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K.K.湾寻踪碧蓝之都调查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大陆东面的大漩涡，亦即碧蓝之都——波赛多尼亚。
据特遣组调查，最近发生在 K.K.湾的异动很可能跟这里有一定的内部联系，需要进一步搜查。
飞空艇前进中…
飞空艇前进中…
飞空艇前进中…
顺利到达大漩涡上方，开始慢慢下降…
缓慢下降中…
缓慢下降中…
缓慢下降中…
已确认降至可接受的高度！施加魔力护罩完毕，开始向大漩涡内部跳跃——
学员：我一直在想，如果一不小心偏离了旋风的中心，会不会发生危险？
闭眼下落中…
学员：
（故作镇定…）
闭眼下落中…
学员：
（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么鲁莽的方式？明明可以潜入海底走正门嘛！！！
）
顺利进入海面…开始下潜…
学员：
（这种进入方式真是讨厌…）
小组下潜中…
小组下潜中…
到达碧蓝之都上空。通过魔力石的力量顺利融入了苍蓝之罩，进入了波赛多尼亚。

开始做自由落体下落…
学员：啊啊啊啊————！
！
！
！
！
！
！
！
下落中——
学员：啊啊啊啊————！
！
！
！
！
！
！
！
重重摔在地上。由于早就准备了魔力防护，捡回了半条命…
学员：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么鲁莽的方式？明明可以潜入海底走正门嘛！！！
已确认全员存活，开始讨论接下来的执行任务方向——
波塞多尼亚情况比较复杂，首先要仔细梳理当前面临的状况：
碧蓝之都虽然看上去繁华，却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城市由三大家族加市长四方势力共同维
系，暗地里的勾心斗角无处不在。
学员：基本上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都是假情报…
市长帕缇娜女士表面上看是一位很有涵养的学者，实际上却是一朵十分狡猾的“食人花”。
一直传闻，真天组是操纵波塞多尼亚很多主流物品买卖的地下黑帮，旗下还有碧蓝之都最大
的赌场，是一帮非常蛮横的麻烦家伙。
克莱因家族看起来与世无争，专精于炼金术。实际上有一众崇拜者，早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
教会组织。
佩米勒家族无论是商业买卖还是自己的佣兵，都是表面上公正无私，却一直有明一套暗一套
的传闻流传。
那么，调查的着眼点是什么呢？
（组长不为 E 和 T 学院学员）
（组长为 E 或 T 学院学员）
{组长不为 E 和 T 学院学员}
理论上对方的势力越大，可以提供的情报也越有意义。
获得：苍曜石 x8 金曜石 x12 赤曜石 x5
纪录 2
然后更重要的是——
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属下出力帮忙。
获得：苍曜石 x8 金曜石 x12 赤曜石 x5
纪录 3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是否足够豪爽，说话算话。
获得：苍曜石 x8 金曜石 x12 赤曜石 x5
纪录 4
目前暂时不清楚碧蓝之都在 K.K.湾异动中起到的实际作用，只能先对最有情报价值的家伙进
行盘问和跟踪调查了。
相对来讲，似乎表面上一手遮天的真天组更加值得关注。
小组讨论后决定优先前往真天商会拜访。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来到商会门口——真天商会看起来和周围的石质建筑格格不入，更偏向于简单的木质风格。
商会门口站着不少人，道路上却一个人都没有。
学员：看起来像是在迎接谁一样…
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上前通报来意，商会的管家已经带着人在门口鞠躬欢迎了。
学员：真是可怕的情报网络，居然已经知道我们要来了
出于礼节，组长简单说明了来意，并等对方汇报家主。
管家派人优先进入通告后，带领我们进入了宅邸。
学员：了不起的执行力。
在管家的带领下，向着会客大厅前进中…
前进中…
前进中…
学员：不得不说，这种木质的建筑给人非常清新的感觉。
前进中…
到达会客大厅，看来家主真天弥也先生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学员：好强大压迫感，不愧是黑帮…
出于礼仪的常规寒暄中…
寒暄结束。组长代替大家开始向家主说明来意。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学员：是个狠角色啊…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学员：虽然看上去是个声音很大的粗汉，谈吐见地却别有独到之处。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学员：干净利落，毫不做作。真不愧是一方豪强之主。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学员：见面礼吗？只是一张纸啊…真无聊。
真天先生似乎对市长帕缇娜女士格外关注。
据说，最近她经常频繁进出苍蓝神殿，且每次行事极为隐秘，很可能在隐藏着什么。
苍蓝之溟是碧蓝之都的支柱力量，如果它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异动都是不
足为奇的。
但是，目前的碧蓝之都似乎一切正常，看起来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海面异动的影响。
学员：那个姓真天的总感觉不是什么善类…会不会提供假情报呢？
也就是说——
（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
（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
以真天先生快人快语的处事风格来看，一定不会说谎。那么…市长的举动一定有猫腻。
获得：苍曜石 x23 金曜石 x36 赤曜石 x13
纪录 5
开始向着苍蓝神殿方向前进…

小组前进中…
学员：总感觉真天组只是想借我们的力量对付市长…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三大家族和市长不和的传闻由来已久，想想都觉得麻烦啊…
小组前进中…
穿过了波赛多尼亚的北边街区，已经渐渐远离闹市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碧蓝之都的和平只是停留在表面，实际上这样的斗争早就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不管怎么说，只要波赛多尼亚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暴动，我们也无足插手他们自己的生
活圈。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有时候真是觉得现在的 P.E.T.S.的监管制度非常力不从心…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虽然不清楚情况…会不会 50 年前那会的监管制度更合理呢？
小组到达苍蓝神殿。
从外面看上，这里一如既往的冷清，不禁令人唏嘘。
学员：现在大家的信仰已经越来越弱了吗…
来不及感叹，任务要紧——小组进入神殿。
神殿里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于外部给人的朴素感，和碧蓝之都其它建筑相比也显得截然不
同，充满了神圣的气息。
神殿内只有很浅的一段供游人朝拜参观，进入更里面的入口正由自警团的卫兵把守着。
学员：目前这里禁止任何人同行，看来交涉了。
组长代表大家前往交涉。
交涉中…
学员：对方似乎并不想让我们过去嘛…如果连苍蓝之溟都没见到，这次调查就毫无意义了…
（组长不为三年级）
（组长为三年级）
{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二者都不能全相信，只有亲自到现场看看才最有说服力。
获得：苍曜石 x45 金曜石 x72 赤曜石 x26
纪录 5
开始向着苍蓝神殿方向前进…
小组前进中…
学员：总感觉真天组只是想借我们的力量对付市长…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三大家族和市长不和的传闻由来已久，想想都觉得麻烦啊…
小组前进中…
穿过了波赛多尼亚的北边街区，已经渐渐远离闹市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碧蓝之都的和平只是停留在表面，实际上这样的斗争早就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不管怎么说，只要波赛多尼亚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暴动，我们也无足插手他们自己的生
活圈。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有时候真是觉得现在的 P.E.T.S.的监管制度非常力不从心…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虽然不清楚情况…会不会 50 年前那会的监管制度更合理呢？
小组到达苍蓝神殿。
从外面看上，这里一如既往的冷清，不禁令人唏嘘。
学员：现在大家的信仰已经越来越弱了吗…
来不及感叹，任务要紧——小组进入神殿。
神殿里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于外部给人的朴素感，和碧蓝之都其它建筑相比也显得截然不
同，充满了神圣的气息。
神殿内只有很浅的一段供游人朝拜参观，进入更里面的入口正由自警团的卫兵把守着。
学员：目前这里禁止任何人同行，看来交涉了。
组长代表大家前往交涉。
交涉中…
学员：对方似乎并不想让我们过去嘛…如果连苍蓝之溟都没见到，这次调查就毫无意义了…
（组长不为三年级）
（组长为三年级）
{组长不为三年级}
不行，没有市长的公文，对方无论如何不允许通过！
获得：苍曜石 x23 金曜石 x36 赤曜石 x13
纪录 6
这里是自警团的合法守卫地点，没有办法强行硬来。
才想起来…真天先生给过我们一张字条，难道说——
从文字的内容上看非常像，组长作为交涉代表再次拿着公文走向了守卫——
对方已经同意我们进去了，但是按照公文的表述，最多只能呆 5 分钟…要抓紧行动！
小组进入后殿。
获得：苍曜石 x45 金曜石 x72 赤曜石 x26
纪录 7
里面的装潢和外面别无二致，看上去最初是对外开放的。

往里走的通道不长，里神殿可以很容易尽收眼底。
神殿的尽头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有神圣感的坐台，上面放着一面镜子。
学员：镜子？？？
走到镜子前近距离观察，里面映出了非常奇异的景象——
柔和而神圣的蓝光之中，某个中心点正熠熠生辉。
学员：那就是苍蓝之溟的本体？
看起来为了保护苍蓝之溟，在这里也只能透过魔力镜窥视它的本体。
学员：据说苍蓝之溟是由三大家族共同守护的，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见到本体吧？
由于无法透过镜子窥探苍蓝之溟的魔力状况，无法断定是否有异常情况。
从表面上看，目前为止应该一切并无大碍。
但是…唯一令人在意的是——
相比于从外面可窥视的建筑规模，这里应该还有很大一部分隐藏的空间没有对外开放。
学员：不要告诉我那只母“食人花”是频繁进出这里参拜的…
时间紧迫，小组决定立即四散对这里展开紧急调查——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没有发现疑似暗门或者暗道的入口。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依然一无所获，但是——从常理来讲绝不可能，一定存在什么！
学员：真的是这样吗？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渐渐的，感觉大家已经没什么斗志了。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组长为三年级}
虽然没有市长的公文，经过交涉还是被允许短暂进入 5 分钟…要抓紧行动！
获得：苍曜石 x45 金曜石 x72 赤曜石 x26
纪录 6
向着后殿前进中…
向着后殿前进中…
向着后殿前进中…
向着后殿前进中…
小组进入后殿。
获得：苍曜石 x45 金曜石 x72 赤曜石 x26
纪录 7

里面的装潢和外面别无二致，看上去最初是对外开放的。
往里走的通道不长，里神殿可以很容易尽收眼底。
神殿的尽头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有神圣感的坐台，上面放着一面镜子。
学员：镜子？？？
走到镜子前近距离观察，里面映出了非常奇异的景象——
柔和而神圣的蓝光之中，某个中心点正熠熠生辉。
学员：那就是苍蓝之溟的本体？
看起来为了保护苍蓝之溟，在这里也只能透过魔力镜窥视它的本体。
学员：据说苍蓝之溟是由三大家族共同守护的，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见到本体吧？
由于无法透过镜子窥探苍蓝之溟的魔力状况，无法断定是否有异常情况。
从表面上看，目前为止应该一切并无大碍。
但是…唯一令人在意的是——
相比于从外面可窥视的建筑规模，这里应该还有很大一部分隐藏的空间没有对外开放。
学员：不要告诉我那只母“食人花”是频繁进出这里参拜的…
时间紧迫，小组决定立即四散对这里展开紧急调查——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没有发现疑似暗门或者暗道的入口。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依然一无所获，但是——从常理来讲绝不可能，一定存在什么！
学员：真的是这样吗？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渐渐的，感觉大家已经没什么斗志了。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
现在不能放弃！大家还要继续加油！
获得：苍曜石 x23 金曜石 x36 赤曜石 x13
纪录 8
啊啊啊！
！
！居然被这么小一幅画完全拉进去了！？发生了什么？
学员：快、快去救她！
！
！
大家依次效仿之前那位组员的做法——
身体，完全融化了一仿佛失去了知觉——
学员：啊啊啊啊啊！
！
！
！
！
……
再一次回过神来，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房间没有看到任何出口，除了之前的

画什么都没有。
学员：墙上那幅小挂画居然是暗门，太不可思议了！
房间里异常明亮，但是完全找不到光源，似乎光是直接从墙壁里散发出来的。
“汝等，索要何物——”突然响起了奇怪的声音。
学员：啊…熔岩芝士蛋糕？
“哈哈哈哈哈哈——”雄浑的声音再次在密闭的房间里回响起来。
学员：答对了？
突然，墙上映出了一个奇怪的影子，影子晃动着尖牙利爪，显得无比狰狞。
“——擅入者死！”墙上的影子开口说话了，空间里突然凝聚起强大的魔力。
学员：是个强大的家伙！
影子怪物挥动着利爪砸下来了——
利爪落在一名学员的影子上，居然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击感。
学员：啊、好疼。
糟糕，对方是通过影子攻击的！
！
！
面对怪物凌厉的攻势，大家只能全力回避，完全无法触及到怪物的本体。
学员：这要怎么反击啊？
已经完全被突如其来的事变弄慌了手脚…对了！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这里出现影子呢？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
（存在暗属性学员）
{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某个家伙忽然无力地靠在墙上，突然手肘陷入了墙上的小幅插画里面——
获得：苍曜石 x45 金曜石 x72 赤曜石 x26
纪录 8
啊啊啊！
！
！居然被这么小一幅画完全拉进去了！？发生了什么？
学员：快、快去救她！
！
！
大家依次效仿之前那位组员的做法——
身体，完全融化了一仿佛失去了知觉——
学员：啊啊啊啊啊！
！
！
！
！
……
再一次回过神来，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房间没有看到任何出口，除了之前的
画什么都没有。
学员：墙上那幅小挂画居然是暗门，太不可思议了！
房间里异常明亮，但是完全找不到光源，似乎光是直接从墙壁里散发出来的。
“汝等，索要何物——”突然响起了奇怪的声音。
学员：啊…熔岩芝士蛋糕？
“哈哈哈哈哈哈——”雄浑的声音再次在密闭的房间里回响起来。
学员：答对了？
突然，墙上映出了一个奇怪的影子，影子晃动着尖牙利爪，显得无比狰狞。
“——擅入者死！”墙上的影子开口说话了，空间里突然凝聚起强大的魔力。
学员：是个强大的家伙！
影子怪物挥动着利爪砸下来了——
利爪落在一名学员的影子上，居然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冲击感。

学员：啊、好疼。
糟糕，对方是通过影子攻击的！
！
！
面对怪物凌厉的攻势，大家只能全力回避，完全无法触及到怪物的本体。
学员：这要怎么反击啊？
已经完全被突如其来的事变弄慌了手脚…对了！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这里出现影子呢？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
（存在暗属性学员）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
不行，对方没有本体。无论如何都无法攻击！！
！撤、撤退！
获得：苍曜石 x23 金曜石 x36 赤曜石 x13
纪录 9
大家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影子恶魔的攻击，开始像来时一样陆续撤离——
撤离中…
撤离中…
撤离中…
全员安全撤离小屋…总算捡回来一条命。
学员：真是见鬼，如果那个问题回答对会怎么样呢？
关于神秘房间以及相关情况，后续会继续请教市长及相关人员。
暂时的报告到此为止——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45 金曜石 x72 赤曜石 x2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存在暗属性学员}
不行，要反击了！某组员施展暗属性魔法，成功的遮住了四周的光线——
学员：原来如此！
获得：苍曜石 x45 金曜石 x72 赤曜石 x26
纪录 9
影子中的恶魔如同从未出现过一样，瞬间消失在了眼前，屋子里已经没有了一丝魔力的气
息…
学员：呼~呼~吓死人了…
大家迅速用魔力强化视力——
学员：这里，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然而，室内已经空空如也。只有某个角落里，疑似夜光写着的几行古老的文字格外显眼。
小组开始进行密室调查。
密室调查中…
房间内除了入口的挂画外什么都没有，小组决定将古文字誊写下来回去解读。
关于神秘房间以及相关情况，后续会继续请教市长及相关人员。
学员：怎么想几行古文字也不会和目前正在发生的异动有关系啊…真麻烦…
暂时的报告到此为止——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45 金曜石 x72 赤曜石 x2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组长为 E 或 T 学院学员}
可以肯定的是，对方家系的知识水准和人品信誉才是最重要的。
获得：苍曜石 x15 金曜石 x24 赤曜石 x9
纪录 2
然后更重要的是——
和 P.E.T.S.的关系，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获得：苍曜石 x15 金曜石 x24 赤曜石 x9
纪录 3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是否有涵养，好交流。
获得：苍曜石 x15 金曜石 x24 赤曜石 x9
纪录 4
目前暂时不清楚碧蓝之都在 K.K.湾异动中起到的实际作用，只能先对最有情报价值的家伙进
行盘问和跟踪调查了。
相对来讲，似乎耿直的佩米勒家族更加值得调查。
小组讨论后决定优先前往佩米勒商会拜访。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来到商会门口——佩米勒商会从外面看装潢非常肃穆，建筑棱角分明。
学员：不知为何，给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沉重感。
守门的卫士面无表情，看起来非常无趣…
学员：果然真不是谁都能成为这里的佣兵的。
上前通报了来意，等候通报。
等候中…
等候中…
学员：好麻烦…居然等了这么就还不出来…
等候中…
学员：大概，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吧…
等候中…
等候中…
大门突然敞开，几名卫士在两侧一字排开，鞠躬邀请进入——
学员：真没办法…好赖是能见面了…
在管家的带领下，向着会客大厅前进。
前进中…
前进中…
前进中…
学员：这个感觉…就像是到了什么部队里一样…

到达会客大厅，看来佩米勒商会的家主玛丽小姐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学员：
（小声）感觉好有气势的样子…
出于礼仪的常规寒暄中…
学员：
（小声）真是个十足的女强人。
寒暄结束。组长代替大家开始向家主说明来意。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学员：玛丽小姐给人的感觉非常英明果断，真的好厉害啊！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学员：不觉得她和玛琳长得很像吗？就是性格差了好多啊…
……（交流中，内容较多不便记录，略去）
针对 K.K.湾的异动，玛丽小姐比较在意的是最近真天组的动向——
根据他们的情报网显示，最近真天组一直在进行秘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其中包含了大量的
魔力石。
如果有人在附近堆积大量魔力石的话，很难估计是否会对碧蓝之都以及海面上的环境造成什
么影响。
学员：听起来似乎很棘手的样子…这帮人要那么多的魔力石做什么呢？
苍蓝之溟是碧蓝之都的支柱力量，理论上即使是大量的魔力石堆积也不可能对它造成干涉。
但是，也不得不关注一下…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想来想去，也只好亲自去调查调查才有结果了。
据对方的情报显示，魔力石的堆积点在都市边缘的苍蓝神殿附近。
经过讨论，小组决定优先前往对方提供的情报地点探查。
获得：苍曜石 x23 金曜石 x36 赤曜石 x13
纪录 5
开始向着苍蓝神殿方向前进…
小组前进中…
学员：总感觉玛丽只是想借我们的力量对付真天组…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三大家族不和的传闻由来已久，佩米勒借我们的力量对付真天组也不是不可能…
小组前进中…
穿过了波赛多尼亚的北边街区，已经渐渐远离闹市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碧蓝之都的和平只是停留在表面，实际上这样的斗争早就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不管怎么说，只要波赛多尼亚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暴动，我们也无足插手他们自己的生
活圈。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有时候真是觉得现在的 P.E.T.S.的监管制度非常力不从心…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虽然不清楚情况…会不会 50 年前那会的监管制度更合理呢？
小组到达苍蓝神殿。
根据情报，附近有真天组的秘密仓库，大家决定立刻展开四散搜查。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在某处岩石上发现真天组“黑之帆”的标记！
学员：虽说是秘密仓库…可是一点都不秘密嘛…
小组顺着标记的岩石调查，在石头的尽头——有一扇紧闭的大门出现在了眼前。
如果说这就是那个秘密仓库的话…居然连一个看守都没有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学员：难道黑道行事都是这么高调吗？
队长代表全员走上去友善地反复敲了几下门——
然而，并没有任何回应…
学员：好差劲的待客之道啊…
……
继续敲门…
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学员：难道说因为提前得知我们要来，所以特地早早跑路了吗？
……
小组决定强行用魔力侵入石门感知内部的魔力波动——
准备完成，开始进行魔力感知！
……
（没有 cost7 及以上的学员）（有 cost7 及以上的学员）
{存在水属性学员}
根据小组中某人的了解，苍蓝之溟是一块非常非常漂亮的宝石，自始至终被供奉在神殿深处，
几乎从来没有人见过它的真面目…
学员：会不会是它出了什么问题呢？
据对方的情报显示，魔力石的堆积点在都市边缘的苍蓝神殿附近。
经过讨论，小组决定优先前往对方提供的情报地点探查。
获得：苍曜石 x45 金曜石 x72 赤曜石 x26
纪录 5
开始向着苍蓝神殿方向前进…
小组前进中…

学员：总感觉玛丽只是想借我们的力量对付真天组…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三大家族不和的传闻由来已久，佩米勒借我们的力量对付真天组也不是不可能…
小组前进中…
穿过了波赛多尼亚的北边街区，已经渐渐远离闹市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碧蓝之都的和平只是停留在表面，实际上这样的斗争早就不知道持续了多久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不管怎么说，只要波赛多尼亚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暴动，我们也无足插手他们自己的生
活圈。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有时候真是觉得现在的 P.E.T.S.的监管制度非常力不从心…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学员：虽然不清楚情况…会不会 50 年前那会的监管制度更合理呢？
小组到达苍蓝神殿。
根据情报，附近有真天组的秘密仓库，大家决定立刻展开四散搜查。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在某处岩石上发现真天组“黑之帆”的标记！
学员：虽说是秘密仓库…可是一点都不秘密嘛…
小组顺着标记的岩石调查，在石头的尽头——有一扇紧闭的大门出现在了眼前。
如果说这就是那个秘密仓库的话…居然连一个看守都没有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学员：难道黑道行事都是这么高调吗？
队长代表全员走上去友善地反复敲了几下门——
然而，并没有任何回应…
学员：好差劲的待客之道啊…
……
继续敲门…
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学员：难道说因为提前得知我们要来，所以特地早早跑路了吗？
……
小组决定强行用魔力侵入石门感知内部的魔力波动——
准备完成，开始进行魔力感知！
……
（没有 cost7 及以上的学员）（有 cost7 及以上的学员）
{没有 cost7 及以上的学员}

有结果了！虽然只是模糊的感觉，可以确认捕捉到了来历不明的魔力波动！里面应该存储了
数量不少的魔力石或者其他什么替代物！
不行！小组内没有魔力强大的学员，无法突破内部建筑感知魔力波动。
获得：苍曜石 x12 金曜石 x18 赤曜石 x7
纪录 6
实在是太可疑了…
没有办法，还是什么都调查不到…
学员：力有未逮…
获得：苍曜石 x12 金曜石 x18 赤曜石 x7
纪录 7
小组继续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讨论中…
学员：真的在这里放弃吗？
讨论中…
学员：嗯…
讨论中…
学员：不如，冲进去？
目前只是处于怀疑阶段，根据监管原则，不方便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学员：不得不说，这招闭门羹的劝退果然厉害啊…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存在三年级学员）
{有 cost7 及以上的学员}
有结果了！虽然只是模糊的感觉，可以确认捕捉到了来历不明的魔力波动！里面应该存储了
数量不少的魔力石或者其他什么替代物！
不行！小组内没有魔力强大的学员，无法突破内部建筑感知魔力波动。
获得：苍曜石 x23 金曜石 x36 赤曜石 x13
纪录 6
实在是太可疑了…
虽然发现了证据，但是并不是决定性的…按照规定不能随意造成破坏…
学员：即使是脏点，也不好直接来硬的吧…
获得：苍曜石 x23 金曜石 x36 赤曜石 x13
纪录 7
小组继续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讨论中…
学员：真的在这里放弃吗？
讨论中…
学员：嗯…
讨论中…
学员：不如，冲进去？

目前只是处于怀疑阶段，根据监管原则，不方便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学员：不得不说，这招闭门羹的劝退果然厉害啊…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既然如此…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学员：既然情报上说，魔力石会对
获得：苍曜石 x23 金曜石 x36 赤曜石 x13
纪录 8
向苍蓝神殿方向前进…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到达苍蓝神殿——从外面看上去一如既往的冷清，不禁令人唏嘘。
学员：现在大家的信仰已经越来越弱了吗…
进入神殿。
神殿里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于外部给人的朴素感，和碧蓝之都其它建筑相比也显得截然不
同，充满了神圣的气息。
神殿内只有很浅的一段供游人朝拜参观，进入更里面的入口正由自警团的卫兵把守着。
学员：目前这里禁止任何人同行，看来交涉了。
组长代表大家前往交涉。
交涉中…
学员：对方似乎并不想让我们过去嘛…如果连苍蓝之溟都没见到，这次调查就毫无意义了…
不行，没有市长的公文，对方无论如何不允许通过！
获得：苍曜石 x23 金曜石 x36 赤曜石 x13
纪录 9
交涉无果…只好暂时离开神殿总结目前的状况了——
真天组的人脉广泛，一定是提前得到信息逃之夭夭了。
明晃晃标识的真天组“黑之帆”的标志，也符合他们喜欢大张旗鼓的行事风格。
但是，玛丽小姐提供的情报依然存疑。
学员：P.E.T.S.的行动标准是眼见为实！
没有抓住现行的话，即使叫真天组的人来也一定不会承认。
看来有必要再去真天组那里拜会拜会听听口风了。
本次行动收获甚微，小组决定到此为止，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89 金曜石 x143 赤曜石 x52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能忍！
！
！在组内的前辈的坚持下，小组依然决定硬碰硬强行突破！
获得：苍曜石 x45 金曜石 x72 赤曜石 x26

纪录 8
施展强破坏性魔法，开始强行突破！
学员：——P.E.T.S.出击！
……
随着大门一声惨叫，被轰开了…
学员：这个动静，差不多要惊动碧蓝之都的自警团了吧。
烟雾渐散…
放眼望去——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地下仓库，但是…没有一个人在里面。
学员：都走了吗？
仓库里零零星星散落着燃烧魔力石的挂灯。在灯光的映照下，无数个“黑之帆”的标记显得格
外醒目。
小组开始四散调查——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从仓库内的落灰情况看，应该最近还有人使用过这里。
虽然四处堆积着箱子，却井井有条。
小组发现了不少存量的魔力石。但是，不少箱子已经空空如也，半空的也不在少数…
除此以外…暂时没有发现可以作为暗门的地方，目前可确定的只有正门一个入口。
……
总结目前所有的状况——
1、为什么在我们来的时候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
（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
真天组的人脉广泛，一定是提前得到信息逃之夭夭了。
获得：苍曜石 x17 金曜石 x27 赤曜石 x10
纪录 9
2、这里还有其他的通路吗？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
（存在暗属性学员）
{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换个角度想，会不会这里原本就没有人呢？
获得：苍曜石 x34 金曜石 x54 赤曜石 x20
纪录 9
2、这里还有其他的通路吗？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
（存在暗属性学员）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

进行过一轮地毯式搜索，应该没有问题了。
学员：真的、能确定吗？要是有眼力更好的同学在一组就好了。
获得：苍曜石 x17 金曜石 x27 赤曜石 x10
纪录 10
3、对方刚刚逃走吗？
学员：这个问题还真需要坐下来仔细想想啊…
（没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存在暗属性学员}
从灯光的分布以及四处堆积的箱子看，似乎有些地方被较暗的光线隐藏掉了，暂时没有搜查
到。
获得：苍曜石 x34 金曜石 x54 赤曜石 x20
纪录 10
3、对方刚刚逃走吗？
学员：这个问题还真需要坐下来仔细想想啊…
（没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没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从落灰的情况看，肯定是最近才使用过的，答案显而易见。
获得：苍曜石 x17 金曜石 x27 赤曜石 x10
纪录 11
4、那么…最核心的问题——这里真的是真天组的秘密仓库吗？
（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
（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既然有不少箱子是空的，那一定是因为有人得到了消息提前转移了物资。
学员：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箱子的摆放依然井井有条呢？
获得：苍曜石 x34 金曜石 x54 赤曜石 x20
纪录 11
4、那么…最核心的问题——这里真的是真天组的秘密仓库吗？
（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
（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
四处都是真天组“黑之帆”的标志，也符合他们喜欢大张旗鼓的行事风格，多半错不了。
外面听到了动静…似乎是碧蓝之都的自警团过来了…
学员：看来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和他们解释…好麻烦啊…

目前为止的报告到此为止，后续调查报告会继续跟进。
现在需要去处理自警团的事情——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7 金曜石 x27 赤曜石 x10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有人故意栽赃真天组的可能性同样不小。
外面听到了动静…似乎是碧蓝之都的自警团过来了…
学员：看来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和他们解释…好麻烦啊…
目前为止的报告到此为止，后续调查报告会继续跟进。
现在需要去处理自警团的事情——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4 金曜石 x54 赤曜石 x20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