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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名字叫岡田理奈, 我是來自香港的某一所中學的中三學生,
我現在在幸福安心委員會私立中學讀書,故事正式開始:

這次,老師叫我們種那個叫作方吉的菇菇,老師給我們一個箱子,小瓶子和一個木.當初我自已不明白(雖
然老師廣過)然後,我很細聲偷偷問我右邊的鏡音連同學

我說:[鏡......鏡......音....鏡音連同學. ]

鏡音連說:[做什麼啊?請問有什麼幫到你?]我說: [請問...現在我要...如何做我的方吉......]

鏡音連說:[第一,要用這小瓶子這裡面的液體落去這木上.第二,等它生長.]

做這個動作前先放好這木在箱子裏.而我就根着鏡音連的說話去做. 他一路教我如何做

因為我是在幸福安心委員會私立中學讀書,
所以有時會有一些恐布份子(有看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小說會知道)來煩着我們.有一次,恐布份子進入了
我們的學校老師馬上叫我們離開學校,但是我和鏡音連走得不久快,我們不幸地如到恐布份子,
我當時覺得很害怕我好可能生命受到威脅. 鏡音連馬上出來保護我,
我馬上打電話給幸福安心委員會,叫他們快點來救我們.但是為了我而保護我的連君已經不很了,恐布份
子馬上看着我

我說:[不要...不要啊!!!!]

當我生命受到威脅時,正好幸福安心委員會的人來到,把恐布份子捉回去.
我和鏡音連也去了醫院做身體檢查,鏡音連他還要留在醫院,留醫.我真的很想他快點好番.

到了鏡音連出院後,今天老師帶全班去參觀幸福安心委員會, 我們是坐學校的專車去的.
當初我認為幸福安心委員會是很幸福很安心的,結果我們去到死囚處理區的時候,我們只有張開眼一聲
都不出看着死囚們的死刑.
當時我想着太可怕啦!為什麼會這樣的?不是說幸福很安心的嗎?但是這樣一些安心都沒有.

我想完後我就和我旁邊的鏡音連細細聲說:[這樣算是很幸福很安心嗎?一些都不幸福&安心]

鏡音連細細聲說:[這句說話不可以在這裡大聲說和說的.]

我細細聲說:[為什麼?如果不話給他們知道他們的方法錯了,他們就不會改善了.]

鏡音連細細聲說:[你看到那個站在我們對邊的好像公主一樣的女孩嗎?]

我細細聲說:[看到啊,她是誰?] 



鏡音連細細聲說:[她是這個國家的女王,塞任女王(賽倫女王)(初音未來)殿下.] 

我說:[原來就是她!]

鏡音連說:[怎樣啊?]

我說:[沒...沒什麼]

過了一會兒,塞任女王和幾個穿着制服的人走過來

塞任女王說:[啊!連君!記得大個點的時侯要當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啊!]

鏡音連說:[是的,女王殿下]

塞任女王說:[好的,我會等的.] 當塞任女王要轉身走的時候

我說:[等一下啊!塞任女王!不要走柱啊!]

塞任女王拎回頭微笑說:[是誰找我啊?我們幸福安心委員會會為大家找回幸福&安心.] 

我說:[…… 塞任女王……請問塞任女王殿下個幾個穿着制服的人就是幸福安心委員會的成員嗎?]

塞任女王說:[是啊!說得對啊!想加入嗎?]

我說:[如......如果連君也加入……我都想加入啊!]

塞任女王說:[好的,到了一定的時候我塞任女王就會找你和連君的]

我和鏡音連說:[謝謝女王殿下.]我和鏡音連也想這天快點來到.



第二章

不經不覺我們已經讀完初中,我和鏡音連也終於可以成為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了!我們收到塞任女王
寄來的信.我和鏡音連馬上去坐車,幾分鐘後,我們去到幸福安心委員會看到塞任女王在門口出面等著我
們的來到,塞任女王一看到我們就開心得很了.

塞任女王說:「你們終於來了」

我說:「是啊!我們來了。我們第一要做什麼先啊?塞任女王殿下。」

塞任女王說:「第一,你們要當實習生先,過了這個流程才可以成為真正的委員,幫助大眾尋回幸福與安心
的啊!」

我說:「聽說就數是實習生也可以住幸福安心委員會的住所,是真的嗎?」

鏡音連說:「我也有聽過啊!」

塞任女王說:「對啊!的確是有得住的。」

我說:「是真的啊!太好了!」

塞任女王說:「看你們這麼好朋友你們同一間房好嗎?」

我和鏡音連紅著臉說:「……好…好的女王殿下……」

塞任女王小小聲笑著說:「不是二人同床的意詩啊!而我的意詩是一聽兩房啊!」

鏡音連說:「原來是這樣…」

塞任女王說:「好啦!現在你們先根巡音流歌子老師去參觀你們的住所啦!現在我有東西要做,我要走先,
明天再見啦!」

我和鏡音連說:「明天再見。」

巡音流歌子說:「好啦!新丁們我們要起情啦!」

我和鏡音連說:「是的!巡音流歌子老師」

巡音流歌子說:「現時我會一直當你們的老師。」

我說:「那麼多多指教了巡音流歌子老師。」

巡音流歌子說:「那麼你覺得塞任女王是一個如何的人啊?」

我說:「我覺得塞任女王是一個好美麗的女王,我每次見到她都覺得她很高桂的。」



巡音流歌子說:「那麼鏡音連你覺得塞任女王是一個如何的人?」

鏡音連說:「我覺得塞任女王是一個很有力量的女王,就好像什麼都不怕的樣子。」

巡音流歌子說:「但是我覺得塞任女王不只是這樣簡單的,她好像有東西不話給我們知一樣,例如…人…
數啦不說這些東西啦!現在己經到了你們的房間了,記得你們房間的編號,編號是『V031202』」

我說:「是的!我會記往的。」

巡音流歌子說:「那我們先去吃午餐吧!」

晚上時我和鏡音連在房間.

我說:「你覺得為什麼巡音流歌子會覺得塞任女王是會…人的人?」

鏡音連說:「可能巡音流歌子也有東西不話給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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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的早上,這天也是第一日上課的日子。在課室時我發現了除了我和鏡音連是新人原來還有一個
黃色頭髮的女孩子還有頭上帶著黑色蝴蝶結的,我看她的樣子好像和我的歲數測不多吧!我覺得最奇怪
的是她的姓是和鏡音連一樣都是鏡音而她的名字是鈴。

我正想着這個女孩的時候巡音流歌子老師正在說:「除了我們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會管着市民,其實
還有一種和塞任女王一樣樣子的像人偶的小家伙也在監視市民們,這家伙就像塞任女王的Q版一樣。
它們每一個都也有通信系統,通信會去到塞任女王的某個系統裡。」

現在是吃午餐的時候,塞任女王在台上大聲笑着露出恐怖的笑容說:「拋棄了Ondine的騎士!
Ondine的騎士已經死了 !如果出席葬禮的話!吃完飯給我面前向著排隊!
其他的給我幸福活下去!如果不幸福的話...死吧!」

我、鏡音連和鏡音鈴聽到塞任女王的這句說話後,我們真的定了眼O了口,我都只是第一次見塞任女王
會這樣的,平時的她是不會這樣的。還有為什麼有人(Ondine的騎士)死了還這麼開心的?人死了傷心才
是的吧。我真的不明塞任女王在想什麼。

吃完午餐後,塞任女王走過來坐在我的身邊體看着我的臉子說:「作天睡得好嗎?」

我害怕地說:「睡……睡…得很好…」

塞任女王說:「來到幸福安心委員會後感覺如何啊?」

我說:「不錯…很好…」

塞任女王說:「不要這害怕啊!如過不幸福不安心的話,你就…我知道你是知道後果的,那我走先啦!BYE,B
YE。」

之後塞任女王就去安排要去出席葬禮的人排隊去出席葬禮。

晚上我和鏡音連在房間裡,我問鏡音連:「早上的那黃色頭髮的女孩子好像和你有親喔!」

鏡音連說:「是啊!我和她有親這樣又如何?。」

我說:「沒什麼!我只是想問一下。還有你覺得塞任女王現在很奇怪吧!」

鏡音連說:「對啊!我也是這覺得啊!」我說:「已經很晚了!遲點再說吧!我上床睡啦!晚安。」

鏡音連說:「晚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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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幸福安心委員會學習的第三日的早上,我聽到出邊很吵,我就這樣穿了制服就出去。我一出到去就
看到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學姐學兄們在裝飾大堂。

我就好好奇走去問他們:「你們在干什麼啊?今天是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啊?」

學姐說:「今天是八月三十一號這天是塞任女王的生日啊!」

我說:「真的!你們有買禮物和生日蛋糕嗎?」

學姐說:「當然在昨天己經買了啦!」

我說:「那麼塞任女王在哪裡啊?」

學姐說:「塞任女王每天的六時半己經出去了!」

我說:「塞任女王這麼早出去,請問她去哪裡?」

學姐說:「塞任女王她每天都去看看市民現在在做什麼。」

我說:「古不到塞任女王又幾關心市民喔。」

學姐說:「塞任女王她當然關心市民啦!除了每天看看市民,還有唱幸福與安心的歌曲給市民聽、然死刑
也是市民他們自己選那個死刑的。不只這樣,還有塞任女王她一路都保住這個國家的幸福和安心也是9
9.9%的,背後還有很多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做很多東西呢!
話時話塞任女王好快就回來。」我說:「原來這樣啊!這麼快回來??」

學姐說:「對!大家裝飾好大堂了嗎?」

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們說:「裝飾好大堂啦!」

學姐說:「放好了禮物嗎?」

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們說:「放好了!」

學姐細細聲說:「塞任女王開門的時候,記得馬上跳起來說:「生日快樂!」

我說:「是的,我會。」

塞任女王開門的時候,我們馬上跳起來說:「生日快樂!」

我們把剛剛處理完市民的事件而很累的塞任女王變得精神起來了

學姐提着禮物說:「塞任女王,這禮物是送給你的。」



塞任女王說:「謝謝你!現在可以開來看看裏邊是什麼嗎?」

學姐說:「當然可以啦!」

塞任女王打開禮物後,塞任女王開心地說:「啊!原來是一條裙子,這…這條裙子是我現在穿着中的裙子?
」

學姐說:「是啊!因為在夏天的時候我看到你在外面處理市民的事件,當時你己經很熱了,條裙是和你穿着
的是一樣的,但是這裙是你條裙的短裙版喔!」

塞任女王說:「真的!謝謝你啊!」

之後吃完蛋糕後,我們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實習生和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今天也不用做幸福安心的工
作了,因為今天是塞任女王的生日。不過只是一年得一次不用做幸福安心的工作的,明天也要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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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上次塞任女王的生日令我們今天很苦,然平時不用外出只是在課室裏上課的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實
習生也要外出工作。但是這次是我第一次外出進行活動和學習。我被塞任女王安排到和鏡音連一起去
外面抵捕不幸分子。老師叫我們要去抵捕不幸分子的地方是路西法（Lucifer）私立中學,這所中學是
一所令人傲慢的中學,古不到這裏也會有不幸分子。因為學校的校車不夠數木,所以我和鏡音連只好行
過去。我們行了半個鐘才去到路西法私立中學。

我們去到門口就看到有兩個學生行過來說:「你們是誰?一睇就知你們不是這所學校的學生,還有你們在
這裡想做?」

鏡音連拿着自己的幸福安心委員會證說:「我們是幸福安心委員會,如果你不開路給我們行的話,我可以
話給塞任女王知你們不給我們開路,之後你們等住去死刑吧!」

兩個學生害怕地說:「是的!是的!大大請進!」

我心想「連君很棒啊!雖說是實習生但是也可以平心靜氣的根兩個不識的人,...不,也可能是不幸分子也
正常。還有這所學校有上千有多人,不果有大約五十人是不幸分子只是我和鏡音連又如何可以抵捕了
全部的不幸分子啊?只是兩個人沒有可能抵捕全部的不幸子吧!好彩我們有帶搶。」

當我們去到三樓的第十二個課室,我們一看進課室就看到裏面有兩三個人在細細聲聲的互相說着話。

我細細聲說:「己經放了學啦!正常的話會離開學校才對吧!」

鏡音連細細聲地向着我說:「我知,我有一個想法第一,我踼開這個門。第二,我們就提起搶,之後我就說
提高雙手,ok?」

我細細聲說:「ok!去吧!」

鏡音連細細聲地說:「嗯!」

鏡音連踼開了門,我和鏡音連也提起了搶, 鏡音連說:「提高雙手,如果不是我就開搶!」

不幸分子不但沒有理會鏡音連,還馬上跳出窗外。

鏡音連說:「不可以給他們逃走的!」

鏡音連說完後就馬上跳出窗外向着不幸分子的方向跑去,而我就馬上跑樓梯。我跑到外面後,也根着不
幸分子的方向跑去,但是鏡音連真是跑得太快了就算我很吃力的跑也沒有好像他跑得這麼快,我只好根
着鏡音連後面跑。鏡音連跑得真的很快,很快就抵捕了二位不幸子了。但是因為奇中一位不幸子中逃
有車帶了他走,我們只好看着他走。最後,我們回幸福安心委員會回報,塞任女王覺得我們今次做得很好
下次也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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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上次全員出動,所以今次我也是留在學校裏上課,不果今次有些不同,今次上課的內容不是在課室內
上課而這次是根着塞任女王去處理死困的死刑,這是我第一次正面的看着人活生生去死。除了我和塞
任女王一起去,之外還有鏡音連也一起去呢!我是常常留意鏡音連的。

去到了死刑場,我看到了一位死困(不幸子)走了出來。

塞任女王就看着他恐布的笑着這樣說:「絞刑、轩首、槍殺、烹煮、電击、火刑、活埋、毒葯、石击
、電鋸、綁子刺死,任君选择啊!」

死困哭着說:「這樣…火刑吧…」

塞任女王恐布的笑着說:「好啊!去死吧!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同我快點拿打火機來!」

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馬上拿打火機來。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們就根着塞任女王所說的內容去做把
死困綁在一個木上,然後塞任女王親自下來點火,點完之後塞任女王黑着臉張大眼笑着。當時我們也是
正在看着塞任女王的這個表情,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塞任女王的這個表情呢!但是我每次都看到鏡音連沒
有什麼表情而只是一直半目。最後,這個死困的身體也經沒了,只是留下了灰了。

完了死刑後我們回到大堂的時候。

塞任女王問:「你們看完如何死刑感覺怎樣啦?」

我說:「很…很…我今次的感覺是…今次真是很好,我覺得很趣!希望下能看到種死刑!」(好虛偽地說)

塞任女王說:「好的!鏡音連你的感覺如何?」

鏡音連說:「感覺很好,還有女壬殿下你親自進行死刑時,覺得很爽吧!」

塞任女王說:「當然!當然爽,當時的感覺超棒的。下次給你玩玩吧!」

鏡音連說:「當然好!下次給我玩玩吧,謝謝女王殿下!」

塞任女王說:「好吧!我要走啦! bye! bye!」

我和鏡音連一起說:「bye! Bye! 塞任女王!」

之後,鏡音連用很認真的眼神看着我說:「你正剛向塞任女王說的說話全部是假話對吧!」

我說:「對…對。」

鏡音連說:「你要記得千奇不要讓塞任女王知道你是說假話的!如果不是,你的後果就是…死…」



我說:「不是吧!」

鏡音連說:「是真的!不是說笑!」



第七章

在一個平常的早上,我就同平時一樣起床之後梳洗,梳洗完後穿好校服就馬上去禮堂習排。

塞任女王在台上演說:「現在有一個不幸的消息我要說,這個不幸的消息是幸福安心委員會裏有不幸分
子偷偷地進來了,還有他們話…要殺死我!」

我們馬上說:「不是吧!」

早會完了後,我就和鏡音連和鏡音鈴一起回課室上課。我們就回自己的位置坐下.

之後巡音流歌子老師進入了課室說:「今天你們自習,不用上課啦!因為今天我要去保護塞任女王殿下。
啊!還有今天你們喜歡玩什麼又好,你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啦!」

之後,巡音流歌子老師就馬上離開了課室後,我張開手說:「太好了!不用上課了!」

鏡音連半目說:「現在真是無趣啊!」

鏡音鈴也半目說:「對啊!很無趣。」

我O着嘴說:「……」

鏡音連半目的看着我說:「怎樣了?」

我說:「沒…沒什麼啊!」

怱然出面發出了人類的大叫一聲 .

鏡音鈴張雙大眼說:「出面怎…怎樣了?」

鏡音連說:「啊!可能是塞任女壬有危險!不如何我們馬上出去看看吧!」

鏡音連就馬上拿搶出來,我和鏡音連就根着鏡音鈴後面。

鏡音鈴說:「大叫聲好像是大堂發出的去看看吧!」

我說:「好!」

我和鏡音鈴走到一半的時候。

我向鏡音鈴說:「等等!鏡音連…鏡音連他不見了!」

鏡音鈴說:「現在己經沒時間來管他了!我們走吧!」



我說:「好吧!」

我們去到了大堂的出面了!我們聽到了很多下聲搶聲。

我就馬上看入去,看看裏面到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看到鏡音連很痛苦的樣子按着自己的身體大約是心臟下面,傷口還流着紅紅的鮮血,但是鏡音連還是
在保護着塞任女壬。我看到這樣,我過來幫助鏡音連,我入了去才看到原來入面一早已有我的學姐和學
兄了,但是我也幫了他殺了幾個不幸分子呢!殺死了全部不幸分子後,鏡音連就暈到了,我和鏡音鈴就叫人
來帶鏡音連到休息室裏醫療,鏡音連到休息室裏醫療的當時至第二日早上我都一直陪着鏡音連一起。



第八章

鏡音連受傷的第三天早上。 當我出到去時,
怱然聽到外面發出一個女孩子的大聲說着:「大家!由今天開始!我們就可以不再在這個鬼地方了!只要
加入我們幸福撲滅委員會!就行了!還可以有着比塞任女王更有能量的能力!」

我想着「到底是誰這麼壞,說塞任女王的壞話」之後,我就馬上出去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出到去時,我就馬上目定口呆着,我站在幸福安心委員會的門口看到一個穿着哥特式衣服的長髮女孩站
在一個全黑的中型私家車上。她的頭髮,上面的頭髮是比奶油黃還要深的奶油黃,下面的頭髮是七彩色
的。她穿着哥特式黑色連身洋裝。左手抓著有著麥克風功能的兔子玩偶，右手持著斧頭藏在身後、加
上頭頂一個喇叭單體。大約是十二歲至十六歲左右。

這時,塞任女王站在一個湖中立的那個很高的電波塔上,很高的提高着頭看下來。這個電波塔是可以看
得到全國的400萬人的。

這個無禮的女孩提高頭拿著麥克風功能的兔子玩偶看着塞任女王說:「你聽着啊!塞任女王!我的名子叫
作由妮·yu·落塔!我現時15歲!而我的能力還給你強!」

塞任女王拿着麥克風很冷靜的說:「你在說笑嗎?只是你這樣的丫頭有什麼可能力量比我還要強!」

這個無禮的女孩提高頭拿著麥克風功能的兔子玩偶看着塞任女王生氣地說:「哈!你遲點就知! bye,
bye!」

其中一個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員走到塞任女王身邊說:「報告,塞任女王!我們的國民己經有4分之1被由
妮•yu•落塔拿去當幸福撲滅委員會的委員會了!」

塞任女王張到眼睛很大說:「不!不是吧!這...這麼快就己經…現在只有這個方法了!」

塞任女王馬上去到她個人的演舞聽裡去,
塞任女王馬上唱出洗腦的幸福歌曲,令大家不要加入幸福撲滅委員會。歌池:「 



為什麼大家這麼幸福呢? 

關於這個世界 想聽到更多 知道更多 

在水邊的公園 各位仔細傾聽 

內心雀躍不已 吶 Ondine?(*)

來唷來-唷! 

看這裡 各位 我來告訴你們! 

大家在意的事情 抱持疑惑的事情 

全部 都幫你們解答!

欸 各位 所謂的幸福... 就是義務 

覺得幸福嗎? 這是義務唷? 果真是這樣嗎? 

我們 幸福安心委員會 為各位祈求幸福 然後一直 支持各位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覺得幸福嗎? 這是義務唷?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覺得幸福嗎? 這是義務唷?



因此 務必安心完成你們的義務 

因為各位的幸福 就是我們的幸福

覺得幸福嗎? 這是義務唷 果真是這樣嗎? 

如果不幸福的話...

絞刑 斬首 槍殺 下油鍋 溺死 電刑 

火烤 活埋 毒殺 扔石頭 鋸子 淩遲 

選一個喜歡的吧

來唷來-唷! 

看這裡 各位 只感到滿滿的幸福唷! 

覺得不安或不滿 完全沒有對吧? 

好可-怕 好可怕唷- 

太過幸福 而感到害怕

各位真的 感到幸福嗎? 

這個世界之外 好想前往 好想逃離 

在水邊的公園 大家塞住耳朵 

感到害怕發抖 吶 Undine?(*)

來唷來-唷! 

看這裡 各位 去死吧! 



拋棄了Ondine的騎士 已經死了 

如果出席葬禮的話 給我面向著排隊! 

其他的 給我幸福活下去! 以上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覺得幸福嗎? 這是義務唷?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覺得幸福嗎? 這是義務唷?

是義務 是義務唷? 是義務 所謂的幸福就是義務

是義務 是義務唷? 是義務

如果不幸福的話...死吧 」

這樣總算令大量市民記得他們的幸福義務,沒有加入幸福撲滅委員會。(因為不停重複幸福是義務，被
洗腦了)



第九章

由妮·yu·落塔就唱出撲滅幸福的歌曲來控制人民,歌池:

感謝您的致電。這裡是、幸福撲滅委員會

啊、希望入會是嗎......這樣啊，這樣啊~

非常感謝您。太開心了。真的唷~都要Death了呢☆

嗯~既然如此呢，您的會員編號就是35068號了

今天放學以後，嗯~因為要開委員會

屆時務必請您出席。那麼就此告退了。

為什麼...大家都是幸福的呢？

為什麼都是一群現充呢？

好後悔啊...好想哭啊...

放學後的教室裡 我們倚著桌子

憤怒了啊！ 吶、可魯貝洛斯(※codename)

嗨咿嗨~咿！

來吧來吧各位 一起嫉妒吧──

大家把火大的事、不滿的事

全都 給它嫉妒下去吧！

HEY! COMEON!



嗯~、現充們，所謂的幸福呢就是犯罪的

感到幸福嗎？

可是犯罪唷？當這是廢話嗎？

我們、「幸福撲滅委員會」就是

憎恨現充的幸福、為此去揍牆！(※也可以代行)

幸福就是(犯罪的！)

幸福就是(犯罪的！)

幸福就是(犯罪的！)

覺得幸福嗎？(別開玩笑了！)

幸福就是(犯罪的！)

幸福就是(犯罪的！)

幸福就是(犯罪的！)

覺得幸福嗎？(皮癢欠揍嗎！)

因此呢、就像要把往前邁進的罪行給暴露般！

炸掉一個現充

就是我們一餐吃三碗飯的動力~

覺得幸福嗎？是可以的喔？想變得幸福嗎？ 真的嗎？

要變得幸福的話...(山田君老東西拿來──)



從這拿出來的幸福之壺

現在的話價格呢、就是時價

支付的方法，現金、信用卡，喜歡的方法選一個吧☆

嗨咿嗨~咿！

來吧來吧，各位，只要憤怒就足夠了！

不安或者不滿，堆了一堆吧？

好熱──啊、好熱啊──

嫉妒之火好熱啊！！

好~了，有沒有什麼報告啊？

喔，會員編號4605號君。是什麼呀~

「雖然是令人悲傷的消息

會員編號35064號之前回家的時候是牽著女孩子的手回去的」

神馬──！

檢察官！「有罪呢」

證人！「有罪」



陪審員！「有罪」

旁聽人！「有罪！」

律師！「怎樣都好啦^p^」

裁判長！「Guilty」

被告！「無罪吧？？」

全　員　一　致　決　定　有　罪　☆

（Oh,Oh...Shit,Shit..Oh,Oh...Shit　除了這也沒啥好說了）

哈~~~~~~~~~嗯

怎麼啦 伊歐老哥 幹嘛嘆氣啊~

喔泰利啊── 老哥我只是發現了某件事

啊──

今天也是一個人在廁所吃便當

在廁所吃便當！

昨天也是一個人在廁所吃便當

在廁所吃便當！

明天也是一個人在廁所吃便當

在廁所吃便當！

然後 一年以後 從此以後



果然都會是 一個人地在廁所吃便當啊

每一天每一天 都是在廁所吃便當

老哥我 生存下去的期待 已經沒有了啊！

不要自刎啊 老哥！！

嗨咿嗨~咿

來吧來吧各位，已經死了唷~

背叛我們的傢伙已經死了~

要買壺的傢伙來這裡排隊~

以外的傢伙，就快點(・・)滾回去！

以上！

幸福就是(犯罪的啦！)

幸福就是(犯罪的呀！)

幸福就是(犯罪啊啊！)

覺得幸福嗎？(別開玩笑了！)

幸福就是(不就犯罪嗎！)

幸福就是(啊就是犯罪！)

高町同學(超可愛！)



覺得幸福嗎？(那可是罪啊！)

隨地扔煙蒂是(犯罪的！)

食物沒吃光是(犯罪的！)

想要逃漏稅是(犯罪的！)

幸福就是(犯罪的！)

扒竊是(犯罪的！)

裸奔是(犯罪的！)

長得帥是(犯罪的！)

幸福的傢伙們

...死吧

就是這樣由妮•yu•落塔就繼續令人民洗腦



第十章

塞任女王說:「再這樣讓由妮•yu•落塔帶走我的市民是不行的。」

怱然, 塞任女王收到一張信。之後, 塞任女王就看看一下這張信的內容:

給罪惡的塞任女王:

你好!我的死對頭塞任女王,你幾時死啊?我真的很想你快點死啊!因為這樣我就能得到這個國家了!

還有今天的下午2時30分我會再過來,看看你們的進程呢!

祝你早日死去(希望)

由妮•yu•落塔上

塞任女王馬上想到一個可能可以k.o. 由妮•yu•落塔的方法。

到了下午2時30分,由妮•yu•落塔來到幸福安心委員會的門口的時候,
由妮•yu•落塔說:「塞任女王!你在哪啊?你同我快點死出!」

怱然,鏡音連走出來說:「真的對不起啊!這位小姐,現在塞任女王不在喔!請你遲點再來吧!」

由妮•yu•落塔臉子全黑說:「這……這種……」

鏡音連說:「怎樣了?這位小姐。」

由妮•yu•落塔說:「這……這種……這種類形的男子!我最愛呢!」



塞任女王想「太好了!」

我想着「不要!我的連君沒了!」

由妮•yu•落塔開心地推倒鏡音連坐在鏡音連的xx上說:「你叫什麼名子啊?
我超喜歡你啊!我們不如約會吧!」

鏡音連臉子全紅說:「幾…幾時啊?」

由妮•yu•落塔開心地說:「那就明天的3時半吧!」

鏡音連說:「好…好吧!明天。」

由妮•yu•落塔開心地說:「好吧!現在我就回家選選一些東西,那天就在這裡等吧!bye!bye!」

之後由妮•yu•落塔就馬上路回家了。



第十一章

到了鏡音連和由妮•yu•落塔的約會當日,

鏡音連就站在幸福安心委員會的門口等着由妮•yu•落塔的出現。

「連!連君!」由妮•yu•落塔說着

鏡音連微微的紅臉說:「由妮•yu•落塔...你今天好美麗。」

由妮•yu•落塔開心地說:「哈哈!鏡音連真的是這樣說呢!由妮•yu•落塔很開心呢!」

鏡音連說:「好吧!第一我們先去哪裏?」

由妮•yu•落塔說:「不如我們先去緍沙店看看吧!」

鏡音連說:「那麼快就要去?但是我們只是...」

由妮•yu•落塔說:「不好這樣啦!連君你就當是陪一下我啦!」

鏡音連說:「好吧! 好吧!我跟你去吧!」

由妮•yu•落塔說:「哈!哈!太好了，連君可以跟我去!」



鏡音連說:「這樣行吧!」

行到了緍沙店的門口的時候,

由妮•yu•落塔說:「進去囉!」

鏡音連說:「好的。」

入到緍沙店時,

由妮•yu•落塔向女店員說:「我們是來照緍沙相的。」

鏡音連說:「不過...」

女店員說:「選擇想要穿着的衣服吧!」

女店員指着某間房間說:「好吧!請進這裡便衣吧。」

穿着完緍沙後,

女店員說:「哇!你們倆都穿着得很美麗!」

由妮•yu•落塔說:「真的嗎?謝謝了!」



鏡音連說:「...」

女店員說:「好吧!你們都去這兒照緍沙相吧!」

由妮•yu•落塔細細聲向鏡音連說:「你很師」

鏡音連也細細聲向由妮•yu•落塔說:「你也很美麗」

照完後...

女店員說:「下個月過來拿相吧!bye,bye!」

由妮•yu•落塔說:「好的!bye。」

走出了緍沙店後30分鐘,怱然下了大雨,

鏡音連說:「不好了!」

由妮•yu•落塔說:「來我家吧!我的家就在面前了上去吧!」

鏡音連說:「好吧……」



第十二章

當鏡音連和由妮•yu•落塔到了由妮•yu•落塔的家時,

由妮•yu•落塔說:「請坐!請坐!」

鏡音連紅着臉低下頭說:「...我只是第一次去女孩子的房間的啊!...有點...」

由妮•yu•落塔說:「當是自己的家一樣吧!這樣會好點吧!」

鏡音連說:「...好了...點了」

由妮•yu•落塔說:「不如今晚你在我家睡覺嘛!」

鏡音連說:「但是...」

由妮•yu•落塔說:「你就當為了我啦!我平時都沒有人和我一起睡覺啊!」

鏡音連說:「不可以啊!我還要回幸福安心委員會啊!」

忽然由妮•yu•落塔全黑著臉子推倒了鏡音連,在床上...

鏡音連說:「啊...」



由妮•yu•落塔說:「你不能留低倍我?

鏡音連說:「是...是嘛,那由怎...怎樣了?」

由妮•yu•落塔忽然拿出斧頭出來...

由妮•yu•落塔說:「死吧!」

幸好鏡音連閃得快,沒有被她傷害到。之後,鏡音連就馬上離開由妮•yu•落塔的家,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幸
福安心委員會。

鏡音連跑回幸福安心委員會的途中看到一個坐在郵箱上的小奧丁(温帝妮)(ondine)(水之精靈)

小奧丁向鏡音連說:「向塞任女王報告的時候要說由妮•yu•落塔是病嬌喔!這様會令幸福安心委員會的
人們增快破案喔!(令幸福安心委員會的人員可以用增合適方法對待她)」

鏡音連心想着「怎樣啊?奧丁它怎樣啊?由妮•yu•落塔是個病嬌?不是吧!」

一共用了二十分鐘跑回幸福安心委員會。
鏡音連說:「夏...夏...回到了幸福安心委員會了。」

到了幸福安心委員會後,鏡音連行入右面的那個湖中立的那個很高的電波塔上,找塞任女王。

鏡音連向塞任女王說:「報告女王殿下!由妮•yu•落塔她想殺死我!還有我覺得她可能是個病嬌的少女。
」



塞任女王說:「什嘛?人來!快點把由妮•yu•落塔捉過來我這裡!我要給她自由刑!」

這裡的人其實能得到塞任女王的自由刑是很幸福的,就算是死也能死自己喜歡的死亡方法而死得安心
。



第十三章

「我們己經把由妮•yu•落塔捉了過來了!女王殿下。」

由妮•yu•落塔說:「不!不要!我不要死啊!!!你...你這個下等的家伙!!你去死啊!!」

塞任女王說:「什...什麼?你勇說我是下等的家伙!!!!!!!!!!!!!!!!!!你不知死字如何寫嗎?」

由妮•yu•落塔說:「你這個下等的家伙!!塞任女王你去死吧!我才不怕你!你以為自已很棒嗎?你以為自已
很完美?很完全?是個完美完全的女王?不!奇實你只是然豬也不如的人才對吧!哈哈!」

塞任女王低下頭全臉子也全黑說:「...你這様說?我想你是真的很想死吧!好吧!我就成全你!這種人我是
不會給你自由刑的!那麼...就由我親自殺死你吧!哈...哇!哈哈!」

當塞任女王說這句說話的時候,我覺得塞任女王她已經失控了。

塞任女王說:「快把電鋸拿給我!快!」

「電鋸到了,女王殿下。」

塞任女王微微的笑了一笑。

塞任女王說:「你知嗎?由妮•yu•落塔!就是你一直令我的國家失去了平行,由原本是安全性99.9%和幸
福度99.9%,就是因為你而蹦下到50%!今天我終於可以殺死我心目中的眼中石了!那麼,我來啦!」

雖然塞任女王她現在穿着長裙子,但還是很快的跑過去由妮•yu•落塔,電鋸唔唔聲的響着,塞任女王的裙
子變得破難。

塞任女王說:「去死吧!」

由妮•yu•落塔說:「不!不要啦!」

第一,塞任女王把由妮•yu•落塔的頭鋸了下來。



第二,塞任女王再把由妮•yu•落塔的四肢分鋸。

第三,最後塞任女王把由妮•yu•落塔的肚子解否了。

而我都只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場面。



第十四章

塞任女王說:「死...死了吧?!」

「對啊!女王殿下!由妮•yu•落塔已經被你殺死了。」

塞任女王說:「那麼由妮•yu•落塔留下來的廢物就交給你啦!」

「是!女王殿下!」

不過,而我就一直看着塞任女王殺死由妮•yu•落塔的過程。

離開死刑區後在實習生課室時,

巡音流歌子說:「好吧!同學們!你們今天可以成為委員了!」

鏡音鈴說:「真的?太好了!我等了這天已經很久了!」

我說:「太好了。」

巡音流歌子說:「還有,明天會有新的實習生來這裏實習,他們將會來用這個課室上課。所以我們會去新
課室上課。」

鏡音鈴說:「哇!好像很好玩的樣子呢!」



巡音流歌子說:「想去幸福安心神社嗎?」

鏡音連說:「原來真是有幸福安心神社的!之前我只是聽過人說過,沒有真的見過。」

巡音流歌子說:「那!明天去幸福安心神社好嗎?」

之後,鏡音鈴高興地說:「真的?我好想去看看啊!★★」

我說:「我也想去啊。」

巡音流歌子說:「但是幸福安心神社一共有百幾二百格個樓梯的喔!」

鏡音連說:「對我來說沒問題的。」

我說:「我也算可以的。」

鏡音鈴說:「還可以的。」

巡音流歌子說:「記得明天帶水喔!」

我說:「o k!」

鏡音連說:「沒問題。」



鏡音鈴也說:「o k!」

叮噹~叮噹~

巡音流歌子說:「好吧!下課了!明天見,各位同學再見!」

鏡音連,鏡音鈴和我說:「巡音流歌子老師再見!多謝巡音流歌子老師教導!」



第十五章

到了去幸福安心神社的時候(日子),

在委員課室裡(新課室)上課。

巡音流歌子說:「好了!同學!到齊了嗎?帶齊東西了嗎?」

鏡音連說:「到齊了!老師!」

巡音流歌子說:「有帶水嗎?」

鏡音鈴說:「有帶丫!」

鏡音連說:「帶了。」

我說:「我也有帶!」

巡音流歌子說:「不如我們去完幸福安心神社後,去湖中立的那個很高的電波塔裡看看好嗎?」

我們說:「好啊!」

巡音流歌子說:「好吧!現在我們就向幸福安心神社出發啦!」

我們說:「出發啦!」

到了幸福安心神社的樓梯下,

巡音流歌子說:「不如我們數1!2!3!就跑上去好嗎?」

我說:「好啊!」



鏡音連說:「就這樣吧!」

鏡音鈴說:「唔!」

巡音流歌子說:「好吧!1!2!3!go!」

巡音流歌子跑第一

鏡音連跑第二

我跑第三

鏡音鈴跑第四

到達幸福安心神社的門前,

我,鏡音連和鏡音鈴在看產品

巡音流歌子老師在向幸福安心委員會回報一些東西中...

下午時,我們離開了幸福安心神社。

去到湖中立的那個電波塔時,

巡音流歌子說:「那麼我們去看看電波塔的最低層好嗎?」

我們說:「好啊!」

當我們走進電波塔的最低層的時,巡音流歌子老師忽然大叫說:「啊!不好了!不!不很了!一定要馬上回報
給塞任女王知道,才行了!」



巡音流歌子的電話通了...

巡音流歌子老師說:「今次大事不妙了!塞任女王!那!那本不幸的書不見了!」

塞任女王說:「不!不是吧!巡音流歌子你現在先回來!等我再想如何行動ok?還有千萬不可以話給其他人
知的!」

巡音流歌子說:「ok!我現馬上回來!」



第十六章

當我們回到了幸福安心委員會的時候,

塞任女王說:「好吧!鏡音連!鏡音鈴!岡田理奈!你們己經不是實習生了!努力加油做好幸福安心委員會的
委員!」

之後塞任女王拿出了一部好像是現在的智能手機的東西出來,

塞任女王說:「好了!我已經幫大家尋了不幸之書的地點,偷了不幸之書的人,是個名叫「瑪門（Mamm
on）」的人。還有一會兒後,我會送給你們一部好像是現在的智能手機「GOTHic(哥德)」。也有注意
的事项,尋了這不幸之書後絕對不能打開!那本書是絕對禁止閲讀的!就算是正規的幸福安心委員會的委
員!也只能塞任女王我和上級干部能許可!大家一定要严肃对待!」

我們說:「是的!女王殿下!」

塞任女王說:「這本書的書名是巜蛇怪的真相和歪曲的珍珠、或是具有被關完美管理的冗長性的安全
裝置》」

我說:「不是吧!書名那麼長?!」

塞任女王說:「書名就是那麼長!好吧!你們出法吧!」

鏡音鈴說:「我們出法啦!」

塞任女王說:「等等!這本書是NEGI出板社的古書,22.6cm×15.8cm×3.3cm,布制,有外盒。」



鏡音連說:「好的! 塞任女王殿下!我們上路啦!」

塞任女王說:「行吧!不要令我失望!」

我們說:「是的!女王殿下!」



第十七章

我、連、鈴跟着智能手機「GOTHic(哥德)」去到了１個１共有６層的图書館，要尋找１本叫不幸之
書的書，最壞的是是個名叫「瑪門（Mammon）」的人說話給我們知道只剩下２個鍾就會給全國人
民公開不幸之書裏面的不幸資訊。所以我們一定要去制止他，直到尋找到這本書為止，我希望能令塞
任女王高興，而不是令她失望。

奇實我和連君上一次已經來過了這兒一次了，本身是在６樓尋找到了。但是連君他想買的，但在收錢
時，不知道為什麼會買不到，所以就沒買了。尋找到的時候，這本書好像改了名吧！改了叫做...歪曲
的珍珠...死亡...什麼的。我不太記得了!

「喂!理奈醬，做什麼一直盯住連君啊?」鈴説著一面笑笑口打了打一下我的背後。「做什麼啊!痛的
喔！」我説。鈴接著説「哈哈!你喜歡連君嗎？一直盯住他!」我臉色全部通红了!馬上說「才...才没有
啊!」鈴説「一看就知道你喜歡他啦!臉也全都通紅拉!我第一次看見你這個様真好笑了!哈哈!!!!!」

太過分了吧！

知道了人家喜歡誰還要笑人，不理會人家的感覺，還要笑人、打人、把人家的不能說的一直藏在心裡
的東西都説了出來，

還有連君在的!

他聽到吧！真希望他听不到啊!!!!!!!!!

沒有可能听不到吧！這麽近。

「喂!你們!不要再交談話了!努力加油尋找!」連君説著

難道連君他正剛好听不到我們正剛才的對話?

這太好!

「還在不動干嘛啊?只剩餘ｌ個半有少啦!快點尋找!」連君生氣地説道。



我説「是的正在尋找書本」



第十八章

大家好!我是塞幸現任，現在已經是第八章，還有兩章就會完結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還在不動干嘛啊?只剩餘ｌ個半有少啦!快點尋找!」連君生氣地説道。

我説「是的正在尋找書本」

鈴說「這麼多的書……」

連君説「不要說多餘的東西!」

鈴說「是……」

我説「…咦？…兒童繪本為什麼會在成人小說的?」

鈴説「啊!我這裡也有尋找到一些不應放在歷時書架的書啊!」

連君説「可能是[瑪門]專燈這樣做來令我們不容易尋找到[不幸之書]。」

我說「但是這樣尋找根本就不行吧？」

連君説「現在只留下一小時了。」

鈴説「時間過得真快!」

最後只留下四十分鐘的時候……

我們正在二樓尋找不幸之書的時候，



忽然連君説「快!快拿着!」

連君拿著炸藥提給我和鈴

我和鈴也同一時間説「吓?!?!」

連君説「吓什麼!快拿著!!」

我和鈴也馬上拿著

鈴説「給我們炸藥干嘛啊?」

連君說「跟我過來!」

我們就跟著連君行到了最高的六樓去。

連君在六樓的四處放下了一個炸藥。

鈴説「為什麼要放炸藥在這裡?」

連君説「等一下你就會知道的。」

每一樓也已經放好了炸藥

最後，我們在圖書館的天台看天空……

忽然，隆一聲響起!

炸藥爆了!



我…我失去了平衡，正在滑落去?

為什麼會這樣的?

不!不要!我不要死啊！

因為我已經發覺不能站立，而是高速地滑下去

四周的景色也變得不清楚，圖書館巨大的碎片也落了下來。

不過，連君果然很醒，他有帶他的小型飛行機來。

這個小型飛行機，只要按開關健就能操作。是很小型的，只要提高手再用手來捉住它，按開健，它就
能飛了!

當我自己而為已經要死的時候，我居然未死?

我發現自己在一個水池了，但…但為什麼圖書館的最低一層是…是水池?

啊…啊！我是不識游泳的!不要!不行了!我要…死…了…



第十九章

這?…這裡是?

我…我死去了嗎？

我到底在哪裡?

是馬路?

為什麼我會在馬上的?

我還沒死嗎？

「啊！是連君啊！」

「喂!連君!」我輝着手説

但是連君看也不看我一下

我走到連君的臉前

大聲説「連君!!」

但是他還是沒反應

當我想拍一拍連君的時候，我的手居然穿過了連君的身體??!!

我…我是靈魂嗎？!!?

那麼…鈴應該也和我一樣溺死才對，但為什麼…她不在?…



我看著自己的雙手

連君走到馬路上的正中央時

忽然有一輪貨車高速地行過來，衝了紅燈。

正好連君正在看書，所以就……

古不到連君身邊跟著一集小奥丁(温帝妮)

他的血液飛到我的眼前，紅紅的，很新鮮。

而奥丁系統是没有血的

連君就這樣和這個塞任女王的系統(奥丁)一起死去

救護車到了!

救護人員把連君和那個撞到連君的人送了去醫院，

而我就偷偷地跟蹤着他們

連君他馬上就送到去手術室，我就在手術室的外面等着

啊!連君出來了!

醫生向着連君的家人説「我們已經用了全力了……對不起……」

家人馬上哭到滿臉也是淚水

我聽到的時候，因為我自己最喜歡的人死了所以我的淚水也粉粉地流了出來



忽然我張開眼睛看見自己在自己的房間裏

這個又是……

我的房間?

我馬上由自己的房間裏面走出來，看見自己在學校的宿舍裏

連君在哪裡?

這裡是我和連君一起住的地方

為什麼他不在?

……

我記得連君已經死了

但是為什麼我會睡著的??

我不是死了的嗎？

當我走進連君的房間的時候，

有人?

在睡覺?

是…是連君?



但為什麼……連君不是已經死了的嗎？

我再行近點連君，發現他還有呼吸

我開心得大叫起來

連君醒了

「……啊！醒過來了?沒事吧？理奈醬!」

我說「……我問你有沒有事才對! 我還而為你已經死了!」

連君説「什麼啊？又怎樣會死啊?因為我救你，你才不會死啊！發夢了嗎？」

我説「可能我真的發了夢」 

我馬上發呆。



第二十章

第二天，當我打開信箱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張信件。是塞任女王寄給我的，內容是:

明天早上九時來電波塔尋找我!記得要叫連君也一起過來丫～

如果不過來的話～你知道後果的～

到了明天，我和連君一起座車過去電波塔。

我向電波塔留下的保安員問路說:「請問塞任女王的位置在哪一樓?」 

保安説:「在最高的哪一樓。」

我說:「喔~謝謝保安員。」

之後，我和連君就從電梯到達了塞任女王的所在地。

塞任女王說:「啊~你們來了啦～好了，理奈醬!我知道你昨天發了個夢，你知道你為什麼會發這個夢
嗎？」 

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塞任女王説:「其實很簡單，因為你正在回復之前你的記憶。而且你夢到的哪個被車殺死的奧丁就是
你，被車殺死的連君也就是連君～還有因為這個世界上有了我這個完美而完全的女王令你們得到了新
的生命才能夠活到現在的!」

我說:「怎……怎樣會的……我原來是集奧丁?……哪麼……我看過的所有東西你都知道?」

塞任女王説:「當然啦～」

鏡音連黑着臉說:「夠了!!塞任女王!!你知道嗎？你給予人們的自由死刑，其實令人們很痛苦吧!我每次
看到他們的死刑也覺得痛苦!你不給予他們改個自身!!只是把他們全都殺死掉!!這樣太不工平了!!」



塞任女王説:「什……什麼!??!居然有人反對我的做法??!!人來同我捉住他!!」

捉住連君後……

突然塞任女王提給我一把手槍。叫我把鏡音連殺死掉。

但是我真的下不落手。

塞任女王説:「如果你下不落手的話就要死的喔~現在到數～4!! 3!!」 

我真的不想殺死你……但是不行再見吧……我愛你……(我馬上流淚

「2!」

「1!」

手槍的子彈高速的射中了連君的心藏，連君死了……

最後，我被洗腦然後再次變成了新的奧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