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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杰米 • 马丁内兹告诉我们并不是所
有的地精都惧怕鹰身女妖，蕾塔、普
格以及尖啸诺德正勇敢地与这只长
着翅膀名叫艾思达的掠夺者作战！



咱们虽是酋长，但咱们好无聊 !咱想要大冒险 !   咱想要拿财宝 !要么咱干一票，要么你掏腰包。
赶紧的别磨蹭，有宝贝都上缴 !
4

咱们地精
杀 !

关于本次冒险
《咱们地精，杀！》是一次特别的冒险，本

作是继2011年及2013年的“免费角色扮演游戏日”
中《咱们是地精！》和《咱们地精，饿！》的后续篇。
这次玩家们将扮演 4 名等级 4 的地精进行冒险；
玩家们可以从本模组第 12-15 页的预设角色卡中
选择一位使用。或根据《开拓者进阶种族指南》
和《开拓者玩家手册：葛拉利昂的地精》创建自
己的地精角色。

虽然它是《咱们地精，饿！》的后续，但本
次冒险并不需要你知晓上次冒险的内容。



嚼 鸟 洞 穴

沙 尖 镇

失 落 海 岸
一群地精在瓦里西亚的西部，一个名叫失落海

岸的地方安家。嚼鸟部落的洞穴位于著名的沙尖镇
以南不到一哩的地方，此次冒险中颇具特色的美味
菌场位于栖鸦岭东北方的一哩处。

冒险发生于葛拉利昂何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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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杀 !
冒险背景

地精英雄蕾塔、普格、摩奇和查菲的故事又
来了！不久前，这群来自舐蟾部落的地精们发现
自己陷入了困境——相当麻烦的那种！本打算弄些
烟花来搞点有意思的地精活动，却不料最终要面
对的是个可怕的沼泽人：吃人地精德鲁伊——沃
卡！摆平这场麻烦后，四人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被冠上了响亮的头衔并在舐蟾部落中得到一席要
地。然而有一天，四位英雄在苦水丘沼泽附近游
泳时，悲剧发生了，一群人类冒险者闯入并屠杀
了整个部落。

离开舐蟾部落，四位地精不得不再去找个安
身之处。在魔鬼餐盘最西边的小山丘上，他们路
过嚼鸟部落——一个没有首领，并饱受一只凶恶的
食人魔和一只会喷火的猪困扰的地精部落。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严酷挑战证明了自己的能
力后，一行人为嚼鸟部落解决了食人魔烦恼。凯
旋归来后，嚼鸟部落奉几位英雄为新任酋长。

嚼鸟部落崇拜新酋长，同时也畏惧着他们，
只有作为酋长顾问的智母厉斗例外。事实证明她
并不算聪明——某天晚上她独自前去对付一个恐吓
嚼鸟部落的名叫艾思达的鹰身女妖后，便再也没
回来。一些嚼鸟部落的地精们声称，他们在夜里
听到鹰身女妖歌声的同时也听到了智母厉斗的惨
叫声。酋长们并不担心，他们认为这些只是风穿
过树林所发出的啸鸣声而已。

对于英雄们而言，当个万人敬仰的部落酋长
可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他们拥有一整个为他们鞍
前马后、做事面面俱到的部落。然而一个月后，
这一切开始变得有些无聊，英雄们不得不花费全
部的时间来打理部落。他们必须变得强大而富有，
才能保证其他的部落不会打他们的注意。他们要
确保地精族人们能填饱肚子，他们不得不组织掠
夺以维持生计，他们还得为到底是谁偷吃了谁的
一罐水蛭而发生的争执做裁决。三个月后，他们
意识到成为酋长所带来的麻烦实在是远高于酋长
身份本身的价值。蕾塔、普格、摩奇和查菲需要
做点有意义的事了，他们需要来次冒险。所以新
酋长们颁布通告：如果这儿没有合胃口的冒险活
动，他们将去别处当酋长——一个有着许多知道如
何找乐子的地精们的新部落。

听到这里，嚼鸟部落的地精们开始使出浑身
解数去取悦酋长们。一些家伙跑去森林里进行探
索，其余人也为他们无畏且无聊的酋长们准备了
些小把戏。另一群地精们着手于准备一场盛宴，
他们将准备许多地精佳肴，包括酋长们最爱吃的
手握松露蛋糕。三名地精带着尖啸诺德——一只被
普格从舐蟾部落带来的勇敢的猪仔动物伙伴——一
同前往美味菌场采集松露，但他们还没回来。在
此期间，其余成员已安排好了为酋长们精心准备
的冒险活动。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待这场冒险
活动和盛宴的酋长们已经开始感到又饿又无聊：
“当个部落酋长到底是不是个好点子呢？”

第一部分：咱们好无聊！
冒险始于嚼鸟部落为他们的新酋长们准备的

一场地精盛宴。新酋长们正坐在一个高台上的王
座里，周围围满了四处乱跑的地精们，他们笨拙
可笑地试图做些分散他们酋长注意力的事——或许
一场冒险对他们来说会更好。这一天内有不间断
供应的食物和美酒，但即便是海鸥九炖、黑蛞蝓
乳蛋饼、红果子布丁以及水煮幼犬尾也只能算是
勉强助兴，真正的彩头是这些嚼鸟部落地精们为
四位酋长忙活了一天而准备的有趣儿活动。在下
列事件中，可以鼓励玩家角色们去指挥那些地精
爪牙们。有的部落成员会去为酋长们斟满酒杯，
有的会去献上点心，还有的会提供足部按摩。引
导英雄们做些游戏，例如朝一个被命令站着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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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家伙抛扔食物，让他们感受下当酋长为所欲
为的乐趣。

在玩家开始冒险时，宣读或描述下文内容。

当酋长会无聊，冒险充满乐趣。作为地精酋长，
你做出了合理的决定：让嚼鸟部落的族人们为你们
准备一些有趣的娱乐项目，或者让你们去冒险以排
解无聊——否则的话，就会有大麻烦！于是在一群地
精东奔西走、四处张罗，准备了这一场盛宴。在这
些人设法满足你们的同时，一些族人还与尖啸诺德
一起去寻找你们最爱的松露。

一大群嚼鸟部落的地精非常努力地去取悦他
们的酋长们。他们为满足酋长们的要求而洗劫了
秘密商店里的财宝，并将这些财宝作为娱乐项目
中的奖品（只要酋长们别一开始就将这些小玩意
拿走）。嚼鸟部落聚在一起庆祝时，有两个家伙——
活塞仔和矮子雷吉——推出来了一个被打满了补丁
的破旧毯子盖住的大玩意。他们神秘兮兮地将其
称之为能取悦酋长们的秘密武器，稍后会在宴会
中展示。然而，事实证明地精们根本不善于玩神秘，
几个家伙为了拍马屁已经毁了惊喜，他们说活塞
仔和矮子雷吉造了一尊荣誉塑像来赞美酋长们的
显赫功绩。

无论如何，最首要的，便是让酋长们高兴起来！

娱乐项目一，绿皮地精王 ! 
地精们收集了许多逸闻趣事，碎蛾嘴

芒格的故事最为特别。芒格知道一个他
自认为能让玩家角色们印

象深刻到再也不会对他扔食物残渣的传闻——绿皮
地精王的传闻！这是芒格跟踪一名旅行商人时偷
听到的，讲述的是绿皮地精王到一个领主的庭院
中展示他的绝活：把自己的脑袋砍掉后再让它复
原。在故事里，绿皮地精王砍下了自己的脑袋，
然后将它重新装在…之后的结局芒格也不太记得
了，因为后面的部分大都挺无聊。

不幸的是，在取悦玩家们时，芒格虽想将传
闻说得更加精彩，却依旧暴露了这个小瑕疵。

芒格的穿着就像绿皮地精王一样，边说手里
边比划着，慢慢走到玩家们所坐的平台前。他费
劲地拖着一把和自己体型极其不相称的矮人战斧，
并在走到平台最下方第一格阶梯时重新调整了下
呼吸，然后以地精特有的最绚丽且富含诗意的方
式提出了大胆的挑战。

他提出的挑战很简单：一位酋长用这把矮人
战斧（只允许用这把武器）朝他的脖子上砍去，
稍后，芒格将会让自己的脑袋复原。芒格还明确
表示，请酋长在砍头时切勿担心和退缩。玩家角
色们可尝试通过一次 DC 20 的知识（本地）检定
回想起“长腿怪传说”粗糙的原版，但他们的回
忆并不会完整，或许他们就是从芒格那儿听说的
呢？任何通过检定的玩家角色都能回想起“绿皮
地精王把自己的脑袋砍下来以后，站起身来，把
头放在…”然后这个故事就变得乏味不堪，玩家
角色们无法记住剩下的部分。

芒格的斧子是一把对于地精来说非常笨重的矮
人战斧（1d10 挥砍伤害），任何小体型生物使用
它将承受 -2 的攻击检定减值。此外，任何不擅长
此武器的地精角色将承受额外的-4攻击检定减值。
尽管芒格对自己充满信心（俯卧状态提供额外 +4
加值）且毫不畏惧（限一次攻击），但他不被视为
无助状态，所以攻击他的玩家角色将无法造成致命
一击。在这个情况下，成功攻击芒格柔软瘦弱的颈
部需要做一次对抗防御等级 10 的攻击检定，且持
斧者必须造成最少 6 点伤害才能击倒芒格并使其生
命值下降至 0 或 0 以下。如果玩家造成至少 12 点
伤害，芒格的脑袋会被砍下来。

如果玩家未命中芒格，此时围观的地精
们以及芒格都会从兴奋状态变为发懵。芒格

会指出真正的好戏可不能就这样开场，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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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再次进行尝试——很显然酋长因为一些围观的
傻瓜而分了心。他会保持姿势直到玩家做出他所
要求的动作（将他的头砍下），从而让他的故事
继续下去。

伴随着芒格的脑袋滚落到地面上（他的脑袋
离开脖子时脸上似乎带着一丝惊讶），地精们爆
发出一阵欢呼声。但可悲的是，芒格并没有彻底
弄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随着他的身体无力地
倒在血泊中，这个活动宣告结束。

如果这一斧头下去的伤害并没能砍死他，又
或者玩家们不同意打出这一击，芒格将会失去理
智，并尖叫着攻击酋长们：“这根本就是在乱来！
你毁了一切！我的传奇！”

不幸的是，你们作为酋长或许会认为这场连财
宝都没有的冒险，简直无聊到爆。那么嚼鸟地精们
会因为此感到羞愧而陷入沉默。幸运的是，他们并
不会沉默太久，几秒种后将开始第二项活动。

娱乐项目二，地精犬，冲 ! 冲 ! 冲 ! 
芒格的危险尝试失败后，芒寇·呆瓜从她面前

快要散架的围栏中牵出四只地精犬（皮包骨，咕
哝嘴，大鼻子以及肥仔）带到玩家面前。她讲了
一堆关于被地精们称为“最强冲锋地精”的相关
传闻，这些传闻描述了一群对人类城镇发起袭击
的勇敢地精英雄们的故事。他们跨过深冷的护城
河，爬进高耸的围墙，缴获了所有的泡菜并烧掉
了一切后凯旋离开。在描述的同时，她还时不时
地将烦闷的酋长们比作那些勇敢的英雄，以此来
讨好他们。

芒寇开始解释起这个节目——地精犬（《开拓
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第 157 页），冲！冲！冲！
酋长们将带上头盔，驾乘地精犬深入丛林并飞跃
泥坑，爬上陡峭的山脊，摧毁带有侏儒鬼脸涂鸦
的西葫芦，接着冲下山脊，跃过荆棘，最后返回
结算战绩。

这项活动中骑行的速度并不重要，重点在于
途中各种障碍。玩家们必须成功通过各种障碍，
失败则重新来过（意味着花更多时间）。比赛不
提供马鞍，因此玩家们在进行骑术技能检定时将
有 -5 的检定减值，因为他们要骑乘无鞍的坐骑。

泥坑飞跃：成功地跨越泥浆坑需要进行一次
DC 15 的骑术检定，检定失败的玩家会摔入泥坑
滚成泥人。

翻山越脊：攀越山脊将容易得多，玩家只需
要进行一次 DC 5 的骑术检定，便能稳稳坐在地精
犬背上。检定失败的玩家会被奔跑在崎岖山坡上
的地精犬甩飞，受到 1d4 点摔伤，摔落的玩家须
重新骑上地精犬才能继续参加比赛。玩家也可以
通过一次 DC 15 的骑术检定减缓摔落速度以避免
受伤。

打烂侏儒：当玩家们抵达山脊顶端后，会看
到四个被涂画成侏儒面貌的大西葫芦，每一个都
粘着可笑的眉毛和五颜六色的假发。玩家们必须
善用他们的膝盖来引导地精犬（骑术 DC 5）并利
用武器或通过扔石头击碎西葫芦。成功地击中西
葫芦需要做一次对抗西葫芦 10 点防御等级的攻击
检定，打烂西葫芦则需要对其造成至少 1 点伤害。

荆棘狂奔：摧毁侏儒脸的西葫芦后，酋长们
必须乘着地精犬沿着山脊向下冲刺（骑术 DC 5
以稳坐狗背），途中需要跃过一片荆棘丛（骑术
DC 15）。检定失败的玩家会落入荆棘丛中并受到
1d4 点穿刺伤害，玩家也可通过一次 DC 15 的骑
术检定减缓摔落速度以避免受伤。

尽管这次竞赛所需要用到的所有检定规则全
都列在上文中，一些不可预见的状况也依然有可
能发生（正如地精的计划都不可预料般）。在此
情况下，请参照《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核心规则书》
第 215 页乘骑战斗规则作为参照。

芒寇会在酋长们乘上地精犬后完成竞赛规则的
详述，随后芒寇点燃一只爆竹，砰得一声比赛开始。
第一个完成比赛并返回的玩家将赢得一罐味道像培
根一样的复原药膏。如果出现平局，芒寇会表现得
很慌张，并试图说服冠军们应该分享胜利。

娱乐活动三：烧了狗再烧马 ! 
接下来一组说话带着些口音的地精准备了一

些有趣的东西——一些用来代表酋长们卓越战功的
稻草假人，还弥漫着燃烧和爆炸味道。其中六个
有着狗的形状，另外三个则是马的形状，最后一
个特别的木制假人看上去就像一只食人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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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食肉老爹”的食人魔，众位地精英雄击败
了他而当上嚼鸟部落的酋长）。草人们被摆在酋
长平台前 10 呎处的空地上，每一位地精英雄手持
一只星烛烟花（详细信息可参见《开拓者角色扮
演游戏：极限装备》 第 109 页，不过所有该项目
所需规则已全部列出。）。

星烛烟花发放完毕后，一个最近在普格的指
导下成为扎荣格尔信徒的名为臭嘴老三的家伙，
解释说这个“冒险”的目标是将手中的烟花发射
到草人里，让它们起火。一旦点着后，星烛烟花
会连续 4 轮发射出耀眼的火焰余烬。玩家们将星
烛烟花射向草人的这个动作视为远程接触攻击，
这次攻击将受到 -6 检定减值（超过射程单位 -2，
不擅长该武器 -4）。

为了使此次竞争更为激烈，每一个草人都将
明确标记分值。其中草狗防御等级 13 且每条值 2
分，草马防御等级 10 且每匹值 1 分。每只草马或
草狗只有一次被烟花成功点燃并赚取积分的机会。
“食肉老爹”防御等级 10 且只值 1 分，但玩家可
通过多次点燃它以获得更多积分。

若须帮助玩家具象化不同草人的种类和布局，
可考虑使用微缩模型、纸板棋子或标记物来表示
草人，不过它们算不上是此次项目的必需品。最
终获得最多积分的玩家将获得 1 瓶躲藏灵药。

娱乐项目四：海鸥气球
地精们都喜欢玩一些奇怪又残忍的游戏，其

中一个名为海鸥气球的游戏在海岸这一带很受欢
迎。要玩这个游戏，首先要将一根绳子的一头拴
在一只海鸥的脚上，一个地精牵住绳子的另一头，
其他地精则朝可怜的小海鸥扔石头，直到将它从
半空中砸下来，牵住绳子另一头的地精可以尝试
突然猛拉绳子使其他地精打歪。可这项活动差点
就泡汤了，嚼鸟地精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犯了个
如此丢脸以至于极力想忘掉的错误——他们的锅子
里几乎没留下活着的海鸥。此时十指迪比逮到的
那只用作晚餐的秃鹫挽救了这些地精们，他们及
时地用秃鹫代替了海鸥。

迪比给每位玩家角色一个装满了石块的袋子，
然后紧紧地拽住被拴好的秃鹫。迪比放开秃鹫后，
玩家角色们便可开始用石块攻击这只油腻的家伙。
每位玩家角色每轮可以朝秃鹫扔一块石头，所在
距离为 30 呎外。石头会造成 1d3 点钝击伤害，每
次攻击时，迪比都可以尝试进行一次 DC 10 的敏
捷属性检定使秃鹫提高 2 点防御等级（迪比是一
位敏捷 14 的标准属性地精，因此她的敏捷属性检
定拥有 +2 加值。）。如果迪比敏捷检定投到了 1
或者 2，绳子将从她手中滑落，秃鹫逃脱后会立即
盘旋回来攻击投石头的地精们。杀死秃鹫的玩家，
即使在投石环节无一次命中过秃鹫，也将获得一
块勇气坚石（《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极限装备》
第 320 页）。

秃鹫          CR 1/2
XP 200
hp 6（《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 3》284 页）

采集失败
秃鹫气球的游戏结束后，地精们拿出一袋子

黄蜂、一盒荨麻以及一罐子指甲壳准备进行一个
奇怪的游戏时，尖啸诺德尖叫着慌张地闯入了宴
会现场。

它被打得伤痕累累，嘶鸣着向前猛扑一步，
低下脑袋边用他的蹄子刨着地面，边从鼻子里发

出哼唧声。它凑近普格并用头紧挨着他（最
近接纳它成为自己英勇动物伙伴的人），

显然是想告诉酋长什么事情。普格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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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杀 !
用他动物领域的类法术能力动物交谈 来理解诺德
为何发出那样的尖叫，以及它到底发现了什么。

事实证明，地精们采集松露时发生了可怕的
事情。诺德和其余三名地精在前往美味菌场为特
别宴会收集材料时，发现一伙遍布瓦里西亚营地
的斯卡尼罪犯走出小径。地精们试图躲起来，但
肮脏的人类发现并立即攻击了松露收集小队。尖
啸诺德侥幸逃掉，另外三个地精全被杀死。现在
看来，酋长们的爪牙似乎连采集松露这种小事都
办不好，酋长们如果要想吃上美味的手握松露蛋
糕只能亲自出马了。

第二部分：闯入者 ! 
如果玩家们在之前的娱乐项目

中花费了太多力气，就让他们在出
发冒险前好好地休息休息。松露又
不会自己长腿跑了，斯卡尼的家伙
们又非常懒，看情况他们至少也会
在美味菌场待上几天。

菌场距离洞穴约有一哩远——这距
离差不多足够一个无聊的地精追着小狗玩
到累。地精们熟悉森林，但他们得用自己的方式
绕过荆棘丛、翻过巨石以及其他恶劣复杂的地形，
行程将花费大约一小时。

斯卡尼营地（CR 4）
玩家们小心地爬过森林后便会到达斯卡尼营

地。

森林空地中停有两辆马车，精雕细琢的门板上
描绘着着鲜亮的图案。最先引起注意的是小山谷前
一个燃烧的篝火堆和插着三个地精脑袋的木杆，火
堆旁围放着一些炊具和几截看上去像坐凳的木桩，
一股炖煮物所散发的油腻气味弥漫在温和的夏风中。

生物：斯卡尼土匪正在一旁做饭。其中一个
正搅拌着火堆上的大锅，另一个正在为手中的土
豆以及野兔去皮，时不时还朝身边的几只狗扔上
一小块碎肉。斯卡尼匪徒们明白这一带遍布地精，
所以他们杀了那三个采集松露的地精后，砍下了
他们的脑袋并插在木杆上以示警告。若他们再发

现有地精游荡至营地，便会一拥而上进行防卫。
风吹向南方，营地中的狗几乎闻不到玩家角色们
逐渐靠近的气味。若玩家们靠近时未进行潜行，
营地中的狗和斯卡尼匪徒则可能听到动静。在发
现一名玩家后，狗群会放声吠鸣，警告主人。除
了哨戒犬外，土匪们还带有拉车用的强壮肥脚马，
它们跑得不算快，但非常擅于拖着沉重的马车长
途奔跑。肥脚马总共有四匹，它们被拴在两棵树
之间，绳子系在较高的粗枝上，此时正在吃草。

有两匹马会在开战后挣脱缰绳逃进森林，如
果玩家角色们对马匹有足够强的敌意，

可能会想去追赶马匹，不过那可能
最好留到之后再处理。另外两匹被
栓得很牢，只会在原地翘蹄嘶鸣，
直到它们能挣脱束缚或得到安抚。

它们只会在受到攻击时进行自卫。

玩家角色们（或者匪徒们）都可
以利用篝火堆。火堆中有几根火棍，
还有一些较小的木柴，在打斗中可
当做带火的武器使用。火棍可视
作中型单手临时武器，造成 1d6

点钝击伤害外加 1 点火焰伤害。玩
家角色们可以拔出一根小木柴视作小

型单手临时武器使用，造成 1d4 点钝击伤害外加
1 点火焰伤害。战斗结束后，地精们可利用篝火堆
轻而易举地烧毁马车。

斯卡尼匪徒（4）       CR 1/2
XP 各 200 
人类 盗贼 1 级
中立邪恶 中型 类人生物（人类）
先攻权 +7；感应力 察觉 +5
防御
AC 17，接触 14，措手不及 13（+3 盔甲，+3 敏捷，+1 闪避）
hp  各 10（1d8+2）
强韧 +1，反射 +5，意志 +1
攻击
速度 30 呎
近战 精制短剑 +4（1d6+2/19-20）
远程 短弓 +3（1d6/x 3）
特殊攻击 偷袭 +1d6
战术 
战中 如果斯卡尼土匪们意识到地精们的闯入，其中两人便

会绕到马车后用短弓对玩家们进行攻击。近身肉搏时，

尖啸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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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尼土匪会战略性地从营地的侧面包围敌人进行偷袭。
士气 当生命值降低到 3 或 3 以下时，斯卡尼土匪便会

丢下马和马车，逃进森林。
数据 
力量 14，敏捷 17，体质 13，智力 10，感知 12，魅力 8
BAB+0；CMB+2；CMD 16
专长 闪避，强化先攻，武器娴熟
技能 杂技 +6，攀爬 +5，解除装置 +6，脱逃 +6，知识（本地）

+4，察觉 +5，察言观色 +5，手上功夫 +6，潜行 +6
语言 通用语
特质：游荡者天赋（灵活身手），寻找陷阱 +1
战斗装备 炽火胶；其他装备 镶嵌皮甲，精制短剑，短

弓和 20 支箭，燧石和铁片，盗贼工具，一对金耳环（价
值 5 枚金币 / 只），4 枚金币。

狗（3）        CR 1/3
XP 各 135 
hp 各 6（《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第 87 页）

马（2）            CR 1
XP 各 400 
hp 各 15（《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第 177 页）

财宝：斯卡尼匪徒们在打败了采集松露的地
精们后拿走了他们的松露包，然后将他们的屠狗
刃、短弓以及无头尸全都扔进了森林。土匪们甚
至将笨脚威特的刮足刀拿去削了些松露到炖锅
中——虽然地精们在遭到攻击前只找到了四块松露
（每一块只有婴儿拳头那么点儿大）。

土匪们在这种偏僻山区里根本不会有太大斩
获，所以他们的马车里并没有太多战利品。玩家
角色们可在混杂着衣物和食物的马车里找到一束
精金箭矢（4 支），一个装着各种珠宝的铁皮箱子（总
值 140 枚金币），一条保存完整的火腿，三壶蜂
蜜酒（2 枚金币 / 壶），一磅的丁香（价值 15 枚
金币），一条黄铜打造的假腿（价值 2 枚金币）
以及一串只剩下一颗祝福念珠的次级念珠手串。

第三部分：采集松露
走过一段林间小径后，玩家角色们到达一块

空地：这里正是被称为美味菌场的地方。这里包
含两场遭遇，玩家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靠近并查
探此处的场景，有可能在调查老橡树（区域 1）之
前来到废弃筒仓（区域 2）。

美味菌场
一颗巨大的橡树矗立在空地的北方。它的枝干

上覆盖着厚厚的藤蔓，它那盘根错节的粗壮根茎足
以说明此处是松露可以健康生长的最佳菌床。倒落
的树干和些许碎石块，布满了通往不远处一座损毁
的筒仓的路。

这块空地实际上是一座废弃农庄后场的一部
分，此处土地贫乏杂草丛生，遭弃用后便成为了众
所周知的顶级松露生长地。地精们会谨慎地在此冒
险，因为这里有马在附近吃草，有狗在草地上抓兔
子——有时也会抓地精。他们甚至不止一次的目睹
过，一个在附近徘徊的猎人干掉了来这儿采集松露
的所有地精。经过了过去几个月的探索，嚼鸟部落

的地精们发觉已经很久没看到这里的农场主了，
他们便确定能再次回到这里采集松露了。

斯卡尼匪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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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杀 !
A1 . 老橡树（CR 3）

这棵如塔般高耸的橡树在整个空地的大部分区
域都留下了树影，它的树冠比森林中任何一颗树都
要高。

味道最美、最香浓的松露生长在老橡树粗壮根
茎间的泥土里。这么多年来，嚼鸟地精们主要都是
猎捕小动物或是设置捕鸟陷阱。自从玩家角色们带
着尖啸诺德来到嚼鸟部落后，嚼鸟地精们终于在
一次定期的狩猎探索中发现了大量的美味松露。

寻找松露这件差事似乎更适合一头母猪。
尖啸诺德有着灵敏的鼻子，它能准确地嗅出藏
在老橡树下错综缠绕的根茎和枝叶间的松露。让
在预设角色卡中选择普格的玩家进行若干次求生
检定来模拟采集松露的情景，一次 DC 10 的求生
检定将成功使玩家角色找到一颗松露，但采集了
数颗后，麻烦来袭。

生物：一条杀手藤环绕在橡树树干上，在玩
家角色们靠近并开始挖掘松露之前，它依靠其伪
装能力不被他们发现。任何细心观察的地精都会
留意到藤蔓附近长有一串串像葡萄的小粒果实，
每位玩家都可进行一次 DC 20 的知识（自然）或
者察觉检定以意识到这些葡萄似乎不属于这里，
而回忆起上次来并没有看到这样类似蔓藤的玩家
角色（成功进行 DC 20 的智力检定）可以在上述
检定中获得 +2 的环境加值。

杀手藤            CR 3
XP 800
hp 30（《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第 22 页）

A2 . 损毁的筒仓（CR 4）
破旧筒仓外的一部分墙面早已风化成石砾，在

墙面上留下孔洞，光秃秃的茅草顶非常潮湿。

这个破旧的筒仓里尽是塌下的稻草、碎落的
石块以及残破的谷物。筒仓上方横梁处有一个由
稻草、树枝和破烂的布料构建而成的巨大巢穴，
里面正是这儿当前的屋主。

生物：一只名叫艾思达的鹰身女妖居住于此，
英雄们与杀手藤缠斗时所发出的尖叫声很有可能
会将其吵醒。艾思达被吵醒后会暴怒，她将飞出

筒仓并袭击玩家角色们。如果玩家角色们在采集
松露前调查筒仓，则会在筒仓上方 30 呎处的巢穴
中发现沉睡的艾思达。

艾思达            CR 4
XP 1200
鹰身女妖（《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第 172 页）
hp 38
战术
战中  艾思达在玩家们头顶翱翔的同时会使用她的痴迷

之歌能力迷魂尽可能多的人，只有当被她迷魂的目标
靠近她时她才会降落，接着用钉头锤和爪击凶狠地攻
击目标。如果未成功迷魂任何人，艾思达会用跳跃攻
击逐个将敌人击倒。

士气 艾思达将毫不畏惧任何地精，一直战斗到死。

财宝：如果玩家角色们爬入艾思达的巢穴里
进行搜索，便能找到鹰身女妖爪下受害者的财宝。

艾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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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藏在巢穴中被一堆树枝和稻草覆盖着的一个
皮包里，玩家角色们需要进行一次 DC 20 的察觉
检定才能找到。皮包内含以下物品：一块光滑的
红珊瑚（价值 200 枚金币），一张卷起来的老人
与狗的肖像画（价值 50 枚金币），一只玉蛋（价
值 150 枚金币），一瓶浮空药剂，一张侦测死灵
卷轴，一张次元门卷轴，一根粉碎音波魔杖（12 发），
以及一盒冥想熏香。

发展：打败杀手藤和艾思达后，地精们就可
以安然地开始采集松露。尖啸诺德最擅长干这个
了，它能用它那出众的嗅觉找出深藏在树叶和泥
土间的松露，尖啸诺德成功进行一次 DC 10 的求
生检定可找出 2d6 只松露——足以做大量的手握
松露蛋糕了。玩家角色们自己也可尝试求生检定
来自行找寻或协助他人找寻松露，检定结果若为 5
或更低则意味着该地精会将一大块发干的马粪误
认成松露。实际上地精们只需要 6 只松露就可以
做出手握松露蛋糕。

第四部分：混乱的洞穴！
带着收集完的松露，玩家们原路返回洞穴享

用手下们为自己准备的盛宴——尽管还是他们亲自
动手找到的松露。

嚼鸟洞穴：（CR 5）

呐喊与尖叫声刺破了嚼鸟洞穴四周的空气，宴
会场地散发的气味相当的……奇怪，是一股油腻的、
夹杂着硫磺和草木一起燃烧的气味。它闻起来就像是
地精——烧着的地精。现场混乱不堪，满地都是散落
的食物，烹锅翻倒在地，四周的围栏还冒着火。

生物：玩家们期待着回巢后的欢呼声和丰盛
的筵席，不料回去后只看到了眼前这混乱的情景。
玩家们离开不久后（这里还没能成为宴会场地前），
活塞仔和矮子雷吉推出来的那尊塑像便做出了奇
怪的动作。

一开始，它的动作极其缓慢。有人说看到塑
像会动时其他人还认为是他们看花了眼，直到不
少人声称他们都听到塑像发出“慢慢吃，绿皮崽
子们”的声音。地精们吓得都闭上了嘴巴，他们

以为这是酋长老大们的恶作剧，目的是为了确保
在他们外出时不会出现某个蠢家伙把宴会给搞
砸——或者是趁他们不在时偷偷坐他们的宝座！地
精们为这座塑像造了个讨喜的手势来颂扬酋长们
的赫赫战功，矮子雷吉等人曾冒险去过酋长们曾
英勇作战的地方，为的是搜集一些能彰显他们胜
利的战利品。但雷吉完全没料到，有个家伙无意
中拿走了沃卡的颅骨——酋长们在之前的冒险里打
败的吃人地精德鲁伊沃卡！——并将它与沃卡其余
的骨头混在一起放到了塑像里。此时她那残留下
的恶意正通过塑像爆发而出，使在场所有活物不
寒而栗！

塑像冲入空地后，沃卡那幽灵般缥缈的声音开
始尖叫着呼唤在场的地精们进入她的烹锅躯体，她
一边描述着地精肉的口感是多么的，特别一边进行
着她怪异且恐怖的大屠杀。比这个食人族幽魅声音
更令人不安的是一股浓烈的恶臭——整个区域正弥
漫着煮熟的地精味儿，这份量足以养活一整支军队。
这个有着巨大烹锅躯体的塑像动作蹒跚，但会喷出
火焰和爆炸的烟花将接触到的一切烤熟。

酋长塑像          CR  5
XP 1600
活化物品（《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第 14 页）
绝对中立 大型 构装体
先攻权：-1；感应力 黑暗视觉 60 呎，昏暗视觉；察觉 -5
防御
AC 14，接触 8，措手不及 14,（-1 敏捷，+6 天生，-1 体型）
hp 52（4d10+30）
强韧 +1，反射 +0，意志 -4
防御能力 硬度 5；免疫 构装特性
攻击
速度 20 呎
近战 2 挥击 +9（1d8+6，附带烧灼）
占据空间 10 呎；触及范围 10 呎
特殊攻击 烧灼（1d6 火焰，DC12），践踏（1d8+9，

DC18）
战术
战中 酋长塑像是一台具有破坏力的机械，它在洞穴附近

的空地上发出巨响，并且会攻击任何移动的东西。它
会冲向目标来缩小它们之间的距离，一旦追上地精们
便会使用践踏攻击。一旦与任何地精相邻，它将用燃
烧的手臂对他们进行捶打并尽可能地接近多个目标，
使身上爆裂的烟花能影响到更多敌人。

士气：酋长塑像只会盲目地进行破坏，直到被摧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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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杀 !
数据
力量 22，敏捷 8，体质 -，智力 -，感知 1，魅力 1
BAB+4；CMB+11；CMD 20
特性：构装点数（额外攻击，烧灼，烟花四射，践踏），

缺陷（作祟，行动迟缓）
特殊能力：
烟花四射（Ex）：地精们打造这个家伙时在它身上插满

了烟花，现在它活了过来。这个地精制造的巨兽能将
这些烟花当做武器使用，每一次行动，雕塑中都会喷
出旋转的火花以及烧灼的气味。每轮一次，距离雕塑
10 呎内随机的一个生物会受到不断喷溅出的火花造成
的 2d6 点火焰伤害，此伤害可以通过一次 DC 15 的反
射豁免检定减半。

作祟：酋长雕塑被沃卡的灵魂所附体，因此它会如同不
死生物一样受到正向能量伤害，也可以被侦测死灵法
术所侦测到。

行动迟缓（Ex）：酋长雕塑是一个典型的富有地精风格
的粗糙创作，这种缺乏细节的设计使得它的移动速度
只有 20 呎。

冒险结束
随着酋长雕塑被摧毁后，一些躲起来的嚼鸟

地精们纷纷探出身来，准备再次为他们伟大的酋
长们欢呼喝彩。他们虽曾在无畏的领袖们面前俯
首称臣，但现在——在目睹了那头满载烟花和烈火
的庞然巨兽轰然倒地之后——嚼鸟地精们必然会至
死不渝地追随玩家们了。没过多久，在简单的打

扫以及食物补充后，盛宴继续！

预设角色卡
以下内容为各位呈现本次冒险的 4

个预设地精英雄角色，以供玩家使用。
如果玩家接触过《咱们是地精》和《咱
们地精，饿！》的话，会发现这 4 个
战力惊人而卑鄙无耻的小地精，正是
在舐蟾地精部落冒险找回烟火并在嚼
鸟地精部落技惊四座的酋长们。在那

之后，他们也变得更强大——和无聊。
现在每个地精都是 4 级角色，并且拥有了比原来
更好的装备和更强的能力。

尖啸诺德
野猪动物伙伴
绝对中立 小型 动物
先攻权 +1；感应力 昏暗视觉，灵敏嗅觉；察觉 +5
防御
AC 18，接触 12，措手不及 17（+1 敏捷，+6 天生，+1 体型）
hp 13（2d8+4）
强韧 +7，反射 +4，意志 +1
攻击

速度 40 呎
近战 啮咬 +3（1d6+1）
数据
力量 13，敏捷 12，体质 15，智力 2，感知 13，魅力 4
BAB+1；CMB+1，CMD 12（对抗绊摔为 16）

专长 顽石强韧
技能 察觉 +5，潜行 +9

特性 心灵联结，法术分享，特技（攻击 [ 任何生物 ]，
过来，退下，拿来，看守，追踪）

酋长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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舔伤口查菲
虐待狂查菲确实很恐怖，他喜欢潜行到敌人

身边然后一刀捅死他。如果有机会，他还喜欢放
火——放火是查菲的一大乐趣，他特别喜欢引起大
爆炸。查菲还培养出了一种对毒药的强烈爱好，
但是在他第七次一不小心毒到自己后，他非常明
智地决定让他的好朋友跑路摩奇来给他的弩箭上
毒，因为跑路摩奇比他要更擅长用毒。

查菲早已适应了首领的身份。他热衷于欺负
其他部落的地精们，并向他们索要东西，还会对
其他地精搞一些极其危险的恶作剧。和其余人一
样，查菲无聊时会和摩奇在一起，听他吹牛。查
菲有时还会在林子里走走，找些青蛙、麻雀或者
小虫子喂喂他的宠物蜘蛛（这种特别的照料确实
让它长大了那么一丁点）。

舔伤口查菲
男性 地精 游荡者 4 级（《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

156 页）

中立邪恶 小型 类人生物（地精）
先攻权 +9；感应力 黑暗视觉 60 呎，察觉 +8
防御
AC 21，接触 17，措手不及 15（+4 防具，+5 敏捷，+1

闪避，+1 体型）
hp 33（4d8+12）
强韧 +3，反射 +9，意志 +2；
防御能力 反射闪避，陷阱感知 +1，直觉闪避
攻击
速度 30 呎
近战 +1 屠狗刃 +10（1d4/19-20）
远程 精制手弩 +10（1d3/19-20）
特殊攻击 偷袭 +2d6
数据
力量 8，敏捷 20，体质 14， 智力 12， 感知 13， 魅力 6
BAB+3; CMB+1; CMD 17
专长 闪避， 强化先攻，武器娴熟
技能 杂技 +12，唬骗 +5，解除装置 +14，脱逃 +12，

知识（本地）+8，察觉 +8，骑术 +13，
手上功夫 +12，潜行 +20

语言 通用语，地精语
特性 游荡者天赋（流血打击 +2，战斗特技），寻找陷

阱 +2
战斗装备 +1 炽焰弩矢（3），治疗中伤药剂（2），隐

形药剂，中型蜘蛛毒（4 份）；其他装备 +1 镶嵌皮甲，
+1 屠狗刃，精制手弩及 10 支弩矢，老旧的牛脖铃，
弯曲的缝衣针，30 呎长绳子及爪钩，一罐腌制蟋蟀（相
当于 1 天干粮），用一绺头发系着的一只狗爪（用细

绳穿起环绕在脖子上），金属烤肉叉（3 支），精
制盗贼工具，填馅乌鸦，火柴（4），在一个铁丝

笼里的宠物蜘蛛（叫做猛臭）
地精背景
满脸脓包：你的脸上长满了令人厌恶的脓疱，虽然有些

已结疮，但看起来仍然随时会爆开。尽管这让你看起
来特别丑，但是你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论何时，当你
成为一个会引发恶心状态的效应的目标时，都可以进
行两次豁免检定来免受该效果影响（如果可以豁免的
话），在两次掷骰中选取较好的作为结果。

查菲的歌
查菲的脸让人想吐，

查菲的刀子快的恐怖，
你若是他的目标人物，
刀子扎肉，噗噗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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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杀 !
跑路摩奇

10 岁大的跑路摩奇疯疯癫癫，自从当了嚼鸟
部落的酋长以后，他比以前更有吹牛的资本了。
他时常与一些火焰爱好者们共同研究炼金技巧，
有个小地精甚至还向他提出了用鸟粪混入爆炸物
中的想法——一个冲击力十足的发现。摩奇喜欢把
他的炼金发明混在一起创造新发明，如果他没有
在吹牛，那么一定是在做如何炸飞更多的东西的
新研究，或者做着炸飞更多东西的梦。摩奇经常
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发明，这样其他人就会觉得
他非常聪明。

跑路摩奇
男性地精炼金术士 4 级（《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

156 页，《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进阶玩家指南》26 页）
中立邪恶 小型 类人生物（地精）
先攻权 +4，感应力 黑暗视觉 60 呎；察觉 +5
防御
AC 20，接触 17，措手不及 15（+2 盔甲，+1 偏斜，+4 敏捷，

+1 闪避，+1 盾牌，+1 体型）
hp 29 ( 4d8+8)
强韧 +7，反射 +8，意志 +0；+2 对抗毒素
进攻
速度 30 呎
近战 精制木棒 +4（1d4-1）
远程 炼金炸弹 +9（2d6+3 火焰）
特殊攻击 炼金炸弹 7 次 / 天（2d6+3 火焰，DC15）
已准备炼金术士提炼物（CL 4）：

2 级——元素之触（DC15），隐形
1 级——治疗轻伤，变巨他人，脚底抹油，

护盾
数据
力量 8，敏捷 18，体质 13，智力 16，感知 8，魅力 10
BAB+3；CMD+1；CMD 17
专长 熬制药剂，闪避，顽石强韧，随手投掷

技能 手艺（炼金）+10，医疗 +6，知识（自然）+9，察
觉 +6，骑术 +9，手上功夫 +11，潜行 +16，求生 +6

语言 通用语，地精语，兽人语，瓦里西亚语
特性 炼金术（炼金手艺 +4，鉴定药剂），科研发现（高

爆炸弹，精确炸弹 [3 格 ]），诱变剂（+4/-2，+2 天生，
40 分钟），精于用毒，迅捷炼金

战斗装备 治疗轻伤药剂（4），树肤药剂，腾空飞行药剂，
炽火胶（4），绊足包（2），爆雷石

其他装备 皮甲，精制小圆盾，精制木棒，脱叶糨糊 APG，
躲藏灵药，防护戒指 +1，滑溜油膏，黑色眼罩（上面
带着洞能直接看见外面），小腰包，公式簿（包含所
有已知的提炼物公式，都以草图和图画的形式记录其
上，因为文字太可怕），一葫芦腌制的水蛭（视为 1
天干粮），幸运宠物蟾蜍“两栖怪”，铁质兜裆布，
骷髅面具，护目镜（为了引人注意）。

地精背景
灵活弹跳：你的骨头和肉比绝大多数地精要更加富有弹

性——当你坠落时，你的弹跳力会比别人更好一些。
当你承受坠落伤害时，第一个掉落造成的 1d6 致命伤
害会自动转变成非致命伤害，在所有避免意想不到的
跌落的反射豁免上你还能获得 +2 加值。

跑路摩奇的歌

跑路摩奇出手啥都爆炸，

这么玩的乐子比射箭大，

你问我为啥那俩同时爆炸，

不关我事，炸弹就该那样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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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荣格尔的普格 
普格是恐怖的地精神祇扎荣格尔的牧师，这

个神以屠狗、火和骑乘战斗著称。普格并不擅长
骑乘战斗，在很多人眼里这不是什么秘密，而他
为此感到羞愧。所以他尽自己所能地将才能用在
实践神明所倡导的其他恐怖教义上——比如屠狗
（尽管他就杀过一两只狗）和放火（普格现在可
是擅长得很）。

自从当上嚼鸟部落的酋长后，普格已经成功
地培养了 7 名扎荣格尔的信徒，其中最虔诚的一
个就是臭嘴老三。普格在嚼鸟洞穴里造了一个传
教用的神龛，他教导地精们如何用狗骨头奉神。
信徒们的宗教活动吸引了许多其他同族们的注意，
因为其主要内容就是纵火——试问有哪个地精能抵
抗得了火焰闪烁的诱惑呢？

扎荣格尔的普格 
男性地精 扎荣格尔牧师 4 级（《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

怪录》156 页）
中立邪恶 小型 类人生物（地精）
先攻权 +6；感应力 黑暗视觉 60 呎；察觉 +3

防御
AC 18，接触 13，措手不及 16（+5 盔甲，+2 敏捷，+1 体型）
hp 27（4d8+6）
强韧 +6，反射 +6，意志 +8
攻击
速度 30 呎
近战 精制短剑 +5（1d4/19-20）
远程 标枪 +6（1d4）
特殊攻击 引导负向能量 4 次 / 天（DC13，2d6）
领域类法术能力（CL 4，专注 +7）

任意——动物交谈（7 轮 / 天）
6 次 / 天——火焰矢（1d6+2 火焰）

牧师准备法术（CL 4，专注 +7）
2 级——治疗中伤，定身他人（DC 15），燃火 D，音

鸣爆（DC15）
1 级——燃烧之手 D（DC14），治疗轻伤，神恩，虔

诚护盾
0 级（任意）——血流不止（DC 13），侦测魔法，神佑，

稳命
D 领域法术；领域 动物，火

数据
力量 10，敏捷 14，体质 13，智力 8，感知 16，魅力 12
BAB+3；CMB+2；CMD 14
专长 强化先攻，闪电反射
技能 驯养动物 +3，骑术 +6，辨识法术 +5，潜行 +9
语言 地精语
特性 动物伙伴（尖啸诺德；参见 11 页）
战斗装备 治疗轻伤魔杖（43 发），火球魔杖（3 发），

焰息灵药；
其他装备 +1 链甲衫，标枪，精制短剑，抗力斗篷 +1，

法力珍珠（1 级），破木笛，空盐罐，一罐随时能吃
的腌海鸥脚（相当于 1 天干粮），幸运宠物蟾蜍“搜
狗”，烟斗，压扁的蟾蜍干尸（2），火柴（5），木
制扎荣格尔圣徽（部分烧焦）

地精背景
地精英勇：你在战斗中总是表现得过分自信，这令人头

疼。面对一个体型比你大的敌人时，如果你邻接方格
内没有盟友，那么当你使用无触及特性的近战武器时，
有模有样、装腔作势的身手和大声咒骂会给你在攻击
检定上增加 +1 背景加值。

普格的歌
吾主扎荣格尔最伟大，普格在放火和治疗时常说这话，普格沐浴在神力之下，你若笑他的骑术，那早晚得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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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杀 !
大混球蕾塔

蕾塔喜欢折磨幼小而无害的动物，她随身携
带一个装满小动物的口袋，防止自己路上无聊。
塔蕾发现自己很难不大声讲话，她喜欢在战斗中
耀武扬威吓跑自己的敌人。

自从蕾塔当上了嚼鸟部落的酋长后，她的作
战和杀戮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嚼鸟地精
们都惧怕她，对此蕾塔很满意。她特别清楚自己
比他们强太多，没有人能在与蕾塔的对决中站着
离开。正因为这样，蕾塔能在此随心所欲。她无
聊的时候，就会找几个小地精让他们相互打一架。

大混球蕾塔
女性 地精 战士 4 级（《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

156 页）
中立邪恶 小型 类人生物（地精）
先攻权 +4；感应力 黑暗视觉 60 呎；察觉 +8
防御
AC 21，接触 14，措手不及 18（+7 盔甲，+3 敏捷，+1 体型）
hp 38（4d10+12）
强韧 +6，反射 +4，意志 +2（+1 对抗恐惧）
防御能力 无畏 +1
攻击
速度 30 呎
近战 +1 屠狗刃 +9（1d4+3/19-20）
远程 精制短弓 +9（1d4/×3）
数据
力量 14，敏捷 17， 体质 14， 智力 10， 感知 12， 魅力 6
BAB+4；CMB +5；CMD 18
专长 狗臭敏感，近程射击，快速射击，技能专攻（察觉），

武器娴熟
技能 威吓 +2，察觉 +8, 骑术 +10，潜行 +10
语言 地精语
特性 防具训练 1
战斗装备 +1 动物破敌箭（6）, +1 炽焰箭（6）

其他装备 +1 胸甲，+1 精制屠狗刃，精制短弓及 15 支箭，
装饰着狗耳朵的箭袋，新娘面纱，凹陷金属茶包，女
性半身人紧身胸衣，皮质狗项圈（作为腰带穿戴），
幸运宠物蟾蜍“斯波托”，缝着死鼹鼠的绳子（20 呎），
一袋毛毛虫（半发酵），小银镜，烘烤叉。

地精背景
大脑瓜子：对地精而言，你的脑袋真是又宽又大。你在

察觉检定上获得 +1 加值，且察觉始终视为你的本职
技能。在你需要从一个狭窄的空间挤过你的大脑袋时，
你的脱逃检定会承受 -8 的减值。

专长：狗臭敏感
与大多数地精不同，你不很怕狗，但你知道

狗的味道。那种味道让你发狂，非常狂躁。
先决条件：技能专攻（察觉），地精
效果：你获得灵敏嗅觉能力，但仅限针对犬

类（包括狗、地精犬、狼、座狼、夜嘶猎犬，和
其 他 同 类 生 物，由游戏主持人判定）。对
抗 这 些 生 物 时，你在攻击检定上获得 +1
士 气 加 值， 在武器伤害检定上获得 +2 士气
加值。

蕾塔的歌
蕾塔砍死你蕾塔咬，
蕾塔撕碎你蕾塔笑，
蕾塔的戳刺多美妙，

现在杀光你们刚刚好。



附录 1：怪物
秃鹫        CR 1/2           

XP 200
绝对中立 小型 动物
先攻权 +1；感应力 昏暗视觉，灵敏嗅觉；察觉 +9
防御
AC 13，接触 12，措手不及 12（+1 敏捷，+1 天生，+1 体型）
hp 6（1d8+2）
强韧 +6，反射 +3，意志 +1；对抗疾病 +4 
攻击
速度 10 呎，飞行 50 呎（普通）
近战 啮咬 +2（1d6+1）
数据
力量 12，敏捷 13，体质 14，智力 2，感知 13，魅力 7
BAB +0；CMB +0；CMD 11
专长 顽石强韧
技能 飞行 +7，察觉 +9；种族调整值 +8 察觉

附录 2：道具
坚固结石

灵光 微弱防护；CL 3
部位 无特定部位 价格 800gp 重量 2 磅

这块拳头大小的灰白色石头看起来似乎大到
放不进人类的嘴里，但只需花费一个标准动作就
能够轻松咽下它。结石在被吞下后就会保持生效，
持续至多一周时间，它会留在使用者肚内对其重
要器官起到保护作用。一旦使用者将受到会造成
精准伤害的攻击（比如重击或偷袭）时，该精准
伤害将由结石直接承受。而触发效果的该次攻击
所造成的其他伤害，以及超过了结石生命值的多
余伤害，都会正常由使用者承受。结石具有 10 点
生命值和 0 点硬度。

在结石因一次近战武器攻击受到伤害时，结
石的使用者能够以自由动作消耗掉它，从而对攻
击者的武器造成损伤。这种用法视为使用者对该
武器发动了一次不花费动作的破物战技，但不会
引发借机攻击，并且将忽略该武器的硬度，造成
1d4 点伤害。

生物体内同一时间只能存在一块结石。任何
吞咽第二块的尝试都会导致两块石头均被摧毁，
且使用者必须通过 DC 15 的强韧豁免检定以避免

陷入 1 轮的恶心状态。如果结石在被吞下后的一
周内没有起效，或者遭到摧毁，它会四分五裂并
无害地排出生物体外。

脱叶糨糊
灵光 微弱变化；CL 5
部位 无特定部位 价格 800gp 重量 —

这瓶灰白色糨糊可以涂抹遍一个中型生物或
两个小型生物的盔甲。受影响的物品会在接下来
24 小时内散发出暗灰的烟雾。这些烟雾会使接触
到受影响盔甲的天然植物立即枯萎凋零。这使得
穿戴者可以将那些因植物造成的困难地形视为普
通地形来通过，但会留下一条枯死植物的清晰路
径。此外，植物类别的生物如果用天生攻击或擒
抱战技攻击被脱叶糨糊保护的目标，它会在每次
攻击命中时或维持擒抱的每一轮中受到 1 点伤害。

附录 3：职业能力
提炼物 提炼物用于储存炼金法术。你在准备

你的法术时采用的方式是通过混合各种原料的提
炼物，然后喝下去进行“施法”，如同药剂一般。
你每天在每一级上只能制造一定数量的提炼物。

炼金术士混合提炼物时，会向化合物质和试
剂中注入自己的魔法力量。当一份提炼物离开了
炼金术士的掌握后，它会迅速失活，当它回到炼
金术士的手中时，它又立即再度生效——这意味着
炼金术士无法将他的提炼物交给他的盟友使用。
一份提炼物在失活前可以保持一天活性，所以炼
金术士必须每天重新准备他的提炼物。制作一份
提炼物需要 1 分钟时间，大部分炼金术士都是在
每天开始之时或是在出发去冒险之前准备好提炼
物。但是炼金术士也可以空置他的一些（或全部）
提炼物空位，以便随时随地准备提炼物以备不时
之需。

炼金术士“施法”的实质是喝下一份提炼物，
如同喝下一份药剂。提炼物的施法者等级等于你
的炼金术士等级。你所知的提炼物的配方记录在
你的公式簿里。

炼金炸弹（Su）：炼金炸弹是炼金术士使用
不稳定化合物并灌注自身魔力，制作出的一种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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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性泼溅武器。制作并投掷炼金炸弹是一个标准
动作并且会导致借机攻击，投掷炼金炸弹射程为 
20 呎，并且使用投掷泼溅武器的特殊攻击规则 ( 
参考 《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核心规则书》 215 页 
)。炼金炸弹极不稳定，所以如果不能在创造出的
那一轮中使用，它们就会失活。炼金炸弹的溅射
伤害总是等于该炸弹的最小伤害值（通过反射豁
免则伤害减半）。

炼金术（Su）：当你使用手艺（炼金）制造
炼金物品时，获得 +4 加值。通过手持药剂 1 轮时
间，你可以使用手艺（炼金）技能来鉴定药剂，
如同对其施放侦测魔法。

高爆炸弹 你的炼金炸弹现在具有 10 呎而非 5
呎的泼溅半径。被高爆炸弹直接击中的生物将会
着火，每轮受到 1d6 点火焰伤害，直到火焰被熄灭。
扑灭火焰需要花费整轮动作并成功进行反射豁免
检定。在地上打滚可为豁免检定提供 +2 加值。用
至少 2 加仑水浇在目标身上可以自动熄灭火焰。

精确炸弹 当你投掷炼金炸弹时，你可以选择
数量等于智力调整值的方格不受炸弹泼溅伤害的
影响。如果炼金炸弹失手，这项科研发现无效。

诱变剂（Su）： 诱变剂属于转换类型药剂，
通过饮用可以提高你的身体属性值，但是作为代
价会降低你的精神属性值。制作一份诱变剂需要
1 小时，一旦制作完毕后，直到使用前它都会保持
活性。炼金术士一次只能保持一瓶诱变剂，一旦
他调制出第二瓶，任何已存在的诱变剂就会失去
活性。诱变剂只要不在炼金术士身上就会失活，
直到炼金术士再次拥有它。非炼金术士角色无法
使用诱变剂。

当炼金术士制作一份诱变剂时，他将选择一
项身体属性值——力量，敏捷，体质之一，诱变剂
将会在他选定的属性上提供 +4 炼金加值和 +2 天
生防御加值，效果持续每个炼金术士等级 10 分钟，
但是作为代价在药效期间精神属性值上会获得减
值。( 力量诱变剂导致智力减值，敏捷诱变剂导致
感知减值，体质诱变剂导致魅力减值 )。饮用诱变
剂是一个标准动作。诱变剂的效果不会叠加。当
炼金术士喝下一份诱变剂时，先前存在的任何诱
变剂效果将会立刻结束。

迅捷炼金（Ex）：你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制造

炼金物品。在制造炼金物品时，你需要耗费的时
间仅为正常的一半，此外，你能够以移动动作为
一把武器涂毒。

附录 4：法术
元素之触

学派 塑能 [ 酸、寒冷、电或火 ]；
等级 炼金术士 2，奥能师 2，血承狂怒者 2，调查员 2，

魔战士 2，术士 / 法师 2
施法时间 1 个标准动作
要素 言语，姿势，材料（一点选定的元素：土、水、空

气或火）
射程 个人
目标 你自身
持续时间 1 轮 / 级（可消解）
豁免 见正文；法术抗力 无效

在完成此法术的施放时，元素能量将注入你
的手中。选择一种能量类型：酸蚀、寒冷、电击
或火焰。你获得一项可造成 1d6 点所选定类型的
能量伤害的近战接触攻击，以及下文所述的特殊
效果。在你用手进行徒手击打、单次的爪抓或单
次的挥击攻击时，也能够造成能量伤害和相关的
特殊效果。该伤害加值无论何时都无法应用在多
件武器上。

酸蚀：你的接触攻击会造成 1 点持续性酸蚀
伤害，持续每三个施法者等级 1 轮。目标必须通
过强韧豁免检定避免在酸蚀伤害持续时间内陷入
恶心状态。

寒冷：目标必须成功进行强韧豁免检定否则陷
入疲劳状态。已经疲劳的生物不会承受额外效果。

电击：目标必须成功进行强韧豁免检定否则
陷入 1 轮的恍惚状态。

火焰：你的手熊熊燃烧，像火炬般提供照明。
你的接触可能会使目标着火（详见核心规则书 462
页）。

后续攻击会如常造成伤害，但额外效果并不
叠加。此法术不会为你手中握持或穿戴的物体提
供特殊的防护。当你施放此法术以造成酸蚀、寒冷、
电击或火焰伤害时，它即被视为对应描述标识的
法术。

19

咱们地精，杀 !



OPEN GAME LICENSE Version 1.0a

The following text is the property of Wizards of the Coast, Inc. and is Copyright 
2000 Wizards of the Coast, Inc. (“Wizards”). All Rights Reserved.

1. Definitions: (a) “Contributors” means the copyright and/or trademark 
owners who have contributed Open Game Content; (b) “Derivative Material” 
means copyrighted material including derivative works and translations 
(including into other computer languages), potation, modification, correction, 
addition, extension, upgrade, improvement, compilation, abridgment or other 
form in which an existing work may be recast, transformed or adapted; (c) 

“Distribute” means to reproduce, license, rent, lease, sell, broadcast, publicly 
display, transmit or otherwise distribute; (d) “Open Game Content” means the 
game mechanic and includes the methods, procedures, processes and routines 
to the extent such content does not embody the Product Identity and is an 
enhancement over the prior art and any additional content clearly identified as 
Open Game Content by the Contributor, and means any work covered by this 
License, including translations and derivative works under copyright law, but 
specifically excludes Product Identity. (e) “Product Identity” means product 
and product line names, logos and identifying marks including trade dress; 
artifacts, creatures, characters, stories, storylines, plots, thematic elements, 
dialogue, incidents, language, artwork, symbols, designs, depictions, 
likenesses, formats, poses, concepts, themes and graphic, photographic and 
other visual or audio representations; names and descriptions of characters, 
spells, enchantments, personalities, teams, personas, likenesses and special 
abilities; places, locations, environments, creatures, equipment, magical or 
supernatural abilities or effects, logos, symbols, or graphic designs; and any 
other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clearly identified as Product identity 
by the owner of the Product Identity, and which specifically excludes the Open 
Game Content; (f) “Trademark” means the logos, names, mark, sign, motto, 
designs that are used by a Contributor to identify itself or its products or the 
associated products contributed to the Open Game License by the Contributor 
(g) “Use”, “Used” or “Using” means to use, Distribute, copy, edit, format, 
modify, translate and otherwise create Derivative Material of Open Game 
Content. (h) “You” or “Your” means the licensee in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2. The License: This License applies to any Open Game Content that contains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the Open Game Content may only be Used under and in 
terms of this License. You must affix such a notice to any Open Game Content 
that you Use. No terms may be added to or subtracted from this License except 
as described by the License itself. No other terms or conditions may be applied 
to any Open Game Content distributed using this License.

3. Offer and Acceptance: By Using the Open Game Content You indicate Your 
acceptance of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4. Grant and Consideration: In consideration for agreeing to use this License, 
the Contributors grant You a perpetual, worldwide, royalty-free, non-exclusive 
license with the exact terms of this License to Use, the Open Game Content.

5. Representation of Authority to Contribute: If You are contributing original 
material as Open Game Content, You represent that Your Contributions are Your 
original creation and/or You have sufficient rights to grant the rights conveyed 
by this License.

6. Notice of License Copyright: You must update the COPYRIGHT NOTICE 
portion of this License to include the exact text of the COPYRIGHT NOTICE of 
any Open Game Content You are copying, modifying or distributing, and You 
must add the title, the copyright date, and the copyright holder’s name to the 
COPYRIGHT NOTICE of any original Open Game Content you Distribute.

7. Use of Product Identity: You agree not to Use any Product Identity, including 
as an indication as to compatibility, except as expressly licensed in another, 
independent Agreement with the owner of each element of that Product Identity. 
You agree not to indicate compatibility or co-adaptability with any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in conjunction with a work containing Open Game Content 
except as expressly licensed in another, independent Agreement with the owner 
of such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The use of any Product Identity in 
Open Game Content does not constitute a challenge to the ownership of that 
Product Identity. The owner of any Product Identity used in Open Game Content 
shall retain all rights, title and interest in and to that Product Identity.

8. Identification: If you distribute Open Game Content You must clearly indicate 
which portions of the work that you are distributing are Open Game Content.

9. Updating the License: Wizards or its designated Agents may publish updated 
versions of this License. You may use any authorized version of this License to 
copy, modify and distribute any Open Game Content originally distributed under 
any version of this License.

10. Copy of this License: You MUST include a copy of this License with every 
copy of the Open Game Content You distribute.

11. Use of Contributor Credits: You may not market or advertise the Open 
Game Content using the name of any Contributor unless You have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ntributor to do so.

12. Inability to Comply: If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comply with any of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with respect to some or all of the Open Game Content due 
to statute, judicial order, or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then You may not Use any 
Open Game Material so affected.

13. Termination: This License will terminate automatically if You fail to comply 
with all terms herein and fail to cure such breach within 30 days of becoming 
aware of the breach. All sublicenses shall survive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License.

14. Reformation: If any provision of this License is held to be unenforceable, 
such provision shall be reformed only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make it 
enforceable.

15. COPYRIGHT NOTICE
Open Game License v 1.0a © 2000, Wizards of the Coast, Inc.
System Reference Document © 2000, Wizards of the Coast, Inc; Authors: 

Jonathan Tweet, Monte Cook, and Skip Williams, based on material by E. Gary 
Gygax and Dave Arneson.

Pathfinder Module: We Be Goblins Free! © 2015, Paizo Inc.; Author: Richard 
Pett.

咱们地精，杀！（Chinese Edition of We Be Goblins Free！ ）, Chinese Translation 
© 2018, Paizo Inc.

20



斯卡尼营地 嚼鸟部落洞穴

美味菌场

1

2

1 格 =5 呎 1 格 =5 呎

1 格 =5 呎





开拓者模组
咱们地精，杀！

地精想杀就杀 !
在失去了一任又一任酋长之后，嚼鸟地精部落最

终在他们的四位地精“英雄”身上找到了领袖才能：
战士“大混球”蕾塔、游荡者“舔伤口”查菲、扎荣
格尔的牧师普格、炼金术士跑路摩奇。不过领导一个
地精部落的工作很快变得不那么有趣起来，令最新一
任嚼鸟酋长们觉得非常无聊。为了
一扫烦闷，酋长们下达了一项新指
示——给他们找点儿财宝，或是别的
什么来！

殷勤的嚼鸟地精们为了取悦伟大的酋长，
狂热而又努力地献上了五花八门的娱乐活动，
包括地精大赛、技能表演、以及一场盛宴。不过
就在地精们的宴会期间，麻烦逼近了强大的领
袖——去收集宴会用的松露的地精们被一些可
恶的人类残害了！

现在，嚼鸟酋长们发现比起自己要求得到的，他们
有了一场更大的冒险，那就是前往美味菌场为他们
的废物爪牙们收拾烂摊子。地精英雄们能够抵达
现场，找到珍贵的蘑菇，击败凶残的人类并准时返
回部落享受当之无愧的宴会吗？

《咱们地精，杀！》为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的获奖
模组，它提供一场供四名 4 级地精角色进行的冒险。
冒险发生在开拓者战役设定中，瓦里西亚的魔鬼餐盘
附近。它是 Paizo 于 2011 年和 2013 年免费角色扮演
游戏节推出的，《咱们地精》和《咱们地精，饿！》
两部大受好评的模组的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