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传闻.魔女与迷雾盗贼之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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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只有在魔女审判的时候才会由莫卡尼沼泽东面的迷雾湖泛起浓浓的大雾并逐渐笼罩整

个沼泽地带。 

学员：雾气…在莫卡尼沼泽又被称为怨灵之气，是不祥之兆。 

然而，当审判结束后迷雾也会自然散去，不会残留。 

因此可以推断这一次的大雾非比寻常。或许，是由其他什么奇怪的东西或现象引起的也不一

定。 

基于此，小组决定重点考察介于魔女之树和迷雾湖之间，被称为盗贼之里的村落。 

住在这里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人，或者说过去基本上不是什么好人，其中不乏被列入 P.E.T.S.

重点关照名录的狠角色。 

虽然这里名义上是盗贼的村落，其实是一个隐逸村。 

只是偶尔来这里拜师学艺的人…多半都没有安着什么好心。 

说不定，这次的异动就是那里的某位的杰作或者跟那里的某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报告期间飞空艇已经接近了盗贼之里上空，现在开始着陆。 

飞空艇着陆中… 

飞空艇着陆中… 

飞空艇着陆中… 

飞空艇着陆中… 

完成着陆，开始拜访盗贼之里之旅。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2 

即使处于浓雾之中，小村庄的日常似乎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小孩子依然在相互追逐打闹，浓雾反而更容易玩起捉迷藏的游戏。 

学员：作为市外隐居地，连小孩子也都不那么寻常嘛… 

老人们依然祥和地坐在板凳上，一边喝茶，一边安闲地看着四周的风景。 

学员：真不愧是曾经的“风云人物”们啊。 

年轻人或是劳作、或是锻炼或是散步，仿佛视野里完全没有雾气的阻碍一样。 

据报告显示，在浓雾统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莫卡尼沼泽的其他聚居地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活

力，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流失现象。这里的景象真像是室外奇迹了。 

学员：隐逸村真是名不虚传。 

小组进入村庄，开始四散打听消息。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根据情报，这里的每个人彼此都非常熟识，宛如一家人一样。自大雾降临的这段时间里，并

没有任何常驻人口流动。 

学员：真不容易。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据说…这里对外人的态度非同寻常。凡事到访的客人，如果没有流露出定居的意向，都会被

严格监视。 

学员：其实非常的排外嘛…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有 T 学院的学员）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 

这么看的话，应该能够轻易锁定可疑名单。 

获得：苍曜石 x11 黑曜石 x3 赤曜石 x7 

 

纪录 3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最近一个月以来，小村并没有任何外来访客。 

学员：从搜查的角度讲，大雾形成之前的人口流动似乎更具参考价值，还要再打探一下。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有 T 学院的学员} 

话虽如此，只是监视而不是登记。想要单凭记忆寻找可疑人物还是非常难的。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3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最近一个月以来，小村并没有任何外来访客。 

学员：从搜查的角度讲，大雾形成之前的人口流动似乎更具参考价值，还要再打探一下。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并不意外，整个莫卡尼沼泽都是如此。 

获得：苍曜石 x11 黑曜石 x3 赤曜石 x7 

 

纪录 4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虽然记忆并不完全可靠模糊，有人说在大雾来临前的一个来月，大约有几人次来过盗贼之里。 

学员：很遗憾，问了好几个人，都没法分辨具体谁了… 

 

（不存在等级大于 60 的学员）（存在等级大于 60 的学员） 

 

{存在三年级学员} 

也就是说，如果肇事者真的与这里的访客相关，他或者她又或者它应该在起雾前就离开了。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4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虽然记忆并不完全可靠模糊，有人说在大雾来临前的一个来月，大约有几人次来过盗贼之里。 

学员：很遗憾，问了好几个人，都没法分辨具体谁了… 

 

（不存在等级大于 60 的学员）（存在等级大于 60 的学员） 

 

{不存在等级大于 60 的学员} 

看来有必要对这些人进行进一步掉调查… 

获得：苍曜石 x11 黑曜石 x3 赤曜石 x7 

 

纪录 5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可以确定的是某个青年在大雾来临前曾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单纯的偶然。 

学员：具体有哪些人来过已经没人记的请了，只有以这个青年为切入点了。 



会不会是某个百折不挠的来拜师学艺的人呢？又或者…是类似的什么情况？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6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由于来的次数比较多，因此特别显眼，目前还记得青年的人不止一人。 

学员：果然是个不能忽视的家伙吗？ 

嗯…这个情报基本上可靠。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7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据回忆，青年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伙伴。 

学员：嗯…这真的是值得注意的情报吗？总感觉走了歪路… 

这么看的话，就不像是单纯的拜师了。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有 T 学院的学员） 

 

{存在等级大于 60 的学员} 

几人次…好微妙的说辞啊…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5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可以确定的是某个青年在大雾来临前曾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单纯的偶然。 

学员：具体有哪些人来过已经没人记的请了，只有以这个青年为切入点了。 

会不会是某个百折不挠的来拜师学艺的人呢？又或者…是类似的什么情况？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6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由于来的次数比较多，因此特别显眼，目前还记得青年的人不止一人。 

学员：果然是个不能忽视的家伙吗？ 

嗯…这个情报基本上可靠。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7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据回忆，青年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伙伴。 

学员：嗯…这真的是值得注意的情报吗？总感觉走了歪路… 

这么看的话，就不像是单纯的拜师了。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有 T 学院的学员）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 

虽然大概率存在巧合的可能性，现在之后继续深入调查了。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青年多次拜访的对象只有一个人——魔匠菲特鲁，曾经以图特大人为目标不断修行的发明狂

人… 

学员：为什么是他…真是麻烦啊… 

看来，只好去拜访卡劳斯老人才能解开一切的谜团了。 

获得：苍曜石 x11 黑曜石 x3 赤曜石 x7 

 

纪录 8 

鼓足勇气，大家超朝着魔匠菲特鲁家走去。 

…… 

到达门前。组长代表大家轻轻扣了扣门。 

学员：…… 

……（没有回应） 

声音放大了点，再次敲门。 

学员：…… 

……（依然没有回应） 

使劲砸门！ 

学员：…… 

……（依然没有回应） 

事三而功半，小组决定折返。 

学员：…… 

就在这时，门开了。沙哑的“请进”声传了出来—— 

小组进入房间，简单的寒暄过后，开始说明来意。 

学员：（真是个麻烦的老爷爷…大概是我见过的最最最最最讨厌的人了…） 

……（以上省略无数字） 

……（以上省略无数字） 

……（以上省略无数字） 

学员：（和他交流真痛苦啊…） 

……（以上省略无数字） 

……（以上省略无数字） 



学员：（总感觉是在被故意刁难…） 

……（以上省略无数字） 

目前为止，从对方嘴里扒出来的情报大体如下： 

1、确实有位青年曾多次来过这里，但是基于约定，不方便透露对方的情报。 

2、最后一次，他曾带来一名女性，这是基于和之前同样的委托及约定。 

3、青年在询问一样东西，那是是卡劳斯老人至今为止都没有办法完全解读的。 

4、那件道具名为雾之斛，是将魔力转换为雾气的工具。目前已经被封印在了盗贼之里的禁

忌之地。 

学员：魔力转换为雾吗？如果当前的异动和它有关的话，又从哪里弄来这么大储量的魔力呢？

怎么想都不可能吧。 

目前的情报的确非常让人在意，但也只是为了让它成为情报而情报，完全没有任何的直接参

考价值。 

卡劳斯老人提出了一个条件，想要获得青年的进一步情报，就必须在这里帮助他完成一个实

验—— 

学员：最不愿意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没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有 T 学院的学员}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四散打听消息中… 

青年多次拜访的对象只有一个人——魔匠菲特鲁，曾经以图特大人为目标不断修行的发明狂

人… 

学员：为什么是他…真是麻烦啊… 

看来，只好去拜访卡劳斯老人才能解开一切的谜团了。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8 

鼓足勇气，大家超朝着魔匠菲特鲁家走去。 

…… 

到达门前。组长代表大家轻轻扣了扣门。 

学员：…… 

……（没有回应） 

声音放大了点，再次敲门。 

学员：…… 

……（依然没有回应） 

使劲砸门！ 

学员：…… 

……（依然没有回应） 

事三而功半，小组决定折返。 

学员：…… 

就在这时，门开了。沙哑的“请进”声传了出来—— 

小组进入房间，简单的寒暄过后，开始说明来意。 



学员：（真是个麻烦的老爷爷…大概是我见过的最最最最最讨厌的人了…） 

……（以上省略无数字） 

……（以上省略无数字） 

……（以上省略无数字） 

学员：（和他交流真痛苦啊…） 

……（以上省略无数字） 

……（以上省略无数字） 

学员：（总感觉是在被故意刁难…） 

……（以上省略无数字） 

目前为止，从对方嘴里扒出来的情报大体如下： 

1、确实有位青年曾多次来过这里，但是基于约定，不方便透露对方的情报。 

2、最后一次，他曾带来一名女性，这是基于和之前同样的委托及约定。 

3、青年在询问一样东西，那是是卡劳斯老人至今为止都没有办法完全解读的。 

4、那件道具名为雾之斛，是将魔力转换为雾气的工具。目前已经被封印在了盗贼之里的禁

忌之地。 

学员：魔力转换为雾吗？如果当前的异动和它有关的话，又从哪里弄来这么大储量的魔力呢？

怎么想都不可能吧。 

目前的情报的确非常让人在意，但也只是为了让它成为情报而情报，完全没有任何的直接参

考价值。 

卡劳斯老人提出了一个条件，想要获得青年的进一步情报，就必须在这里帮助他完成一个实

验—— 

学员：最不愿意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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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在这里多做纠缠，不如自己实地调查。既然线索已经摆在眼前，小组决定立即前往禁忌

之地。 

学员：今天一点帮他干活的心情都没有啊…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9 

盗贼之里的禁忌之地是专门用来金盆洗手的地方。 

村子有这样一个传统：凡是想要留在这里的人，都必须和自己的过去告别。首先要做的就是

把之前最重要的东西封印在村中的地窖里。 

“只有郑重地告别过去，才能阔步迈向未来”——大体就是这样一种说法。 

但是…所谓的地窖，其实是之前来到这里的无数匠人们不断修修补补共同创造出来的机关密

室。只能从“物”口将东西送进去，却几乎没有办法从“人”口将东西取出来，除非付出超乎想

象的代价。 

学员：据说这里的封印之地始终对外开放，但从没有人能够从中拿出任何东西。 

所以说…那个青年真的将所谓的“雾之斛”取走了吗？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 

学员：现在只有自己去尝试一下才清楚情况了。 

小组来到了禁忌之地的入口。 

搬动前方的石头，出现了一个向下的扶梯。坑洞里面似乎散发着奇怪的味道。 



学员：第一重考验吗？ 

 

（没有一年级学员）（有一年级学员） 

 

{没有一年级学员} 

总感觉一旦下去就再也上不来了，还是不要了，味道怪臭的。 

获得：苍曜石 x31 黑曜石 x9 赤曜石 x20 

 

纪录 10 

最终，大家说服了自己，还是一口气堵住鼻子冲了下去！ 

这里与其说是毒气，不如说是如同五谷轮回之气一样的东西。即使堵住鼻子，味道也实在是

太强烈了。 

学员：呜…… 

没有强大的决心的人恐怕在最开始就被劝退了吧。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学员：要屎了… 

前方的气味似乎开始变淡了…大概，要脱离毒气区域了吧！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感觉已经大体能呼吸了… 

学员：还、还不能放松！ 

…… 

前方区域里，一直不断传来当、当、当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金属和石头激烈撞击发出的声音。 

学员：又来了、又来了… 

声音的源头不止一处，似乎有过个地点同时在响个不停。 

仔细聆听的话，声音本身也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规律。 

学员：看起来不像是有人在捣鬼，大概是什么机关？ 

这里的一切都很可疑，目前需要小心前进。 

谨慎前进中… 

谨慎前进中… 

谨慎前进中… 

啊，糟糕！不知道从哪里射出来的暗箭—— 

学员：——小心！ 

好险啊，千钧一发之际终于躲过去了！ 

箭头“碰、碰、碰”地落在了地上，突然仿佛融化在了地面里一样，径自消失了。 

前方越来越黑，完全看不清楚来箭的方向——大概只能强行突破了。 

黑暗中，唯一能够指示方向的只有来箭的声音和箭支射出刹那擦出的微弱光芒。 

大家用魔法强化脚力、听力和视力，开始强行穿越前方的黑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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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笨蛋被射中了—— 

获得：苍曜石 x31 黑曜石 x9 赤曜石 x20 

 

纪录 11 

不好，因为那个笨蛋的原因，大家都停了下来，全部陷入了箭雨的包围中！！！ 

学员：呃… 

大家立刻聚在一起，一边协助治疗，一边用魔力防御，抵挡来箭。 

学员：看来，只好和曾经的隐者们较量一下了。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暗箭的速度越来越快，频率越来越高，从四面八方，应接不暇地不断席卷而来。 

学员：感觉有点吃力了…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不知道为什么，原本昏暗的甬道内突然变得一点点亮了起来。 

学员：呼~呼~呼~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随着光亮的出现，箭雨的袭击强度感觉一点点弱了下来。 

学员：快、快过关了？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突然，前方传来“通”的一声巨响—— 

学员：啊？！ 

四周的光线全部变得柔和了起来，感觉再也不费力了。 

箭雨也如同约好了一样，停止了发射。完全看不出来之前这里曾经一片狼藉。 

然而——前方的道路已经被一堵厚重的石墙封死了！！！ 

学员：该不会错过了什么吧？ 

说不定会有什么机关吧。小组决定四散调查一下。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一无所获。看来因为错过了进入的时机，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了。 

没有办法…虽然遗憾，小组决定先行返回。 

顺利离开封印之地。 

雾之斛的秘密始终没有探明，看来这里还有必要再次来访，说不定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新发现。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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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呼！好险，再来！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11 

不好，因为那个笨蛋的原因，大家都停了下来，全部陷入了箭雨的包围中！！！ 

学员：呃… 

大家立刻聚在一起，一边协助治疗，一边用魔力防御，抵挡来箭。 

学员：看来，只好和曾经的隐者们较量一下了。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暗箭的速度越来越快，频率越来越高，从四面八方，应接不暇地不断席卷而来。 

学员：感觉有点吃力了…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不知道为什么，原本昏暗的甬道内突然变得一点点亮了起来。 

学员：呼~呼~呼~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随着光亮的出现，箭雨的袭击强度感觉一点点弱了下来。 

学员：快、快过关了？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突然，前方传来“通”的一声巨响—— 

学员：啊？！ 

四周的光线全部变得柔和了起来，感觉再也不费力了。 

箭雨也如同约好了一样，停止了发射。完全看不出来之前这里曾经一片狼藉。 

然而——前方的道路已经被一堵厚重的石墙封死了！！！ 

学员：该不会错过了什么吧？ 

说不定会有什么机关吧。小组决定四散调查一下。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一无所获。看来因为错过了进入的时机，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了。 

没有办法…虽然遗憾，小组决定先行返回。 

顺利离开封印之地。 

雾之斛的秘密始终没有探明，看来这里还有必要再次来访，说不定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新发现。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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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级学员} 

人生就要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气势！一鼓作气冲进去吧！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10 

最终，大家说服了自己，还是一口气堵住鼻子冲了下去！ 

这里与其说是毒气，不如说是如同五谷轮回之气一样的东西。即使堵住鼻子，味道也实在是

太强烈了。 

学员：呜…… 

没有强大的决心的人恐怕在最开始就被劝退了吧。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学员：要屎了… 

前方的气味似乎开始变淡了…大概，要脱离毒气区域了吧！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强忍着奇怪的气味努力前行中… 

感觉已经大体能呼吸了… 

学员：还、还不能放松！ 

…… 

前方区域里，一直不断传来当、当、当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金属和石头激烈撞击发出的声音。 

学员：又来了、又来了… 

声音的源头不止一处，似乎有过个地点同时在响个不停。 

仔细聆听的话，声音本身也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规律。 

学员：看起来不像是有人在捣鬼，大概是什么机关？ 

这里的一切都很可疑，目前需要小心前进。 

谨慎前进中… 

谨慎前进中… 

谨慎前进中… 

啊，糟糕！不知道从哪里射出来的暗箭—— 

学员：——小心！ 

好险啊，千钧一发之际终于躲过去了！ 

箭头“碰、碰、碰”地落在了地上，突然仿佛融化在了地面里一样，径自消失了。 

前方越来越黑，完全看不清楚来箭的方向——大概只能强行突破了。 

黑暗中，唯一能够指示方向的只有来箭的声音和箭支射出刹那擦出的微弱光芒。 

大家用魔法强化脚力、听力和视力，开始强行穿越前方的黑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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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笨蛋被射中了—— 

获得：苍曜石 x31 黑曜石 x9 赤曜石 x20 

 

纪录 11 

不好，因为那个笨蛋的原因，大家都停了下来，全部陷入了箭雨的包围中！！！ 

学员：呃… 

大家立刻聚在一起，一边协助治疗，一边用魔力防御，抵挡来箭。 

学员：看来，只好和曾经的隐者们较量一下了。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暗箭的速度越来越快，频率越来越高，从四面八方，应接不暇地不断席卷而来。 

学员：感觉有点吃力了…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不知道为什么，原本昏暗的甬道内突然变得一点点亮了起来。 

学员：呼~呼~呼~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随着光亮的出现，箭雨的袭击强度感觉一点点弱了下来。 

学员：快、快过关了？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全力抵抗中… 

突然，前方传来“通”的一声巨响—— 

学员：啊？！ 

四周的光线全部变得柔和了起来，感觉再也不费力了。 

箭雨也如同约好了一样，停止了发射。完全看不出来之前这里曾经一片狼藉。 

然而——前方的道路已经被一堵厚重的石墙封死了！！！ 

学员：该不会错过了什么吧？ 

说不定会有什么机关吧。小组决定四散调查一下。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一无所获。看来因为错过了进入的时机，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了。 

没有办法…虽然遗憾，小组决定先行返回。 

顺利离开封印之地。 

雾之斛的秘密始终没有探明，看来这里还有必要再次来访，说不定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新发现。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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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呼！好险，再来！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11 

成功躲过了暗箭的第一波攻击，继续向前突破！ 

全速突破中… 

全速突破中… 

全速突破中… 

呼~呼~终于顺利突破了暗箭区，前方已经能够看到明显的光芒了。 

学员：终于，过来了… 

前方光线渐强，已经确认完全拜托了暗箭区进入了新的区域。 

学员：总感觉这里的机关设置别有新意，但又不像是专门用来防贼的那种。 

前方走道的尽头是一个明亮的房间，房间里正面摆着一张宽大的桌子。 

桌子上放着八杯酒——旁边写着一行字“品者擅鉴，饮者方入；不咽无事，入腹毒发；八樽

取一，何解？”。 

看起来像是八杯酒里只有一杯不是毒酒的样子嘛… 

学员：只要不喝下去就没有问题，难道要考验我们的品酒能力吗？ 

糟糕…要不要试试呢？ 

 

（没有熊猫、虎皮鹦鹉、企鹅、骆驼）（有熊猫、虎皮鹦鹉、企鹅或骆驼） 

 

{没有熊猫、虎皮鹦鹉、企鹅、骆驼} 

小组内没有对酒有研究的人，暂时还是算了吧…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12 

不行，仔细想想还是太危险了。 

这里是无数工匠共同设计的秘密机关，酒的毒性很难预计，甚至琥珀之泪都有可能无法摆平。 

按照规定，没有十足的把握以及绝对的合理判断，暂时不宜冒进。 

虽然很遗憾，小组依然决定撤离此地。 

向往撤离中… 

向往撤离中… 

向往撤离中… 

向往撤离中… 

向往撤离中… 

很奇怪，之前经历的机关都已经不存在了一样，道路变得符合常规视力的范围并畅通无阻了。 

学员：真不愧是奇人异士们的聚集地啊。 

向往撤离中… 

向往撤离中… 

向往撤离中… 

向往撤离中… 



向往撤离中… 

顺利离开封印之地。 

雾之斛的秘密始终没有探明，看来这里还有必要再次来访，说不定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新发现。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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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熊猫、虎皮鹦鹉、企鹅或骆驼} 

一名学员非常自信的站到了前面，一杯一杯拿起尝了起来。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12 

啊！居然一口气把八杯酒都喝掉了！！！ 

…… 

学员：究竟是什么原理呢？ 

前面原本光滑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门状的痕迹，并渐渐地一点点地敞开了—— 

学员：过关了？ 

大家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前进。 

…… 

学员：这回又是什么呢？ 

房间里空无一物… 

“拥有耐力，富于体力，具备勇气，渴望取回一切的人啊…你的心——真的做好准备接受一切

吗？” 

学员：——这个声音是？ 

“请选择它在哪里吧！用你的心去感受。” 

既然要选择“它”在哪里…多半是指某个宝物最初扔到了哪个方向吧。 

学员：时要保持最平和的感觉吗？力量越弱的人似乎越容易呢… 

 

（没有 cost5 的学员）（有 cost5 的学员） 

 

{没有 cost5 的学员} 

完全理解不了。究竟要我们选择什么呢？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13 

大家四散开来在屋子内调查。  

屋子内空无一物，什么都找不到。  

就在此时，房间里突然暗了下来，之前的神圣感荡然无存了。  

学员：难道说，我们已经错过了什么东西？ 

大家陷入了沉默中…  

难道说雾之斛已经被人先到一步拿走了？  

但是，作为封印秘密道具的禁忌之地，这里未免太空了吧…  

看来这里还有必要再次来访，说不定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新发现。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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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cost5 的学员} 

某位组员代表大家闭上了眼睛，朝着某个方向一点点走了过去，同时伸出了双手捧在一起。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13 

就在此时，奇迹发生了——她的手上聚集起了无数的光芒，光芒凝聚在一起，然后猛地播散

了开来。 

光芒之后，手上什么都没有留下…房间里也瞬时暗了下来，之前的神圣感荡然无存了。 

学员：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说禁忌之地的封印物会和来领取的人发生共鸣，只有匹配才可以拿走。如果当事人此时的

心境和当初封存在这里的东西不符，无论如何都无法取走。 

学员：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取到任何东西？ 

或许我们本身就和任何一件东西都没有交集。 

又或许…原本有，但是雾之斛已经被人先到一步拿走了？ 

看来这里还有必要再次来访，说不定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新发现。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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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没有办法，规矩就是规矩。贸然前往禁忌之地只会给自己找麻烦，小组决定帮老人完成实验，

确认青年人的情报。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9 

老人想做的是一个将附近的沼气瞬间凝结变为液体（水）的实验。 

学员：真是奇怪的想法。 

首先需要把指定的仪器搬运到实验室来… 

东西又多又重，分布在盗贼之里各处。 

实验器材搬运中… 

实验器材搬运中… 

实验器材搬运中… 

实验器材搬运中… 

实验器材搬运中… 

实验器材搬运中… 

 

（没有攻击力大于 400 的角色）（有攻击力大于 400 的角色） 

 



{没有攻击力大于 400 的角色} 

这个时候没有力气大的伙伴在身边真是丧气啊…感觉要花很长时间… 

学员：呼~呼~真是的，比学校里值日还累…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10 

努力搬运中… 

努力搬运中… 

努力搬运中… 

努力搬运中… 

努力搬运中… 

努力搬运中… 

感觉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全部搞定了！ 

接下来卡劳斯老人负责组装仪器，我们负责用魔力调和他之前已经调和好的液体。 

大家分成立两组，分别对两边不同的液体做魔力注入调和。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需要按照要求将不同的魔力均等注入，魔力太强或者太弱的组员都不太能胜任。 

 

（cost6 或 7 的学员少于两名）（cost6 或 7 的学员至少两名） 

 

{cost6 或 7 的学员少于两名} 

以目前的人员配备——恐怕有点难度。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  

学员：总感觉会失败的样子…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11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虽然花了一点时间，液体的魔力调和大体完成，所有的准备全部就绪。 

接下来就是正式实验了—— 

按照老人的要求，将之前的液体注入刚刚组装完毕的装置中。 

学员：想不到这么多的材料，经过他的巧手匠心，居然弄出了这么小的仪器，好神奇啊！ 

然后开始进行最后的步骤——对装置进行合适比例的魔力注入，用魔法的力量推动元素的转

换。 

但是…即使连卡劳斯老人也无法把握注入什么属性的魔法合适。如果失败，很可能所有的准



备就都前功尽弃了… 

究竟该选择哪个呢？ 

 

（没有暗属性角色）（有暗属性角色） 

 

{cost6 或 7 的学员至少两名} 

以目前的人员配备——应该能做到，加油吧！ 

学员：都已经弄这么久了，实验失败就说不过去了… 

获得：苍曜石 x41 黑曜石 x12 赤曜石 x27 

 

纪录 11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虽然花了一点时间，液体的魔力调和大体完成，所有的准备全部就绪。 

接下来就是正式实验了—— 

按照老人的要求，将之前的液体注入刚刚组装完毕的装置中。 

学员：想不到这么多的材料，经过他的巧手匠心，居然弄出了这么小的仪器，好神奇啊！ 

然后开始进行最后的步骤——对装置进行合适比例的魔力注入，用魔法的力量推动元素的转

换。 

但是…即使连卡劳斯老人也无法把握注入什么属性的魔法合适。如果失败，很可能所有的准

备就都前功尽弃了… 

究竟该选择哪个呢？ 

 

（没有暗属性角色）（有暗属性角色） 

 

{没有暗属性角色} 

完全没有思路，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试试了！ 

学员：总觉得还是不对，应该是属性的问题吧…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装置剧烈地晃动起来了——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12 

震动越来越弱，难道说，有结果了？ 

学员：好期待啊！ 



…… 

…… 

…… 

只听到——“轰”的一声。 

学员：爆、爆炸了吗？ 

身体在一瞬间失去了平衡，猛地跌倒在了地上。 

…… 

在回过神来时，发现四周的器物变得东倒西歪的。 

已确认连带卡劳斯老人在内，所有人生还。 

学员：哎…总感觉失败了啊… 

老人的表情非常严肃，一言不发地板着脸，看来是准备送客了。 

虽然不想承认…大概…应该…是失败了吧？ 

仔细反思的话—— 

导致实验失败的可能性大概是多方面的—— 

实验对液体的准备时间有要求，如果搬动装置的时间过长，多半会失败… 

如果魔力均衡没有做好，也很有可能失败… 

如果魔力注入的元素不对，同样不可能成功… 

总之，想要从他嘴里再翘出点什么，恐怕需要配合他把实验完成了。 

下次趁他心情好了再来试试吧！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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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暗属性角色} 

有人的手指在触碰装置的瞬间产生了微妙的共鸣，难道说？ 

学员：这次应该不会错了吧…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装置剧烈地晃动起来了—— 

获得：苍曜石 x41 黑曜石 x12 赤曜石 x27 

 

纪录 12 

震动越来越弱，难道说，有结果了？ 

学员：好期待啊！ 

…… 

…… 

…… 

只听到——“轰”的一声。 

学员：爆、爆炸了吗？ 



身体在一瞬间失去了平衡，猛地跌倒在了地上。 

…… 

在回过神来时，发现四周的器物变得东倒西歪的。 

已确认连带卡劳斯老人在内，所有人生还。 

学员：哎…总感觉失败了啊… 

老人的表情非常严肃，一言不发地板着脸，看来是准备送客了。 

虽然不想承认…大概…应该…是失败了吧？ 

仔细反思的话—— 

导致实验失败的可能性大概是多方面的—— 

实验对液体的准备时间有要求，如果搬动装置的时间过长，多半会失败… 

如果魔力均衡没有做好，也很有可能失败… 

如果魔力注入的元素不对，同样不可能成功… 

总之，想要从他嘴里再翘出点什么，恐怕需要配合他把实验完成了。 

下次趁他心情好了再来试试吧！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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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攻击力大于 400 的角色} 

大家一鼓作气，东西已经搜集的越来越多了。 

学员：呼~呼~真是的，比学校里值日还累… 

获得：苍曜石 x41 黑曜石 x12 赤曜石 x27 

 

纪录 10 

努力搬运中… 

努力搬运中… 

努力搬运中… 

努力搬运中… 

努力搬运中… 

努力搬运中… 

感觉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全部搞定了！ 

接下来卡劳斯老人负责组装仪器，我们负责用魔力调和他之前已经调和好的液体。 

大家分成立两组，分别对两边不同的液体做魔力注入调和。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需要按照要求将不同的魔力均等注入，魔力太强或者太弱的组员都不太能胜任。 

 

（cost6 或 7 的学员少于两名）（cost6 或 7 的学员至少两名） 

 



{cost6 或 7 的学员少于两名} 

以目前的人员配备——恐怕有点难度。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  

学员：总感觉会失败的样子…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11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虽然花了一点时间，液体的魔力调和大体完成，所有的准备全部就绪。 

接下来就是正式实验了—— 

按照老人的要求，将之前的液体注入刚刚组装完毕的装置中。 

学员：想不到这么多的材料，经过他的巧手匠心，居然弄出了这么小的仪器，好神奇啊！ 

然后开始进行最后的步骤——对装置进行合适比例的魔力注入，用魔法的力量推动元素的转

换。 

但是…即使连卡劳斯老人也无法把握注入什么属性的魔法合适。如果失败，很可能所有的准

备就都前功尽弃了… 

究竟该选择哪个呢？ 

 

（没有暗属性角色）（有暗属性角色） 

 

{cost6 或 7 的学员至少两名} 

以目前的人员配备——应该能做到，加油吧！ 

学员：都已经弄这么久了，实验失败就说不过去了… 

获得：苍曜石 x41 黑曜石 x12 赤曜石 x27 

 

纪录 11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魔力调和中… 

虽然花了一点时间，液体的魔力调和大体完成，所有的准备全部就绪。 

接下来就是正式实验了—— 

按照老人的要求，将之前的液体注入刚刚组装完毕的装置中。 

学员：想不到这么多的材料，经过他的巧手匠心，居然弄出了这么小的仪器，好神奇啊！ 

然后开始进行最后的步骤——对装置进行合适比例的魔力注入，用魔法的力量推动元素的转

换。 

但是…即使连卡劳斯老人也无法把握注入什么属性的魔法合适。如果失败，很可能所有的准

备就都前功尽弃了… 



究竟该选择哪个呢？ 

 

（没有暗属性角色）（有暗属性角色） 

 

{没有暗属性角色} 

完全没有思路，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试试了！ 

学员：总觉得还是不对，应该是属性的问题吧…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装置剧烈地晃动起来了—— 

获得：苍曜石 x21 黑曜石 x6 赤曜石 x14 

 

纪录 12 

震动越来越弱，难道说，有结果了？ 

学员：好期待啊！ 

…… 

…… 

…… 

只听到——“轰”的一声。 

学员：爆、爆炸了吗？ 

身体在一瞬间失去了平衡，猛地跌倒在了地上。 

…… 

在回过神来时，发现四周的器物变得东倒西歪的。 

已确认连带卡劳斯老人在内，所有人生还。 

学员：哎…总感觉失败了啊… 

老人的表情非常严肃，一言不发地板着脸，看来是准备送客了。 

虽然不想承认…大概…应该…是失败了吧？ 

仔细反思的话—— 

导致实验失败的可能性大概是多方面的—— 

实验对液体的准备时间有要求，如果搬动装置的时间过长，多半会失败… 

如果魔力均衡没有做好，也很有可能失败… 

如果魔力注入的元素不对，同样不可能成功… 

总之，想要从他嘴里再翘出点什么，恐怕需要配合他把实验完成了。 

下次趁他心情好了再来试试吧！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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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暗属性角色} 



有人的手指在触碰装置的瞬间产生了微妙的共鸣，难道说？ 

学员：这次应该不会错了吧…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好紧张，等待结果中… 

装置剧烈地晃动起来了—— 

获得：苍曜石 x41 黑曜石 x12 赤曜石 x27 

 

纪录 12 

一瞬间，感觉有强烈的魔力以装置为中心猛地扩散了出来… 

只听到——“轰”的一声。 

身体在一瞬间失去了平衡，猛地跌倒在了地上。 

学员：爆、爆炸了吗？ 

…… 

在回过神来时，发现四周的器物变得东倒西歪的。 

已确认连带卡劳斯老人在内，所有人生还。 

卡劳斯老人一瞬间似乎面带喜色，难道说成功了？然而无论是装置里还是四周都并没有看到

有类似水的液体产生。 

学员：哎…总感觉失败了啊… 

突然，老人的表情凝固了起来，一言不发地板着脸，看来是准备送客了。 

学员：果然，不好对付啊… 

没有办法。既然实验失败了，大家只好一脸不爽地离开了。 

…… 

…… 

…… 

是错觉吗？出门的瞬间，感觉屋子周围的雾气比之前淡了好多？ 

学员：这是…怎么回事？ 

令人在意的是发生了这么强烈的震动，周围的村民居然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一个过来围

观的都没有。 

学员：看来这已经是这老家伙的常态了吧… 

无论如何，想从他嘴里翘出点什么恐怕需要再想办法了。小组确信，卡劳斯这老家伙一定还

隐藏了什么。 

但是…方才的实验…说不定… 

 

（组长不为 T 学院学员）（组长为 T 学院学员） 

 

{组长不为 T 学院学员} 

既然组长不说，那就不要乱猜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83 黑曜石 x51 赤曜石 x11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组长为 T 学院学员} 

原本的目的就不是产生什么水呢。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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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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