」
「不夠大聲！」
「我是布萊斯·阿夫特格！！！！」我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嘶孔出來
「下一個！」
「我是馬修·威頓！」
「我是提拉·巴路娜！」
「我是利昂·西穆拉德！...還有...我想問一下成績極好的話能夠空降成為高層嗎...？」
「你這想法好棒哦！但軍隊不需要廢物！」！

這個利昂竟然夠膽問教官這個問題，是他太傻還是太過自信？
看來軍隊也會有這種怪人啊...

「利昂，你很厲害啊！我們做個朋友吧！啊！忘記了自我介紹呢，我是亞歷克斯·羅斯。旁邊的是我
的青梅竹馬，她叫麗莎·海倫。」
「我是麗莎多多指教，聽說你想當高層是真的嗎？」
「嘩哦…」
「就是那個人啊」

旁邊的人都在起哄，似乎都在感嘆他的目標

「那當然啦(驕傲)(笑)！我就是有那種能力！」
「咦？！那即是說你很強囉？」我也一起去湊了熱鬧

「喂喂那三個人似乎是邊境區來的」
「那即是說見過機械體嗎？！」

「怎樣？有意見嗎？我當然強啊！(驕傲)」



「沒怎樣只是覺得你有點自信過頭呢(嘲笑)」
「什麼?！你是想打架嗎？！」
「無任歡迎啊！」

【少年們起了衝突，要怎樣解決呢?】



第五話-夢想

布萊斯同利昂打起上來
「吃屎吧！」利昂一個右勾拳打到布萊斯的腹部
「一來就說這麼狂妄的詞語，我看是你想吃吧！」布萊斯回敬了他一拳

「你們都加油啊！大家都不要輸！」
「沒錯！就這樣打下去吧！噢哦...利昂有破綻！」
亞歷克斯和麗莎正在湊熱鬧

「提拉...不用阻止他們嗎？」馬修無奈地問
「嘛...這樣也能增進友誼...吧...」

他們打鬥中不小心撞到了桌子
「真是的！因為小事而打架，兩個幼稚鬼...」看似毒舌的瑪蒂爾德抱怨
「喂喂你們兩個快住手吧！教官會過來的，也會妨礙到其他人，而且....你們不也很累了嗎？對吧，加
布里艾。」
「啊是吧格雷」

我們停手了
「你們沒事吧？」蘭特扶起了我們
「啊沒事」
這個人的打扮很端莊是貴族嗎？如果是的話為什麼要當士兵貴族兒子一般不是要繼承家業的嗎？

「各位記好了，要徹底消滅機械體必須破壞位於胸口的核心，核心的功能很像人類的心臟，但是卻比
人類的心臟強多了，核心負責集中運行的能量，並將集中的能量分成無數份，每一份的能量都很少量
，並輸送到軀體各個地方，但係核心中仍然留有極多能量，只要不破壞核心，核心就可以自己製造能
量並輸送到各處，剩下的軀體仍然可以活動，當然不排除有些新型機械體的核心並不是位於胸口，但
大部份情況只要對着胸口攻擊就能夠擊殺。」

「教官！請問要用什麼來擊殺機械體呢？」

「你問得很好湯姆，我們要用的就是這個」教官邊說邊將一把槍和子彈拿出來
「這把槍的口徑是特大的，用來射擊機械體的子彈口徑非常大，因為機械體的裝甲異常堅硬，所以我
們用了鉛氧合金來製造子彈，能夠一擊穿透裝甲。另外，也製造了重型的突擊炮，主要安裝於圍牆或
在基地上，一發可以射出較多的子彈，可以大範圍殲滅，順帶一提，這些武器都是軍隊的<對機械體
及宇宙科>製造的，你們在畢業時也可以選擇加入這個部門為探索宇宙和製造出對人類有利的道具付
出」

「馬修我決定了！我要加入這個部門！」
「這個部門挺好的呢！提拉你呢？」
「當然會和你們在一起啦！」！



「喂喂！可別忘了我們呀！我們也要一起加入！」
「各位學員，有鬥志是好事！但請你們不要在課堂中喧鬧！」

沒錯！加入這個部門一定沒錯！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找回瑪麗姐他們找到後可以消滅所有機械體去探索
宇宙！馬修，提拉，我一定會做到的！

【少年再次確立了他的夢想，並作出行動。】



第六話-畢業

「今日是你們畢業的日子！好好地享受最後的平安吧！到了戰場時可不是你叫停就停的！」

到了！畢業的日子終於到了！我會勝任士兵一職！比其他人更加強！

「在下午，你們要選擇加入的部門！部門有以下幾個！
<陸攻科>
最主要的一科，人數最多，於陸上防衛城市，保護民眾
<海攻科>
於水上行動，抗擊水生機械體
<空攻科>
空中戰鬥，使用戰機及飛船由空中殲滅，對抗飛行機械體
<對機械體及宇宙科>
對抗機械體的主力，主動出征進攻，研發武器道具及執行探索宇宙計劃
以上！解散！」

「大家！你們要加入哪個部門呢？」
「我要加入<對機械體及宇宙科>，卡琳娜你呢？」
「我馬修也一樣」
「提拉也是」
「我？我跟你們一樣，我也想為人類踏出一步呢！」
「吓！？布萊斯你要跟我加入一樣的？別開玩笑了，我可是比你強多的！別剛戰鬥就死了啊（笑）」
「利䀚你也夠了吧，都畢業了還這樣對布萊斯...(無奈)」
「我也加入。加布里艾、瑪蒂爾德你們也是吧？」
「是吧格雷」
「我不是。」
「瑪蒂爾德你不加入嗎？」
「我可不敢像你們這些『勇敢小鬼』一樣去送死呢。我加入陸攻科...」
「你是為了什麼而當士兵的啊」
「為了什麼嗎？是為了我的使命吧」
「呃使命？」
「格蕾算了吧，人家想加入那個部門是她的自由哦」
「啊！是呢卡琳娜！抱歉瑪蒂爾德，那亞歷克斯和麗莎你們呢？」
「跟你」
「沒錯沒錯」
「我也是呢！」
「很好！蘭特」

「現在宣佈！本營720名學員現在正式畢」
Boomboomboom



隨着爆炸聲，一大群機械體闖入了訓練營

「啊」
！？

???????????????????????????????????

不會吧？

「啊湯姆？」
「小心！布萊斯！」
前面一隻機械體衝過來，幸好馬修提醒了我及時回過神來

「你們挺好樣的啊！！！竟敢竟敢把湯姆還自動送上門來！看我不把你們虐殺掉！！！！！嗚啊啊啊
啊啊啊啊！」

【突然闖進來的機械體，把湯姆殺掉了，布萊斯失去理智。】



第七話-戰鬥

「等等布萊斯，別去！」
彼得叫住了我，但我當時完全失去了理智，直接衝了出去

「可惡怎麼會這樣！」
「格雷！怎麼辦啊現在？！」
「亞歷克斯，麗莎，你們冷靜一點！」

沒錯現在是要聽教官們和現役士兵的指揮可是機械體怎麼會？
「啊！？布萊斯你？」

「啊啊受死吧！」
我直接衝過去用身上攜帶的槍射死了殺掉湯姆的機械體

「布萊斯你太衝動了！好歹也聽一下指揮呀！」！
「馬修」

「現在發生緊急事況！傳達作戰指令！陸攻科士兵已在佩德爾城南區與機械體交戰！你們這些學員要
守衛在北區防止機械體入侵到內城！作戰開始！」傳令士兵命令我們

「見鬼！現在訓練營已經很混亂了要怎樣有效地執行作戰啊？！」利昂正在抱怨
「時間沒有了！我要上了！」我帶領着馬修和提拉一起前往北區
「我們也去！你們只有三個人太危險了！」
「噢！謝謝你們！格雷、加布里艾！」

我們到達了北區的內城入口
「前右方發現一個機械體！」
「我來打倒它吧！亞歷克斯」我一看見機械體就恨不得把它們千刀萬剮
我用槍射了一發，但被它躲開了，之後我瞄準它的腳部，呯一聲，它倒地了，然後對準胸口一發擊斃
！

「小心！前方是新型機械體！」提拉提醒大家
「我們一起上吧！合力將它打敗！」

這個新型機械體是球形狀的，並有着蜘蛛的爪爬行，首先我和馬修一起發射了兩發子彈攻擊身體，但
只能穿透一點
提拉見用槍不太湊效，拿起放在腰間的短劍隨即刺向它
「啊？！連短劍都不管用嗎？！」

格雷和加布里艾用槍分別射向他的爪，不過仍然不管用

「喂！我們拿了重型炮來了！」
是蘭特、卡琳娜、亞歷克斯和麗莎



他們已將大量彈藥裝載到了炮中，並連續發射了多發，終於將新型機械體擊穿了
剩下的我們趁機用槍射向它直至它的盔甲破裂為止
它終於爆炸了

「呼終於擊敗了啊」提拉感嘆了一句

附近開始聚集了20至30隻機械體，正向我們的方位集中，我們用炮將它們一一擊斃
這個時候突然又有一隻新型機械體衝向我但其他人都在作戰，我現在要死了嗎？
不！我不可以就這麼放棄！

【少年陷入了絕境，那麼他該怎麼做呢？】



第八話-失敗

又是新型機械體？！
我沖了過去
我應該怎麼做才能打敗它？普通的技巧是不可以的，要用特別的技巧！其他人都分散開了，看來就只
有我一個，
要怎樣做？

這隻是全身都佈滿尖刺嗎？既然是這樣的話就不能近身作戰了，要拖延時間，至少等到大家來支援的
時候
氣息要沉穩扎馬步保持好姿勢用全力來發射這一發子彈！

呯

？？？？？

咦？！為什麼？我的身體動不了？

！

是箭？！是有毒的嗎？！？

什麼？！！我的右腳被劈斷了嗎？我的雙手也？

「布萊斯！喂！別死啊現在幫你止血」

是提拉嗎？

大家

「怎麼辦啊？又是新型機械體，這樣下去我們會全滅的！南區的現役們在做什麼啊？！」
是亞歷克斯的聲音

好吵哦眼睛要閉上了嗎？

（黑色的空間）
[為什麼會見到提拉和馬修？樣子怎麼變老了啊？利䀚？格雷和加布里艾呢？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我身上？]

【少年被重傷，進入到了未知空間，會是什麼呢？】



第九話-改造

我從漆黑的一片中醒來
「咦？這裏是？」
我看到我正在一個全白的房間中，似乎正躺在床上

「你醒了嗎？阿夫特格學員。」
一把有磁性的女聲傳了過來

「？」

「可能你不記得發生什麼事了好吧，我把詳細的事情説給你聽吧！」
「在4小時前，你被新型機械體重傷，雙手和右腳都斷了，所以你現在是四肢殘疾。」

「？不不會吧？我的手和腳！？可為什麼我現在還能活動？」

「啊這個這個是我們<對機械體及宇宙科>的新技術「擬態機械肢」，是用狩獵回來的機械體部件改
裝，並融入人類細胞，即是說在基本狀態下會偽裝成人類四肢，可靠自己意願改變回原本模樣。當然
，這個技術還不穩定，還有很多未知的副作用，需要有人擔任實驗體，正好你當時斷肢，失血過多，
就幫你裝上保命，擅自決定了，非常抱歉不過我們是雙贏的的！」

「你別把別人當實驗體好吧！婭奇！」

一把似曾相識的聲音斥責了她
「你是科爾先生？」

「喲7年不見了呢，布萊斯。我們剛好來到支援，看來圍牆要在鞏固一下呢」
「忘了自我介紹！我是婭奇·波頓，是<對機械體及宇宙科>的研發班班長，科爾這傢夥是第一支隊隊
長，現在是最強的士兵呢！」
「夠了，婭奇，我説過的吧我不喜歡被誇讚」
「啊抱歉抱歉」
「布萊斯，你也該出去了吧，馬修和提拉他們正等著你呢，還有，一會你還要把剩餘的機械體殺掉。
」
「還有嗎？」
「雖說已經消滅大部分了，但還有些潛藏在暗處和一些新型機械體，而且最重要的是測試一下你能否
適用這些擬態機械肢呢。」

【裝上了機械肢，準備戰鬥。】



第十話-前進

雖然裝上機械肢可以保命，但我始終不想用機械體的力量啊

接下來也要戰鬥嗎？

「布萊斯一會我們會在你的旁邊輔助你的，別讓馬修和提拉他們受傷哦！」
科爾叮囑我
「明白了！」

首先和格雷他們會合吧

「啊！是布萊斯！」蘭特首先出來迎接我

「趕緊開始吧！前方一隻機械體出現！」格雷提醒我

我在這時候深呼吸，務必要運用好這個力量！
我將外型覆蓋住彷人類皮膚的機械肢露出原形，望着兩隻鐵製的拳頭，總有種恐懼感
我向着前面的機械體直接將拳頭轉變為劍，一擊插下去核心位置

旁邊的夥伴們也一直在幫助着我打倒其他機械體

我一直都在使用這個力量

此時，一隻極龐大的新型機械體出現了，它的樣貌非常巨大，至少有30米高
我們不寒而慄

「喂我們該怎麼辦啊？」利昂問到
「小心，布萊斯！」提拉提醒我

「我知道了！大家！請助我一臂之力！只要我跳上那個胸口，就可以破壞它的核心！但是要怎樣跳上
去啊？」
我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跳上去

「我有辦法」
「呃科爾先生」
「只要用婭奇發明的彈跳氣墊就可以跳上去了，但是前提是這個裝置需要時間畜力，這就要你的隊友
們幫你爭取時間了！當然，我和婭奇也會將附近到來的普通機械體消滅」
「放心吧布萊斯！我們一定會做得妥當的！」婭奇小姐胸有成竹地保證
「那就拜託你們了！」！

這隻龐大機器過來了，提拉他們正在吸引它的戰鬥力，我要現在現在快點畜力！



畜力完成了！沒錯！就是現在！跳上去！
我要消滅你！每個人由出生開始就要完成目標！那是因為不追逐目標的話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前進吧！前進吧！！如果不前進的話就什麼事也做不到！
前進啊！！！！！！！

【這一天，少年為完成目標而前進。】



第十一話-清理

[機械體突然入侵哥耶列城，裝上由機械體殘肢所改裝成的機械肢的布萊斯與同伴們及<陸攻科>的士
兵成功阻止了機械體的入侵，此次戰役約有90名士兵及約460名平民死亡，被譽為全國第二繁榮的城
市哥耶列城損失慘重，無數建築被破壞，人命傷亡較多，已不再繁榮，戰役後的哥耶列城，開始召集
士兵收集屍體，另一邊廂，政府的高層正在討論某些事情]

「這次情況與七年前不相同，這次是無徵召地突然出現機械體，位於內城的哥耶列城竟會遭到襲擊，
我們軍隊也很驚訝，可是這次戰役中我們發現了能夠為探索宇宙計劃不為人類帶來希望的人，根據七
年前的約定，我相信在接下來的三年內能重啟探索宇宙計劃，盡可能地發掘能夠供人類生存的地方，
麥亞理斯總理。」
「喬森元帥，你能保證那個受過改造的小鬼可以幫助我們奪回45年前失去的發射基地嗎！？」
「對啊！別開玩笑了！一個小鬼根本不可能完成，再說就算真的能成，外面那麼大堆的機械體，一個
小鬼和士兵們能解決嗎？！」
「夠了！」
「呃麥亞理斯總理？」
「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喬森元帥可以做到，就在這三年內看著吧！」

———————————————

-哥耶列城-

為什麼我要專門來收集屍體啊！？真是的！

「布萊斯被改造了，雖說代價很大不過我認為他應該可以為我們人類帶來希望吧！你們怎麼看加布里
艾，利昂？」
「我跟你想的大概一樣吧至少我們有新的強大戰力雖然布萊斯尚未掌握那個力量你又怎麼想呢？利昂
」
「呃我跟你們一樣專心收集屍體吧」

雖然我不認為那個蠢蛋可以有什麼作為這次戰役也死了很多人但他的實力我們是有目共睹的或許他可
以
不不不我可是比他更強啊

呃那具屍體是喂不要吧

【這時名為利昂的少年回想起這五年的訓練。】



第十二話-玩樂中

-5年前-

那是我們還是小孩剛進訓練營誰也不認識

最先和我打招呼的是亞歷克斯，他是個挺幽默的人呢，大家的開心果還有他的青梅竹馬麗莎，他們可
是被人稱呼為笨蛋二人組呢！

他們兩個和我打招呼時那個蠢蛋布萊斯走過來和我吵架他的跟屁蟲馬修和提拉跟在他的後面

冷酷的瑪蒂爾德像在制止我們最後還是格雷和加布里艾讓我們停止了呢蘭特也扶起了我

那段時間真的挺開心的

「真是的你們！怎麼就不明白我呀！？」
「我明白的哦！利昂！我認為每個人的理想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也有我的理想呢！我們一起加油吧！」

不過還是詹姆斯最明白我，當時他的笑容很溫柔呢，是我在訓練營裏最好的朋友

那時我們都在玩

「喂喂！瑪蒂爾德你看看，這是我剛抓到的蟲子啦！」
「喂！亞歷克斯，本，你們別欺負人啊！」！
「什麼嘛真無趣格雷別那麼認真啦」

大家都笑了起來

「提拉你這麼美是怎麼做到的啊？」
「我也不知道呢(笑)不過提拉只要每天都保養也可以變美哦」



「你～們～在說什麼啊～？麗莎我也要加入！」
「米婭也要！」

「喂喂！利昂，那幫女生裏面你看中那個啊？」
「當然是卡琳娜啊！她可是大美人呢！亞歷克斯你是看中米婭對吧？加布里艾你呢？」
「我也沒看中那個啊」
「你真沒主見呢加布里艾（笑）」
「喂你們！今天是你們三個值日對吧？別在這偷懶啦！」
「對啊對啊！」
「知道啦詹姆斯、馬修」

我們就這樣快樂地渡過一年當然憤怒的教官也必不可少

【對利昂來説待在訓練營裏很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