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琥珀高地探索西区~恩惠之森方向 

 
 

纪录 1 

根据指示，小组准备出发前往恩惠之森进行深入调查。 

恩惠之森周围一如往常，没有发现可疑状况。 

向着森林内部深入中… 

突然遭遇小股史莱姆，对方依然处于不安定状态。 

小组选择悄悄潜行前进… 

学员：据说前些日子有人被史莱姆攻击了，是真的吗？ 

 

（速度最低者不大于 50）（速度最低者大于 50） 

 

{速度最低者不大于 50} 

糟糕，有个笨蛋被发现了！ 

学员：啊啊啊啊，在这里开战的话会引来更多的史莱姆的，快跑！ 

…… 

…… 

…… 

终于成功逃离了一股股史莱姆，开始继续往深处前进。 

学员：史莱姆们发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获得：苍曜石 x11 翠曜石 x9 赤曜石 x4 

 

纪录 2 

悄声前进中… 

已经到达了恩惠之森深处——正常情况下史莱姆们群居的地方。 

学员：史莱姆们集体离家出走了吗？似乎是个调查这里的好机会。 

已确认原本应该在这里群居的史莱姆们无一驻留，或许是受发狂状态的影响所致。 

 

（心情不低于 70 的学员不大于 3）（心情不低于 70 的学员大于 3） 



 

{速度最低者大于 50} 

一切顺利，成功躲过了狂暴化的史莱姆们。 

…… 

…… 

…… 

终于成功逃离了一股股史莱姆，开始继续往深处前进。 

学员：史莱姆们发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获得：苍曜石 x22 翠曜石 x18 赤曜石 x8 

 

纪录 2 

悄声前进中… 

已经到达了恩惠之森深处——正常情况下史莱姆们群居的地方。 

学员：史莱姆们集体离家出走了吗？似乎是个调查这里的好机会。 

已确认原本应该在这里群居的史莱姆们无一驻留，或许是受发狂状态的影响所致。 

 

（心情不低于 70 的学员不大于 3）（心情不低于 70 的学员大于 3） 

 

{心情不低于 70 的学员不大于 3} 

紧张过后，大家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倒在了地上——啊！有人坐到了史莱姆的便便

上！ 

学员：果然有玄机啊！ 

获得：苍曜石 x11 翠曜石 x9 赤曜石 x4 

 

纪录 3 

来到了原史莱姆驻地的尽头，眼前出现了一个嵌入在巨石中的奇怪的门。 

 

（组长等级不大于 10 或幸运不大于 70）（组长等级大于 10 且幸运大于 70） 

 

{心情不低于 70 的学员大于 3} 

大伙充满了干劲，一口气向最深处冲了过去。 

学员：想不到这么容易啊！ 

获得：苍曜石 x22 翠曜石 x18 赤曜石 x8 

 

纪录 3 

来到了原史莱姆驻地的尽头，眼前出现了一个嵌入在巨石中的奇怪的门。 

 

（组长等级不大于 10 或幸运不大于 70）（组长等级大于 10 且幸运大于 70） 

 

{组长等级不大于 10 或幸运不大于 70} 

组长顺着门的方向推过去，门被顺利打开了。 

大家一一进入，准备开始深入探查。 

获得：苍曜石 x22 翠曜石 x18 赤曜石 x8 

 



纪录 4 

四面黑洞洞的——啊！有人碰到了脑袋… 

 

（光属性学员不大于 2）（光属性学员大于 2） 

 

{光属性学员不大于 2} 

大家勉强用魔法强化了视力，开始…咳、咳，战战兢兢地前进。 

为了安全起见，组长呼吁大家手拉手，谨慎地前进。 

获得：苍曜石 x15 翠曜石 x12 赤曜石 x5 

 

纪录 5 

四周偶尔能够听到滴滴的水声，或许这里和沼泽湖或者琥珀之泉有什么关系。 

学员：封印着很强大的魔力，恐怕琥珀之丘的异变和这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谨慎地前进中… 

谨慎地前进中… 

谨慎地前进中… 

似乎陷入了迷宫里，连续几次左转右转后感觉渐渐迷失了方向。 

 

（组长心情小于 70）（组长心情不小于 70） 

 

{光属性学员大于 2} 

大家一起施展光属性魔法，勉强照亮了眼前的路—— 

为了安全起见，组长呼吁大家手拉手，谨慎地前进。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纪录 5 

四周偶尔能够听到滴滴的水声，或许这里和沼泽湖或者琥珀之泉有什么关系。 

学员：封印着很强大的魔力，恐怕琥珀之丘的异变和这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谨慎地前进中… 

谨慎地前进中… 

谨慎地前进中… 

似乎陷入了迷宫里，连续几次左转右转后感觉渐渐迷失了方向。 

 

（组长心情小于 70）（组长心情不小于 70） 

 

{组长心情小于 70} 

小组的士气越来越低落…恐惧的情绪在逐渐滋生着。 

获得：苍曜石 x15 翠曜石 x12 赤曜石 x5 

 

纪录 6 

继续前进中… 

感觉走过的距离已经非常远了——就像从琥珀高地一端走到另一端那么远。 

继续前进中… 

前方的道路有越来越高的趋势，似乎到上坡路。路上有很多坑坑洼洼绊脚的东西。 



学员：上坡？会不会是走出去的方向…总感觉我们遇到了大麻烦。 

 

（有角色幸运不高于 60）（所有角色幸运高于 60） 

 

{组长心情不小于 70} 

关键时刻，在组长充满激情的鼓舞下，大家重新鼓足了干劲。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纪录 6 

继续前进中… 

感觉走过的距离已经非常远了——就像从琥珀高地一端走到另一端那么远。 

继续前进中… 

前方的道路有越来越高的趋势，似乎到上坡路。路上有很多坑坑洼洼绊脚的东西。 

学员：上坡？会不会是走出去的方向…总感觉我们遇到了大麻烦。 

 

（有角色幸运不高于 60）（所有角色幸运高于 60） 

 

{有角色幸运不高于 60} 

糟糕，有人碰到了绊脚的东西——从远处传来了某个东西滚动的声音，不过又渐渐远离这里

了。 

学员：不会是触发了什么机关吧？算了…反正这里也没发生什么。 

继续前进中… 

前方似乎有光点在闪烁，渐渐能感受到空气的流动，大概快走到出口了。 

继续前进中… 

终于来到了地面，眼前是——旧校区的图书馆残骸？ 

学员：原来，还有这样的密道啊！ 

究竟是谁修建了这样的地道呢？看来还要择日再做深入调查。 

今日的调查结束，开始启程返校。——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5 翠曜石 x12 赤曜石 x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所有角色幸运高于 60} 

大家非常小心地一一躲过了路障，顺利通过了坑洼地带。 

继续前进中… 

前方似乎有光点在闪烁，渐渐能感受到空气的流动，大概快走到出口了。 

继续前进中… 

终于来到了地面，眼前是——旧校区的图书馆残骸？ 

学员：原来，还有这样的密道啊！ 

究竟是谁修建了这样的地道呢？看来还要择日再做深入调查。 

今日的调查结束，开始启程返校。——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组长等级大于 10 且幸运大于 70} 

组长用力往左边拉门——居然在大门右边原本什么都没有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新的入口。 

学员：居然是个暗门！ 

大家一一进入，准备开始深入探查。 

获得：苍曜石 x44 翠曜石 x35 赤曜石 x15 

 

纪录 4 

四面黑洞洞的——啊！有人碰到了脑袋… 

 

（没有暗属性角色）（有暗属性角色） 

 

{没有暗属性角色} 

大家一起施展光属性魔法，勉强照亮了眼前的路—— 

获得：苍曜石 x11 翠曜石 x9 赤曜石 x4 

 

纪录 5 

为了安全起见，组长呼吁大家手拉手，谨慎地前进。 

四周偶尔能够听到滴滴的水声，或许这里和沼泽湖或者琥珀之泉有什么关系。 

谨慎地前进中… 

谨慎地前进中… 

谨慎地前进中… 

似乎陷入了迷宫里，连续几次左转右转后感觉渐渐迷失了方向。 

奇怪？眼前居然什么都没有…糟糕！前面居然是个大坑洞？！ 

获得：苍曜石 x11 翠曜石 x9 赤曜石 x4 

 

纪录 6 

鉴于前方无通路，强行飞跃存在极大的风险，小组决定原路折返。 

顺着来时的道路缓慢地前进中… 

学员：总感觉我们在原地绕圈子啊！ 

继续前进中… 

继续前进中… 

继续前进中… 

继续前进中… 

折返的道路似乎意外得长… 

 

（魔力值之和不大于 1200）（魔力值之和大于 1200） 

 

{魔力值之和不大于 1200} 

继续前进中…感觉快走抽筋了… 

大家暂时停止前进，开始紧急讨论。 

有人推测在某个地方似乎存在着类似洛芙大沙漠里的幻境那样的东西。 

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触发了这样的机关呢？ 

大家开始寻找幻觉魔法的释放位置，返回的时间可能要延时很久。——暂时、咳、咳，报告



完毕！ 

获得：苍曜石 x22 翠曜石 x18 赤曜石 x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魔力值之和大于 1200} 

不对，大家恍然大悟——似乎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绕圈子。 

学员：不对，这里原来应该是交叉路口的！ 

大家暂时停止前进，开始紧急讨论。 

有人推测在某个地方似乎存在着类似洛芙大沙漠里的幻境那样的东西。 

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触发了这样的机关呢？ 

大家开始寻找幻觉魔法的释放位置，返回的时间可能要延时很久。——暂时、咳、咳，报告

完毕！ 

获得：苍曜石 x44 翠曜石 x35 赤曜石 x1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有暗属性角色} 

大家勉强用魔法强化了视力，开始…咳、咳，战战兢兢地前进。 

获得：苍曜石 x22 翠曜石 x18 赤曜石 x8 

 

纪录 5 

为了安全起见，组长呼吁大家手拉手，谨慎地前进。 

四周偶尔能够听到滴滴的水声，或许这里和沼泽湖或者琥珀之泉有什么关系。 

谨慎地前进中… 

谨慎地前进中… 

谨慎地前进中… 

似乎陷入了迷宫里，连续几次左转右转后感觉渐渐迷失了方向。 

黑暗中，不知哪里来的荧光铺成了一条路。虽然看不到，脚下却很踏实。 

获得：苍曜石 x22 翠曜石 x18 赤曜石 x8 

 

纪录 6 

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荧光道…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眼前黑乎乎的一片，忽然有人踩到了什么东西。 

学员：感觉像在奇怪的仙境漫步一样。 

 

（幸运之和不大于 280）（幸运之和大于 280） 

 

{幸运之和不大于 280} 

还好只是绊了一跤。 

已经连续走过了几个拐弯处。黑暗中的荧光一直指引着大家前进。 

周围越发的寂静…渐渐的，连水滴声也已经听不到了。 

学员：仿佛连心跳声都能听到… 

荧光在道路的最前方忽然消失了。 



…… 

四面突然亮了起来——是哪来的光？不对，应该是魔法的力量在起作用。 

道路的尽头是一堆傀儡的残骸。小组分散来开，开始搜索可疑之处。 

某个傀儡上印着一行字——“是谁背叛了我们？”、“是谁欺骗了世界？”、“是谁诅咒着一切？” 

学员：究竟是谁留下了这些话呢？真是匪夷所思。 

…… 

刻字的傀儡身上可以感受到魔力破坏的反应——与旧校区不同，魔力的残留更像是最近几年

才出现的。 

…… 

联想到大陆最近几年爆发的傀儡动乱，这里可能与之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学员：看起来非常有年头了。 

…… 

对于这个意外的发现，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学员：地脉的异动会不会和这里的魔力封锁被强行解除有关系呢？ 

——除此以外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鉴于此地过于异常，小组决定暂时撤退。——报告完

毕！ 

获得：苍曜石 x22 翠曜石 x18 赤曜石 x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幸运之和大于 280} 

糟糕，感觉像是个人？！——吓死了，原来只是个傀儡啊… 

已经连续走过了几个拐弯处。黑暗中的荧光一直指引着大家前进。 

周围越发的寂静…渐渐的，连水滴声也已经听不到了。 

学员：仿佛连心跳声都能听到… 

荧光在道路的最前方忽然消失了。 

…… 

四面突然亮了起来——是哪来的光？不对，应该是魔法的力量在起作用。 

道路的尽头是一堆傀儡的残骸。小组分散来开，开始搜索可疑之处。 

某个傀儡上印着一行字——“是谁背叛了我们？”、“是谁欺骗了世界？”、“是谁诅咒着一切？” 

学员：究竟是谁留下了这些话呢？真是匪夷所思。 

…… 

刻字的傀儡身上可以感受到魔力破坏的反应——与旧校区不同，魔力的残留更像是最近几年

才出现的。 

…… 

联想到大陆最近几年爆发的傀儡动乱，这里可能与之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学员：看起来非常有年头了。 

…… 

对于这个意外的发现，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学员：地脉的异动会不会和这里的魔力封锁被强行解除有关系呢？ 

——除此以外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鉴于此地过于异常，小组决定暂时撤退。——报告完

毕！ 

获得：苍曜石 x44 翠曜石 x35 赤曜石 x1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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