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洛芙大三角探索安逸矿山&尖叫洞窟方向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洛芙大沙漠西南角，安逸矿山方向。 

学员：听说里面黑得可怕，非常吓人，所以才叫做尖叫洞窟。 

该地段处于多地形的过渡渐变带，是洛芙大沙漠的西南大门。 

据长期以来零零散散的报告显示，安逸矿山一带偶尔会有强盗出没，且近期异常活跃。 

学员：报告上说，每次来这里巡逻都无功而返，看来还不能掉以轻心… 

飞空艇向着目标前进中… 

飞空艇向着目标前进中… 

顺利到达安逸矿山山脚，开始着陆！ 

不同于最近异常活跃的碎岩山，安逸矿山属于死火山，是大陆上为数不多的魔力石产地之一。

维持这里的正常秩序非常重要。 

学员：想起琥珀之丘的活火山就感觉心有余悸。 

开始讨论本次巡逻目标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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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不低于 70 的学员不大于 3 个} 

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上山搜索。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2 

目前为止安逸矿山一切正常！ 

迎面走来了几位笑眯眯的矿工师傅—— 

 

（平均幸运值为 E）（平均幸运值大于 E） 

 

{平均幸运值为 E} 

感觉还是不要打扰人家了，巡逻优先！ 

继续爬坡中… 

已抵达半山腰处。鉴于矿山越往上走矿工们的集落越多，彼此可以相互监督，基本可以排除

嫌疑，不必继续向上调查。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3 

小组开始向着唯一遗漏的疑点前进—— 

抵达尖叫洞窟——一个提到名字就非常不详的地方。 

学员：这个地方…该不会有坏家伙藏在里面吧？啊、啊！我什么都没说… 

这里不同于安逸矿山上的其他矿坑，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此。洞窟里布满了吸收光线的魔力结

界，非常容易迷失。 

从外部确认了尖叫洞窟的情况…应、应该没有问题吧？ 

学员：一、一定没有问题的！！！ 

出于职责，大家开始讨论是否深入调查。 

艾露莎：是谁说的“出于责任啊”？ 

意见争执不下，交给组长决定。 

学员：背锅的… 

组长拿出一枚 P.E.T.S 币，扔向了天空—— 

 

（组长幸运不大于 B 或等级不大于 20）（组长幸运大于 B 且等级大于 20） 

 

{平均幸运值大于 E} 

大家决定上去打个招呼。居然收到了意外的礼物，看来我们在这里蛮受欢迎的！ 

继续爬坡中… 

已抵达半山腰处。鉴于矿山越往上走矿工们的集落越多，彼此可以相互监督，基本可以排除

嫌疑，不必继续向上调查。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纪录 3 

小组开始向着唯一遗漏的疑点前进—— 

抵达尖叫洞窟——一个提到名字就非常不详的地方。 

学员：这个地方…该不会有坏家伙藏在里面吧？啊、啊！我什么都没说… 

这里不同于安逸矿山上的其他矿坑，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此。洞窟里布满了吸收光线的魔力结

界，非常容易迷失。 

从外部确认了尖叫洞窟的情况…应、应该没有问题吧？ 



学员：一、一定没有问题的！！！ 

出于职责，大家开始讨论是否深入调查。 

艾露莎：是谁说的“出于责任啊”？ 

意见争执不下，交给组长决定。 

学员：背锅的… 

组长拿出一枚 P.E.T.S 币，扔向了天空—— 

 

（组长幸运不大于 B 或等级不大于 20）（组长幸运大于 B 且等级大于 20） 

 

{组长幸运不大于 B 或等级不大于 20} 

反面——即使不被阳光眷顾，我们也要倔强地前行！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4 

进入尖叫洞窟… 

学员：…… 

没走几步，四周已经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了… 

四周静悄悄的，连每个人此起彼伏的呼吸声都异常清晰可辦… 

强化视力的魔法完全没有作用。大家手拉着手，除此之外只能凭借声音感知彼此的存在… 

学员：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个洞窟呢？ 

踢踏踢踏的脚步声不断回响着。 

——啊！有人突然撞到了墙壁上！ 

大家狼狈地一个个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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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学员：吓死我了… 

获得：黑曜石 x8 翠曜石 x4 金曜石 x4 

 

纪录 5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在组长的指挥下，所有人依次序站了起来，没有人走失。 

获得：黑曜石 x8 翠曜石 x4 金曜石 x4 

 

纪录 6 

大家凭借声音确认了彼此的位置后，继续手牵着手谨慎地往前走。 

踢踏踢踏的脚步依然在回响着… 

回声的间隔越来越短，大概再有几百米就能走到尽头了吧！ 

学员：最里头会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呢？ 

慢慢向前走… 

慢慢向前走… 

慢慢向前走… 



远处隐约看到粼粼的鬼火在燃烧，一点一点接近过来了… 

 

（没有光或炎属性学员）（同时存在光、炎属性学员） 

 

{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啊！有人似乎坐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上面？圆咕咕的，似乎是头盖骨… 

学员：会不会是迷失在此处，最后死在这里的谁？ 

获得：黑曜石 x16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5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仔细触摸后发现，对方并没有很强烈的骨质感，但也绝非一般的石头的感觉。 

学员：这种感觉应该是傀儡头吧？ 

获得：黑曜石 x16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6 

大家凭借声音确认了彼此的位置后，继续手牵着手谨慎地往前走。 

踢踏踢踏的脚步依然在回响着… 

回声的间隔越来越短，大概再有几百米就能走到尽头了吧！ 

学员：最里头会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呢？ 

慢慢向前走… 

慢慢向前走… 

慢慢向前走… 

远处…隐约看到粼粼的鬼火在燃烧，一点一点接近过来了… 

 

（没有光或炎属性学员）（同时存在光、炎属性学员） 

 

{没有光或炎属性学员} 

不对，如果是火焰的话，为什么一点热量的都感觉不到？ 

获得：黑曜石 x8 翠曜石 x4 金曜石 x4 

 

纪录 7 

咦？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阴森森的笑声？ 

 

（没有暗属性角色）（有暗属性角色） 

 

{同时存在光、炎属性学员} 

火焰越来越近了… 

获得：黑曜石 x16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7 

咦？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阴森森的笑声？ 

 

（没有暗属性角色）（有暗属性角色） 



 

{没有暗属性角色} 

不对，像这么明显的声音，不可能没有回声的。这声音究竟是什么？ 

获得：黑曜石 x8 翠曜石 x4 金曜石 x4 

 

纪录 8 

啊！感觉到从某个方向飘来了奇怪的味道… 

不对，这里没有风，气味飘动的速度未免太奇怪了！ 

获得：黑曜石 x8 翠曜石 x4 金曜石 x4 

 

纪录 9 

忽然感觉阵阵凉意上涌，脚下已经完全僵住了…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存在水属性学员） 

 

{有暗属性角色} 

声音似乎越来越近了…难道是幽灵？ 

获得：黑曜石 x16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8 

啊！感觉到从某个方向飘来了奇怪的味道… 

味道越来越浓重了… 

获得：黑曜石 x16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9 

忽然感觉阵阵凉意上涌，脚下已经完全僵住了…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对，大家伙明明手心都是热的，这分凉意非常违和！ 

获得：黑曜石 x8 翠曜石 x4 金曜石 x4 

 

纪录 10 

…… 

…… 

大家开始意识到，再待下去一定有危险！ 

学员：糟糕，快跑！！！ 

小组决定立刻折返！ 

糟糕！黑暗中，完全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突然有人踩到了什么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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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水属性学员} 

感觉浑身开始发抖了… 

获得：黑曜石 x16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10 

…… 

…… 

大家开始意识到，再待下去一定有危险！ 

学员：糟糕，快跑！！！ 

小组决定立刻折返！ 

糟糕！黑暗中，完全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突然有人踩到了什么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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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不了那么多了！赶紧爬起来继续跑！ 

获得：黑曜石 x8 翠曜石 x4 金曜石 x4 

 

纪录 11 

…… 

 

（没有学员幸运为 E）（有学员幸运为 E） 

 

{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似乎踩到了圆滚滚的东西…啊！是之前倒下时碰到的那个东西！ 

获得：黑曜石 x16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11 

…… 

 

（没有学员幸运为 E）（有学员幸运为 E） 

 

{没有学员幸运为 E} 

快走！ 

获得：黑曜石 x8 翠曜石 x4 金曜石 x4 

 

纪录 12 

…… 

…… 

居然…真的逃到了洞口… 

学员：感觉再也不会有爱了… 

 

（组长等级不大于 30）（组长等级大于 30） 



 

{有学员幸运为 E} 

啊！撞到鼻子了——疼！ 

获得：黑曜石 x16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12 

…… 

…… 

居然…真的逃到了洞口… 

学员：感觉再也不会有爱了… 

 

（组长等级不大于 30）（组长等级大于 30） 

 

{组长等级不大于 30} 

尖叫洞窟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怪现象，完全分不清楚真假…真是噩梦一样的回忆。 

获得：黑曜石 x8 翠曜石 x4 金曜石 x4 

 

纪录 13 

最后调查的结论是—— 

如果无法去除内部的暗之魔法结界，无论来几次应该都是一样的… 

记住：连我们都无法在里面停留，袭击商队的可疑人物一定也没有办法在洞窟内窝藏自己！！！ 

现在准备启程返回，大概需要全员去琥珀之泉泡个澡吧——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8 翠曜石 x4 金曜石 x4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组长等级大于 30} 

如果有谁能够同时屏蔽五官，一边走一边在脑海里绘制地图，或许能够来去自如吧。但是，

真的有人能做到这个地步吗？ 

学员：我一直有种错觉——我们，会不会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打转呢？ 

获得：黑曜石 x16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13 

最后调查的结论是—— 

这里的暗之魔法结界给人的感觉非常像大陆西方的大裂谷，那里的瘴气同样是无法洞悉的黑

幕。二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获得：黑曜石 x16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组长幸运大于 B 且等级大于 20} 

正面——从外面看，洞窟里充满了谜一样的诱惑力，但是我们决定不进去了！=。=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纪录 4 

小组重新来到山脚下。经讨论，决定往东边与洛芙大沙漠的过渡带继续搜索。 

学员：洛芙大沙漠中最近频繁出现的盗贼应该与此不无关系吧… 

此地风沙不大，小组行动顺利。 

学员：看来此行会顺风顺水~~ 

…… 

糟糕，遭遇流沙了！ 

为什么这里…会…遇到…流沙… 

学员：团…灭… 

…… 

…… 

…… 

咦？怎么，我们还活着？ 

刚才的流沙似乎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下房间里。 

学员：听说有人在布鲁沼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在这种地方修建地下迷宫

呢？ 

房间只有一个出口，大门紧紧关闭着，无论如何都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 

学员：会不会一打开就有什么东西爆炸呢？ 

顺利打开了门。 

学员：呼~~~虚惊一场！ 

面前是一条悠长的地下通道，只有偶尔从天花板上依稀透出来的点点光芒，非常阴森。 

小组顺着甬道谨慎地往前走。 

从甬道的新旧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非常古老的遗迹了…恐怕追溯到大灾难之前的世界也并

不过分。 

学员：Noah 大陆真是四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地下遗迹啊。 

继续前行中… 

目前为止遇到的都是单行道，没有任何岔路。 

继续前行中… 

学员：等在前方的会是什么呢？ 

继续前行中… 

前方是死路。一面镜子明晃晃地坐落在正前方，镜子两侧均有光线洒落下来。 

 

（不存在光属性学员）（存在光属性学员） 

 

{不存在光属性学员} 

看起来像是某种机关，大家决定往右掰动镜面试试效果。 

获得：黑曜石 x20 翠曜石 x8 金曜石 x8 

 

纪录 5 

光线经镜面反射后投向了甬道的墙壁。 

右侧的墙壁被光线照射的地方显现出了一个上凸的按钮。 

获得：黑曜石 x20 翠曜石 x8 金曜石 x8 

 



纪录 6 

按下按钮后似乎从很近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巨响，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学员：这究竟是什么机关啊？ 

大家仔细检查了附近的墙壁等处，什么都没发现。 

只好试试另外一个按钮。 

往右掰动镜面后右侧墙壁也出现了一个上凸的按钮。 

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前方已经无路可走，只能试试运气了。 

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学员：不、不会有事吧…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组长顺着藤条一点点爬了上去… 

似乎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大家纷纷屏息凝神，不敢出声… 

学员：…… 

上面传来了组长的召唤声音，应该已经确认安全了—— 

大家一个接一个纷纷顺着藤条开始往上爬。 

…… 

全员顺利脱离。就在脱出的瞬间，出口突然陷入了沙子中，再也找不到了。 

学员：咦？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前一片荒凉，似乎我们正处于大沙漠中的某个地点。四周没有通行道，看起来不是寻常的

位置。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存在光属性学员} 

看起来像是某种机关，大家决定往左掰动镜面试试效果。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5 

光线经镜面反射后投向了甬道的墙壁。  

左侧的墙壁被光线照射的地方显现出了一个上凸的按钮。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6 

前方已经无路可走，只能试试运气了。 

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学员：不、不会有事吧…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组长顺着藤条一点点爬了上去… 

似乎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大家纷纷屏息凝神，不敢出声… 



学员：…… 

上面传来了组长的召唤声音，应该已经确认安全了—— 

大家一个接一个纷纷顺着藤条开始往上爬。 

…… 

全员顺利脱离。就在脱出的瞬间，出口突然陷入了沙子中，再也找不到了。 

学员：咦？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前一片荒凉，似乎我们正处于大沙漠中的某个地点。四周没有通行道，看起来不是寻常的

位置。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完全摸不清方位，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小组以太阳的位置为基准开始沿着一个方向走，以最

快的速度行动，最大限度地规避太阳偏移的误差。 

…… 

…… 

…… 

顺利脱出，来到了贯穿洛芙大沙漠的通行道上。 

根据行走的方位推测，之前很有可能处于布塔神殿以东，洛芙交易所以北的某处。疑似之前

有小组外出探索时意外到达过那里。 

从安逸矿山到洛芙沙漠北方的古道究竟有什么秘密，仍需要结合文献仔细调查。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存在炎属性学员} 

在有沙地生活背景的同学的建议下，小组开始采用非常规手法确认方向。 

…… 

…… 

…… 

顺利脱出，来到了贯穿洛芙大沙漠的通行道上。 

根据行走的方位推测，之前很有可能处于布塔神殿以东，洛芙交易所以北的某处。疑似之前

有小组外出探索时意外到达过那里。 

从安逸矿山到洛芙沙漠北方的古道究竟有什么秘密，仍需要结合文献仔细调查。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心情不低于 70 的学员大于 3 个} 

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在山脚展开搜索。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纪录 2 

安逸矿山山脚下是连亘 Noah 大陆很多地区的奇迹运河，来往商队很多在这里进行货物装

卸。 

小组决定优先前往码头一带确认状况。 

…… 

…… 

…… 

啊，一不留神，似乎有人踩到了什么？！ 

呃…踩到了沙居的史莱姆…被咬住了… 

呃…还好只是陷到了沙子里面。 

…… 

只是虚惊一场，继续前进… 

…… 

顺利到达码头，似乎有船家正在装船，货物非常多。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嗯…既然如此，就不要打扰人家了。 

码头一带确认无误，折返回到矿山脚下继续巡逻！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纪录 3 

小组重新来到山脚下。经讨论，决定往东边与洛芙大沙漠的过渡带继续搜索。 

学员：洛芙大沙漠中最近频繁出现的盗贼应该与此不无关系吧… 

此地风沙不大，小组行动顺利。 

学员：看来此行会顺风顺水~~ 

…… 

糟糕，遭遇流沙了！ 

为什么…这里…会…遇到…流沙… 

学员：团…灭… 

…… 

…… 

…… 

咦？怎么，我们还活着？ 

刚才的流沙似乎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下房间里。 

学员：听说有人在布鲁沼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在这种地方修建地下迷宫

呢？ 

房间只有一个出口，大门紧紧关闭着，无论如何都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 

学员：会不会一打开就有什么东西爆炸呢？ 

顺利打开了门。 

学员：呼~~~虚惊一场！ 

面前是一条悠长的地下通道，只有偶尔从天花板上依稀透出来的点点光芒，非常阴森。 



小组顺着甬道谨慎地往前走。 

从甬道的新旧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非常古老的遗迹了…恐怕追溯到大灾难之前的世界也并

不过分。 

学员：Noah 大陆真是四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地下遗迹啊。 

继续前行中… 

目前为止遇到的都是单行道，没有任何岔路。 

继续前行中… 

学员：等在前方的会是什么呢？ 

继续前行中… 

前方是死路。一面镜子明晃晃地坐落在正前方，镜子两侧均有光线洒落下来。 

 

（不存在光属性学员）（存在光属性学员） 

 

{存在三年级学员} 

在高年级前辈的建议下，大家帮助船家顺利完成了货物装船任务。 

码头一带确认无误，折返回到矿山脚下继续巡逻！ 

获得：黑曜石 x156 翠曜石 x62 金曜石 x62 

 

纪录 3 

小组重新来到山脚下。经讨论，决定往东边与洛芙大沙漠的过渡带继续搜索。 

学员：洛芙大沙漠中最近频繁出现的盗贼应该与此不无关系吧… 

此地风沙不大，小组行动顺利。 

学员：看来此行会顺风顺水~~ 

…… 

糟糕，遭遇流沙了！ 

为什么…这里…会…遇到…流沙… 

学员：团…灭… 

…… 

…… 

…… 

咦？怎么，我们还活着？ 

刚才的流沙似乎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下房间里。 

学员：听说有人在布鲁沼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在这种地方修建地下迷宫

呢？ 

房间只有一个出口，大门紧紧关闭着，无论如何都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 

学员：会不会一打开就有什么东西爆炸呢？ 

顺利打开了门。 

学员：呼~~~虚惊一场！ 

面前是一条悠长的地下通道，只有偶尔从天花板上依稀透出来的点点光芒，非常阴森。 

小组顺着甬道谨慎地往前走。 

从甬道的新旧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非常古老的遗迹了…恐怕追溯到大灾难之前的世界也并

不过分。 

学员：Noah 大陆真是四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地下遗迹啊。 



继续前行中… 

目前为止遇到的都是单行道，没有任何岔路。 

继续前行中… 

学员：等在前方的会是什么呢？ 

继续前行中… 

前方是死路。一面镜子明晃晃地坐落在正前方，镜子两侧均有光线洒落下来。 

 

（不存在光属性学员）（存在光属性学员） 

 

{不存在光属性学员} 

看起来像是某种机关，大家决定往右掰动镜面试试效果。 

获得：黑曜石 x20 翠曜石 x8 金曜石 x8 

 

纪录 4 

光线经镜面反射后投向了甬道的墙壁。 

右侧的墙壁被光线照射的地方显现出了一个上凸的按钮。 

获得：黑曜石 x20 翠曜石 x8 金曜石 x8 

 

纪录 5 

按下按钮后似乎从很近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巨响，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学员：这究竟是什么机关啊？ 

大家仔细检查了附近的墙壁等处，什么都没发现。 

只好试试另外一个按钮。 

往右掰动镜面后右侧墙壁也出现了一个上凸的按钮。 

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前方已经无路可走，只能试试运气了。 

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学员：不、不会有事吧…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组长顺着藤条一点点爬了上去… 

似乎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大家纷纷屏息凝神，不敢出声… 

学员：…… 

上面传来了组长的召唤声音，应该已经确认安全了—— 

大家一个接一个纷纷顺着藤条开始往上爬。 

…… 

全员顺利脱离。就在脱出的瞬间，出口突然陷入了沙子中，再也找不到了。 

学员：咦？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前一片荒凉，似乎我们正处于大沙漠中的某个地点。四周没有通行道，看起来不是寻常的

位置。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存在光属性学员} 

看起来像是某种机关，大家决定往左掰动镜面试试效果。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4 

光线经镜面反射后投向了甬道的墙壁。 

左侧的墙壁被光线照射的地方显现出了一个上凸的按钮。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5 

前方已经无路可走，只能试试运气了。 

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学员：不、不会有事吧…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组长顺着藤条一点点爬了上去… 

似乎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大家纷纷屏息凝神，不敢出声… 

学员：…… 

上面传来了组长的召唤声音，应该已经确认安全了—— 

大家一个接一个纷纷顺着藤条开始往上爬。 

…… 

全员顺利脱离。就在脱出的瞬间，出口突然陷入了沙子中，再也找不到了。 

学员：咦？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前一片荒凉，似乎我们正处于大沙漠中的某个地点。四周没有通行道，看起来不是寻常的

位置。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完全摸不清方位，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小组以太阳的位置为基准开始沿着一个方向走，以最

快的速度行动，最大限度地规避太阳偏移的误差。 

…… 

…… 

…… 

顺利脱出，来到了贯穿洛芙大沙漠的通行道上。 

根据行走的方位推测，之前很有可能处于布塔神殿以东，洛芙交易所以北的某处。疑似之前

有小组外出探索时意外到达过那里。 

从安逸矿山到洛芙沙漠北方的古道究竟有什么秘密，仍需要结合文献仔细调查。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存在炎属性学员} 

在有沙地生活背景的同学的建议下，小组决定采用非常规手法确认方向。 

…… 

…… 

…… 

顺利脱出，来到了贯穿洛芙大沙漠的通行道上。 

根据行走的方位推测，之前很有可能处于布塔神殿以东，洛芙交易所以北的某处。疑似之前

有小组外出探索时意外到达过那里。 

从安逸矿山到洛芙沙漠北方的古道究竟有什么秘密，仍需要结合文献仔细调查。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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