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琥珀高地探索东区~碎岩山方向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碎岩山近期动态非常可疑，不方便乘坐飞空艇前往。小组决定采用步行的方式前往调查。 

朝着碎岩山方向前进中… 

从远处看，碎岩山口冒出的浓烟越来越强烈，对于介于死火山和活火山之间的它来说，这种

现象十分反常。 

学员：话说，碎岩山究竟是死火山还是活火山啊？ 

朝着碎岩山方向继续前进中… 

到达山脚，开始沿山路上坡。 

沿着山坡缓慢地前进中，目前离山顶还有一段距离。 

努力爬坡中… 

糟糕，突然有块巨石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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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有人被巨石击中啦！！！ 

获得：苍曜石 x11 翠曜石 x9 赤曜石 x4 

 

纪录 2 

巨石在加速滚动着… 

被击中的组员抱着巨石一起往山脚方向滚下去了… 

获得：苍曜石 x11 翠曜石 x9 赤曜石 x4 

 

纪录 3 

努力追赶滚动的巨石向下跑… 

巨石越滚越快，速度令人窒息！！ 

啊，糟糕！巨石渐渐偏离了山道… 

学员：天哪！没有事吧？ 

追不上了！巨石从山道一侧翻滚了下去！ 

往巨石坠毁的灾难现场狂奔中… 



现场一片狼藉…巨石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 

与巨石一起下落的组员正酣睡在石头上…呃，应该说是晕了过去吧…（应该没死吧=。=） 

学员：居然还活着…感谢诺亚大人… 

获得：苍曜石 x11 翠曜石 x9 赤曜石 x4 

 

纪录 4 

短暂的急救、休整后，受惊的组员终于苏醒，小组准备启程返校。 

刚才落下的石头突然碎裂开来，碎裂处是疑似通道的地方。 

学员：难道是诺亚大人的指引？ 

紧急报告，有突发情况！巨石坠毁的现场经确认似乎是通往某个未知地点的通道。 

在方才受伤组员的强烈坚持下，小组决定立即展开深入调查。 

大家进入坑洞，顺着通道开始——径直往下跳。 

糟糕，有组员身上负重过多，摔了个大踉跄… 

四面黑洞洞的——啊！有人不小心碰到了脑袋… 

幸亏在外面做好了准备，大家用光属性的魔力石照亮了眼前的路。 

全员小心谨慎地前进中… 

走过了一个转弯点… 

又走过了一个转弯点…从地理位置推测可能快要接近碎岩山下方的位置了。 

获得：苍曜石 x11 翠曜石 x9 赤曜石 x4 

 

纪录 5 

前方看起来像是死路。 

学员：奇怪，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幸运之和不大于 280）（幸运之和大于 280） 

 

{幸运之和不大于 280} 

确认走到了尽头，目前毫无发现，小组准备原路折返。 

获得：苍曜石 x22 翠曜石 x18 赤曜石 x8 

 

纪录 6 

沿原路返回中… 

返回中… 

虽然最终颗粒无收，但眼前的迷之洞窟似乎还有进一步探索的价值。 

学员：推测史莱姆等的异动也是由于火山的异常引起。 

全员安全脱出，开始启程返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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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之和大于 280} 

糟糕，有陷阱！身体来不及反应，已经掉了下去——啊！！！ 

获得：苍曜石 x44 翠曜石 x35 赤曜石 x15 

 



纪录 6 

小组落在了一个漆黑无比的地方，开始紧急确认全员状况！ 

确认完毕——全员并无大碍。 

小组落在了疑似坟场的地方，确切的说周围散落着一地的傀儡。 

小组所处的位置三面死路，只有一条疑似通道的地方。 

延伸出去的道路走到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坑洞，无法跨越。 

——报告完毕！ 

学员：这里会不会和两年前那场殃及全大陆的傀儡动乱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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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最低者大于 50} 

大家抱着头四散开来，千钧一发之际成功躲到了坡道两侧… 

获得：苍曜石 x22 翠曜石 x18 赤曜石 x8 

 

纪录 2 

巨石在加速滚动着… 

呼~~终于顺利躲过了巨石的攻击，好险啊。 

获得：苍曜石 x22 翠曜石 x18 赤曜石 x8 

 

纪录 3 

小组继续沿着山坡向上爬行… 

越靠近山顶附近，感觉周围的热量越发令人窒息。 

 

（水抗性之和不大于 220）（水抗性之和大于 220） 

 

{水抗性之和不大于 220} 

大家拿出了平时训练中 500%的毅力咬牙坚持着往前推进着… 

获得：苍曜石 x33 翠曜石 x27 赤曜石 x12 

 

纪录 4 

努力向山顶爬行中… 

爬行中… 

…… 

终于到达火山口附近，滚烫的浓烟看起来似乎要吞噬一切。 

大家顶着浓烟，费力地往下探查——和预感的一样，火山已经出现爆发的征兆，小规模的岩

浆不断翻腾着。 

小组分散开来在山顶上继续调查。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山顶各个方向均存在一定的魔力余波。从魔力的来源看，似乎越往火山中心这种余波的力量

越强烈。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从目前收集的情报可以推测——火山内部似乎有被强烈的魔法冲击波及导致的岩石结构异

常的状况，火山岩处于一定的压力状态。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发现火山地下更深层的地方有疑似魔力的波动传来，但目前无法深入探查。 

魔力的波动有可能和琥珀之丘附近潜在的地下遗迹有关，推测史莱姆等的异变也和生态环境

的改变有所关联。 

山顶一带的调查结束，开始集合准备收工。 

小组集合完毕，准备启程返校。——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66 翠曜石 x5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水抗性之和大于 220} 

几位组员施展冰属性魔法加护，周围的温度总算降了一点下来。 

获得：苍曜石 x66 翠曜石 x53 赤曜石 x23 

 

纪录 4 

努力向山顶爬行中… 

爬行中… 

…… 

终于到达火山口附近，滚烫的浓烟看起来似乎要吞噬一切。 

 

（生命值之和小于 4000）（生命值之和不小于 4000） 

 

{生命值之和小于 4000} 

浓烟实在太过强烈，无法观察火山内部的情况。强行探查恐怕会有危险。 

小组分散开来在山顶上继续调查。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山顶各个方向均存在一定的魔力余波。从魔力的来源看，似乎越往火山中心这种余波的力量

越强烈。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从目前收集的情报可以推测——火山内部似乎有被强烈的魔法冲击波及导致的岩石结构异

常的状况，火山岩处于一定的压力状态。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发现火山地下更深层的地方有疑似魔力的波动传来，但目前无法深入探查。 

魔力的波动有可能和琥珀之丘附近潜在的地下遗迹有关，推测史莱姆等的异变也和生态环境

的改变有所关联。 



山顶一带的调查结束，开始集合准备收工。 

小组集合完毕，准备启程返校。——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3 翠曜石 x27 赤曜石 x12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生命值之和不小于 4000} 

大家顶着浓烟，费力地往下探查——和预感的一样，火山已经出现爆发的征兆，小规模的岩

浆不断翻腾着。 

小组分散开来在山顶上继续调查。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山顶各个方向均存在一定的魔力余波。从魔力的来源看，似乎越往火山中心这种余波的力量

越强烈。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从目前收集的情报可以推测——火山内部似乎有被强烈的魔法冲击波及导致的岩石结构异

常的状况，火山岩处于一定的压力状态。 

努力调查中… 

努力调查中… 

发现火山地下更深层的地方有疑似魔力的波动传来，但目前无法深入探查。 

魔力的波动有可能和琥珀之丘附近潜在的地下遗迹有关，推测史莱姆等的异变也和生态环境

的改变有所关联。 

山顶一带的调查结束，开始集合准备收工。 

小组集合完毕，准备启程返校。——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66 翠曜石 x5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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