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传闻.魔女与迷雾骸骨森林方向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大陆西南面的莫卡尼沼泽。 

据报告显示，最近莫卡尼沼泽突然弥漫着浓浓的大雾，久久无法散去，十分令人担忧。 

资料显示，每逢魔女审判日，从莫卡尼沼泽都会短时间内弥漫在雾气中。 

学员：雾气…在莫卡尼沼泽又被称为怨灵之气，是不祥之兆。 

因此，对进行魔女审判的魔女之树及骸骨森林有必要做一定程度的深入调查。 

飞空艇前进中… 

飞空艇前进中… 

学员：唯独这个地方…怎么都不想来啊… 

飞空艇前进中… 

顺利到达魔女之树附近，开始着陆。 

完成着陆，开始讨论此次的行动方向。 

 

（组长不为暗属性）（组长为暗属性） 

 

{组长不为暗属性} 

骸骨森林是埋葬被火刑的魔女的墓场，和疑似怨念聚合体的雾气脱不了干系，小组决定优先

前往。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2 

向着骸骨森林方向前进中… 

向着骸骨森林方向前进中… 

向着骸骨森林方向前进中… 

进入森林。 

学员：感觉阴森森的啊。 



森林里，魔女的痕迹到处都是。 

随处可见的骸骨，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悲伤的故事。 

整座森林的气氛阴沉沉的，连生命的痕迹都完全找不到。大概就连史莱姆、哥布林之类的捣

蛋鬼也不愿意多待在这里吧！ 

我们仿佛进入了禁忌之地一样，发自内心的恐怖感始终支配着没一个人。 

四周弥散着的雾气和时不时升起的略带黑色的沼气融合在一起，看起来阴沉沉的。 

学员：虽然别离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的气氛未免太过沉重了…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如果说这里是魔女们灵魂常驻的地方，为什么没有看到任何一朵鬼火呢？ 

难道说，所有的灵魂，都在业火中直接被超度了吗？ 

不对。虽然鬼火的成因不明，但凡是出现鬼火的地方就必然会有生命离世出现——这已经是

大家达成共识的地方。 

即使最近没有任何的魔女审判，这里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一朵鬼火存在。 

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学员：连带这座森林本身，都仿佛雾中的谜题一样难解啊。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啊！似乎踩到了什么… 

学员：头、头骨吗！！！ 

 

（没有幸运 E 和 D 的学员）（有幸运 E 或 D 的学员） 

 

{没有幸运 E 和 D 的学员} 

呃…有个笨蛋一不留神踩到了骷髅头了…但愿没有惊动了亡灵… 

获得：苍曜石 x31 黑曜石 x9 赤曜石 x20 

 

纪录 3 

小组谨慎前进中… 

小组谨慎前进中… 

小组谨慎前进中… 

前方的地上突然堆满了头骨—— 

学员：这样的摆法，怎么看都像是人为的吧。 

不管它们，再走进一点看看吧…说不定是谁的恶作剧也不一定。 

谨慎前进中… 

谨慎前进中… 

啊！地上的头骨突然全部动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扑了过来。 

没有办法，距离太近了，只能试着强行突破了！ 

 

（有角色闪避不高于 30%）（所有角色闪避高于 30%） 

 

{有幸运 E 或 D 的学员} 



只是单纯地踩到了不光泽路面的陷坑里，虚惊一场。 

学员：这里的路况好糟糕啊。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3 

小组谨慎前进中… 

小组谨慎前进中… 

小组谨慎前进中… 

前方的地上突然堆满了头骨—— 

学员：这样的摆法，怎么看都像是人为的吧。 

不管它们，再走进一点看看吧…说不定是谁的恶作剧也不一定。 

谨慎前进中… 

谨慎前进中… 

啊！地上的头骨突然全部动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扑了过来。 

没有办法，距离太近了，只能试着强行突破了！ 

 

（有角色闪避不高于 30%）（所有角色闪避高于 30%） 

 

{有角色闪避不高于 30%} 

啊、糟糕…有笨蛋被咬到了。 

对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只能采取暴力抵抗的手段了！ 

大家开始使用魔法对抗…但是前赴后继的头骨们似乎完全视死如归，玩命地扑上来。 

对方数量太多，加上雾气浓重，小组开始陷入疲劳战。 

获得：苍曜石 x31 黑曜石 x9 赤曜石 x20 

 

纪录 4 

组长下令大家且战且退。 

全力应付头骨中… 

全力应付头骨中… 

全力应付头骨中… 

大家一边用魔法御敌，一边撤退…终于，对方的攻势渐渐弱了下来。 

学员：似乎它们已经对我们失去了兴趣嘛。 

应付头骨中… 

应付头骨中… 

应付头骨中… 

头骨们的攻势已经渐渐停止了。 

回过神来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学员：这里，应该是森林深处的某处吧？ 

加上四周浓浓的迷雾，目前很难定位现在的具体位置，只有且走且观察了。 

…… 

…… 

…… 

学员：感觉已经在这里走了很久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一直在盯着我们。 



往后看，什么都没有。 

环顾左右，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或许只是错觉，或许真的有什么跟踪着我们。而对方——已经溶于雾中了。 

…… 

…… 

…… 

不对…这个地方好像来过了…又好像…没有？ 

感觉越往里走，脑袋里就越发的空洞…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怪怪的… 

学员：大概是由于这里强大的魔力气流作用的原因？ 

…… 

…… 

…… 

不协调感越来越强烈了。 

这种感觉，绝不是一般的什么东西在跟踪我们…也不是常规的什么魔法在干扰… 

总感觉，不、应该、一定有东西附着在我们身上。 

啊！难道说—— 

猛地抬头看，头上、头上正盘旋着一大群不速之客… 

学员：是吸食记忆的小恶魔嘛…一旦你注意到了它们，所有的咒术就都失效了。 

糟糕，是吸食记忆的小恶魔！它们——原来一直就我们身边！ 

在它们的魔力支配下，我们居然、居然忘记了可以抬头看这件事！ 

小恶魔们依然捂着嘴嗤笑着，然而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 

学员：虽然已经破解了它们的魔法，但是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幻术… 

啊啊啊啊…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恶魔啊！ 

天空盘旋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加上浓雾的作用，视线不是很清晰，这个时候只能—— 

 

（有角色速度不大于 60）（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所有角色闪避高于 30%} 

大家左躲右闪，依靠魔力强化动作一一闪开了突袭过来的骷髅头。 

对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只能采取暴力抵抗的手段了！ 

大家开始使用魔法对抗，但是前赴后继的头骨们似乎完全视死如归，玩命地扑上来。 

对方数量太多，加上雾气浓重，小组开始陷入疲劳战。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4 

组长下令大家且战且退。 

全力应付头骨中… 

全力应付头骨中… 

全力应付头骨中… 

大家一边用魔法御敌，一边撤退…终于，对方的攻势渐渐弱了下来。 

学员：似乎它们已经对我们失去了兴趣嘛。 

应付头骨中… 

应付头骨中… 

应付头骨中… 



头骨们的攻势已经渐渐停止了。 

回过神来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学员：这里，应该是森林深处的某处吧？ 

加上四周浓浓的迷雾，目前很难定位现在的具体位置，只有且走且观察了。 

…… 

…… 

…… 

学员：感觉已经在这里走了很久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一直在盯着我们。 

往后看，什么都没有。 

环顾左右，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或许只是错觉，或许真的有什么跟踪着我们。而对方——已经溶于雾中了。 

…… 

…… 

…… 

不对…这个地方好像来过了…又好像…没有？ 

感觉越往里走，脑袋里就越发的空洞…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怪怪的… 

学员：大概是由于这里强大的魔力气流作用的原因？ 

…… 

…… 

…… 

不协调感越来越强烈了。 

这种感觉，绝不是一般的什么东西在跟踪我们…也不是常规的什么魔法在干扰… 

总感觉，不、应该、一定有东西附着在我们身上。 

啊！难道说—— 

猛地抬头看，头上、头上正盘旋着一大群不速之客… 

学员：是吸食记忆的小恶魔嘛…一旦你注意到了它们，所有的咒术就都失效了。 

糟糕，是吸食记忆的小恶魔！它们——原来一直就我们身边！ 

在它们的魔力支配下，我们居然、居然忘记了可以抬头看这件事！ 

小恶魔们依然捂着嘴嗤笑着，然而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 

学员：虽然已经破解了它们的魔法，但是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幻术… 

啊啊啊啊…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恶魔啊！ 

天空盘旋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加上浓雾的作用，视线不是很清晰，这个时候只能—— 

 

（有角色速度不大于 60）（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有角色速度不大于 60} 

糟糕…有笨蛋拖了后腿，跑不掉了。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5 

——来不及了！！！ 

既然如此，只好动用魔法强行反击了！ 

学员：展示 P.E.T.S.的力量的时候到了！ 



大家已经摆好了阵势，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天空中的小恶魔们依然时不时地捂着嘴坏笑着，完全不在意这边的情况。 

战斗开始——大家看准了距离，第一波远程魔法攻击发动！ 

…… 

…… 

…… 

小恶魔们似乎决定开始反击——集体拿起法杖，不知在念着什么… 

…… 

…… 

…… 

目前战况开展的非常顺利。虽然不知道天空中小恶魔们在集体念着什么，我们这边似乎没有

收到任何的干扰。 

学员：归根结底，它们只是蛊惑人心的家伙而已，并不具备任何战斗力。 

…… 

…… 

…… 

…… 

视野里的小恶魔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看来已经接近胜利了。 

…… 

…… 

…… 

——啊？！怎、怎么回事？不、不对！！！ 

四面八方突然到处都是小恶魔，我们、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之前对方的主力很可能全部隐藏在了浓雾中，我们所见的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先遣队。 

小恶魔们坏笑着…笑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空间。 

学员：完、完蛋了… 

……感觉，意识越来越模糊了。 

学员：中了他们的咒语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意识终于渐渐恢复了。四周已经没有一点小恶魔的感觉，但还是有微弱

的魔法残留。 

学员：这里是… 

我们居然全部睡在了森林出口的地方！！！ 

学员：为什么会这样？ 

仿佛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一样，已经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 

看起来…我们似乎并不是骸骨森林欢迎的对象。但是… 

这样的事实也未免让人感到难以接受。 

看来，有必要对此地进行再度的造访。 

小组决定在此地稍作歇息，稍后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486 黑曜石 x135 赤曜石 x31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大家加速逃跑！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5 

小组加速退却中… 

小组加速退却中… 

小组加速退却中… 

迷雾中，大家完全丧失了方向感，只能凭着感觉尽可能往远处跑。 

学员：呼~呼~呼~为什么，这座森林这么古怪啊…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依然有不少小恶魔紧紧跟在我们身后。 

学员：真是太麻烦了…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身后的小恶魔数量已经到了可接受的范围内。 

 

（二、三年级总人数小于 3）（二、三年级总人数不小于 3） 

 

{二、三年级总人数小于 3} 

在新人们的坚持下，小组决定就地展开反击。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6 

大家已经摆好了阵势，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学员：小恶魔只会动摇人心，并不具备攻击能力，只要集中注意力全力击溃它们就好了！ 

天空中的小恶魔们依然时不时地捂着嘴坏笑着，完全不在意这边的情况，冲着这边飞了过来。 

战斗开始——大家看准了距离，第一波远程魔法攻击发动！ 

…… 

目前战况开展的非常顺利。虽然不知道天空中小恶魔们在集体念着什么，我们这边似乎没有

收到任何的干扰。 

学员：果然不堪一击啊。 

…… 

视野里的小恶魔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看来已经接近胜利了。 

——啊？！怎、怎么回事？不、不对！！！ 

学员：究、究竟是什么时候？！ 

四面八方突然到处都是小恶魔，我们、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之前对方的主力很可能全部隐藏在了浓雾中，只有一小部分先遣部队把我们一点点赶入了陷

阱。 

小恶魔们坏笑着…笑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空间。 

……感觉，意识越来越模糊了。 

学员：中了他们的咒语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意识终于渐渐恢复了。四周已经没有一点小恶魔的感觉，但还是有微弱

的魔法残留。 

学员：这里是… 

我们居然全部睡在了森林出口的地方！！！ 

学员：为什么会这样？ 

仿佛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一样，已经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 

看起来…我们似乎并不是骸骨森林欢迎的对象。但是… 

这样的事实也未免让人感到难以接受。 

看来，有必要对此地进行再度的造访。 

小组决定在此地稍作歇息，稍后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65 黑曜石 x101 赤曜石 x23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二、三年级总人数不小于 3} 

在老生的坚持主张下，大家决定继续退却。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6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啊！忽然感觉身体用不上力气，似乎是被什么束缚住了。 

糟糕，似乎陷入了陷阱中。 

可以很明显感觉的到，我们应该是被类似捕猎网一样的东西粘住了。 

捕猎网似乎是魔力精心编织的，尝试用魔力破坏完全没有效果… 

忽然想起了老家盛行的一个鬼故事：外出的人如果一不小心粘在了八脚恶魔的网上，无论怎

么挣扎都是徒劳的。只要一会儿恶魔就会露出狰狞的獠牙慢慢爬过来，一点一点把你的身体



撕裂，一点一点吞噬，一点一点看着你死去… 

头顶上不知何时出现了怪笑的小恶魔，不知道它们在盘算着什么。 

怦、怦、怦…不知道为什么，本能地开始心跳加速起来。 

身体完全无法动弹，多吃尝试强行释放魔力也无法打破现状。 

怦、怦、怦…无论怎么挣扎都摆脱不了束缚，一种莫名的恐惧突然涌上心头，心跳在不断地

加快… 

即使透过浓雾，也能看到远处某个方向有个奇怪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 

怦、怦、怦…感觉周围的空气突然稀薄起来，呼吸也跟着一起变得急促起来。 

近了，更近了！ 

会是什么呢？传说中的八脚恶魔吗？ 

怦、怦、怦、怦、怦、怦——怦怦怦怦！！！！ 

透过浓雾，视野里已经勾勒出了一个黑色的轮廓，越来越近… 

不行，这个时候要想办法采取行动！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了… 

学员：吸食记忆的小恶魔…该不会是约好的吧… 

灰暗中，隐隐走出来一个提着闪烁着暗红色的提灯的身影。 

对方披着厚厚的披风，完全看不清脸。 

——是敌人，还是朋友呢？ 

…… 

…… 

…… 

……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7 

…… 

…… 

…… 

…… 

对方驻足了很长时间…是在观察我们吗？ 

学员：呜… 

…… 

…… 

…… 

…… 

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过来呢？是对我们一点兴趣也没有吗？ 

学员：…… 

…… 

…… 

…… 



…… 

原本清晰的轮廓越来越模糊，似乎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学员：呃… 

…… 

…… 

…… 

…… 

已经完全看不到对方的身影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学员：呼~~~ 

之前头上出现的小恶魔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应该是意外触发了处刑机关附近的什么而被带到了这里。 

来到这里的同时，又意外地落入了某个奇特的捕猎网中… 

权当他是一位“猎人”好了，反正一切肯定不是幻觉。 

学员：所以，他究竟是什么人呢？迷雾中的恶魔猎手？看上去是很老套的桥段啊… 

而我们，看起来似乎并不像他一直在等候的“猎物”。 

从结果上看，我们遇到了一位“正直”的“猎人”，因此逃过了一劫。 

但是…这么危险的捕猎网很明显是针对会魔法的人专门设计的，对方的来历似乎并不单纯。 

学员：也就是仇视魔法的猎人吗？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有 T 学院的学员）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 

很遗憾目前能联想到的只有这么多了，没有人有新的观点。 

暂时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了，现在首要考虑的是如何挣脱束缚自己的魔力网… 

啊！果然，小恶魔们令我们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学员：对了，是火啊！ 

小组开始着手脱出工作，暂时——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有 T 学院的学员} 

处刑场的机关、森林中的陷阱、投顶吸食记忆的恶魔以及奇怪的“猎人”…如果说一切都是串

通好的呢？ 

学员：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暂时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了，现在首要考虑的是如何挣脱束缚自己的魔力网… 

啊！果然，小恶魔们令我们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学员：对了，是火啊！ 

小组开始着手脱出工作，暂时——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243 黑曜石 x68 赤曜石 x15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存在炎属性学员} 



啊对了！会不会头上的小恶魔让我们忘记了什么！？ 

灰暗中，隐隐走出来一个提着闪烁着暗红色的提灯的身影。 

对方披着厚厚的披风，完全看不清脸。 

——是敌人，还是朋友呢？ 

…… 

…… 

…… 

……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7 

想起来了！不是还有这个吗？ 

大家迅速施展火魔法，束缚的绳索瞬间化为了一团灰烬。 

学员：呼…总算摆脱了。 

猛地抬头才意识到，头顶的小恶魔们已经纷纷消失了。大概是在我们点火的瞬间就已经溜之

大吉了吧。 

学员：果然，是串通好的吗？ 

之前隐隐约约行将现身的八脚恶魔越来越远，已经渐渐看不到了。 

学员：糟糕，快追！别让它跑了！ 

大家才意识到问题，立刻向着恶魔的方向展开了紧急追捕！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对方遁走的脚步声依然清晰可闻，应该也处于慌乱之中吧。 

学员：真的是这样吗？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呢？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已经不知道追过了多远…对方的脚步声越来越轻了… 

学员：为什么会有越来越追不上的感觉呢？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一路顺着脚步声追击的我们，最终也没能追上声音的主人。 

可以确认声音消失在附近，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居然是头骨森林边缘靠近莫卡尼山谷的地



方。 

学员：已经穿过森林了吗？ 

这里是整片沼泽最荒芜的地带，毫无人烟。那么，刚才的怪物是盘踞在山谷中的吗？ 

鉴于雾气太浓，山谷中探索危险很大，小组判断此时不宜过度深入。 

不过，小组一连串的遭遇真的只是单纯的巧合吗？不由得令人深思啊… 

迷之可疑人物究竟是谁，只有再找机会揭开谜底了——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243 黑曜石 x68 赤曜石 x15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组长为暗属性} 

小组经过讨论，决定优先前往魔女审判地——魔女之树调查。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2 

魔女之树是整个莫卡尼沼泽最大的天然古木，据说自大灾难之后就存在于此，历史十分悠久。 

学员：说不定大灾难前它就在那里了吧。如果能说话的话，说不定能给我们讲一讲大灾难的

故事呢。 

时至今日魔女们都是谜一样的存在：不需要魔力石为介质就能施展魔法。或许已经有人发现

了其中的秘密，只是一直没有公之于众吧。 

虽然有证据表明魔女们在过度使用魔法后会变得越来越疯狂，但直接施以火刑的做法未免太

过激进。 

如今在 Noah 大陆上，P.E.T.S.可以直接介入任何人命事件——除了魔女审判。 

每逢各处发魔女的被发现，多数都会被送到这里接受审判。 

名为审判，实际上只是公式化地宣读结果并实施火刑。 

如今，魔女之树是专门用来处决各处被发现的魔女的审判所。虽然它和 P.E.T.S.并无多大交

集，但其本身的存在就令人不悦。 

不知为何…一到这里又有很多牢骚和感慨… 

以上为无关情报。小组目前正往魔女之树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抵达魔女之树下方。 

在浓雾之中，单凭肉眼很难准确确认大树的实际状况。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在新人们的坚持下，小组决定优先确认大树上方的审判之地的状况。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3 

通往禁忌的审判之所有两条路可以走——盘绕着大树的藤梯以及从树上垂落下来的无数根

藤条。 



藤梯只针对魔女本人以及押送者开放，目前入口被紧紧锁闭着。 

藤条对参与审判的陪审团以及所有观众开放，然而必须要独立爬上几十米高的大树。 

学员：据说每次魔女审判都会有人因为手滑坠落而受伤，甚至还闹出过人名。然而狂热的人

却络绎不绝，真的很难理解… 

不经历生与死的界限，就没有权利聆听魔女的供述，也没有权力对魔女进行裁决——这是魔

女审判的规则。 

如果说有人悄悄爬上去搞了什么鬼导致了这场大雾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需要搜遍所

有可以的隐藏角落。 

学员：一口气，爬山去吧！ 

组长给自己打了打气，第一个爬了上去。 

后面的学员紧跟着也爬了上去。 

大家一个接一个，依次开始了攀爬。 

努力攀爬中… 

努力攀爬中… 

努力攀爬中… 

由于视野很差，上面的能见度非常低，大家攀爬的速度很难保证。 

学员：…… 

努力攀爬中… 

努力攀爬中… 

努力攀爬中… 

 

（有角色速度不低于 60）（所有角色速度低于 60） 

 

{有角色速度不低于 60} 

大家一点一点往上爬，目前并无异样。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4 

…… 

继续努力攀爬中…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5 

…… 

临近终点了，忽然有人一兴奋，手上差点打滑，索性最终还是顺利抓牢了藤条。 

大家重行调整姿势，继续开始努力攀爬。 

努力攀爬中… 

努力攀爬中… 

努力攀爬中… 

虚惊一场，总算是全员平安到达了最顶层。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6 

魔女之树的顶部有很浓密的魔力残留，即使不是审判时刻，也依然能感觉到一种非比寻常的



肃穆感。 

审判灰常的陈设摆放得非常整齐，只有上面残留的灰尘告诉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用过这

里了。 

审判席上，“破邪显正”四个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学员：真搞不懂最早弄出这个仪式的人的品味啊… 

大家决定优先排查审判场有无异常。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很难想象，如此规模宏大的场所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处刑场”。 

学员：纵使魔女很危险，也不是天生就有“罪”吧。这里面的“正”和“邪”真是有点讽刺啊。 

如果只是从建筑水准来看的话，这里是相当了不起的地方——所有的位置，无论是观众座椅、

陪审团座椅、主席座椅还是关押魔女的牢笼都和树顶的结构完美契合，看起来天衣无缝。想

必一定是当时大路上最出色的工匠设计的吧。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目前为止观众席、审判席附近都没有任何异常，大概不会有什么闲人会在这里搞破坏吧。 

学员：这里是屈指可数的被全大陆的人视为“圣地”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敢在这么神圣的地

方捣乱吧。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审判场确认一切无误。小组继续开始调查审判机关附近的状况。 

学员：果然…这才是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所谓的审判装置是对魔女们施展火刑的处刑工具，是相当残酷的设施。 

受审后的魔女将被从高空投入到这里，同时从四周开始燃起熊熊烈火，直到将一切焚烧殆尽。

最终“残渣”会顺着管道排入到骸骨森林。 

学员：真是太无语了…究竟是谁发明出了这个机关啊… 

审判装置调查中… 

审判装置调查中… 

审判装置调查中… 

前方忽然感到有异常明显的魔力气流在乱撞。 

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找到，似乎这一趟运气不佳啊。 

行走在密集的魔力从中，忽然有种举步维艰的感觉。 

很有可能是谁在调查过程中误碰了什么导致这里触发了什么。 

学员：喂…我说，不会有人把火点起来了吧？ 

前面的魔力气流的冲击感更强烈了，仿佛有种催人跃动的感觉。 

风口吗？不对！这种感觉…应该是某种魔力机关吧。 

 

（二年级学员少于 2 名）（二年级学员不少于 2 名） 

 

{所有角色速度低于 60} 

糟糕，有人爬得太快了！一不留神，抓空了！！！ 



获得：苍曜石 x41 黑曜石 x12 赤曜石 x27 

 

纪录 4 

…… 

大家伙迅速做出反应，伸出手去拉住她—— 

获得：苍曜石 x41 黑曜石 x12 赤曜石 x27 

 

纪录 5 

…… 

十万火急之下，终于成功拉住了…还好没闹出人命来。 

学员：差一点…工伤啊。 

大家重行调整姿势，继续开始努力攀爬。 

努力攀爬中… 

努力攀爬中… 

努力攀爬中… 

虚惊一场，总算是全员平安到达了最顶层。 

获得：苍曜石 x41 黑曜石 x12 赤曜石 x27 

 

纪录 6 

魔女之树的顶部有很浓密的魔力残留，即使不是审判时刻，也依然能感觉到一种非比寻常的

肃穆感。 

审判灰常的陈设摆放得非常整齐，只有上面残留的灰尘告诉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用过这

里了。 

审判席上，“破邪显正”四个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学员：真搞不懂最早弄出这个仪式的人的品味啊… 

大家决定优先排查审判场有无异常。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很难想象，如此规模宏大的场所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处刑场”。 

学员：纵使魔女很危险，也不是天生就有“罪”吧。这里面的“正”和“邪”真是有点讽刺啊。 

如果只是从建筑水准来看的话，这里是相当了不起的地方——所有的位置，无论是观众座椅、

陪审团座椅、主席座椅还是关押魔女的牢笼都和树顶的结构完美契合，看起来天衣无缝。想

必一定是当时大路上最出色的工匠设计的吧。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目前为止观众席、审判席附近都没有任何异常，大概不会有什么闲人会在这里搞破坏吧。 

学员：这里是屈指可数的被全大陆的人视为“圣地”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敢在这么神圣的地

方捣乱吧。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审判场确认一切无误。小组继续开始调查审判机关附近的状况。 



学员：果然…这才是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所谓的审判装置是对魔女们施展火刑的处刑工具，是相当残酷的设施。 

受审后的魔女将被从高空投入到这里，同时从四周开始燃起熊熊烈火，直到将一切焚烧殆尽。

最终“残渣”会顺着管道排入到骸骨森林。 

学员：真是太无语了…究竟是谁发明出了这个机关啊… 

审判装置调查中… 

审判装置调查中… 

审判装置调查中… 

前方忽然感到有异常明显的魔力气流在乱撞。 

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找到，似乎这一趟运气不佳啊。 

行走在密集的魔力从中，忽然有种举步维艰的感觉。 

很有可能是谁在调查过程中误碰了什么导致这里触发了什么。 

学员：喂…我说，不会有人把火点起来了吧？ 

前面的魔力气流的冲击感更强烈了，仿佛有种催人跃动的感觉。 

风口吗？不对！这种感觉…应该是某种魔力机关吧。 

 

（二年级学员少于 2 名）（二年级学员不少于 2 名） 

 

{二年级学员少于 2 名} 

从经验判断，这个机关多半是和魔女审判有所关联的吧。如果再过深入的话，说不定会有危

险。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7 

呼~~~就在小组撤出处刑装置的一瞬间—— 

四围的火焰突然猛烈地燃烧了起来。 

学员：天、天哪… 

难得一见的魔女处刑场景在这里上演了—— 

火焰从四周开始燃起，并逐渐向着中心汇拢。 

学员：很难想象，站在中心的魔女们此时会感到多么的恐怖。 

只一瞬间，突破天际的熊熊烈火已经完全覆盖了全部视野。 

无数的火苗在不停地窜动着、嘶吼着、嘲讽着，仿佛在炫耀一般。 

…… 

…… 

…… 

…… 

…… 

…… 

…… 

…… 

…… 

…… 

…… 

…… 



即使舞台的主人不在，这样的表演也未免太过令人震惊… 

学员：…… 

…… 

…… 

…… 

…… 

…… 

…… 

…… 

…… 

…… 

…… 

…… 

……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大家依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学员：…… 

…… 

…… 

…… 

…… 

…… 

…… 

…… 

…… 

…… 

…… 

…… 

…… 

火苗们开始看是慢慢地失去了活力，一点点衰落了下来… 

学员：…… 

…… 

…… 

…… 

…… 

…… 

…… 

…… 

…… 

…… 

…… 

…… 

…… 

闭合的火舌终于慢慢张开，如果再慢一步的话…现在在那里的恐怕是… 

学员：…… 



…… 

…… 

…… 

…… 

…… 

…… 

…… 

…… 

…… 

…… 

…… 

…… 

火焰一点点熄灭了，一切恢复如初，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学员：…… 

在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场面后，几乎所有人对魔女审判都有了全新的认知，虽然 P.E.T.S.有不

能干涉魔女审判的君子协定，但是… 

大家的精神状况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来调整恢复，暂时的报告告一段落——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65 黑曜石 x101 赤曜石 x23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二年级学员不少于 2 名} 

说不定，这就是揭开一切谜底的钥匙！展现 P.E.T.S.力量的时候到了，小组决定继续深入调

查。 

学员：呜…还是赶紧撤离吧。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7 

啊！突然感觉身体被一阵强烈的风包裹了起来。 

身体开始感觉轻飘飘的…脚下瞬间失去了支撑…一瞬间不由自主地飞了起来… 

学员：——啊！！ 

意识的最后一刻，感觉四周被赤红色的火焰包裹了起来。 

学员：感觉完全是有力气 shibuhsnagnl… 

…… 

难道说，我们要死了吗？ 

…… 

意识越来越淡薄了…. 

…… 

…… 

…… 

…… 

…… 

…… 

…… 



…… 

咦？我们居然还活着？ 

学员：啊，这里是—— 

意识终于恢复了过来，我们居然深处在骸骨森林的某处。 

学员：刚才那一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啊！忽然感觉身体用不上力气，似乎是被什么束缚住了。 

糟糕，似乎陷入了陷阱中。 

可以很明显感觉的到，我们应该是被类似捕猎网一样的东西粘住了。 

捕猎网似乎是魔力精心编织的，尝试用魔力破坏完全没有效果… 

忽然想起了老家盛行的一个鬼故事：外出的人如果一不小心粘在了八脚恶魔的网上，无论怎

么挣扎都是徒劳的。只要一会儿恶魔就会露出狰狞的獠牙慢慢爬过来，一点一点把你的身体

撕裂，一点一点吞噬，一点一点看着你死去… 

头顶上不知何时出现了怪笑的小恶魔，不知道它们在盘算着什么。 

怦、怦、怦…不知道为什么，本能地开始心跳加速起来。 

身体完全无法动弹，多吃尝试强行释放魔力也无法打破现状。 

怦、怦、怦…无论怎么挣扎都摆脱不了束缚，一种莫名的恐惧突然涌上心头，心跳在不断地

加快… 

即使透过浓雾，也能看到远处某个方向有个奇怪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 

怦、怦、怦…感觉周围的空气突然稀薄起来，呼吸也跟着一起变得急促起来。 

近了，更近了！ 

会是什么呢？传说中的八脚恶魔吗？ 

怦、怦、怦、怦、怦、怦——怦怦怦怦！！！！ 

透过浓雾，视野里已经勾勒出了一个黑色的轮廓，越来越近… 

不行，这个时候要想办法采取行动！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了… 

学员：吸食记忆的小恶魔…该不会是约好的吧… 

灰暗中，隐隐走出来一个提着闪烁着暗红色的提灯的身影。 

对方披着厚厚的披风，完全看不清脸。 

——是敌人，还是朋友呢？ 

…… 

…… 

…… 

……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8 

…… 

…… 

…… 

…… 



对方驻足了很长时间…是在观察我们吗？ 

学员：呜… 

…… 

…… 

…… 

…… 

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过来呢？是对我们一点兴趣也没有吗？ 

学员：…… 

…… 

…… 

…… 

…… 

原本清晰的轮廓越来越模糊，似乎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学员：呃… 

…… 

…… 

…… 

…… 

已经完全看不到对方的身影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学员：呼~~~ 

之前头上出现的小恶魔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应该是意外触发了处刑机关附近的什么而被带到了这里。 

来到这里的同时，又意外地落入了某个奇特的捕猎网中… 

权当他是一位“猎人”好了，反正一切肯定不是幻觉。 

学员：所以，他究竟是什么人呢？迷雾中的恶魔猎手？看上去是很老套的桥段啊… 

而我们，看起来似乎并不像他一直在等候的“猎物”。 

从结果上看，我们遇到了一位“正直”的“猎人”，因此逃过了一劫。 

但是…这么危险的捕猎网很明显是针对会魔法的人专门设计的，对方的来历似乎并不单纯。 

学员：也就是仇视魔法的猎人吗？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有 T 学院的学员）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 

很遗憾目前能联想到的只有这么多了，没有人有新的观点。 

暂时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了，现在首要考虑的是如何挣脱束缚自己的魔力网…  

啊！果然，小恶魔们令我们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学员：对了，是火啊！ 

小组开始着手脱出工作，暂时——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有 T 学院的学员} 

处刑场的机关、森林中的陷阱、投顶吸食记忆的恶魔以及奇怪的“猎人”…如果说一切都是串



通好的呢？ 

学员：那么问题就严重了… 

暂时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了，现在首要考虑的是如何挣脱束缚自己的魔力网… 

啊！果然，小恶魔们令我们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学员：对了，是火啊！ 

小组开始着手脱出工作，暂时——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243 黑曜石 x68 赤曜石 x15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存在炎属性学员} 

啊对了！会不会头上的小恶魔让我们忘记了什么！？ 

灰暗中，隐隐走出来一个提着闪烁着暗红色的提灯的身影。 

对方披着厚厚的披风，完全看不清脸。 

——是敌人，还是朋友呢？ 

…… 

…… 

…… 

……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8 

想起来了！不是还有这个吗？ 

大家迅速施展火魔法，束缚的绳索瞬间化为了一团灰烬。 

学员：呼…总算摆脱了。 

猛地抬头才意识到，头顶的小恶魔们已经纷纷消失了。大概是在我们点火的瞬间就已经溜之

大吉了吧。 

学员：果然，是串通好的吗？ 

之前隐隐约约行将现身的八脚恶魔越来越远，已经渐渐看不到了。 

学员：糟糕，快追！别让它跑了！ 

大家才意识到问题，立刻向着恶魔的方向展开了紧急追捕！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对方遁走的脚步声依然清晰可闻，应该也处于慌乱之中吧。 

学员：真的是这样吗？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呢？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已经不知道追过了多远…对方的脚步声越来越轻了… 

学员：为什么会有越来越追不上的感觉呢？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紧急追击中… 

一路顺着脚步声追击的我们，最终也没能追上声音的主人。 

可以确认声音消失在附近，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居然是头骨森林边缘靠近莫卡尼山谷的地

方。 

学员：已经穿过森林了吗？ 

这里是整片沼泽最荒芜的地带，毫无人烟。那么，刚才的怪物是盘踞在山谷中的吗？ 

鉴于雾气太浓，山谷中探索危险很大，小组判断此时不宜过度深入。 

迷之可疑人物究竟是谁，只有再找机会揭开谜底了——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243 黑曜石 x68 赤曜石 x15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存在三年级学员} 

在老生的坚持下，小组决定优先在大树周边探索.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3 

魔女之树周围是民居和简单的陈设，此时已经空无一人。 

学员：配合这里的气氛一起看的话…简直和鬼屋一样嘛… 

周围的环境阴森森的。虽然是潮湿的沼泽地带，陈设上依然落了不少灰尘，看来已经很久没

有人使用过这里了。 

学员：据说每逢魔女审判都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居住凑热闹，这是真的吗？ 

大概…魔女审判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过了吧。 

无人的居舍最容易隐藏形迹，无论是人还是物，都不能掉以轻心。小组决定分散搜索四周的

居舍，优先排查无误。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所有的房间都是完全对外开放的，没有任何门锁，调查起来虽然麻烦，但并无多大阻碍。 

学员：据说这些设施原本是让陪审团住的，但是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周围的建筑也就越来

越多了。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虽然从外表看十分破旧，房屋内的陈列依然井井有条。看来房屋曾经的“主人”们在离开时都

有做过很细致的打扫。 



学员：即使在过程中被当成了喧嚣之地，人们在走的时候依然还抱着敬畏之心啊。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调查已经过半，目前没有任何发现。看来多半是我们多心了。 

学员：浓雾之中的魔女之树，果然只是看起来阴森森的，其实什么都没有嘛…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前方发现一个奇怪的小屋，和其他房间不同，门半掩着… 

学员：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呢？ 

小组决定前往确认下情况。 

 

（小组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小组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小组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 

啊，糟糕！门刚打开的瞬间，有东西从头上掉了下来——好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谁在上面的门沿处放了奇怪的物体。开门的瞬间东西掉了下来… 

仔细看的话…是…骸骨？ 

学员：啊？是头骨啊！！！ 

魔女之树毗邻骸骨森林。按照传统，在这里被处以火刑的魔女们的骸骨会被随意丢弃在旁边

的森林中，因而会有这个不祥的名字。 

学员：但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吗？处以火刑的话不是更有可能化为灰烬吗？ 

这么说来…会不会是谁的恶作剧呢？ 

小组决定继续调查房间里的情况。 

小组调查中… 

房间里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完全不是有谁恶作剧过的样子。 

但是，方才放骸骨的门沿上的灰尘却清晰可见，与其他地方别无二致。 

看来…最大的可能性是有人透过浓雾发现了我们要来这里，急匆匆地做了这个机关想要告诉

我们什么。 

学员：传说中的…以物传情？ 

骸骨森林，目的地似乎应该在那里。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4 

向着骸骨森林方向前进中… 

向着骸骨森林方向前进中… 

向着骸骨森林方向前进中… 

进入森林。 

学员：感觉阴森森的啊。 

森林里，魔女的痕迹到处都是。 

随处可见的骸骨，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悲伤的故事。 

整座森林的气氛阴沉沉的，连生命的痕迹都完全找不到。大概就连史莱姆、哥布林之类的捣



蛋鬼也不愿意多待在这里吧！ 

我们仿佛进入了禁忌之地一样，发自内心的恐怖感始终支配着没一个人。 

四周弥散着的雾气和时不时升起的略带黑色的沼气融合在一起，看起来阴沉沉的。 

学员：虽然别离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的气氛未免太过沉重了…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啊！似乎踩到了什么… 

学员：头、头骨吗！！！ 

 

（没有幸运 E 和 D 的学员）（有幸运 E 或 D 的学员） 

 

{小组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啊，好险！门刚打开的瞬间，有东西从头上掉了下来，差点被砸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谁在上面的门沿处放了奇怪的物体。开门的瞬间东西掉了下来… 

仔细看的话…是…骸骨？ 

学员：啊？是头骨啊！！！ 

魔女之树毗邻骸骨森林。按照传统，在这里被处以火刑的魔女们的骸骨会被随意丢弃在旁边

的森林中，因而会有这个不祥的名字。 

学员：但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吗？处以火刑的话不是更有可能化为灰烬吗？ 

这么说来…会不会是谁的恶作剧呢？ 

小组决定继续调查房间里的情况。 

小组调查中… 

房间里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完全不是有谁恶作剧过的样子。 

但是，方才放骸骨的门沿上的灰尘却清晰可见，与其他地方别无二致。 

看来…最大的可能性是有人透过浓雾发现了我们要来这里，急匆匆地做了这个机关想要告诉

我们什么。 

学员：传说中的…以物传情？ 

骸骨森林，目的地似乎应该在那里。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4 

向着骸骨森林方向前进中… 

向着骸骨森林方向前进中… 

向着骸骨森林方向前进中… 

进入森林。 

学员：感觉阴森森的啊。 

森林里，魔女的痕迹到处都是。 

随处可见的骸骨，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悲伤的故事。 

整座森林的气氛阴沉沉的，连生命的痕迹都完全找不到。大概就连史莱姆、哥布林之类的捣

蛋鬼也不愿意多待在这里吧！ 

我们仿佛进入了禁忌之地一样，发自内心的恐怖感始终支配着没一个人。 

四周弥散着的雾气和时不时升起的略带黑色的沼气融合在一起，看起来阴沉沉的。 



学员：虽然别离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的气氛未免太过沉重了…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小组谨慎地前进中… 

啊！似乎踩到了什么… 

学员：头、头骨吗！！！ 

 

（没有幸运 E 和 D 的学员）（有幸运 E 或 D 的学员） 

 

{没有幸运 E 和 D 的学员} 

呃…有个笨蛋一不留神踩到了骷髅头了…但愿没有惊动了亡灵… 

获得：苍曜石 x31 黑曜石 x9 赤曜石 x20 

 

纪录 5 

小组谨慎前进中… 

小组谨慎前进中… 

小组谨慎前进中… 

前方的地上突然堆满了头骨—— 

学员：这样的摆法，怎么看都像是人为的吧。 

不管它们，再走进一点看看吧…说不定是谁的恶作剧也不一定。 

谨慎前进中… 

谨慎前进中… 

啊！地上的头骨突然全部动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扑了过来。 

没有办法，距离太近了，只能试着强行突破了！ 

 

（有角色闪避不高于 30%）（所有角色闪避高于 30%） 

 

{有幸运 E 或 D 的学员} 

只是单纯地踩到了不光泽路面的陷坑里，虚惊一场。 

学员：这里的路况好糟糕啊。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5 

小组谨慎前进中… 

小组谨慎前进中… 

小组谨慎前进中… 

前方的地上突然堆满了头骨—— 

学员：这样的摆法，怎么看都像是人为的吧。 

不管它们，再走进一点看看吧…说不定是谁的恶作剧也不一定。 

谨慎前进中… 

谨慎前进中… 

啊！地上的头骨突然全部动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扑了过来。 

没有办法，距离太近了，只能试着强行突破了！ 

 



（有角色闪避不高于 30%）（所有角色闪避高于 30%） 

 

{有角色闪避不高于 30%} 

啊、糟糕…有笨蛋被咬到了。 

对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只能采取暴力抵抗的手段了！ 

大家开始使用魔法对抗…但是前赴后继的头骨们似乎完全视死如归，玩命地扑上来。 

对方数量太多，加上雾气浓重，小组开始陷入疲劳战。 

组长下令大家且战且退。 

全力应付头骨中… 

全力应付头骨中… 

全力应付头骨中… 

大家一边用魔法御敌，一边撤退…终于，对方的攻势渐渐弱了下来。 

学员：似乎它们已经对我们失去了兴趣嘛。 

应付头骨中… 

应付头骨中… 

应付头骨中… 

头骨们的攻势已经渐渐停止了。 

回过神来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学员：这里，应该是森林深处的某处吧？ 

加上四周浓浓的迷雾，目前很难定位现在的具体位置，只有且走且观察了。 

获得：苍曜石 x31 黑曜石 x9 赤曜石 x20 

 

纪录 6 

…… 

…… 

…… 

学员：感觉已经在这里走了很久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一直在盯着我们。 

往后看，什么都没有。 

环顾左右，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或许只是错觉，或许真的有什么跟踪着我们。而对方——已经溶于雾中了。 

…… 

…… 

…… 

不对…这个地方好像来过了…又好像…没有？ 

感觉越往里走，脑袋里就越发的空洞…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怪怪的… 

学员：大概是由于这里强大的魔力气流作用的原因？ 

…… 

…… 

…… 

不协调感越来越强烈了。 

这种感觉，绝不是一般的什么东西在跟踪我们…也不是常规的什么魔法在干扰… 

总感觉，不、应该、一定有东西附着在我们身上。 

啊！难道说—— 



猛地抬头看，头上、头上正盘旋着一大群不速之客… 

学员：是吸食记忆的小恶魔嘛…一旦你注意到了它们，所有的咒术就都失效了。 

糟糕，是吸食记忆的小恶魔！它们——原来一直就我们身边！ 

在它们的魔力支配下，我们居然、居然忘记了可以抬头看这件事！ 

小恶魔们依然捂着嘴嗤笑着，然而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 

学员：虽然已经破解了它们的魔法，但是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幻术… 

啊啊啊啊…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恶魔啊！ 

天空盘旋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加上浓雾的作用，视线不是很清晰，这个时候只能—— 

 

（有角色速度不大于 60）（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所有角色闪避高于 30%} 

大家左躲右闪，依靠魔力强化动作一一闪开了突袭过来的骷髅头。 

对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只能采取暴力抵抗的手段了！ 

大家开始使用魔法对抗，但是前赴后继的头骨们似乎完全视死如归，玩命地扑上来。 

对方数量太多，加上雾气浓重，小组开始陷入疲劳战。 

组长下令大家且战且退。 

全力应付头骨中… 

全力应付头骨中… 

全力应付头骨中… 

大家一边用魔法御敌，一边撤退…终于，对方的攻势渐渐弱了下来。 

学员：似乎它们已经对我们失去了兴趣嘛。 

应付头骨中… 

应付头骨中… 

应付头骨中… 

头骨们的攻势已经渐渐停止了。 

回过神来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学员：这里，应该是森林深处的某处吧？ 

加上四周浓浓的迷雾，目前很难定位现在的具体位置，只有且走且观察了。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6 

…… 

…… 

…… 

学员：感觉已经在这里走了很久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一直在盯着我们。 

往后看，什么都没有。 

环顾左右，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或许只是错觉，或许真的有什么跟踪着我们。而对方——已经溶于雾中了。 

…… 

…… 

…… 

不对…这个地方好像来过了…又好像…没有？ 



感觉越往里走，脑袋里就越发的空洞…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怪怪的… 

学员：大概是由于这里强大的魔力气流作用的原因？ 

…… 

…… 

…… 

不协调感越来越强烈了。 

这种感觉，绝不是一般的什么东西在跟踪我们…也不是常规的什么魔法在干扰… 

总感觉，不、应该、一定有东西附着在我们身上。 

啊！难道说—— 

猛地抬头看，头上、头上正盘旋着一大群不速之客… 

学员：是吸食记忆的小恶魔嘛…一旦你注意到了它们，所有的咒术就都失效了。 

糟糕，是吸食记忆的小恶魔！它们——原来一直就我们身边！ 

在它们的魔力支配下，我们居然、居然忘记了可以抬头看这件事！ 

小恶魔们依然捂着嘴嗤笑着，然而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 

学员：虽然已经破解了它们的魔法，但是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幻术… 

啊啊啊啊…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恶魔啊！ 

天空盘旋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加上浓雾的作用，视线不是很清晰，这个时候只能—— 

 

（有角色速度不大于 60）（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有角色速度不大于 60} 

糟糕…有笨蛋拖了后腿，跑不掉了。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7 

——来不及了！！！ 

既然如此，只好动用魔法强行反击了！ 

学员：展示 P.E.T.S.的力量的时候到了！ 

大家已经摆好了阵势，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天空中的小恶魔们依然时不时地捂着嘴坏笑着，完全不在意这边的情况。 

战斗开始——大家看准了距离，第一波远程魔法攻击发动！ 

…… 

…… 

…… 

小恶魔们似乎决定开始反击——集体拿起法杖，不知在念着什么… 

…… 

…… 

…… 

目前战况开展的非常顺利。虽然不知道天空中小恶魔们在集体念着什么，我们这边似乎没有

收到任何的干扰。 

学员：归根结底，它们只是蛊惑人心的家伙而已，并不具备任何战斗力。 

…… 

…… 

…… 



…… 

视野里的小恶魔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看来已经接近胜利了。 

…… 

…… 

…… 

——啊？！怎、怎么回事？不、不对！！！ 

四面八方突然到处都是小恶魔，我们、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之前对方的主力很可能全部隐藏在了浓雾中，我们所见的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先遣队。 

小恶魔们坏笑着…笑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空间。 

学员：完、完蛋了… 

……感觉，意识越来越模糊了。 

…… 

…… 

……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意识终于渐渐恢复了。四周已经没有一点小恶魔的感觉，但还是有微弱

的魔法残留。 

我们居然全部睡在了之前发现骸骨的小屋地板上！！！ 

仿佛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一样，已经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 

看起来…我们似乎并不是魔女之树或者说骸骨森林欢迎的对象。但是，后续的调查决不能有

半点马虎。 

小组决定在此地稍作歇息，稍后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243 黑曜石 x68 赤曜石 x15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大家加速逃跑！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7 

小组加速退却中… 

小组加速退却中… 

小组加速退却中… 

迷雾中，大家完全丧失了方向感，只能凭着感觉尽可能往远处跑。 

学员：呼~呼~呼~为什么，这座森林这么古怪啊…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依然有不少小恶魔紧紧跟在我们身后。 

学员：真是太麻烦了…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身后的小恶魔数量已经到了可接受的范围内。 



 

（二、三年级总人数小于 3）（二、三年级总人数不小于 3） 

 

{二、三年级总人数小于 3} 

在新人们的坚持下，小组决定就地展开反击。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8 

大家已经摆好了阵势，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学员：小恶魔只会动摇人心，并不具备攻击能力，只要集中注意力全力击溃它们就好了！ 

天空中的小恶魔们依然时不时地捂着嘴坏笑着，完全不在意这边的情况，冲着这边飞了过来。 

战斗开始——大家看准了距离，第一波远程魔法攻击发动！ 

…… 

目前战况开展的非常顺利。虽然不知道天空中小恶魔们在集体念着什么，我们这边似乎没有

收到任何的干扰。 

学员：果然不堪一击啊。 

…… 

视野里的小恶魔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看来已经接近胜利了。 

——啊？！怎、怎么回事？不、不对！！！ 

学员：究、究竟是什么时候？！ 

四面八方突然到处都是小恶魔，我们、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之前对方的主力很可能全部隐藏在了浓雾中，只有一小部分先遣部队把我们一点点赶入了陷

阱。 

小恶魔们坏笑着…笑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空间。 

……感觉，意识越来越模糊了。 

学员：中了他们的咒语了… 

…… 

…… 

……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意识终于渐渐恢复了。四周已经没有一点小恶魔的感觉，但还是有微弱

的魔法残留。 

学员：这里是… 

我们居然全部睡在了之前发现骸骨的小屋地板上！！！ 

学员：为什么会这样？ 

仿佛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一样，已经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 

看起来…我们似乎并不是魔女之树或者说骸骨森林欢迎的对象。但是，后续的调查决不能有

半点马虎。 

小组决定在此地稍作歇息，稍后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二、三年级总人数不小于 3} 

在老生的坚持主张下，大家决定继续退却。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8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小组退却中… 

不知道走了多个久，终于感觉身后的小恶魔们已经完全消失了。 

学员：总算，能喘一口气了… 

先是奇怪的骸骨，再是随时会追着咬人的头骨群，紧接着是吸食记忆的小恶魔们…总感觉自

从进入这片森林以来就一直被奇怪的力量牵着走。 

冷静下来四处看看，发现我们似乎已经来到了骸骨森林南部尽头靠近莫卡尼山谷的某处。 

学员：想不到一路逃了这么远啊。 

再仔细看的话，岩壁的石壁上居然写着字！ 

“忘却时间，忘却空间，忘却一切…” 

学员：听说魔女的最终下场就是魔力暴走而忘却一切，甚至仇视一切…难道说，这是某个濒

死的魔女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刻爬到这里刻下的？ 

“起点即为终点，终点即为起点——” 

学员：这句话似乎在哪里看到过… 

“一切，一切从未改变过！” 

“这里就是一切的归宿——莫卡尼迷窟，欢迎！” 

学员：莫卡尼迷窟？ 

从刻字的力道以及清晰度来看，一定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写上去的，如果不是魔法的话，一定

是花了很大的功夫。 

怎么看也不像是随便某个人的几句疯言疯语的话，或许…别有意味？ 

学员：…… 

小组遭遇的一些列巧合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目前已经可以大体定位出现骸骨森林南部，需

要进一步寻找出去的道路。 

暂时报告到此为止——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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