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怪物之锤，全翻译与整理

简介（Introduce）

生物分类（Creature Classifications）
神话生物被分为四大类：传说生物，独立种族，仆从种族，唯一存在。本书中并未出现所有

的种类。

传说生物（Fabulous Creatures）
传说生物来自于传说和传奇故事中描绘的魔法或神秘生物。虽然可能很危险，但是那些目睹

传说生物的人常常会激发起对其的敬畏和好奇。将传说生物和克苏鲁神话联系起来的最好方

法莫过于幻梦境，它们几乎都被发现生存于此处。传说生物可能被各种克苏鲁神话中的种族、

怪物乃至于神明所奴役，但是传说生物几乎不会崇拜它们。哥布林（goblin）和蛇怪（basilisk）
就是传说生物。本书中没有描述任何的传说生物，详情可参阅“H.P.洛夫克拉夫特的幻梦境”

（H.P. Lovecrafc’s Dreamlands）一书。

独立种族（Independent Races）
这些种族不为特定的神格服务，虽然种族中的个体可能会崇拜神格乃至与神格合作或共谋。

某些种族不渴望和策动任何与其他神秘种族的接触，另一些则可能积极接触或与其他种族乃

至神格发生对抗。米-戈（mi-go）和食尸鬼(ghoul)是典型的独立种族。

仆从种族（Servitor Races）
某些特定种族常常与特定的旧日支配者、梦境诸神、外神、化身或者旧神相联系，这就是仆

从种族。一般一个神格总会与几个这样的仆从一起出现。在场景和故事中，这些仆从常被充

当守卫、诱拐犯、刺客、使者、间谍和送报员，用来恐吓调查员和突出对抗。黑山羊幼仔（dark
young of Shub-Niggurath）和灵体猎手（spectral hunters）是典型的仆从种族。

唯一存在（Unique Entities）
有一些个体难以被归类。其中一些是某个种族中

特别的个体，例如特别有趣或者特别强大之类。

这些生物往往是种族的领袖或者接受崇拜的偶

像，尽管他们实际上不是神格。佐斯·萨拉（Zoth
Syra）、父神达贡（Father Dagon）和母神许德拉

（Mother Hydra）被归为这一类，列于后文“克

苏鲁神话的神格”一章中。其他个体并非是任何

种族的成员（或虽然力量强大但不是任何种族的

领导者），也不是他们的神格。夏尼先生

（MR.SHINY）和姆巴瓦（M’bwa）属于这一类

别，列于后文“克苏鲁神话的生物”一章中。

唯一存在可以出现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但它们往往是强大而不寻常的生物，具有着像神灵一

样可以将目睹者的 HP削减至 0乃至死亡的能力。通常的攻击不可能摧毁一个唯一存在。经

过时间的推移，一些唯一存在可以进化成旧日支配者。乌博（Ubb）和弗塔古亚（Fthaggua）



可能正走在这样的成神之路上。

神格分类（Deity Classifications）
神话中的神格分为五类：旧神，旧日支配者，地球的梦境诸神，外神，化身。

旧神（Elder Gods）
旧神是一类保持中立或与外神为敌的神灵。尽管旧神具有巨大而可怕的力量，旧神对于人类

似乎没有像外神那么危险。不过像外神一样，旧神也几乎不和人类接触。只有很少一部分旧

神的名字为人所知，还有一群被称为“下级旧神”的弱小无名旧神们。随着时间推移和崇拜

增加，这些无名的下级旧神可能有一天会得到名字并获得追随者。巴斯特（Bast）和沃尔瓦

多斯（Vorvadoss）都是旧神，最有名的旧神莫过于诺登斯（Nodens）。

旧日支配者（Great Old One）
旧日支配者并非无所不能的，但是它们确实具有如神一般的能力，在人类的眼中十分可怕。

人类会崇拜那些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旧日支配者。旧日支配者偶尔也会参与到人类社会活动

中或接触个人。旧日支配者通常以具有超自然能力的极为强大的异形生物形象出现，但并不

像外神那样具有神一般的威能。每个旧日支配者都是独立的，它们其中很多都被以某种方式

囚禁着。兰·提戈斯（Rhan-Tegoth）和修德·梅尔（Shudde M’ell）是旧日支配者，最有名

的旧日支配者当然是克苏鲁（Cthulhu）。

梦境诸神（Great Ones）
梦境诸神是指居住于地球的幻梦境的诸神，不要和旧日支配者混淆。梦境诸神是所有神格分

类中最弱小的一个群体，乃至于一个聪明的凡人都有可能胜过它们。然而，它们被那些可怕

的外神所保护着，因而凡人们便能得当地敬畏和崇拜它们了。梦境诸神对人类相当地友好，

他们是如此地接近于人类以至于它们甚至可以与人类繁殖后代。所有的梦境诸神都长得像人

类，具有着相似的外貌特征：一张尖利而丑陋的脸，狭长的双眼，长耳垂的双耳，薄鼻子和



尖下巴。梦境诸神在空中如履平地，只要需要它们可以穿梭于不同维度之间，迅速到达它们

想到的地方。它们也可以踏足于苏醒的现实世界，但是它们的能力与影响会大大削弱。若一

个梦境诸神在现实世界被杀死（耐久归零），它将被放逐回幻梦境，直到它再次被召唤到现

实世界或是被奈亚拉托提普允许返回现实世界。然而奈亚拉托提普对梦境诸神在现实世界的

行为十分鄙夷，梦境诸神在现实世界的所作所为经常引起潜行之混沌的愤怒。这位外神甚至

于曾经毁灭了因为现实世界人类的好奇心而惹怒他的梦境诸神。卡拉卡尔（Karakal）和洛

本（Lobon）是两位梦境诸神。

外神（Out Gods）
外神统治着宇宙，所有的种族和弱小神格都必须承认外神的存在，它们中很多还在崇拜着外

神。除了奈亚拉托提普，这些神格和人类几乎毫无关系。那些乱来到接触外神的人最后为此

付出了代价——疯狂或者死亡。外神被描绘得犹如真实的神格，其中有些就是某些宇宙规则

的人格化产物。当然众所周知，只有一小部分外神会干预人类事务，当它们这么做的时候，

它们多半是为了寻找突破宇宙之壁或维度来进行新的破坏。有许多力量较小,鲜为人知的外

神被统称为下级蕃神，它们在阿撒托斯周围盲目地舞蹈着，组成了魔神之首的混沌之廷。阿

撒托斯(Azathoth)和乌博·萨斯拉(Ubbo-Sathla)属于外神。

化身（Avatars）
化身是旧神、外神、旧日支配者或梦境诸神的不同显现，具有着独立行动的能力，化身一边

比它们代表的神格弱小，尽快它们中很多看上去可能更加可怕。化身常被限定于特定的尺寸

和形式。奈亚拉托提普最以其化身出名，因为它具有 999种已知的化身，至少有一种（黝黑

男子）(the Black Man)是以人类形式出现。本书中化身将根据它们代表的神格归类。黄衣之

王（The King in Yellow）和赤之女王（The Queen in Red）属于化身。（分别属于哈斯塔和奈

亚拉托提普）

幻梦境的神与怪物（Gods & Monsters of the Dreamlands）
H.P.洛夫克拉夫特描绘了一个只能在梦境中到访的充满幻想和恐怖的世界。这个被称为幻梦

境（the Dreamlands）的世界由他填入了各式各样的传说存在和生物，异域人种以及奇怪的

神明。其中一些生物和大部分的神格在现实世界也能遭遇到，尽管他们绝大多数时间呆在幻

梦境中。

一小部分旧日支配者在幻梦境的奇特区域中生活。它们中的一些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被崇拜

着。神话神格中的一个完整种群——梦境诸神——全部生活于幻梦境。它们是地球的梦境诸

神，大多数的形象来自于早期的神话人物。

本书包含了一小部分幻梦境最重要或者说最常见的居民资料，以便给予守秘人准备。更多请

参阅“H.P.洛夫克拉夫特的幻梦境”（H.P. Lovecrafc’s Dreamlands）一书，如果守秘人想跑幻

梦境的扩展冒险模组，强烈推荐此书。

其他生物和动物（Other Creatures &Animals）
本书中包含了一些动物和非克苏鲁神话的怪物的资料供守秘人使用。这些包括了最常见和最

热门的动物和怪物。动物和非克苏鲁神话怪物被收录在其他列表中，有一些例外需要注意：

动物没有“智力”条目，也不会导致理智丧失。它们的栖息地也有说明。在目睹传说故事和

传奇中的生物时。会导致理智丧失，虽然这种理智丧失不会像看到克苏鲁神话中那些真正的



异形恐怖那样严重。这些怪物的栖息地也有说明。

内容格式(Entry Format)
有可能的话，每个个体内容都引用一段由故事、诗歌、这个生物首次登场或被最好地描述的

场景中的描写来开始。有些个体会以客观引用来代替描述引用。如果这个个体的内容很多，

就会增加额外的描述。如果讨论的是一位神格（或一小部分唯一存在），接下来就会提到关

于它的明显的崇拜。剩下的章节会讨论其习性和栖息地的特殊性。只有被召唤或者接触过我

们才能讨论这个神格的资料。副标题的称号可能包括冗长而复杂的材料。此外，个体的内容

将会在适当的位置以特殊攻击方式的信息结束。

内容相对的长度和这个个体或种类在神话中的重要性以及遭遇频率无关。一些种群可能具有

需要很大篇幅描述概括的独特性状，例如食尸鬼（ghoul），是克苏鲁神话中最易遭遇的怪物，

然而他们的介绍内容比罕见的飞天水螅（flying polyp）短得多，正如洛夫克拉夫特所描述的

那样，飞天水螅具有独特的性状，需要更多的篇幅加以概括。

属性值（The Statistics）
神话生物属性包括力量(STR)、体质(CON)、体型(SIZ)、智力(INT)、意志(POW)和敏捷(DEX)。
只有少数像人类的种族或个体会有外貌(APP)、教育(EDU)和理智(SAN)，因为这三者对于大

多数异形生物来说毫无意义。丘丘人（Tcho-Tcho）是具有外貌、教育和理智的少数种族之

一。神话生物的人形化身，例如奈亚拉托提普和伊德海拉（Yidhra）的人形化身，就具有外

貌值，但是没有教育和理智，因为教育和理智不适用于克苏鲁神话的神格们。无知生物就代

表没有智力。由声音、色彩、火焰、气体、雪花或其他易变元素构成的生物可能没有力量和

体质，它们的 HP由它们的意志或其他属性决定。有些生物的体型是可变的，它们可以扩张

或收缩，抑或根本就没有确定的尺寸。最后，有些生物或神格非常奇特或者非常巨大，以至

于属性表里列为“无此项”（N/A）或者“不适用”。

单独的个体例如神格和唯一存在会给出准确的属性表，物种则是一张掷骰表。需要创造一个

该物种的怪物时，守秘人可以使用这张表来掷骰决定。但表中同样列有平均数值，守秘人若



需要快速进行可以直接套用。

千万不要对于提供的这些神格和生物的属性墨守陈规，守秘人赢根据需要活学活用进行必要

的更改。有可能需要一群强悍的食尸鬼——提高原先表中食尸鬼的体型和体质吧。或是由于

某些原因要一个小型的或者“婴儿期”的修格斯（shoggoths）——使用表中修格斯的最小

数据或者更加降低点吧。又或是守秘人觉得夸切·乌陶斯（Quachil Uttaus）的智力和意志太

低了——增加呗（绝大多数外神和旧日支配者的属性是可供讨论的，无论如何，调查员如果

面对这些令人神智崩坏的恐怖时，最好的办法还是想想怎么逃吧！）。

耐久（Hit Points）
通常一个怪物必须耐久（HP）降为零才会死亡。这一属性等于体型和体质的平均值（有些

罕见或特殊的种族，耐久的数值来源可能不同，比如等于意志）。越大越强壮的怪物具有越

多的耐久值。

尽管神格们也具有耐久，但严格意义上讲神格是不会被杀死的。当一个神格的耐久被降为零

或更低，它就会被驱散——强制回到它原来的地方。纯粹的物理伤害不可能摧毁任何旧日支

配者，外神，旧神，梦境诸神或者化身。它们可以回来——有时是来自于它们重生后自己的

意志，有时则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或通过特殊的仪式被召唤出现。人类或许能够击退或驱散

它们，但是那些神话中令人惊叹的强力神灵和那些如同神一般的怪物可以复活归来，因此它

们的被击退只是暂时的。

移动（move）
在出现用“／”分开的两个数字的情况下，后面的数字就是此怪物在另一种介质（水，空气，

等等）中移动的最大速度。有些生物没有移动值，这些生物大多是静止的，尽快它们可能可

以通过触手或者四肢鞭打四周。其他一些神格的移动力是如此之快或者是移动方式如此怪

异，以至于它们的移动速度无法量化表示。

伤害加权（Damge Bonus）
伤害加权表示每个个体可以在造成伤害结果上的额外加权。本书所给的都是每个种族的平均

伤害加权值。要计算一个个体的伤害加权，需要通过它的“体型+力量”在表中查阅。具有

“+伤害加权”（+db）这个符号的攻击方式，意味着该攻击造成伤害结算时需要算上伤害加权

值。

武器（Weapons）
在项目中列出的基本都是神话生物的天然武器，不会有人工制造的武器。同时也标明了着个

生物的攻击力和命中率，也包含了伤害加权。神格的攻击命中率通常是 100%——100%意味

着绝对不会失误。在这里列出的命中率当然也是种族平均值，每个个体的命中率各有不同。

伤害加权符号代表着这种武器的攻击力需要加上伤害加权。

特效伤害（Special Effects & Damage）
许多神格和神话生物的攻击会造成特殊伤害，可能导致某些属性吸取、窒息、溺水、烧伤或

触电、冻伤、催眠、瘫痪或石化、中毒或感染、某些形式的变形、吞噬或吞咽、老化、退化、

甚至于即死。每个怪物个体的内容中都有描述一次成功的攻击后会造成什么特殊伤害或者特

效。

属性丧失（Loss of Characteristics）



如果目标被吸取了个人属性，除非内容中注明这种属性丧失是暂时的，否则就是永久的丧失。

装甲（Armor）
神话生物可能具有硬壳、厚皮、凝胶状肌肉、可再生肌体，或者是对某些种类的攻击免疫。

如果是这样，相关介绍中会说明，许多神格能自动回复耐久，当其耐久到达零或更低时它们

会被驱散。每次成功命中的攻击，对生物造成的耐久损失要扣去其装甲值。

咒文（Spells）
此项内容包含了一个怪物或者一个平常的种族成员可能会使用的咒文或知晓的特定咒文。罗

列的咒文一般是最适合的：举个例子，让一个克苏鲁的奴仆知晓“接触克苏鲁”明显就比让它

知晓“召唤炎之精”要合理得多。守秘人判断有必要的话，随时可以增加咒文。有些生物具有

特殊的咒文能力。

使用魔法并非是必须的。因为这些强大的怪物看到人类就像人类看待老鼠一般，毫无使用咒

文的必要。那些神格需要坐下来学习特定的咒文的说法毫无疑问是荒诞可笑的，因为咒文本

身就是他们意志的体现，但是这些存在往往是漠视和难以描述的，当神格们想要知道咒文，

他们就能知道他们想要的。

技能（Skills）
绝大多数怪物都只有一部分技能列出，当然它们几乎都会“聆听”、“潜行”、“躲藏”和“追

踪”这类物理技能。和咒文一样，增加和减少技能都是可以的。必须说明的是，虽然几乎所

有的生物即使没有列出“回避”技能，但是它们也能回避攻击（回避=敏捷 X2）。

理智值丧失（Sanity Loss）
这一栏展示了当一个调查员遇到一个这个神话种群的成员或是神格时会损失多少理智值。若

见到多个同类怪物，丧失的理智值有可能会叠加；但是，调查员失去的理智值总和不应超过

该种怪物可能使他失去的理智值的上限。

所谓“见到”，包括“目击到”、“感受到”、“感知到”等一切范畴。不管调查员闭上还是睁开眼

睛，受到的影响都没有区别。有时怪物的声音或者气味也能导致理智值的丧失。

插图（Illustrations）
众所周知，要以图片诠释这些不可名状的恐怖是非常困难的。许多内容中作为例子契合的图

片，往往是有克苏鲁神话存在的影响的无数的民俗艺术。其中一些非常明显地描绘一个神格

或者其他的东西，另一些则只是为特定的生物或神格提供侧面的佐证。

汉森·波布兰爵士的日记（The Journals of Sir Hansen Poplan）
汉森·波布兰爵士的日记节选分散穿插于本书中。这些记录来自于汉森·波普兰爵士，他是

一位知名学者，在世界大战中因勇敢的行为而被授勋，目前在密斯卡托尼克大学担任教授。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于神话的研究开始于对神格克苏鲁的本质的几次调查，针对于

1925年年初维基兰特号在太平洋上发生的那次惊人海难。当我发现克苏鲁是我一直在探寻

的复杂神话体系的中心时，我感到十分震惊，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我花了八年来整理全球有关这个古老神话体系的资料，最终让我坐到了密斯卡托尼克大学



的这个位置。”

“我的大多数研究是基于书籍资料的，但是我已

经看到足够证据来揭示真理——那些狂信徒的行

为和那些长久死寂世界的人工造物——让我了解

并相信这个神话领域中神话循环的真实性。”

“我在此提供我的日记作为一个我的研究的汇

编，同时作为一个对于那些秘密的注释和证明，

大多数学者都对此嗤之以鼻。这些日记同时也是

一个警告，尽管我害怕我会成为这个现代社会的

卡珊德拉，因为知道这一真相而被那些神话的神

格们诅咒，但是这一点我的同事们从不相信。”

波布兰的论文是推测性的，因此阅读时众所周知

地要予以保留地采信，但是其中有一些观点的确

很有趣。

本书中的引用论文是节选，也并不是按照作品的

顺序。它们被分配到主要篇章中恰当的位置以供

参考。

希望您能从神话的怪物的肆虐中得到保护！



神话生物（Creatures of the Mythos）
这是克苏鲁神话中的异形和超自然物种

一些服侍恐怖的神明，其他为自己的欲望而生

一小部分生存于地球

其他来自于深不可知的不同区域

生物分类目录

独立种族

（上级）

钻地魔虫(Chthonians)
星之彩(Colors Out of Space)
巨噬蠕虫(Dhole)
飞天水螅（Flying Polyps）
诺弗•刻(Gnoph-Keh)
绿渊眷族（Green Abyss ，Spawn of the）
无形之骏马（Horses of the invisible）
罗伊格尔(Lloigor)
修格斯领主(Shoggoth Lords)
廷达罗斯猎犬(Tindalos,Hound of)
廷达罗斯领主(Tindalos,Lords of)
塞克洛托尔星的死之蔓藤（Xiclotl, Death-Vines of）
伊斯之伟大种族(Great Race of Yith)

（下级）

埃杜布拉里（Adumbrali）
阿尔斯卡里(Alskali)
风之子（Children of The Wind）
空鱼（Desh）
空鬼(Dimensional Shambler)
远古者（Elder Things）
邪恶真菌（Fungus，Vile）
妖鬼(Ghast)
食尸鬼(Ghoul)
古革巨人(Gug)
终北之地住民（Hyperboreans）
昆扬人（K’n-yan, People of）
冷族人（Leng, Men of）
冷蛛(Leng Spider)
勒杰赫斯住民（L’gy’hx，Inhabitants of）
玛尔滕斯一族（Martense Kin）
火星人（Martians）
米·戈(Mi-Go)



精神寄生虫（Mind Parasites）
月兽(Moon-Beast)
奈欧斯·克欧格亥（Nioth-korghai）
奈汉·格瑞（Ny’ghan grii）
鼠人（Rat people）
爬虫人（Reptile people）
夏盖（Shaggai）
夏盖虫族(Shaggai，Insects From)
原初修格斯 (Shoggoth， Proto-)
空间食魔（Space Eaters）
星之精(Star Vampire)
猪人（Swine folk）
外域恐怖（Terrors from beyond）
“物体”（Things）
廷达罗斯混血种（Tindalosian Hybrids）
“旅行者”（Travelers）
三尖树（Triffids）
地底掘进者（Tunnelers Below）
沃米人（Voormis）
沃尔人（Voors）
塞克洛托尔星怪(Xiclotl，Being from)
亚狄斯住民（Yaddith, Denizens of）
耶库伯居民（Yekub，Inhabitants of）
新伟大种族(Yith（New）, Great Race of)
祖格（Zoogs）

仆从种族

（上级）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Chaugnar Faugn，Brothers of)
克苏鲁星之眷族（Cthulhu, Star-Spawn of）
黯藻(Dark Sargassum)
深渊之民（Dwellers in the Depths）
古异子嗣（Fosterlings of The Old Ones）
哈斯塔之眷族（Hastur ，Spawn of）
奈亚拉托提普的恐怖猎手（Hunting Horrors of Nyarlathotep）
欧图伊格的眷族（Othuyeg, Spawn of）
外神之仆役(Outer Gods， Servitor of the)
修格斯(Shoggoth)
黑山羊幼仔(Shub-Niggurath, Dark Young of)
风之眷属（Spawn of the winds）
撒托古亚的子孙（Tsathoggua,Scions of）
乌波·萨丝拉的血裔（Ubbo-Sathla, Brood of）
看守者（Watcher）
尤格·索托斯之子（Yog-Sothoth,Son of）



（下级）

阿布霍斯之眷属（Abhoth, Spawn of）
爱伊海伊人 (Aihais)
阿尼米丘利（Animiculi）
阿特拉克-纳查之女（Atlach-Nacha，Daughters of）
拜亚基（Byakhee）
查寇塔（Chakota）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Chaugnar Faugn，Brothers of)
寒冷者（Cold Ones）
爬行者（Crawling ones）
梦境结晶器守护者（Crystallizers of Dreams, Guardians of）
克苏鲁之仆役（Cthulhu, Thralls Of）
漆黑者（Dark Ones）
深潜者(Deep One)
混血深潜者（Deep One Hybrids）
尘人（Dust-men）
艾霍特寄生体（Eihort, Broodlings of）
炎之精（Fire Vampires）
星海钓客（Fishers from Outside）
格拉基之仆从(Glaaki，Servant of)
格尼查特·泰阿查特（Gn’icht’ tyaacht）
羊木镇侏儒（Goatswood gnomes）
戈弗恩·胡帕德戈·莎布·尼古拉斯（gof’nn hupadgh Shub-Niggurath）
绿神子嗣（Green God ，Children of the）
盖艾·幽嘶（Gyaa-Yoth）
地狱植物（Hell-plant）
伊伯生物与伊伯幽灵（Ib，Beings of &Ghost-Beings of）
流明（Lumens）
米里·尼格利（Miri nigri）
纳伽埃（Nagaae）
夜魇(Nightgaunt)
尼约格达的眷属（Nyogtha，Spawn of）
奥图姆的奴仆（Othuum，Minions of）
苍白舞者（Pallid dancers）
皮特索奇（Petesouchi）
人面鼠(Rat-Thing)
潜砂怪(Sand-Dweller)
搜寻者（Seekers）
斯格霍居民（S’glhuo,Denizens of）
夏塔克鸟(Shantak)
肖格阮（Shugoran）
灵体猎手（Spectral Hunters）
斯芬克斯的孩子（Sphinx,Children of the）



丘丘人(Tcho-Tcho)
坟兽（Tomb-Herd）
姆巴瓦树人（Tree-man of M’bwa）
巨魔（Trolls）
撒托古亚的无形之子(Tsathoggua, Formless Spawn of)
堤丰之兽（Typhonian Beasts）
不可名状的支配者（Unspeakable Possessors）
雪怪（Wendigo）
地上蠕虫（Worms of the earth）
柔透·米戈（Xo tl’mi-go）
伊戈隆纳克的仆从（Y’golonac, Servants of）
伊格的子孙（Yig,Chidren of）
伊格的眷属（Spawn,Chidren of）
于格（Yuggs）
扎尔（Zarr）

唯一存在

百万蒙宠者（Million Favoured Ones）
夏尼先生（Mr.Shiny）
星池潜伏者（Star pool, Lucker in the）
蠕虫行者（Worm that walks，the）

阿布霍斯之眷属（Abhoth, Spawn of）（译者：凉凉）

下级仆从种族



“这些东西好像没有身体的手脚一般在粘液中拍打、或者是没有身体 的头左右摇晃，或者

是用腹部的鱼鳍状器官滑行；所有的这些种类各异的巨大扭曲又荒谬的生物，从成长后的大

小开看仿佛是他们从邻居阿布霍斯分离出来一样。这些眷属掉进阿布霍斯之池的时候，并不

能很快的游回岸上，反而会被他们的父亲裂开的巨口所吞噬。”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七诅咒》

阿布霍斯之眷属是被外神从他们巨大而丰饶的

躯体中抛弃出的多种多样的生命体，不像莎布-
尼古拉斯的子孙，没有哪个阿布霍斯的后代是相

似的，同样也不像乌波 萨丝拉孕育的生命，阿

布霍斯之眷属是更加复杂的生命形式。有些表现

出未完成的躯体或者是单独躯体的某部分，而其

他则看起来像史前生物、畸变生物、奇怪的类人

生物、或者是无定型的生物，等等。一些阿布霍

斯之眷属可以飞，一些可以游，一些可以爬行，

还有一些根本无法移动。阿布霍斯经常分离出他

们， 然后又重新吸收一部分自己的孩子。而那

些逃脱他们父亲的抓捕的，有些游荡在黑暗无光

的地下洞穴，有些冒险进入了人类世界，还有些

进入了幻梦境。

阿布霍斯之眷属大部分精神构造都很简单，行动

和反应大部分都是出于生物对刺激的反应。少数

眷属倾向于前往那些崇拜他父亲的外星生命居

住地，但是大多数的眷属都仅仅是简单的游荡。

因为每个阿布霍斯的孩子都不同，每个眷属都有

不同的攻击模式。守密人应该为每个他创造出来的孩子决定特殊形式的攻击。

阿布霍斯之眷属的个体属性差别非常大，从统计上来说，守密人首先需要投一个随机骰子来

决定需要为这个数值投多少个骰子。举例来说，STR的范围是 1-4d10，所以守密 人需要首

先投 1d4然后投那个数的 1d10.

阿布霍斯之眷属，外神之足迹（SPAWN OF ABHOTH, Spoor of an Outer God）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4d10 10-18
体质 1-6d6 9-16
体型 1-3d10 10-12
智力 1d10 5-6
意志 1-6d6 9-16
敏捷 1-3d6 6-8
移动 1-3d6-2 4-6
HP:10-14
平均伤害加权:+1d6
武器：对于不同形式的每种攻击都是 1d100% （个人认为是骰 1d100决定命中率）

装甲：无；每轮回复 1d20hp
咒文：无



技能：潜行 50%。

理智值丧失：从 0/1d2到 1/1d10不等，取决于阿布霍斯之眷属有多可怕。

埃杜布拉里（Adumbrali）（译者：凉凉）

下级独立种族

“在深渊的深处有一些东西，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大量据合在一起仿佛无可名状的无尽黑

暗的聚合体，同样他知道那些生物还活着。他可以看到从那些聚合的东西中央可以抽出令人

难以相信的长度的触须。他们水平的移动自己的身体，向前或者向后，但是他们不能垂直的

移动。这和，他想，活着的阴影没有任何不同。”
——罗伯特·A·W·朗兹,《深渊》

埃杜布拉里是一种两维仿佛阴影一般存在着

的种族，居住在深不可测的维度之中。它们只

能在平面移动（前进，后退，向左和向右），

不能垂直的移动，即便是在他们自己的维度

中。它们中的一些有能力远距离传送，因而它

们可能会利用这个能力跳跃到新的位面。这是

一个残忍而喜欢恶作剧的种族，埃杜布拉里十

分愉悦于在杀死他们捕获的猎物之前好好地

玩弄猎物。而那些遭遇埃杜布拉里的幸存者，

眼神永远冷酷的凝视着什么，仿佛能够看到另

一个位面。

一本晦涩的神话书籍“Song of Yste”提及了

埃杜布拉里和它们的仆从。

搜寻者（seekers）：虽然埃杜布拉里经常被限

制于自己的维度之中，他们有着搜索和捕获其

他世界的猎物的方法。埃杜布拉里可以结合个

人意志创造出搜寻者，一个能够进入其他维度

的存在，“搜索者”会把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受害者带回埃杜布拉里的领域。

攻击方式：当他们进食的时候，埃杜布拉里伸出他们黑色的触手来，以流动的身体吞没受害

者、。每次成功的使用触须攻击之后可以吸取 1d6力量和 1d6体质。一旦受害者的力量减

低到 0，他们会永远的瘫软在床上；一旦受害者的体质降低到 0，他们就会死亡。力量和体

质被埃杜布拉里吸收而导致减少的数量，每星期的卧床休息都会回复 1点。如果一个人被这

种吸血的异形生物杀死，那么留下的尸体症状类似于脱水。尽管尸体上没有可见的外伤，但

是尸体上依然会留下令人不安的发着冷光的几何形图案，那图案变换着形状并且在皮肤之上

蔓延移动。

埃杜布拉里，栖息在其他维度之上的影之吸血鬼（ADUMBRALI, Other-Dimensional
Shadow Vampir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N/A N/A



体质 4D6 14
体型 8D6 28
智力 3D6+3 13-14
意志 4D6 14
敏捷 2D6+3 10
移动：8
耐久：21
平均伤害加权：N/A
武器：触手 30%，吸取 1d6力量和 1d6体质。

装甲：无，但是因为他阴影的特性，埃杜布拉里免疫世界上的所有武器。只有影响意志和智

力的附魔武器或咒语可以影响埃杜布拉里。

咒文：所有的都知道 1d3咒文，特别是攻击精神的。

理智值丧失：0/1d6

爱伊海伊人 (Aihais) （来自克苏鲁神话贴吧）

下级仆从种族

“他的身高大约有 10英尺，比爱伊海伊的平均身高要高出一码，但是他的身体构造和爱伊

海伊人一致，呈现成高高凸起的胸肌和骨状多节的四肢。他的面庞有着扁平的耳朵和狭窄的

凹陷的鼻孔，那些鼻孔只有在它长大的时候才能模糊的看到。他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几乎

完全看不到，看起来好像是细小微红的火光缓慢的燃烧着凹陷的头骨。根据当地的风俗，这

个奇异的人除了脖子上带的银质扁平丝环几乎全裸，这个圆环表明他是某个尊贵王者的仆

人。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乌素姆》。

爱伊海伊人是火星本土的两个智慧统治种族之一。他们是个普遍和平的的种族，满足于自己

的文化和贸易，而他们的邻居——火星人——是个好战的种族，嗜好侵略和征服其他世界。

这两个种族在不牢靠的停战协定下共同生存并且基本上没有交流。

爱伊海伊人目前居住在隐藏的城市之中，但是在未来，当地球终于和火星的居民取得联系的

时候，爱伊海伊人会移动到表面上建设出伟大而美丽的城市群。

尽管不是全部，大多数爱伊海伊人是旧日支配者乌素姆（Vulthoom）的追随者。乌素姆和

他的教徒深居在远在火星地表之下的广阔的

复合建筑群中，他们在沉睡与苏醒之间永恒地

循环着。这个复合建筑群——拉沃莫斯

（Ravormos）——是个满是外星科技，如同伊

甸园一般的由洞穴组成的地方，这里生长着即

使是在火星上也不为人知的各种各样奇怪而

美丽的植物和动物。一种强效的药物在漫长的

睡眠阶段被投放到宗教设施群里。这个气体使

乌素姆的追随者们沉睡阶段，像是假死状态一

样。乌素姆和他的奴仆每次会沉睡整整一千

年。

乌素姆早在万古之前就从自己的世界逃亡到

火星。在火星上，旧日支配者聚集了他忠诚的

追随者，用先进的武器武装他们，这样他们就



可以进行革命来反抗统治者爱伊海伊人。最终，乌素姆和他的追随者们被打败，并且逃亡至

地下的复杂建筑群中，在几个世纪的沉寂之后，他们仅仅在传说中被提及。乌素姆的降临于

火星和企图政变最终成了爱伊海伊人神话选集中的一部分，直到旧日支配者的确切存在渐渐

成为单纯的虚构。在爱伊海伊人的传说中，乌素姆成为了恶魔而拉沃莫斯（Ravormos）成

为了火星地狱的名字。

但是乌素姆和他忠诚的国民们仍平静地居住在火星地表之下，建造可以承载这位旧日支配者

和他的追随者们穿梭于宇宙搜寻可征服的新世界的以太船（ether-ships）。地球是旧日支配

者想要征服的第一个目标。

攻击方式：爱伊海伊人一般都是和平主义者，尽管乌素姆的教派毫无疑问的忠诚于他们的外

星神祇。旧日支配者提供给他的追随者一系列外星科技和武器，其中就有粉碎枪

（disintegrator gun）。这个奇异的漏斗状的装置能发出浓缩的原子能射线，这射线可以融化

金属和石头，并且在瞬间毁灭活着的东西。被这种外形装置造成的伤口不能被治愈 ——耐

久，体质和外貌的损失值无法回复。

爱伊海伊人，乌素姆的火星奴仆（AIHAIS, Martian Servants of Vulthoom）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5D6 17-18
体质 3D6+10 20-21
体型 3D6+12 22-23
智力 2D6+8 15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9
耐久：21-22
平均伤害加权：+1d6
武器：拳头 50%，伤害 1d3+db
粉碎枪 20%，伤害 5d6 ，1d3CON体质和 1d6APP外貌

护甲：无天生护甲，但是有些爱伊海伊的衣物会提供 4点护甲

咒语：只有乌素姆的牧师会懂得咒语。这些咒语中总会包括 “接触乌素姆”（contact
Vulthoom），“创造门”（create gate），和 1d3任何守密人认为适合的咒语。

技能：聆听 25%，潜行 25%，侦查 30%。

理智值丧失：0/1d8

：

引用
边栏
火星（Mars）——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the journal of sir hansen poplan）

我曾经在别处写下一些文章，描述过即使是我们所处的太阳系也是如此的难为人
知，解释过某些关于土星和天王星隐晦的真实。现在我来到了火星，我们天空的
姐妹，我们的手足兄弟，而且我将展示他是何等的与我们不同。
科学家们告诉我们火星是距离太阳第四近的星星，并且看起来和我们的地球非常
相似。它拥有稀薄的大气层，大约只有地球大气层的四分之一浓密。它的气候也



十分寒冷，平均气温大概在 48度（华氏温度，大约等于 9摄氏度）；气温的变
化异常剧烈。火星拥有两个月亮，火卫一和火卫二。
火 星的表面没有水体，但是这个行星拥有极冠（polar caps），大多数科学家相
信那里包含丰富的冰。盖瑞珀丽（schiaparelli），洛威尔（Lowell），和其他人
把火星上一系列笔直而明确的表 面特征归类，并称之为运河。很多人相信这些
运河可以提供灌溉，把水从冰盖上带到行星的其他地方，这暗示火星上有生命。
神秘书卷中曾暗示过火星上存 在生命——两个不同的外星种族——同时我们发
现我们对宇宙了解的越多我们开始逐渐了解那远古的秘辛。（and we see that as
we learn more about the universe we begin stumble upon the secrets of the Mythos）。
第一种火星人是爱伊海伊人。根据神话典籍，他们通常是爱好和平而温和的种族，
如果有一天我们抵达这个众多种族与我们之前抵达的星球，爱伊海伊人将会是我
们最好的邻居。
爱伊海伊人看起来像是遗传自约黑泽（Yorhis），一个更古老的火星种族，现在
已经大部分或者说完全灭绝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最初的约黑泽文明毁灭至今依
旧是未解之谜。
一个爱伊海伊人的亚种似乎发展了起来，比他们温和的同胞更加高大而强壮。他
们生活在火星之内名为拉沃莫斯的国度，崇拜旧日支配者乌素姆，在千年循环的
梦境和苏醒之间追随于它身后。
考虑到我们对火星两个智慧种族的第二种相当缺乏了解，这里就简单的称之为火
星人。仅有相当少的资料涉及到火星人，这些资料把它们描述为热爱战争，似乎
拥有吸血鬼一般的天性的种族。在爱伊海伊人和火星人之间似乎存在令人不安的
真实。
据 说还有一部分种族居住在火星之上。大部分都是简单的动物，并不比地球上
已发现的动物更加漂亮或令人生畏，仅仅是不同而已。然而这里也有令我不禁战
栗的魔物，就如那传说中居住于死城约-翁毕斯（Yoh-Vombis）之下的黑色吸血
魔蛭。它们会痛快的啃食受害者的大脑，之后乘于尸体之上就如同骑师乘于骏马
之上。这些魔蛭并不是火星上最奇异的物种，因为那里还有半英里（1英里约合
1609米）长的多足生物和即便是白天也无法被看到的变色龙，等等。
关于约-翁毕斯，那仅仅是火星上众多神秘地点的其中之一。据说它在很多年之
前就已经被现已灭亡的约黑泽所遗弃。火星真是一个充满神秘的行星。
我曾经提到过拉沃莫斯，乌素姆之居所。另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点是深渊
（Gulf），一个满是繁复弯曲而黑暗的洞穴群交织的地方，哪里据说还存在残喘
的盲目而畸形的约黑泽幸存者，他们依旧崇拜着黑暗而亵渎的神明。
有一天我们会旅行至火星，之后我们的整个世界必将被迫接受我们如今鲜有触及
的黑暗的秘密。

阿尔斯卡里(Alskali，译者绰号“独眼灰巨人”)（译者：老牛）

下级独立种族

“他们大约 10英尺高的 身体浑圆而满是肌肉。他们死灰色的皮肤上少有毛发，手脚都非常

巨硕。非人类的脸上有一个黑色光泽的独眼。由于催眠性的效果，这只独眼总是看起来就像

复眼一 样。”
——E·S·安克斯,《阿尔斯卡里全景》

阿尔斯卡里族是一支脱离于人类而完全发展了的智慧型种族。这些巨大生物的脸部除了正中

央那只黑色光泽的独眼外基本和人类的差不太多。他们一般的形态都是有着灰白色皮肤的类



人形，它们的眼睛有着下文所述的轻度催眠魔力。

这 些巨人就像其他的巨人一样，在人类传说中被描述为了独眼巨人（Cyclops）。他们在过

去的岁月里在群山的边缘修筑了巨型的建筑物，并且从这些据点中和 宇宙中的所有外神紧

密交流着。最终，阿尔斯卡里族搬出了他们巨大的城市并且住进了地球深处的新居所。这次

迁徙证明了巨人的进化让他们的形体变小了（当然， 对于人类来说依然巨大）。尽管过去他

们追随着大量恐怖的外神抑或伟大的旧日支配者们，如今残存的阿尔斯卡里族主要信仰奈亚

拉托提普 （Nyarlathotep）。土耳其一支名为 Erkek KardeO Goz（眼之兄弟会）的秘密教派

把这些独眼巨人看作众神来崇拜着，并致力于对人类社会隐藏他们的存在。

催眠凝视：目视一个阿尔斯卡里巨人的独眼短短数秒将会造成 1D6 的理智丧失，任何被阿

尔斯卡里巨人催眠的人物理性的技能都要接受减半的惩罚（例如自动驾驶、拳击、手枪、跳

跃等……）。当被阿尔卡斯里巨人的独眼所催眠时，调查员需要和他进行意志对抗来解除催

眠。

攻击方式：阿尔斯卡里巨人不使用武器，而是依靠擒抱和碾压来进行杀戮。

阿尔斯卡里，奈亚拉托提普的独眼巨人仆从们（ALSKALI, Cyclopean Minions of the
Nyarlathotep）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25 32
体质 4D6+6 20
体型 2D6+13 20
智力 2D6+1 8
意志 4D6+6 20
敏捷 2D6+3 10
移动 8
耐久 20
伤害加深： +2D6
武器：擒抱与碾压 60%，2D6伤害

护甲：无

咒文：一个智力超过 10的阿尔斯卡里巨人懂 1D2个咒文，这些咒文一般是涉及奈亚拉托提

普和其仆从的。

技能：躲藏 25%，聆听 30%，潜行 20%，侦查 30%
理智丧失： 初次看到阿尔斯卡里巨人将损失 0/1D6San

阿尼米丘利（Animiculi，作者绰号“旧神灵种” ）（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它是一个苹果大小，没有固定外观的漆黑不透明无形物。它一直都在缓慢的移动，并

且向上伸出又短又粗的指头……”
——查尔斯·简伊斯·安根，《飞跃疯狂山脉》

事实上来说阿尼米丘利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族，而是在寒冷的南极洲被远古者们以神

之陷阱（The God Trap）困住的未知而无名的外神或旧日支配者的小块组织（细节请参考《飞

跃疯狂山脉（Beyond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的精选章节）。超过 12亿年的时光中，被

囚禁的神祗设法做出些许的移动来钻出陷阱一点点。最后确实钻出来的部分被磨成了小块的

肉囊或者种子。这些钻出来的种子经常以微小的粗糙黑蛋白石形态出现，但是摸起来冷得极



不自然，它们仍然和主体保持着联系，并且也会把热量传导回它们的主核处。越多的部分钻

出来，种子也就越大，而被困住的神祗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能量以便用于最终重获自由。

当一个种子被加热到接近人体的温度时，它将分解为一种会缓慢渗过玻璃或者石头，但

是却能被金属装住的分子溶剂。无论是固态还是液态，这种材料是不能被物理方式破坏的。

强酸或其他腐蚀品将被吸收，热能、电能或者其他能量也一样，将被作为能源转换给被困的

本体。唯一能够阻止它的就是寒冷，0°C以下的温度将会把流体重新固化，生成物就像冻结

的焦油一样。尽管把固态的这种种子拿在手上也没事，但是接触流体形态种子的任何有机物

质将会被分解转化成更多相同的流体。

当这种物体的主核足够大时（比一个葡萄柚还大），主核的自然性质将会发生改变——
它将会转化为一种能够行动的阿尼米丘利类物。这种阿尼米丘利类物的外观决定于主核里面

含有量最多的那种生物天然的外形。一开始的过程消耗大约 1小时，而之后就会快得多。这

种阿尼米丘利类物是冷血的，并且体温始终比所处环境至少低 10°C。
阿尼米丘利类物是没有智力的，仅仅依靠逃离痛苦、寻找热量和宿主这样的本能来行动。

狗那么大或者更大的阿尼米丘利将能做出一些明确的计谋——例如埋伏一个目标宿主。阿尼

米丘利就像它转化成的形态物一样对伤害非常敏感，如果被破坏，它将溶解回液态，并且立

即开始再次转化回来。从本体脱离的部分将会重新转回液态。

这些种子在热带沃土中能够确实的扎根生长，并且通过时间变得巨大、强壮、根深叶

茂……这时它们将会非常的危险。这样的一个阿尼米丘利类物将几乎不可能被铲除，在下面

的几年中，它将在那里生长，并且像一条能量通道般为被囚禁的神祗提供热量，以便更多该

神祗的部分将从囚笼中脱离出来。以种子为媒介，它们最终将重获自由。

无论体型再大，阿尼米丘里或者种子永远也不会真正拥有智力。它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咒

文，但是亲代夸张的意志值让他们接近于魔法免疫。

攻击方式与特效：当一个阿尼米丘利类物变得越大，它与被囚禁的神祗的联系就越紧密，这

将让更多的能量传给该神祗——它同样能让该神祗有更多的危险力量解放到阿尼米丘利类

物上面。 这种外星射线将会使很多地球生物发生剧烈而迅速的变异，或者引起一些可怕的

梦魇（如果有着几英尺的距离，那么把入睡者的意志拿来和阿尼米丘利类物的体型进行对

抗），以及理智丧失（见下文）。

在其他的情况中，它将会引起受害者无助的入迷以便阿尼米丘利类物能够更容易抓住更

多的活物以生长。意志比这种生物的体型低至少 10点的人如果处在等同它们体格的英尺范

围内，必须每回合进行最高意志 x5 检定。失败意味着被其麻醉，并且除了在不自觉的迷醉

中盯着它外不能再离开或者做出任何行动。

阿尼米丘利类物的唯一攻击方式就是侵蚀，不受体型影响的情况下侵蚀的基础伤害都是

相同的 1D2HP/轮。当阿尼米丘利类物变得更大而且移动能力更强后，它将更倾向于根深蒂

固的附着在一个受害者身上，以更好的增加侵蚀的效果。

在游戏进程中，阿尼米丘利类物重要的参数取决于它自身的体型（见下表）。阿尼米丘

利类物每侵蚀消化掉猎物 2 点体型，其自身就能获得+1 体型。阿尼米丘利只有下表列出的

属性（它们不具备体质、智力、意志、护甲或者咒文）

阿尼米丘利，未知神祗之种（ANIMICULI, Seeds of an UnknownGod）

体型 1 2-3 4-6 7-15 16-30 之后每+10
力量 2 6 12 16 20 +4
敏捷 4 8 12 16 20 20
移动 2 4 8 10 10 10
耐久 8+体型*2



侵蚀攻击

命中率 20% 40% 60% 80% 90% 90%
伤害 1D2 2D3 2D4 4D4 6D4 +2D4
理智损失 0/1D5 1/1D4 1/1D6 1D3/1D8 1D4/2D6 +1/+2 SAN

阿特拉克-纳查之女（Atlach-Nacha，Daughters of，译者绰号“蜘蛛神之女”）（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随着祭司的咏唱，她的身体伴随着这丘丘人（译者按：冰原侏儒）歌曲的旋律摆动着。她之

后慢慢的弯了过来，并且任何人都能看到这个女人的背不可置信的膨胀了起来，并显露出一

副恐怖抖动着的黑色光泽表皮。从开口处，一副潮湿而粘稠的“蜕变女儿之皮”脱落下来，

大量的腿从旧皮中钻出，无力的挥动着，就像一只巨型的蜘蛛清扫着自己的道路。

——凯斯·赫伯，《安达曼群岛》

阿特拉克-纳查之女们都是巨型毒蜘蛛，她们通常

是全黑的，仅有在膨胀的下腹部有一些绿色或金

色的条纹。

阿特拉克-纳查这位伟大的旧日支配者从普通的

人类中选中并转化为他的巨型蜘蛛伴侣，这就是

阿特拉克-纳查之女。候选者均是从某种巨毒蜘蛛

口中余生的女性。这些女性们身上都会被阿特拉

克-纳查的祭司或追随者们留下一道名为“蜘蛛之

印”的疤痕。这位旧日支配者的仆从们诱骗甚至

强迫一个被选中的女人成为蜘蛛神的仆从。最

终，被选中的这个女人将承受一种恐怖的转化，

褪去她的人皮并且转变成一只巨型的蜘蛛。一旦

转化结束，阿特拉克-纳查之女将进入到她父亲地

下的巢穴，并且加入编织巨网的行列中。

攻击方式：阿特拉克-纳查之女每回合使用一次剧

毒撕咬。她的毒液是一种 20POT的麻痹性毒素，

如果毒性超过受害者的体质，他将当即麻痹持续

1D6小时。

她们吞食这些被麻痹的猎物头部的血肉，并且最终，通过被吃空的眼窝把他们的脑浆吸出来。

这种恐怖的宴席每分钟消耗受害者 1点智力，一旦智力达到 0，受害者将 因为大脑已经完

全被吸尽而死亡。受害者的智力掉为 0之前，如果别人能阻止这场蜘蛛盛宴他也是可以得救

的。虽然幸存，但是永久性的失明（眼睛没了）和之前损失的智力将不可再挽回，并且还将

永久性的损失 2D4外貌。

阿特拉克-纳查之女，巨网编制者们（DAUGHTERS OFATLACH-NACHA, Weavers of the
Great Web)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12 22-23
体质 3D6+8 18-19
体型 3D6+8 18-19
智力 3D6 10-11
意志 2D6+6 13



敏捷 2D6+6 13
移动 5
耐久 18-19
伤害加深：+2D6
武器：撕咬 75%，1D10+毒液（见上），麻痹之后马上开始进食，受害者每回合-1智力

护甲：5点硬壳

咒文：所有阿特拉克-纳查之女都会“联系和呼唤阿特拉克-纳查”（Contact/Call Atlach-Nacha），
智力超过 15的还能额外学会 1D3的咒文。

技能：潜行 35%
理智丧失：首次目击阿特拉克-纳查之女将造成 1/1D8的理智丧失，如果看到人类蜕皮变化

为阿特拉克-纳查之女将额外造成 1/1D8的理智丧失。

拜亚基（Byakhee，译者绰号“星际蝙蝠怪”）（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那里回响着一种被驯化并充分训练了的杂交有翼生物扑打翅膀的声音，这些生物既不是既

不是乌鸦，也不是鼹鼠；既不是秃鹫，也不是蚂蚁，更不是腐烂的类人形体；而是一种我无

法也绝不能去回想的东西。”
——H.P.爱手艺《魔宴》

这种星际种族经常服务于“不可名状者”

哈斯塔。他们由自然物质组成的身体对

于手枪这样的常规武器显得非常脆弱。

每只拜亚基都可以携带一名骑乘者穿越

宇宙，但是这名骑乘者必须通过合适的

咒文或者药剂（黄金蜂蜜酒？）来避免

寒冷和真空带来的伤害。拜亚基在地球

上并没有巢穴，但是可以被从宇宙中召

唤来履行契约或者作为坐骑。

攻击：一场战斗中，一只拜亚基能够同

时用两条前爪进行攻击（该轮攻击 2
次），或者尝试撕咬目标。如果撕咬成功

拜亚基将会附着在受害者身上并且开始

吸食他的血液。从拜亚基附着的第一个

回合开始，吸血将削减受害者 1D6的力

量，直至死亡。一般来说拜亚基在自己被杀死或吸干受害者的血液之前都会附着在受害者身

上。如果从拜亚基的口中幸存，幸存者需要休息并进行输血来重新获得血液，如此治疗后力

量可以每天恢复 1D3。
拜亚基，星间之骏马（BYAKHEE, the Star-Steed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5D6 17-18
体质 3D6 10-11
体型 5D6 17-18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3 13-14
移动 5/20飞行

耐久 14-15
平均伤害加深：+1D6
武器：爪击 35%，伤害 1D6+伤害加深；撕咬 35%，伤害 1D6+1D6力量吸取

护甲：2-毛发与厚皮

咒文：意志超过 14的拜亚基懂至少 1D4个咒文，这些咒文通常都和哈斯塔与其眷属有关。

技能：聆听 50%，侦查 50%
理智丧失：初次目击拜亚基将 1/1D6的理智丧失

查寇塔（Chakota，译者绰号“百脸怪”）（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查寇塔是一种由数十张长在一个病态的蠕虫般紫色血管遍布的圆柱形肌肉体上的人脸构

成的异形生物。这些人脸在巨大的悲伤中抽泣、喊叫以及痛哭。查寇塔虽然能移动，但是掉

到坑里就出不来了。它大约有 6英尺高，并且直径 3英尺。”
——拉里·迪缇里奥&利恩·威利斯,《奈亚拉托提普的面具》

查寇塔是通过包含了一个自愿牺牲者的魔法仪式制作出来的，该牺牲者的脸将转化为查寇塔

的第一张脸。在一段时间的喂养期后，它将很快能够独立。

查寇塔的脸来自于被它袭击的受害者们，每张新的脸在被吞噬后 2 小时就会出现在查寇塔

上。查寇塔通过它无数的人脸进行撕咬与吞食来展开杀戮，由于查寇塔的体积会不断的增长，

它能吞下多少受害者并不受限制。调查员在它身上看到一张自己认识的脸将会 2至 3倍的理

智丧失。

一个查寇塔的属性是一个由脸的数量决定的函数，每一张脸产生 1力量 1体型。它的体质和

意志等同于它的力量，它的敏捷永远是 3，移动力永远是 4。
撕咬攻击：他们能够每回合 1D8张脸对每个目标进行撕咬攻击，对每张脸都进行撕咬掷骰。

一次成功的撕咬将困住受害者，将其固定在查寇塔身边。受害者可以和查寇塔进行力量对抗

挣脱，未挣脱的话，咬住的每一副牙齿伤害都会加 1。每副牙齿的力量视为 1，统计总数来

进行对抗，而不是用查寇塔自身的力量。每被查寇塔咬到 1次，目标就会损失 1HP，还要不

进行检定的直接掉 1D10san。也可以在这里不计算掉 SAN。守秘人可以决定查寇塔能攻击

1-3个目标，查寇塔在搜寻第二个吞噬的目标前会先注意第一个目标，不过吞噬每个目标最

多只要 6回合。

哀嚎攻击：首次听到查寇塔悲惨的哀嚎将损失 1/1D8San，第二次之后就无损失了。

查寇塔，长满了人脸的精怪（CHAKOTA, Spirit of Many Fac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0D6 35
体质 10D6 35
体型 10D6 35
智力 1D3 2
意志 10D6 35
敏捷 3 3



移动 4
耐久 35
平均伤害加深： N/A
武器：撕咬 30%，每张脸 1D3伤害；哀嚎攻击 1/1D8的 San 损失

护甲：查寇塔免疫物理武器，但是火、电和魔法可以伤到它。用土或者水掩蔽它所有的嘴也

能让其窒息。

咒文：无

理智丧失：1D3/1D20首次目击查寇塔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Chaugnar Faugn，BROTHERS OF，译者绰号“象头神的弟兄”)
（译者：老牛）

上级/下级 仆从种族

“当它呼唤的时候，他们将会从群山上下来加入到疯狂的捕猎中。夏乌戈纳尔和它的弟兄们

通过思想就能进行交流。”
——弗兰克·贝克纳普·隆, 《山上的恐怖》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有上级和次级两种类型。每一个

看起来都像是一个小型的旧日支配者——骷髅般的脑袋上

点缀着有蹼的耳朵，身体末端有着巨大的闪烁圆盘的膨大象

形恐怖生物。交织在一起的结晶状长牙从这些生物的口中伸

出来。尽管有一些杂色的斑驳污点，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

弟兄们的身体却是近乎人形的。如同它们的首领，这些夏乌

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们一开始是以雕像的形式出现，一般

都是一动不动的，除非被攻击或者要下山吸血。它们巨大的

双耳对声音无比敏感，能在无比遥远的距离外就听到猎物的

呼吸。次级的弟兄和上级相比，个头和力量都相对弱一些。

这些生物居住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的洞穴中。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和它的弟兄们是从精神上联系在一起的

——如若这位旧日支配者通过某种方式受到了伤害或者影

响，所有的弟兄们都会受到轻微的同样伤害或影响。当然，

反之不然（就是说弟兄掉血象头神没事）。

上级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的属性是他们首领属性的

半值加减 1D6。如果觉得不好决定

是加还是减这个 1D6，可以 roll1D10，然后偶数加，奇数

减。次级弟兄们的参数则在后面有列出。

精神力量：尽管确实能使用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一些精神

攻击，但是上级弟兄还是比他们的主人弱很多。上级弟兄

可以让受害者经历关于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和它的弟兄们

的可怕梦魇。它们也能诱惑一个受害者走向他们身边——
当然，这种怪物随即就会立刻残杀和吞食这个无助的人类。

使用这样的精神力量将会会消耗 3点魔力，并且必须先和

受害者进行魔力对抗。次级弟兄不会用精神攻击。

吸血：战斗中这些生物将会试图紧紧擒住一个目标，并且

用它们怪异的象鼻从受害者的脸上吸取血液。被吸血将会每回合永久损失 1D6体质。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们也会把受害者捏死或勒死，受害者必须用擒抱进行对抗来挣

脱。

次级夏乌戈纳尔 ·法格恩的弟兄，恐怖的吸血象头人（ LESSER BROTHERS OF
CHAUGNAR FAUGN, Vampiric Elephantine Horro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6 16-17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3D6+6 16-17
智力 2D6 7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 10 (无法飞行)
耐久 17
平均伤害加深： +1D6
武器：擒抱 35%，特殊伤害；撕咬 40%，1D3；吸血 擒抱和撕咬后 100%，每回合 1HP；
碾压，30%，1D4+伤害加深

护甲：2点皱象皮

咒文：次级弟兄不懂咒文

技能：聆听 25%，侦查 25%
理智丧失：1/1D4首次目击次级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

上级夏乌戈纳尔 ·法格恩的弟兄，恐怖的吸血象头人（GREATER BROTHERS OF
CHAUGNAR FAUGN, Vampiric Elephantine Horro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3+/-1D6 33
体质 70+/-1D6 70
体型 20+/-1D6 20
智力 13+/-1D6 13
意志 18+/-1D6 18
敏捷 15+/-1D6 15
移动 8 / 12 飞行

耐久 45
平均伤害加深： +2D6
武器：擒抱 40%，擒抱的目的就是之后的吸血；吸血 擒抱后 100%，每回合永久损失 1D6
体质；碾压 35%， 1D6+伤害加深

护甲：无护甲——仅能被魔法或附魔武器伤害

咒文：“联系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召唤/驱使次级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增加至少

1D10个同类

技能：聆听 60%，侦查 60%
理智丧失：首次目击非活性的上级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损失 0/1D4San（译者：可怕的

雕塑品）；如果首次目击活动的则是 1D3/1D8San。



风之子（CHILDREN OFTHEWIND）（译者：老牛）

下级独立种族

“他们咧嘴咕噜着，随着风 流而滚动，死白色的眼睛紧紧盯在玻璃上面。我想起了那些被

抛在怒啸的大海中久久承受冲刷的尸体们。灰白色可怖的嘴巴就像开裂而乱蓬蓬的鹿皮鞋腹

一样。黏糊 糊的肢体就像某些附着物一样戳在玻璃上。”
——约瑟夫·佩恩·布莱曼《七风之城》

这些邪恶的存在鲜为人知，并且和任何的神格都没有关联——它们经常会出现在狂风肆虐的

区域。在一份文献中，这种生物出没于叙利亚附近沙漠中一个被称为“七风之城”的神秘地区

中，它们或许和千柱之城伊阑（Irem）也有关联。

风之子们模糊不清的身形就像就像人类堕胎而产生的浮肿而模糊的不定形生物，而它们总是

伴随着呼啸肆虐的狂风显形。这些恶毒的生物总是 10个以上的群体行动，并把它们的受害

者在狂风中裹走——偶尔能在遥远的地方发现被啃尽血肉的骸骨凌乱散落在血泊中。

风之子，野生幽灵（CHILDREN OFTHEWIND, Savage Apparition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6 13
体质 1D6+6 9-10
体型 2D6+6 13
智力 1D6+6 9-10
意志 1D10+6 11-12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8飞行

耐久 11-12
平均伤害加深: +1D4.
武器：缠身 30%，1D6伤害

护甲：风之子们浮肿的身体将给与它们穿刺武器伤害减半的防护。魔法和非魔法武器正常造

成伤害。

咒文：一般没有

理智丧失：初次目击风之子损失 0/1D6San

钻地魔虫(Chthonians)（此段为玖羽翻译，老牛简单修改）

上级独立种族

“一堆涌动的触肢，长在那个柔软的灰黑色袋状躯体上……除去那堆伸展开来、四下摸索

的触肢以外，它没有任何可供识别的明显特征。不，有的——没错，在这东西的前端有一个

肿块……那是一个为它的大脑、或是神经中枢、或是别的随便什么支配着这只恐怖、令人作

呕的生物的病态器官而准备的容器。”
——布瑞安·拉姆雷《地底掘进者》



这种生物，就像是一只生活在泥土中的巨大乌

贼。它们好似蠕虫一般的细长身躯总是包裹在粘液

中，某种类似咏唱的声音总会伴随这些生物一同出

现。这些强壮有力的挖掘者能存活一千年之久，并

会悉心保护它们的后代；钻地魔虫有许多不同寻常

的能力，与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种生物都没有相似

之处。它们之中最为重要的个体，是巨大的修德·梅
尔（Shudde M’ell）。
任何处于成长阶段的钻地魔虫都能用心灵感应进

行交流，因此，它们能与本族的任何一个个体取得

联系，不管对方置身何处，都能感知思想。但只有

成年的钻地魔虫能用心灵感应控制其它种族的生

物。

●它们能在岩石中掘进通道，岩石对于它们就

好像是奶油一样。同时，它们不需要呼吸。

●成年的钻地魔虫能耐受非常高的温度，可高

达摄氏 4000度（华氏 7200度）。大多数钻地魔虫

都住在接近地核的地方，也许只有流浪者、被流放

者以及那 些在岩浆喷发中被意外夹带而出的个体

才会去探索人类繁衍生息的冰冷地表吧；也许它们

靠近地表是为了生下后代，毕竟，幼年的钻地魔虫不能承受过高的温度。但我们对它们的确

切动机一无所知。

●完全成熟的个体能引起强烈的地震。

●钻地魔虫对水极端敏感。虽然包裹它们表皮的粘液能隔离极少量的水，但哪怕只是普

通地浸在水里也会杀死钻地魔虫。在掘进时，这些怪物会通过水源或富含水的沉积物所反射

的相对较低的回音来辨别大量含水的地区，并尽力避开这些地方。守秘人可以对钻地魔虫受

到水分的伤害做以下的判定，每 100加仑（1加仑=3.78升）水造成 1D10伤害或者每 10加
仑水造成 0/1伤害。

●钻地魔虫的分布遍及全世界，甚至在大洋之下的玄武岩中也能发现它们。在西非一个

名叫格·哈伦（G’harne）的神秘都市中，经常可以看到它们出没；数十亿年前，它们可能曾

被囚禁于此。

本项的一般描述和最初给出的数据，是处于成熟期——蜕皮成长的最终阶段的钻地魔虫。这

是调查员最有可能遇到的一种钻地魔虫。接下来我们会比较钻地魔虫成长过程中的六个不同

时期，因为调查员也可能会遇到一窝幼年的钻地魔虫，或者一群分属不同年龄层的钻地魔虫。

钻地魔虫的精神控制：钻地魔虫能用它们的心灵感应能力控制人类，但它们很少这样做，除

非对方有某些它们想要的东西，例如奇特的球形矿物结晶等。

在使用这项技能时，需要用目标的意志值与钻地魔虫的意志值进行对抗检定。一旦钻地魔虫

成功，受害者就会被束缚在遭到精神控制时所待的那一片区域。受害者起先还有大约一英里

的活动范围，但随着钻地魔虫的接近，这个范围会逐渐缩小，直到受害者可能无法离开某个

特定的房间、甚至某张特定的椅子为止。当受害者最终无法移动时，钻地魔虫就会从地板下

冲出来，取走它想要的东西。如果受害者意识到了钻地魔虫的精神影响，用一个成功的意志

对抗检定就能打破这种束缚。而如果受害者有过被钻地魔虫控制精神的经验，那么一个成功

的灵感检定可以让他意识到这种影响。

钻地魔虫可以用心灵感应接触任何一个它所知道的人类，无论对方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但



钻地魔虫也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搜寻对方的精神所在。

与人类沟通、或把某人束缚在某块区域一天，需要花费钻地魔虫 1点魔力值。它与受缚目标

的距离每隔上 10英里，就需要再多花费 1点魔力值；如果距离很远，几只钻地魔虫还可以

将魔力值集合在一起以弥补这一花费。但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只钻地魔虫与目标进行意志

对抗。

钻地魔虫之间的交流不需要花费任何魔力值，不论二者相距多远。据某些传闻称，成年的钻

地魔虫能吸取人类的魔力值，但真相目前还不得而知。

地震攻击：所有的成年钻地魔虫都能制造出地震。将参与这项活动的所有钻地魔虫的意志值

累加、然后除以 20，得到的结果就是这场地震的里氏强度。但这一强度只在直径 100码的

区域有效，直径每再扩大 100码，地震的震级就减 1，直到震级弱得可以忽略为止。此外，

这些钻地魔虫也可以选择把力量集中在中心区域，而不是让地震随直径延伸，以便在直径为

100码的倍数的某个较小区域内维持最大效果。

在产生地震时，参与这项活动的钻地魔虫至少要有半数以上位于中心区域的正下方。每

只钻地魔虫需要花费的魔力值等于这场地震的最高里氏震级；历史上等级最高的地震为 9
级左右，但地质学证据显示，比这强烈得多的地震也曾发生过。

触肢攻击：在每一轮中，钻地魔虫都可以使用 1d8条触肢攻击，每条触肢造成的伤害等于该

个体伤害加权的一半（小数点后无条件省略）。一旦有一条触肢击中目 标，它就会粘附在其

上，并蠕动向受害者的要害部位，开始吸取受害者的血液和体液。这会造成每轮 1d6的体质

值损失，当体质值降到 0时，受害者就会死亡。这种损失是永久的，无法恢复。然而，当一

条触肢开始吸取体质时，钻地魔虫每轮就只有 1d8-1的触肢可供使用，以此类推，如果该结

果低于 1，则本轮它就没有 可用于攻击的触肢了。不过，正在吸取受害者的触肢仍可以继

续吸取体质。所有的触手都可以攻击同一个目标，或者分散攻击不同的目标。

压碎攻击：钻地魔虫可以用巨大的身体压碎它的敌人。如果钻地魔虫选择进行压碎攻击，那

么本轮它就无法进行触肢攻击，但已经抓住受害者的触肢仍可以继续吸取体质。在攻击时，

钻地魔虫会竖起身体，然后碾压下来：压碎的区域是圆形的，直径为[钻地魔虫体型值的 10%]
英尺，此区域内的所有生物都会遭到同样的攻击。

在压碎区域内的所有调查员都需成功通过“闪躲”或“跳跃”检定，否则就会损失和钻地魔虫的

伤害加权相等的 HP值。

完全成熟的钻地魔虫，生有触手的地底挖掘者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X5 52-53
体质 3D6+20 40-41
体型 3D6X5 52-53
智力 5D6 17-18
意志 5D6 17-18
敏捷 2D6 7
移动： 6／掘进 1
耐久： 46～47
平均伤害加权： +5d6或 6d6
武器： 触肢 75% (2d6或 3d6+吸血)

压碎 80% (5d6或 6d6+伤害加权)
装甲： 5(皮肤和肌肉)，钻地魔虫受伤后每轮能恢复 5点 HP，但 HP 一旦降到 0
便会立即死亡



咒文： 每一个个体都有[智力值×3]%的机率知晓 1d6 种咒文，这些咒文均与修

德·梅尔或地球上的旧日支配者有关，例如克苏鲁、伊戈罗纳克、伊格等

理智值丧失： 见到完全成年的个体 1d3/1d20；见到成长中的个体 1/1d10；见到幼虫不

会丧失理智值

钻地魔虫的生命周期：完全成年的钻地魔虫的数据已在上方记载，幼虫的情况位于本项的最

后。在成长过程中，智力与敏捷不发生变化。

阶段 第二龄 第三龄 第四龄 第五龄

力量 3d6 3d6X2 3d6X3 3d6X4
体质 3d6+10 3d6+15 3d6+20 3d6+25
体型 3d6 3d6X2 3d6X3 3d6X4
意志 1d6 2d6 3d6 4d6
最高温度 100°C 250°C 600°C 1500°C
耐久回复 1 2 3 4
装甲 1 2 3 4
平均耐久 15-16 22-25 29-33 34-42
期间 8-9个月 8-15年 未知 未知

最高温度：处于该时期的钻地魔虫在不受伤害且不觉疼痛的情况下能忍受的最高温度。两倍

于表格所示的温度会迅速杀死该钻地魔虫。

HP恢复：处于该时期的钻地魔虫每轮所能恢复的 HP值。

平均 HP：处于该时期的钻地魔虫的平均 HP值。

幼虫：钻地魔虫的卵形似异质晶簇(Geode)或其它一些球状矿物结晶。它们的直径通常不大

于一英尺，有着二到三英寸厚的壳。

幼虫是钻地魔虫生长的初始阶段。孵化之后，在蜕皮达到第二龄前，幼虫还需要生活几个月

的时间。新生的钻地魔虫大小只近似一条蚯蚓，有着 1点 HP和 1d6点意志值。它只能承受

40摄氏度的温度，一支点燃的雪茄就能令它萎缩，并彻底杀死它。

寒冷者（Cold Ones）（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并且这种北部荒野的白色精怪——寒冷者，遵从着白色蠕虫的命令，永远都在冰冷的荒野

出没，并且在夜风中如同被诅咒的痛苦魂灵般尖啸。

——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林·卡特《极地之光》

寒冷者们是一种伺奉着极圈的旧日支配者阿弗姆·扎（Aphoom Zhah，极圈之王）和日利姆·夏
伊科斯（Rlim Shaikorth，白色蠕虫）的半灵半肉存在。它们以哀号的人影形的雪花或蒸汽

式的幽灵的形式出现。寒冷者也被叫做伊利德希姆（ylidheem），仅在一些非常寒冷的区域

中会遭遇。他们在下雪的天空中出现又消失，在纷纷扬扬的冰雪中仿佛鬼魂一样忽隐忽现。

寒冷者是半灵质性的所以不能穿过紧密的物质，但是它们却可以渗过最为细小的裂缝或者开

口。一般它们苦痛的哀嚎只是一种对于自身出现的警告。特别的是，他们的出现几乎和伊塔

库亚(Ithaqua) 及其仆从扯不上关系。

寒冷者的耐久等同于自身意志值。

攻击方式：寒冷者们通过出现在一个受害者的周围并且造成冻结伤害来进行攻击，这样的攻

击 就像某个冻伤一样，没有任何外伤，但是组织、骨头和内脏器官却承受着强烈的寒冷造



成的伤害。每次寒冷者成功的攻击将会让受害者损失 1D2体质和 1D2耐久。体质和耐久损

失值每合计达到 5点，受害者还将额外损失 1力量和 1外貌。生还的受害者需要立即或者稍

后进行医学治疗。成功的急救可以恢复仅 1点 HP、体质和力量，但无法作用于外貌。成功

的医学可以恢复 1D3点体质、外貌、力量和 HP。由于调查员每损失 1点 HP或者属性都需

要 1周的专业医学护理治疗，所以也仅允许进行 1次成功的医学检定（译者，甲不成功可以

乙来，甲成功了不可以再来个人又成功 1次）。

寒冷者，伊利德希姆（COLD ONES, Ylidheem）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N/A N/A
体质 N/A N/A
体型 2D6+6 13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6 16-17
敏捷 2D10+10 21
移动 50 飞行

耐久 16-17
平均伤害加深: N/A
武器：冻结之触 30%，特殊伤害（见上）

护甲：无，不过寒冷者对所有物理攻击免疫。它们仅能被火炬伤害，例如一支燃烧的火炬，

或者带火的武器/攻击可以每回合对它们造成 2D6的伤害。

咒文：一个智力在 16 以上的寒冷者懂 1D3 种咒文，一般和寒冷、天气、或者阿弗姆·扎和

日利姆·夏伊科斯相关。

技能：闪避 敏捷 x2%（平均 42%）；藏在雪中 90%；在雪中潜行 90%。

理智丧失：初次目击寒冷者将损失 0/1D6 San；初次听到寒冷者痛苦的哀嚎将损失 0/1D3San。

星之彩(Colors Out of Space)（此段为玖羽翻译，老牛简单修改）

上级独立种族

“那一道自井中浮现的磷光不禁使人们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厄运降临的感觉。这

种感觉已远超他们的意识所能构想的任何景象；那种色彩不再只是闪闪发光， 而是自井口

喷涌而出。当这股由无法辨认的色彩组成的无形洪流离开井口之时，它就仿佛直接流向了天

空。”
— —

H·P·洛夫克拉夫特, 《外层空间之颜色》

星之彩是一种有知觉的生物，但它表现出来的样

子，却像是一种纯粹的颜色。它不是气体，也根本

没有物质化的实体；当它移动时，看起来就像是一

块闪闪发光的、无定形的颜色在四

处流动，在它淡色遮蔽的阴影中闪闪发光。它发出

的色彩与已知光谱中的任何 颜色都不同；这块特

殊的颜色能在地面上流动，也能像生物一样在空中

飞翔。当它进食时，其猎物的皮肤与面部都会散发

出和星之彩颜色相同的微光。



虽然星之彩是无形的，但它从人体上经过时仍然能被察觉。那感觉就像是触碰了粘湿、有害

的蒸汽；在盖革计量器上，它的存在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辐射爆发现象。在使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发的光源强化设备监视时，它表现为一块明亮的发光体。但红外线监视器对其无效。

星之彩来自宇宙深空，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自然法则。成熟的星之彩能产生胚芽，它是一个

三英寸大小的无害球体，看上去像是中空的；当被放在营养丰富的土壤或浅水洼中时，胚芽

就会开始发育。数天后，胚芽的外壳就会分解，并出现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幼虫的新生物。

这些像果冻一样的幼虫能长得非常大。当它开始渗入生态系统时，当地的植物就会开始病态

地疯长；果实的味道会变苦，昆虫和动物会产下畸形的后代。到了夜间，所有的植物都会散

发出星之彩的微光，草木会扭曲、缠结在一起，像被强风吹打一样猛烈摇晃，甚至连人类都

会发出幽灵般的光辉。数月后，幼虫就会转化成幼年期的星之彩。

幼年期的星之彩会离开自己的巢穴，在附近觅食，并开始消耗在它身为幼虫时曾影响过的地

区中所蕴含的生命力。当它吸取了足够的能量后，就会离开这颗行星、前往太空，并最终成

熟。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此区域拥有大量生物，星之彩能吸干大约五英亩范围内的所有生命

力；如果是一片荒野或草原，星之彩能吸干十到二十英亩内所有的生命力。土地一旦被吸干，

就会从此荒废，没有任何植物能继续生长。

明亮的光线能抑制星之彩的活动。在白天，它会待在阴暗、凉爽的藏身处，最好是某种水底：

池塘、井、湖、蓄水池甚至海洋，都是理想的地点。

攻击方式及特殊效果：星之彩是相当高效的攻击者。如果守秘人想警告他的调查员，可通过

一个[智力*4或*5]的判定，来侦察到它发出的微光或留意到突然出现的臭氧气味。

进食：一旦星之彩开始进食，则需以它的意志值与受害者当前的魔力值做对抗检定。当星之

彩的意志值每超过受害者的魔力值 10点，它就能从受害者身上永久吸取 1点力量值、耐久

值、意志值、敏捷值及外貌值，并对其造成 1d6点伤害。每吸取受害者的 1点意志值，就能

增加星之彩的 1点意志值。受害者会意识到自己正被吮吸，并有一种灼烧的感觉，甚至会渐

渐变得枯萎和苍白；他的面部和皮肤也会随着丑陋的皱纹和裂缝的出现而迅速老化。一旦星

之彩吸取完毕，受害者就会死亡。

意志值较低的星之彩在猎食人类时，会使用它的精神攻击。星之彩能削弱附近有知觉的生物

的精神，在星之彩附近每居住一天，这片区域上的每个人就都必须以自己的智力值对抗星之

彩的意志值，如果失败，则会损失 1d6点魔力值和 1d6点理智值。因此而丧失的魔力值无法

自然恢复，除非受害者离开这片区域。这种影响还能强有力地迫使受害者待在自己的家里，

当受害者的意志力不断削弱时，这种影响将会变得更加难以抵抗。如果受害者决定要要离开

这片区域，他必须掷 d100，结果若低于自己的[魔力值×5]，对抗才能成功。如果失败，他

还会继续留在家里。

瓦解：星之彩能将它的能量聚焦在几乎任何物质上，从而瓦解出一个洞穴来。这一能力主要

用于挖掘它位于地下的巢穴；但同样的能力也可以熔化一立方英尺的钛，或者分解数立方码

的松木。洞的边壁看起来像是被熔化的，但不会有任何热量产生。

最后，星之彩可以集中并固化它身体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将会变成半透明的。这时，它可以

使用自己的力量值抓住人类、拿起武器，或使用其它物品。

星之彩，生命猎食者（COLOURS OUT OF SPACE, Life-Force Feed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D6每 10点意志 7
体质 N/A N/A
体型 等于意志 10-11
智力 4D6 14



意志 2D6* 10-11+
敏捷 2D6+12 19
(*)基础数值，该数值会随星之彩的猎食而增加。

移动： 流动 12／飞行 20
耐久： N/A
平均伤害加深： N/A
武器： 吸取 85% (1d6+属性丧失，具体见上文)

精神攻击 100% (1d6魔力值+1d6理智值)
瓦解 100% (物质瓦解)
抓握 85% (无伤害)

装甲： 无。物理攻击无法对星之彩造成伤害，但强磁场可以禁锢它。它也会受到

魔法的影响

咒文： 无

技能： 无

理智值丧失： 见到星之彩 0/1d4。见到被星之彩猎食的受害者 1/1d8

爬行者（Crawling ones）（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在至深窟穴之中，居住着恐怖之物，其物至奇至怪，眼不可窥。在遭到诅咒之地，死亡的

思想会获得新的生命和怪异的肉体，那些肉体无头，却有邪念居于其中。 大贤伊本·斯查卡

巴欧(Ibn Schacabao)曰：没有横躺着巫师尸首的坟墓是幸福的，没有撒着巫师骨灰的城邑的

夜晚也是幸福的。古言相传，结交恶魔之人的灵魂不会很快离开躺在墓穴中的尸骸，它们会

等到有大蛆噬咬尸体为止。那时，恐怖的生命会从腐尸中生出，愚钝的食腐之蛆会变得狡诈，

使大地烦恼，它们会肿胀到可怕的程度，使大地遭殃。它们会钻进大地的毛孔，偷偷掘出大

洞，它们不再只能爬行，而会开始学着走路。”
—— H•P•洛夫克拉夫特, 《魔宴》

（注：此段采用玖羽大人翻译

地址 http://bbs.saraba1st.com/2b/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304）
爬行者由千万条蛆虫组成，尽管这些蛆虫大部分时候保持着一个人体的形状，但是实际上每

一条蛆虫都是独立存活并且不断移动着的。由于爬行者的身体柔韧而充满弹性，普通的武器

只能够对其造成最小伤害。子弹仅能对爬行者造成 1点伤害，除非是霰弹枪，不过霰弹枪也

只能造成自身的最小伤害。

爬行者不能说话但是却可以写下信息，它们施放咒文或者和自己的外星主人交流时是不需要

说话的。爬行者们被认为是信仰着克苏鲁和伊索

格达(Ythogtha)，而且疑似和索斯人 (Xothans)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同样和图尔兹查(Tulzscha)
跟哈斯塔(Hastur)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同时居住在

幻梦境和现实世界。

攻击方式：爬行者们并没有天然的攻击方式，所

以必须借助武器来攻击。

爬行者，蛆虫人（CRAWLING ONES, Wormy
Things）

http://bbs.saraba1st.com/2b/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2304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D8+2 6-7
体质 4D6 14
体型 2D6+6 13
智力 2D6+6 13
意志 4D6+6 20
敏捷 2D6 7

移动 8
耐久 13-14
伤害加深：0
武器：使用各种基础命中等级的武器来造成基础伤害

护甲：无护甲，但是爬行者们柔韧的身体可以让任何武器都只能造成最小伤害。

咒文：每个都懂 1D10种咒文

技能：潜行 60%
理智丧失：初次目击爬行者将损失 1D3/2D6 San

梦境结晶器守护者（Crystallizers of Dreams, Guardians of，译者绰号“飞水母”）（译者：老

牛）

下级仆从种族

“别问我那里搞到这结晶器的，告诉你——在我可以完全确定已经甩掉它的守护者前，我必

定什么都不会说。”
——拉姆塞·坎贝尔.《面纱粉碎者》

这些守护者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自己的幻梦境中都是以若隐若现的幽影的形式出现的，看起

来就像一些幽灵又或者漂浮的水母般。梦境结晶器守护者们像云团般安静的 在地面上游动，

狂躁的暗色麻袋状身体下方悬挂着优雅的长触手，除了一双闪烁凶险红光的猫一般的黄色眼

睛外，守护者的外表可谓平平无奇。目击守护者被认为是 不祥的征兆。

这些生物的职责是守护梦境王国和现实世界中间某个维度的一种神奇而怪异的结晶器。一旦

结晶器发出奇怪的鸣响、蛋形的水晶被误用或误取，休普诺斯(Hypnos)将会向外派出这种守

护者们去取回这些迷一般的宝石以及杀死外来的队伍。

守护者们会被结晶器的鸣响吸引，每次使用这件圣物将累积增加 1D10%这种生物的注意力。

一开始，一个翻滚流动，就像一滩水洼般的阴影出现在空中。片刻后，一只或者一群守护者

将从这个空间位移中漂涌而出到当前维度来寻找梦境结晶器和其轻率的使用者。守护者们没

有任何的味道，也不会发出声音，因此它们几乎总是在对方无法查知的情况下展开攻击。

由于它们阴影状的构造，守护者们是不具备人类所理解的力量和体质。这些生物的耐久等同

它们的意志。

攻击方式：守护者们通过自己阴影状的触手缠绕消费者并把他们拖往传送门对面梦与现实的

狭缝来展开攻击。受害者必须通过力量对抗守护者的意志来挣脱。那些被守护者带走的人之

后 将会永睡不醒，他们被永远困在了守护者和他们主人——梦神休普诺斯的梦境王国里。

这些生物可以在现实世界或者任意一个幻梦境中出现并展开攻击。

梦境结晶器守护者（GUARDIANS OF THE CRYSTALLIZERS OF DREAM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N/A N/A
体质 N/A N/A



体型 3D6+3 13-14
智力 2D6+8 15
意志 2D6+6 13
敏捷 2D6+8 15
移动 10 在空中浮游

耐久 13
平均伤害加深：无

武器：缠绕 35%，特殊效果（见上）

护甲：无，但是这些生物仅能被作用于智力和意志的魔法或附魔武器伤害

技能：无声移动 100%
咒文：一个通过智力检定的守护者可以学会该鉴定值数量的咒文。这种生物有着能在现实世

界施放幻梦境中咒文的特殊能力。如果一个守护者懂咒文，它们基本都是幻梦境中那样的。

理智丧失：首次目击梦境结晶器守护者损失 0/1D6San

克苏鲁星之眷族（Cthulhu, Star-Spawn of）（译者：老牛）

上级仆从种族

“它们全部都躺在那被强大的克苏鲁的法术保护着的伟大城市拉莱耶中的石头房子中，等待

着由地球和星辰的排列将再次带来的光辉的时刻”
—— H•P•洛夫克拉夫特, 《克苏鲁的呼唤》

星之眷族们从 Xoth 星和克苏鲁与第四代旧日

支配者们一同来到地球。这些巨大的八爪章鱼

状

的生物和克苏鲁本身多少有点相似，但是又更

加小一些。拉莱耶沉没时 并非所有的居民都被

困住，有一部分依然居住在深沉的海沟中，并

被那些和居住在星辰中的生物相关的（例如金

牛星座毕宿五附近一个星球上的哈里湖）深潜

者或者其他海面上的恐怖所联系。

五大观测者：有 5 个“顶级”星之眷族沉睡在地

球上隐蔽的地带，他们的任务就是观测拉莱耶

升起的明确征兆，当征兆出现时他们也会被唤

醒，他们将会举行一场古怪的仪式以便让强大

的克苏鲁从那万古漫长的沉睡中醒来。这 5 位

观测者分别沉睡在中国的群山中、千柱之城伊

阑（Irem） 的沙砾之下、格林兰岛的冰河之下、波士顿和罗德岛（Rhode Island）之间某座

房子下方的洞窟中，以及南美亚马逊河中某处。5位观测者都是最大状态值的星之眷族，并

且都懂唤醒克苏鲁的咒文。

攻击方式：一个星之眷族（或者说 Xoth星人）会用触手或者勾爪展开攻击，它每回合将用

1D4条触手或者 1个勾爪。触手伤害等同于这种生物伤害加深的半值，勾爪伤害等同于全额

伤害加深。

克苏鲁星之眷族，Xoth星人，沉睡者们的监管者（STAR-SPAWN OF CTHULHU, Xothans,
Satraps of The Sleeper）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X10 70
体质 3D6X5 52-53
体型 3D6X10 105
智力 6D6 21
意志 6D6 21
敏捷 3D6 10-11

Move 20 / 20 潜游 / 10 飞行

HP 79
平均伤害加深：+11D6
武器：触手 80%，威力=1/2伤害加深，攻击 1D4次；勾爪 80%，威力=伤害加深

护甲：10点肥厚皮肤，每回合增加 3
咒文：每个星之眷族都懂 3D6种咒文

理智丧失：初次目击星之眷族损失 1D6/1D20San。

克苏鲁之仆役（Cthulhu, Thralls Of）（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他迅速的开始从那个躺在锯末上扭动曾经是他兄弟的东西身边走开。曾经是’他’头顶的部

分都是些拇指粗的白色蠕虫，就像某些可怕的海葵正在疯狂吮吸着还在存活中的大脑一样！”
——布瑞安·拉姆雷, 《露天市场的恐怖》

克苏鲁的仆役是一些肿胀的灰色人形肉块。肌肉上渗出着腐沼味的小颗啫哩状物——每次被

攻击时这膨大的肉体都会如泪珠般的滴落，不过对本体没有任何影响。他们没有毛发的脸上

有着一双粗鲁圆睁着，一眨不眨的黄眼睛。它们长满锋利牙齿的嘴边或者没有头发的头顶上

萌生着微小的触手痕迹。仆役们没有耳廓，尽管他们在空气中听觉很差，但是在水中听觉却

很好。这些生物能够交谈，他们哪怕一点点的声音在普通人类听来也非常令人作呕。尽管它

们并不擅长用脚攻击，它们的每一个手指和脚趾末段都长着锋利的爪子。仆役们保持着原先

的性征，但是歪曲的性器并不具有生育能力。

仆役们通常是蜷缩的，它们能在短距离内飞速移动——它们又短又粗的腿脚跑不了太长。这

种两栖动物主要居住在水中，并且可以以飞快的速度和巨大的力量在水中游动。

仆役一般会避开阳光的直射。

仆役们是原本克苏鲁的人类祭司们通过成功的特殊仪式转化为这种仆从生物的，这种可怕的

转化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完成。这种黑暗的仪式还要克苏鲁愿意接受请愿者本身。转化成功后，

先前那个人的意愿、思想、特征都是可以保留下来的，但是身体却转化成了不朽的怪物。

当一个人类转化为克苏鲁的仆役之后，他的力量、体质、体型均加 4，敏捷减 4，意志和智

力不变。教育、外貌、理智这 3个参数则不再适用。

攻击方式与特效：当耐久被物理攻击扣到 0以下，仆役将会化作一团灰色腐臭的气团。1D8+1
回合后，这个气团将会转化回参数全满的仆役。如果被咒文或者其他魔法攻击把耐久扣到 0
以下，则仆役永久死亡。数十年后仆役将失去它的再生能力，除非被完全浸泡在盐水中。到

了这个时候，仆役将会退到海中，和深潜者们、星之眷 族们以及其他的咸水生物共同伺奉

克苏鲁。一旦来到海中生存，仆役就再也不能离开海洋了。

克苏鲁的仆役，伺奉克苏鲁的仆从（THRALLS OF CTHULHU, Servants of Cthulhu）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人类+4 14-15



体质 人类+4 14-15
体型 人类+4 17
智力 人类 13
意志 人类 10-11
敏捷 人类-4 6-7
移动 6 / 10 潜游

耐久 15-16
平均伤害加深: +1D4.
武器: 爪击 30%, 伤害 1D6 + 2 + 伤害加深

护甲：无；每回合恢复 1D6，如果被物理攻击把耐久扣到 0以下，1D8+1回合后完全恢复。

仆役大部分害怕咒文。

咒文：如同人类

技能：仆役们保留人类时期的大部分技能，不过当他们完全转化为仆役后，技能将不再增长。

部分技能，例如：议价、攀爬、快速交谈、劝服、急救、骑术、信誉等将不能再被使用。而

水下听音和游泳技能则提升到至少 65%。

理智丧失：首次目击克苏鲁的仆役损失 1/1D8San

漆黑者（Dark Ones）（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传说漆黑者们是以死去的旧日支配者们的尸体为生 的，由于它们仅能以寄生虫的方式在

尸体内部生存，所以至今他们的确切形状依然是谜（《保禄默示录 Apocalypse of Paul》一类

的文书上认为它们的真实形态是一头 1-3英尺的巨大的双头

蛆）”
——斯蒂芬·盖斯贝特,《克苏鲁：黑暗时代》

漆黑者们是服务于奈亚拉托提普和一个被叫做“无极未名

（Magnum Innominandum）”（无名之雾 the Nameless Mist）
的存在的某个“矮人”种族。每年两次，这个黑暗的种族将举

行某种野蛮的仪式，在偏远的山顶上围绕着苍亮的篝火、敲

打着鼓、把捉来的人类喂饲给无极未名和“它里面的东西”。
漆黑者们经常寻找一些葬礼前做过木乃伊处理的人类尸体，

尽管宿主依然会腐败，但是漆黑者可以把它重生为一具劣化

的生命体。在宿主完全腐败之前，黑暗者将会找到一句新的

尸体（如果需要的话杀掉某些活人）并重新占据。为了减缓

宿主的腐化，他们通常潜藏在坟堆、墓穴和洞窟下面寒冷黑

暗的世界中。此外，在腐沼和整齐的冰川中也能发现它们的存在。

由于不具备所谓“意志”（以及与其相关的任何形式的感情，例如恐惧或者理智），漆黑者们

不能施法，取而代之的是，它们能借助所有类型的不详神器来不借助咒文开启传送门、操控

无生命的机械、以及以禁忌的方式改造生命。除了得益于奈亚拉托提普的恩宠，实在找不出

其他为何漆黑者们低下的智力能操控如此众多的珍宝的理由了。漆黑者们正是奈亚拉托提普

的“万千蒙宠者（Million Favoured Ones）”之一。例如米戈（mi-go）这样的其他神话生物或

者外星种族也经常会利用漆黑者们卑劣的技巧。

漆黑者们经常以 10只或更多的团队形式出现，它们与马匹之间有某种奇怪的联系，可以直

接的进行骑乘。



漆黑者的属性：由于漆黑者们一般寄生在尸体中，用宿主的参数去掉智力和意志后加上漆黑

者的参数和耐久（例如：某个宿主生前有 12体质，寄生的漆黑者体质 3D6假设得到了 9，
那么寄生后得到的生物就有 21体质）。KP要安排宿主的身体一段时间后腐朽并导致属性下

降，逼迫漆黑者寻找新的身体。宿主的体型增加 仅仅表现为体重，而不是长高或变胖——
其他的属性增加是生化性的，可以理解为漆黑者占据了宿主的身体并滥用其机能。

漆黑者，奇怪的黑暗种族（DARK ONES, The Strange Dark Folk）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 宿主值+1
体质 3D6 宿主值+10-11
体型 1 宿主值+1
智力 2D6 7
意志 0 0
敏捷 1 宿主值+1
移动 宿主值 + 1
耐久 宿主值 +6
平均伤害加深: 等同宿主

武器：任何武器都可以享受 75%的命中率

护甲：无

咒文：无，但是很多形形色色的神器可以用来开启传送门、联系其他神话生物、乞求风、雾、

暴雨等，看 KP描述。人类一般无法用漆黑者们的神器获得相似的魔法效果。

技能：骑术 75%，潜行 90%，以及其他任何适当的技能。

理智丧失：初次目击漆黑者损失 0/1D2San，如果其占据的是调查员们已知死亡的某人的尸

体，则增加为 1/1D6+1。宿主的尸体在之后发生腐烂将会造成 1/1D8 甚至 1/1D10的 San 损

失。

黯藻(Dark Sargassum)(译者：老牛)
上级仆从种族

“它看起来就是一片巨大无边的海藻，但是它的积体下却隐藏着黑色绳状的触手，而它的中

心部分附近有一张用于把猎物撕成碎片的长满锋利牙齿的大嘴。这怪物散发出强烈的植被腐

臭的味道”
——贾斯丁·斯密特, 《百慕大三角》

黯藻其实是莎布·尼古拉斯生活在水中的黑山羊幼崽。一眼看过去，黯藻就是一大团漆黑腐

臭的巨型水藻，它们往往大得离谱，而且也非常少见。

攻 击：黯藻有上百条用以捆住和伤害受害者的触手，只要进入到海藻团内的人就进入了它

的射程范围，它每回合可以攻击超过 20个不同的单位。1D6回合内，被捆 住的受害者将被

拖进黯藻的中心部分，随后每回合被吸食 1D3STR，直至死亡。可以通过成功的力量对抗来

逃脱，来帮忙的受害者队友的力量可以加算进来。黯藻也能用它环绕在船身周围的巨大躯体

掀翻 200吨以下的船只。

黯藻，潜伏在海洋中的黑山羊幼崽（DARK SARGASSUM, Ocean-Dwelling DarkYoung of



Shub-Niggurath）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30 44
体质 6D6+18 39
体型 10D6+30 85
智力 4D6 14
意志 5D6 17-18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8

耐久 62
平均伤害加深: +7D6
武器：触手 90%，伤害等于伤害加深或者造成

擒抱（抓捆）效果；擒抱 1D6回合后的自动咬

啮，1D3力量吸取每回合；掀船 80%， 伤害=
伤害加深。

护甲：火器仅能造成 1点伤害，火器穿刺攻击可

以造成 2点伤害。霰弹枪例外，可以造成自己的最低伤害。肉搏武器可以正常造成伤害，但

是依赖于热能、爆炸、腐蚀、电流或者毒药的伤害无效。

咒文：黯藻懂等同自身智力值半数向上取整值数目的相应法术。

技能：伪装成一滩海藻 90%
理智丧失：初次目击黯藻损失 1D6/1D20San

深潜者(Deep One)（本段由玖羽翻译，老牛补充而成）

下级仆从种族

“我想它们的身体应该呈一种灰暗的绿色，虽然肚皮是白色的。身体的大部分都光亮滑溜，

但背上有着带鳞的高脊。那身形有着人形的模糊特征，而头部却是鱼类的，长着从不闭合 的，

巨大、凸出的眼球。在脖颈的两旁，还有不断颤动的鳃，长长的手脚上都有蹼。它们杂乱无

章地跳跃向前，有时只用后腿，有时则四肢着地……它们那嘶哑的、 尖锐的喉音……传达

了其面部所无法表现的，一切黑暗的感情。”
——H·P·洛夫克拉夫特, 《印斯茅斯的阴霾》

深潜者是服务于克苏鲁及被称为“父神达贡和母神海德拉”的两只生物的一个水陆两栖的种

族。封闭在连时间也毫无意义的深海之中，它们那异形生物傲慢的生活展现出冰冷的美感，

异常残酷、并且近乎不朽。深潜者只会为了交配或膜拜伟大的克苏鲁而聚集到一起，和人类

不同，它们没有互相触碰身体的欲望。它们是海洋种族，没有发现它们出现在淡水中的案例；

在全球各地它们有着为数众多的都市，全部都沉浸在波涛之下。其中最有名的 3座深潜者城

市为：马萨诸塞州海岸，印斯茅斯附近的伊哈•恩斯雷（Y’ha-nthlei），英国康沃尔郡海岸附

近的阿户·伊赫罗阿（Ahu-Y’hloa），以及欧罗巴洲北海附近的格尔·互（G’ll-Hoo）。



深潜者的混血后代：有些深潜者与人类产生交流，它们强烈地希望与人类交配以繁殖混血后

代。这似乎与它们的繁殖周期有关，但我们知之甚少。有时深潜者会被那些他们定期交配的

人类群体所崇拜。除非被杀死，否则深潜者们都有

着极长的寿命，混血后代亦然。通常，这些混血后

代居住在遥远的海滨村落里。

这样的一个混血深潜者后代，就像一个看着和人类

别无二致，只是越长越丑的儿童一样生活着。直到

他突然迎来一个为数个月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他将

经历一个完 全变为深潜者的可怕转化过程。这个完

全转化的阶段大致会在其[1d20+20]岁的时候发生，

有的个体会提早变身，也有的个体只会部分变身。

修格斯驱使者（SHOGGOTH-TWSHA）：可以肯定

深潜者的高阶祭司是拥有驱使修格斯的力量的，这

样的一个深潜者称为“修格斯驱使者”。该祭司会在每

个爪子中都握上用灰软泥制成的颤抖泡沫来和修格

斯取得精神上的联系并对其加以操控。除非该祭司

的意志高过被其操控的修格斯 10点以上，否则每半

小时它都必须和这只修格斯进行一次意志对抗以维

持它的操控。

修格斯驱使者操控可以遵循一些低智商指令的一只

特定修格斯。一旦操控者的意志对抗失败或者未被

操控超过 10分钟，它将立刻脱离控制，而修格斯驱

使者将会被自己手中的软泥泡沫反噬，每个软泥泡

将会因它们对肉体可怕的吞噬性而对使用者的肢体

造成每回合 1D3的穿洞伤害。由于这些软泥泡沫有着极强的黏性并紧紧 粘在修格斯驱使者

的手上，所以无法简单的剥离下来，但是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切除或者烧毁。

如果被驱使的修格斯被杀也将会致使软泥泡沫如前所述的反噬其使用者。而修格斯驱使者

如果遭到杀害将会导致其操控的修格斯疯狂的进攻凶手，而软泥泡沫也会被激活并开始吞噬

祭司的尸体。

无法进行物理攻击的修格斯驱使者总是被其他的深潜者们守卫着。尽管能使用咒文，一个修

格斯驱使者通常是依靠自己操控的修格斯来保护自己的。软泥泡沫的毒性磨耗着修格斯驱使

者，所以它再也无需入睡，实际上它也完全不敢睡。

祭司和它的修格斯在一者死亡前都会在一起——通常，都是深潜者祭司先被自己的软泥泡沫

完全磨耗致死。

其他物种或许可以通过使用这团软泥泡沫来成为修格斯的操控者，不过一旦对修格斯下达了

指令，它们必须每周进行一次幸运检定（高于 95则视为必然失败）以维持操控且不成为修

格斯的饵食。

攻击方式：深潜者既会使用他们长有险恶利爪的双手进行攻击，又会用长矛或者渔网一类的

武器进行攻击。

深潜者，长鳃的亚人族（DEEP ONES, Gilled Humanoid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 14



体质 3D6 10-11
体型 3D6+6 16-17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 8/ 10 潜游

耐久 13-14
平均伤害加深：+1D4
武器：爪击 25%，伤害 1D6+伤害加深；狩猎矛 25%，伤害 1D6+伤害加深；渔网 15%，

缠绕效果。

护甲：1-鳞片皮肤

咒文：视 KP的描述而定，意志力高于 14的深潜者们懂至少 1D4个咒文。这些咒文总是和

克苏鲁、达贡、海德拉、克苏鲁星之眷族、于格斯（yuggs）以及其他的深海恐怖相关。

技能：水中躲藏 25%，聆听 30%。水中潜行 25%，侦查 30%
理智丧失：初次目击深潜者损失 0/1D6的 San

混血深潜者（Deep One Hybrids，译者绰号“混血鱼人”）（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他是一个接近 1米 8，又瘦又驼背的男人……他的年龄可能是 35岁，但奇怪的是，他脖子

一侧深深的皱纹让没有注意他迟钝而缺乏表情的脸的人看起来觉得他要更老一些。他窄长的

脑袋上又大又水的蓝眼睛似乎一眨不眨，一个扁平的鼻子，让人印象深刻的前额与下巴，古

怪而不发达的耳朵。除了稀稀拉拉的卷曲毛发不规则的散布外，他那细长的嘴唇和略带灰色

的粗旷脸颊都是 光秃秃的——并且皮肤表面的部分地方看起来非常粗糙而不规则，就像是

因为某种皮肤病而剥落一样。他粗大的手上有一些非常少见的青灰色纹路。他的手指从结构

比例来说明显很短，而且有卷进手掌中的趋势。而他过度肥大的双脚有种独特的蹒跚步伐。”
——H•P•洛夫克拉夫特, 《印斯茅斯的阴霾》

混血深潜者是通过深潜者和人类杂交得来的。尽管大部分这种混种子孙都入普通人类般出

生，但他们 10岁出头时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到了中年，大部分混血深潜者显示出明显的畸

形，并且绝大多数退到了他们封闭的隐秘居所。几年内，他们最终转化成深潜者，并且在大

海中找到他们 的归宿。

这种物理性的转化伴随着一些感官的觉醒，并且混血深潜者们将在他们的睡梦中被其他深潜

者造访。他们将被展示以被各种奇怪生物围绕着的水下城市的幻象，并且也了解到海中的生

活。在最终阶段，梦和突变会持续加强，直到这个混血深浅者承受不住这些而发疯或者是成

功的完成深浅者的蜕变。深潜者们或许会试图把混血种引诱到他们的巢穴以便协助他们完成

最终的蜕变。大约 10%的混血种无法完成他们的蜕变，于是以半人半鱼的形态渡过着普通

人类的生活。

克苏鲁的宠儿：偶尔在混血种蜕变时会诞生一种脸上和前肢上有触手的生物，有时是长而弯

曲的带鱼尾身体，甚至是未发育完全的松弛蝙蝠翅膀。这样的子孙被认为是在梦中被伟大的

克苏鲁接触过，因而对深潜者们无比神圣。这些突变的深潜者子孙经常被隐藏在视线无法触

及的腐烂建筑物或者洞穴中，承受着不健全的精神发育。这些畸形的混血种被认为是克苏鲁

的宠儿。尽管智力明显的更加低下，但是克苏鲁的宠儿们的力量、体质、体型甚至意志都比

常见的混血深潜者高出很多。这些生物没有教育这项参数，而外貌这项参数就算不是根本不

存在也是非常的低下。



其他混血深潜者：深潜者们也会和海豚或者鲨鱼交配制造出奇怪的半鱼形混血 种。相对于

混血鲨的嗜血和野蛮杀戮本能，混血海豚显得更加睿智而缺乏攻击性。它们都用自己发育不

全的鳍状利爪或者尾扫进行攻击。此外混血鲨还能进行强烈的咬击。根据亲代鲨鱼的物种，

子代的混血鲨能比描述中体型大很多。这些混血种又显得更加极端的罕见。

----------------------------------------------------------------------------------------------------------------------
混血深潜者，印斯茅斯的污点与其他异性混血产物的载体（DEEP ONE HYBRIDS, Carriers
of the Innsmouth Taint & Other Weird Hybrids）

典型混血者 克苏鲁的宠儿 混血海豚 混血鲨鱼

属性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3D6/10-11 6D6/21 2D6+15/22 3D6+20/30-31
体质 3D6/10-11 6D6/21 3D6+10/20-21 3D6+10/20-21
体型 2D6+6/13 4D6+15/27 2D6+15/22 3D6+15/25-26
智力 2D6+6/13 1D6+3/6-7 2D6+6/13 1D6+6/9-10
意志 3D6/10-11 6D6+6/27 3D6/10-11 3D6/10-11
敏捷 3D6/10-11 3D6/10-11 2D6+12/19 3D6+3/13-14
外貌 2D6-1/6 1D3或 N/A

/ 2或 N/A
N/A / N/A N/A / N/A

教育 2D6/7 N/A / N/A N/A / N/A N/A / N/A
耐久 11-12 24 21-22 23
移动 8/8 潜游 6/10 潜游 12 潜游 12 潜游

平均伤害加深 +0 +2D6 +2D6 +2D6
爪击（拳击） 拳击 55%/1D3 65% 1D6+DB 35% 1D6+DB 25% 1D6+DB
擒抱 35%/特殊 45%/特殊 N/A N/A
其他武器 基础命中% N/A N/A N/A
尾部鞭打 N/A N/A 45%/2D6+DB 50%/2D6+DB
咬击 N/A N/A N/A 75%/1D8+DB
装甲 无 1D6 2点 皮肤 4点 皮肤

咒文：意志高于 14的普通或者海豚混血种深潜者一般都懂 1D4的和深潜者、海德拉、达贡、

克苏鲁以及其他克苏鲁眷属相关的咒文。克苏鲁的宠儿和鲨鱼混血种一般不懂咒文。

技能：混血深浅者技能和人类的平均值一样。海豚混血种可能会拥有以智力为基础的技能，

由 kp 选择。克苏鲁的宠儿和混血鲨仅仅拥有大部分基础的物理技能，比如闪避和躲藏，不

拥有以智力或知识为基础的技能。

理 智丧失：目击混血深潜者将丧失的理智取决于该生物的实际恐怖程度，通常目击和人类

很接近的混血深潜者仅损失 0/1D4San，如果长相很恐怖的则是 0 /1D6甚至 1/1D6+1。如果

是克苏鲁的宠儿，一般是 1/1D8或者 1/1D10。混血海豚或者混血鲨则是 0/1D6。

空鱼（Desh）（译者：老牛）

下级独立种族

“下级的空鱼看起来就像一个长着柔弱无牙的嘴巴，细长的头上有一排无神似盲黑眼睛的银

色蝌蚪，它们修长的肢脚坚固而富有弹性。上级的空鱼一般瘦小的身体上 4条长肢脚被绳子

似的肌肉结在一起。宽大的口中林立着 6英尺的弯曲长牙。光滑的头顶上一圈盘子状的无睑



大眼排成一个月牙形。”
——弗雷德·贝伦德《黑暗树林》

空鱼是由终北之地之民（Hyperborean）为那些在我们附近但是空间维度不同的生物命的名。

这种以大量不同形式存在着的生物漂浮在我们周围，如同我们没注意到过它们一样，它们也

并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尽管空鱼的形态并无限制，这里为了简化起见仅描述了上级和下级两

种形态。

尽管空鱼是固态的，它们确实保持着半透明的状态，不断在视线中消退或出现。残留的影像

（大脑神经层的生理记忆是其成因）间歇性的从它们灰白的皮肤中闪现出来。上级空鱼则需

要通过牺牲曾经在施术者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熟人或者爱人来召唤，不过这很可能将

会引起他 1D4的理智丧失。

空鱼这种浮游生物能在天空中优雅的穿行。虽然它们通常看起来很迟缓，但事实上它们移动

非常迅速，甚至能够在短短数秒之内就穿行几百英尺。一个调查员在 60码外刚瞥见空鱼，

可能下个回合已经被它匕首般的尖牙咬向头与脖子了。

如果通过一个有感知力的大脑作为神经通道的话，很容易就把空鱼带到我们的空间维度。对

于媒介体来说，以这样的通道召唤下级空鱼是非常痛苦的，反复的召唤将会导致智力的损失

——每 3只空鱼损失 1点智力。下级空鱼并不危险，而且很

难在消失或瓦解前存活于我们的世界超过 1D3天，偶尔它们

会留下一些行迹。上级空鱼就强大得多，通过人脑召唤上级

空鱼将导致媒介者的死亡——颅腔爆裂，头盖骨上留下一个

星形的洞。

攻击方式与特效：下级空鱼通过捆绑和摔绊来进行攻击——
目标必须进行敏捷 x3 检定来闪避。上级空鱼则是捆绑和缠

住受害者来进行撕咬攻击。

上级空鱼并不像下级空鱼一样正常承受伤害。当一个调查员

攻击上级空鱼时正常掷骰伤害值，然后乘以 5，得到的值就

是此生物被直接摧毁的几率。如果 D100后得到的结果低于

刚才的得数，则这条空鱼将会在一道星形的闪耀光芒中消

失。反之，攻击失效。



空鱼，它维空间之物（DESH,Things fromAnother Dimension）

下级空鱼 上级空鱼

属性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2D6+1/8 4D6+3/17
体质 1D6/3-4 3D6/10-11
体型 1D6/3-4 2D6/7
智力 1D6/3-4 2D6/7
意志 1D3/2 3D6+2/12-13
敏捷 3D6+1/11-12 6D6+1/22
耐久 3-4 8-9
移动 6 30
平均伤害加深 N/A 无

捆绑和摔绊 35%/特殊 N/A
捆绑和缠住 N/A 45%/撕咬的前提

撕咬 N/A 55%/1D10
装甲 无 无

咒文 无 守秘人自选（例如异次

元的古怪效果）

理智丧失 0/1D3 1/1D4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他维（Other Dimensions）



面朝群星，我们相信可以看见无限的可能性。在那无限而深邃的群星之间，有多少恐惧和美

丽错综复杂的萦绕其中。啊，这近乎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古老的书籍却暗示着这宇宙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辽阔，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仿佛仅仅是

钻石的一面，这宇宙有复数种维度相互重叠着，（译者添加：仿佛书籍的纸张一样）无限靠

近却又彼此分离。

正是伊波恩之书（Book of Eibon）首先让我接触到了他维的知识。终北之地中的巫师描述过

一种与我们所居住的维度相邻的维度，那是一片无垠的海洋，在那之中名叫空鱼的种族肆意

游弋着。尽管地球上的居民看不到空鱼，同样空鱼也无法看到我们，地球居民和空鱼永远的

相互混杂和接触，但是两者却对此一无所知。

伊波恩对空鱼怀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它们和人类的思想具有密切的联系。伊波恩利用空鱼去

窃听敌人的思想，也同样利用空鱼来找寻自己遗失的记忆。

伊波恩同样在他著名的书籍中声明道空鱼的皮肤是同思想和记忆有关的拥有超自然力量的

道具。根据他的记录，伊波恩用空鱼这种生物的血肉做成了一顶无沿便帽，并且用最特殊的

方法给它附魔并记录在伊波恩之书上，之后伊波恩便可以用此物来回忆和记录自己的梦境。

源于这些经历所得来的洞察力和知识有很多，因为潜意识的思想是人类未曾涉足的知识的海

洋。（The insights which he derived from this experiment were many ,as the unconscious mind is a
great unplumbed sea of knowledge）
空 鱼之维度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与我们平行的位面。有其他来源讲述了犹格 索斯托——万物

归一者（All-In-One）——的国度（realm of Yog-Sothoth），和传说中的幻梦境（Dreamlands）。
很多人都会因此而惊讶——进入这个无限世界中的我们是多么的天真（Many would be
surprised by how simple it is to enter these infinite worlds）。

巨噬蠕虫(Dhole)（本段由玖羽翻译后老牛简单修改）

上级独立种族

“他脚下的地面被庞大的巨噬蠕虫侵蚀着。正好在他向下张望的时候，有一条蠕虫将身躯

抬起了数百英尺之高，向他伸出苍白而粘稠的前端。”
——H·P·洛夫克拉夫特&E·霍夫曼·普莱斯,《穿越银匙之门》

巨噬蠕虫是一种形似肉虫的巨大生物，会在地面上挖洞，并栖居其中；它们不是地球上的生

物，看起来被带来这里的时间也仅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因此地球幸运的没有如其他世界

般被它们挖出的洞穴蚕食殆尽。尽管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巨噬蠕虫依然不喜欢

光。除了在那些在那些被它们彻底征服的星球上外，白天几乎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巨噬蠕虫

和钻地魔虫之间 似乎有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关系。而在幻梦境中，也生活着一种叫做巨蠕

虫(Bhole)的、和它很相似的生物。

唾液攻击：除将敌人吞咽、压碎之外，巨噬蠕虫还可以将从嘴边滴落的粘粘糊糊的唾液喷吐

出去，射程可达 2～3英里远。唾液会覆盖一片圆形的地区，圆的直径为[巨噬蠕虫体型值的

5%]英尺；比如 一只体型值为 400的巨噬蠕虫，唾液落在地上的直径就是 20英尺，足以击

落一架飞机。

遭到唾液覆盖的生物会被冲击击晕，并且被埋在里面。如果要从这滩唾液里爬出来，必须掷

d100，当结果小于力量值时才能成功，此检定每轮只能进行一次。被埋在这滩可怕的粘糊唾

液里的时候，调查员无法呼吸，视同于窒息，要像溺水一样每轮进行检定。此外，唾液还具

有腐蚀性，被埋在唾液里的受害者每轮都会损失 1点耐久。只要爬出唾液，腐蚀效果就会停

止。

吞咽：巨噬蠕虫在吞噬某人时，它的巨口将铲起一块如同它唾液攻击范围那么大的区域。而

当它将受害者压碎（从身上爬过）的时候，受害者就会直接死亡。如果死者的朋友通过了“幸



运”检定，就可以找到足够埋葬的尸体残骸。

巨噬蠕虫，恐怖的钻孔虫（DHOLES & BHOLES, Burrowing Horro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D100X10 505
体质 1D100+100 151-152
体型 STR+1D100 555-556
智力 2D6 7
意志 10D6 35
敏捷 1D4 2-3
移动 蠕行 18／挖洞 10
耐久 353～354
平均伤害加深：轻易就能把战舰打沉（65D6）！
武器：唾液 50% (特殊)、吞咽 80% (彻底吞下)、压碎 30% (即死)
护甲：等同其意志

咒文：无

理智值丧失：初次目击巨噬蠕虫或者巨蠕虫都将造成 1d6/2d20的 San损失

空鬼(Dimensional Shambler)（本段由玖羽翻译，老牛简单修改而成）

下级独立种族

“在黑暗中拖着脚步向他走来的，是一只巨大而亵渎的怪物。它的形貌，看起来有些像猿

猴，又有些像昆虫；它身上的皮肤一堆堆地垂下来，在满布皱纹的头上，有 着退化了的眼

睛痕迹，那头颅就像喝醉酒一样左右摇晃着。在伸长出来的前肢上，生有大大张开的钩爪。

虽然在它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但却能感到残忍而凶恶的 气息正从它全身上下散发出

来。”
——H•P•洛夫克拉夫特&哈泽尔•希德，《蜡像馆惊魂》

除了名字和皮肤之外，我们对这种生物基本上一无

所知。可以想到，这是一种来往于宇宙中的各个位

面、各个世界之间的生物；它们不会长久地停留在

一个行星上，总是到处漫游。它们也可能在侍奉外

神或旧日支配者。它们可以随意进出某一个位面：

在离去的时候，它们的身体会开始发光，然后突 然

消失；这需要花费空鬼的 4点魔力值，并且需要 1
轮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即使遭到攻击，它们也无

法反击。

攻击方式与特效：在空鬼去往别的次元空间的时

候，它可以带走一些物品或生物。它必须用钩爪抓

住自己想要带走的东西，并且花费额外的魔力值，

才能将东西带走；它每带走体型值为 10的物品或

生物，就要额外花费 1点魔力值。被它带走的物品

或受害者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空鬼每回合能同时使用 2条勾爪进行攻击。

空鬼，残忍的恶意(DIMENSIONAL SHAMBLERS, the Murderously Malign)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12 19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2D6+12 19
智力 2D6 7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 7
耐久 18
平均伤害加深：+1d6
武器：钩爪 30% (1d8+伤害加深)
护甲：3点厚兽皮

咒文：智力值高于 9的个体，每高 1点就会多知晓 1种咒文

技能：聆听 25%，侦查 25%
理智值丧失：初次目击空鬼损失 0/1d10San

尘人（Dust-men）（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生活在幻梦境的尘人以一团由回合或褐色的尘土构成的模糊不清、平凡的、人类大小的亚

人生物形式出现。没有嘴的他们完全依靠手势进行交流。”
——罗伯特·霍罗威茨

相传尘人是当疯狂

的阿拉伯诗人在远古的沙丘上吟诵他的《基塔

布·阿尔·阿吉夫 Kitab Al-Azif》（译者按：后被翻

译为《死灵之书》）时产生的。他们更加喜欢一

些干而且燥的区域。如果被召唤到现实世界，尘

人显得就像一团尘土一样。

攻击方式：在幻梦境中尘人可以用拳头攻击。它

最有效（也是唯一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的攻击

方式）是飘散为尘。尘人可以通过某个受害者的

私人物品来和他绑定在一 起，并且从任何有灰

尘的地方（例如地窖、阁楼、灰扑扑的道路）通

过围绕着受害者飘散来发起不会失手的攻击。具

体方式为尘人被简单的吸进受害者的体内。

一旦被受害者把它吸了进去，它将潜入受害者

的潜意识并且在其梦中作祟，让其看到灼热的沙

漠、压抑的丛林、黑暗的墓室、密闭的地穴一类

的幻象。受害者每一夜都必须进行意志 x3检定，如果成功虽然睡不踏实但是不会损失理智，

失败则损失 1D3San。如果以此法导致了临时疯狂，则受害者因惊吓过度死亡。每被尘人附

体一周，受害者损失 1点体质，当体质降到 0时，受害者将衰竭而死。如果能够正常安睡，

则可以每夜恢复 1点体质（译者：注意，必须是正常安睡，意志 x3 对抗过了那种睡不踏实

是不算的）。噩梦将一直持续，直到该个人物品被恢复到解绑的状态、尘人被法术驱散又或



者受害者死亡。之后尘人将回归到他们所来的幻梦境中去。

梦游者：尘人并非只能在受害者的梦中作祟，也能在清醒时控制他们的部分行为。当尘人的

意志战胜受害者时，受害者将落入它的操控中。此时受害者们或许会做出他们清醒时的一些

正常行动，但是一切都是在行尸走肉般的慢动作中做出的。尽管尘人不能让受害者做出日常

没有的行动，但是这样的操控同样可以让他命悬一线——例如开车时突然打盹睡着、迷迷糊

糊的走向马路中心、胡乱的用药等。尘人不能让一个受害者杀死自己的朋友或者自杀（除非

他本身已经抑郁到有自杀的倾向了）。这种“梦游”者看起来疲惫、脸色苍白而且大部分都显

得很不适，此外看不出任何有超自然现象在作用的明显迹象。尘人每小时必须对抗成功一次

受害者的意志以保持这种“梦游”的状态。一旦受害者入睡则梦游中断，并且在醒来后必须重

新引发。梦游状态中受害者的移动力减 2，敏捷减少 2D3，并且 所有技能——无论和体能

还是精神相关的，减少 50%。

尘人的 HP由其意志决定。

尘人，睡梦行者（DUST-MEN, Sleep-Walkers）

幻梦境的尘人 现实世界的尘人

属性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2D6+2/9 N/A / N/A
体质 3D6/10-11 N/A / N/A
体型 2D6+2/9 N/A / N/A
智力 2D6+6/13 2D6+6/13
意志 2D6+2/9 2D6+2/9
敏捷 3D6+6/16-17 N/A / N/A
移动 8 10或可变（随风飘散）

耐久 9 9
平均伤害加深 0 N/A

武器：拳击（幻梦境）50%，1D3；飘散 100%，吸入而造成特殊效果（见上）；梦游，意志

对抗获胜，效果见上。

护甲：无

技能：躲藏 80%，潜行 60%
咒文：意志 16以上的尘人懂得 1d4的幻梦境咒语。但是他们不能在现实世界施放这些咒文。

理智丧失：幻梦境中初次目击一个尘人形态的亚人损失 0/1D4San,现实世界中遭遇飘散的尘

人不会损失理智。

深渊之民（Dwellers in the Depths）（译者：老牛）

上级仆从种族

这种东西有8个四肢一般的附带物从椭圆的身体中钻出来，其中6条的顶端有脚蹼状的突起，

另外 2条在身体的下端分化为 4条触须般的网状的后腿，用以直立行走。还有两条在头部附

近的可以用于贴地行走。椭圆无眼的头部直接和身体接在一起。在脑袋中部附近本应长眼睛

的地方长着一个恶心的海绵状器官——它上面还生长着某种蜘蛛网般的可怕物件。下面则是

占据了至少半个脑袋的嘴一般的裂缝，每个边缘都有一条杯状末段的触手类附着物，一看就

知道是用以把食物送进口中的……无论是绘本还是《死灵之书》的插图都没能完全的再现出

这种东西的一切——它们无法表现出这凝胶状的肉体的透明度，也无法展示出肌肤下移动着

的器官，更表现不出来大脑上那个球 状的器官……而当它们翻动身体时，他透过那打开的



嘴看到这种生物并不具备牙齿，而是 6排强有力的触手交织在洞开的咽喉中。

——拉姆塞·坎贝尔《桥之恐怖》

深渊之民是一种服务于和水紧密相关的旧日支配者

（例如克苏鲁、达贡、海德拉、伊索格达 Ythogtha、
佐斯-奥莫格 Zoth-Ommog）的两栖类种族。这个种

族或许是深潜者的某个更加巨大而有力的特殊品

种。

这些生物居住在海洋或河川波涛下的城市之中。它

们有时会获得上浮到水面以进行发泄性破坏行为的

自由。尽管它们这种半透明的胶状肌肉几乎对大部

分的物理伤害都是免疫的，但是直击它们脑部的球

体将会立即杀死这种生物。被杀死的深渊之民将会

迅速腐烂，最后只留下一滩腥臭的污迹。

深渊之民，深海中的恐怖（DWELLERS IN THE DEPTHS, Aquatic Horro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6 20
体质 4D6+6 20
体型 2D6+16 23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6 16-17
敏捷 2D6+6 13
移动 7/12 潜游

耐久 21-22
平均伤害加深：+2D6
武器：触手 35%，1D6+伤害加深

护甲：无，但是这种生物除了脑部的球体几乎对物理攻击免疫，每次成功的攻击有 10%的

机会命中脑部的球体而直接杀死这种生物。火焰、电击、魔法对它们造成普通伤害。

咒文：所有深渊之民都懂 2D6种和克苏鲁、深潜者或者其他类似的深海神话生物有关咒文。

理智丧失：初次目击深渊之民损失 0/1D8San

艾霍特寄生体（Eihort, Broodlings of）（译者：老牛）

下级仆从种族

“他整个身体已经溶解粘合的失去了本来的整体性。他的脸、胸、腿——每个独立的部分——
化作了一堆堆由翻动、闪烁的啫哩状蜘蛛组成的潮湿小丘。”

——J·托德·金瑞尔, 《以命立约、神明为证》

艾霍特寄生体是由千万个小型的白色艾霍特蜘蛛般的幼雏组成的一个完成体生物。一个艾霍

特寄生体看起来通常像一个死灰色，没有毛发的人类。

艾霍特寄生体能言善辩，而且经过简单伪装后可以不被发现的混迹在人群之中，直到它们受

到某种形式的物理伤害才会显现出自己的原形。每一点 HP的伤害都将使它身上一些小块分

离，并且像由蜘蛛幼雏组成的白色球状块般掉落。当 HP掉到 0时，寄生体将会化作千万只

独立的白蜘蛛，并且四散蔓延逃走。

如同其他旧日支配者的子嗣，艾霍特寄生体为了服务它们的亲代和准备好其重归的方式而存



在。

艾霍特寄生体，迷宫之神的完形仆从（BROODLINGS OF EIHORT, Gestalt Servants of the
God of the Labyrinth）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10 17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2D6+6 13
智力 3D6+6 16-17
意志 3D6+6 16-17
敏捷 2D6+6 13
外貌 2D6+1 6
移动 8
耐久 14-15
平均伤害加深：+1D4
武器：任何武器基础值命中造成其普通伤害

护甲：无，但是任何武器都只能造成最小伤害。如果一个寄生体哪怕只有 1HP的时候逃走

了，很快它就能通过 10分钟 1HP的速度完全恢复。HP减少到 0的寄生体将不能再生，并

且化为蜿蜒的白色蜘蛛群。

咒文：艾霍特寄生体一般来说懂 1D4种咒文，一般都和艾霍特或者其他相似存在有关。

技能：大部分拥有人类基础值-10%的技能等级

理智丧失：目击一个完美的人形寄生体不会造成理智丧失——一旦寄生体原形毕露时将会损

失 1/1D8San。

远古者（Elder Things）（译者：老牛）

下级独立种族

“他们描述着某个有着水平状细臂从一个中心环中轮辐状发散出来，并且有垂直肉瘤或者球

茎 保护着头部和基部的拱成桶形的物体。这些肉瘤每一个都是一个由 5条又长、又平的末

段尖细，如同海星般的三角形臂排列在周围的体系的中心部分。”
——H·P·洛夫克拉夫特, 《魔女屋中之梦》

有一段对这些物体非常详细的描述在《疯狂山脉（At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这本书也

是爱手艺写的，不过因为太长这里就不放出来了。里面提到这种存在立高约 8英尺，躯干上

有 6条腿，并且还有整齐折叠起来的翅 膀。在那本书中这个种族被归类于“上古生物”。远

古者们通过哨声来交

流，并且拥有夜视能力。

远古者十亿年前来到地

球，并且偶然的开始了

陆生生活。 它们创造了

污秽的修格斯来作为自

己的奴隶仆从。在人类

开化之前它们的种群开

始堕落，并且它们至少

失去了一部分通过带膜

的翅膀飞越宇宙空间的



能力。在大量和其他诸如米戈或者星之眷族等其他种族的竞争中，它们原先的仆从修格斯族

也发生了叛变，最后的数十万年中这些两栖的远古者终于退回到了南极洲，它们最后的城市

也被冻结在了冰河之下。它们的文明最终被冰河时代的酷寒完全的抹消了。远古者从陆地上

完全绝种，但是深水中却依然可能存在着它们的殖民地。通过时空穿越或许是可以见到远古

者的，而未退化的远古者依旧存续其他星球上。

纯白时空（THE GREATWHITE SPACE）：一个古怪的异次元空间。没有人知道远古者们

是否就是它的创造者，但是毫无疑问远古者们却是它最积极的开拓者。它连接着以光年为单

位距离的地 点，因而被远古者们用以在宇宙中进行星际旅行。远古者们在地球和纯白时空

之间创建了至少一道传送门，位置就在中国群山的深处。其他的传送门开在冥王星

（Yuggoth），勒杰赫斯（L’gy’hx，天王星）、土星（Cykranosh）、双星索斯（Xoth）……以

及大量其他的奇异外星大陆或者空间，甚至还有连接到幻梦境的传送门。

太古灯塔与神之陷阱（THE ELDER PHAROS AND THE GOD TRAP）：数十万年前，甚至

是更加久远的过去，远古者在如今的南极建造了一个巨型的武器。此装置的一部分正是神之

陷阱——某种被用来引诱（确切的说是困住）一些不为人知的无名外神或者旧日支配者的东

西。有推测认为这个装置至今依然存在，但是已经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并且里面的那些存

在正在逐渐被解放出 来。当它们终获自由时，必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关于远古者、无名

旧神和神之陷阱的详细内容，请参看《飞跃疯狂山脉》（Beyond the Mountains of Madness）
这个战役。

攻击方式：远古者在肉搏战中将会同时使用 5条触手发动攻击，但是对于单一目标一次不得

超过 3条。一条触手命中后，它将紧紧裹住受害者，并且每回合对其造成等同远古者伤害加

深半值的挤压伤害。

远古者，太古生物，亿万年前的建筑者（ELDER THINGS, The Old Ones, City-Builders Eons
Old）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24 38
体质 3D6+12 22-23
体型 8D6 28
智力 1D6+12 15-16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8 / 10 飞行

耐久 25-26
平均伤害加深: +3D6.
武器: 触手 40%, 每回合 1/2伤害加深

护甲: 7点硬皮

咒文: 均有智力 x3的几率学会 1D4种相应咒文

技能: 潜行 30%, 25%跟踪

理智丧失: 初次目击远古者损失 0/1D6San

炎之精（Fire Vampires）（本段原有 Frend与玖羽翻译，怪物之锤中的以斜体表示，凉凉

整理）

下级仆从种族



“出现了无数的小光点……那无数光点是火焰的怪物！它们所到之处，一切都燃烧起来。”

——奥古斯特·德雷斯，《黑暗住民》

炎之精是克图格亚的属下，与克图格亚一同居住在恒星北落师门(Fomalhaut)。它们会应

召唤而来，也会随克图格亚或弗塔古亚一起来到地球；炎之精会作为一团有智能的气体（或

者说灵气（a form of intelligent gas or plasma)）出现。

双重攻击：炎之精靠自己的触碰攻击受害者，它碰到的可燃物都会燃烧起来。它可以对敌人

(humans)造成火焰伤害(heat-shock)；决定此次伤害，先投 2d6作为炎之精此次攻击的伤害，

以此对抗调查员的体质。如果炎之精获胜，调查员失去等同于伤害的 hp。如果调查员获胜，

他仅损失伤害一半的 hp，小数点后无条件进位。

在同一攻击中，炎之精可以吸取对方的魔力值。此时，炎之精和攻击对象需要作一次魔力值

对抗检定，若炎之精成功，则可吸取 1d10点魔力值，若对抗失败，它反而会失去 1点魔力

值。所以，炎之精的每次攻击都要进行两次检定：一次是火焰伤害，一次是魔力值吸收。

炎之精，使火焰降临之物（FIRE VAMPIRES, the Flame Feed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N/A N/A
体质 2D6 7
体型 1 1
智力 3D6 10-11
意志 2D6+6 13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飞行 11
耐久： 4
平均伤害加权： 无

武器： 触碰 85% (2d6 火焰伤害+魔力值

吸收)
装甲： 包括子弹在内，几乎一切物质武

器均属无效。浇水的话，每半加仑可造成 1点伤害，

用普通的手提式灭火器可造成 1d6点伤害，一桶沙子可造成 1d3点伤害

咒文： 意志值高于 17的炎之精懂得 1d3种咒文，咒文总是涉及克图格亚，弗塔

古亚（Fthagghua），和类似的神祇。

技能：追踪 25%
理智值丧失： 无

星海钓客（Fishers from Outside）（译者：凉凉）

下级仆从种族

“之后月亮被那些震颤着的漆黑之物所遮蔽，它们好像繁多的鱼鹰聚拢着一样盘旋飞舞，时

不时俯冲下来攥取、撕碎那些绑在祭坛上挣扎蠕动的躯体（在这些漆黑之物的骚动之中），



一个巨大而奇妙的畸形鸟状生物月光之中显现，我在难以置信的巨大恐慌中盯着那丑陋可怖

的类似于鸟类却有鳞无羽怪 物...我曙见这个令人厌恶的东西长着一条腿，生着发光的巨眼

（glaring Cyclopean eye）和丑恶的满是怪齿的勾喙...这个生物依靠那透明的麟翅翱翔。”
——林·卡特《星海钓客》

有些神话典籍把这些星海钓客称作夏塔克鸟（shantaks），但是他们是两个明显不同的种族，

尽管很可能其间有联系。星海钓客比夏塔克鸟更加倾向于鸟类外表。星海钓客是无名的旧日

支配者格罗斯-高卡（Groth-golka）的仆从，为他们的主担当着接受人类献祭和教徒崇拜的

代理人。它们在月球的洞穴中孵化，所以有时候也和月之旧日支配者诺姆奎尔（Mnomquah）
的崇拜联系起来。因为独脚，所以它们在地面之上笨拙又迟缓。

观察或者触碰星海钓客或者是它们的主人格罗斯-高喀的图像会损害人类的健康。他们每晚

会有 75%的几率经历有关恐怖的鸟状旧日支配者和它的仆从们的 梦魇。每次噩梦都需要进

行理智检定，每次损失 0/1 san。梦魇只有在摧毁那些手工艺品、面对并击败格罗斯-高喀或

者是连续五天 5次心理分析成功才可以驱除。如果又一次心理分析失败，那么患者将立刻丧

失 1d2 san并且所有的治疗都要重新开始。即时治疗成功了，随后如果继续接触那些（包含

有它们画面的）手工艺品，患者会和之前一样受到影响，而治疗必须重新开始。

攻击方式：仅当它们飞翔的时候才可以用带钩爪的脚攻击；星海钓客既可以用爪子划伤目标，

也可以抓住受害者并在下一轮捏碎他们。星海钓客也可以每轮用它们满是怪牙的喙撕咬目

标。

星海钓客，格罗斯-高喀的仆从（FISHERS FROM OUTSIDE, Servants of Groth-golka）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15 25-26
体质 2D6+6 13
体型 3D6+20 30-31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6 16-17
移动：3/35飞行

耐久： 21-22
平均伤害加权：+2d6
武器：咬 50%，伤害 2d6
勾爪 35%，划伤 1d6或者是抓住并捏碎 1d6+db
护甲：9点硬鳞

咒语：无

技能：聆听 25%，侦查 25%
理智值丧失：0/1d6



飞天水螅（Flying Polyps）（原由 Frend 和玖羽翻译，怪物之锤中的斜体标明，凉凉整理）

上级独立种族

“一个恐怖的、像水螅般的远古种族，一群完全怪诞的存在……它们的身躯只有部分是物

质的，尽管没有翅膀和翼，但它们却能在空中自由翱翔……有一些描述称它 们时隐时现，

身体有着可怕的可塑性。而另一些关于奇异的哨音，以及有着五个圆形脚趾的巨大足印的传

说，似乎也与它们有关。”
——H．P．洛夫克拉夫特，《超越时间之影》

虽然我们将它们称作飞天水螅，但它们真正的名字却无人知晓；这一种族在七亿五千万年前，

以征服者的姿态自外太空降临地球。它们建起了有着高耸、无窗巨塔的玄武岩城市，还同时

在太阳系的另外三个星球上定居。在地球上，伊斯之伟大种族与它们开战，成功地迫使它们

撤退到了地下，但在白垩纪末期（约五千万年前），飞天水螅自它们的地下世界蜂拥而出，

与伟大种族重启战端，最终灭绝了它们。

目前飞天水螅仍然穴居在它们的洞窟中，似乎很安于现状，只满足于消灭那些偶然闯入的生

物。通往它们聚居地的入口大多深埋在远古的废墟中；这些通道都是些巨大的深井，上面被

巨石覆盖封闭。在深井之中，就住着存留下来的飞天水螅——一群有着诸多惊人的攻击手段、

怪诞而又残酷无情的好战者。

它们能够支配狂风。飞天水螅不管使用哪一种控制风的能力，每轮都需要消耗 1点魔力值。

气浪冲击：以使用这一能力的飞天水螅为中心，气浪冲击的基础区域为一个长 20码、直径

10码的柱形空间。在这个基础区域内，冲击会造成与飞天水螅的基础伤害加权相等的伤害。

同时，这股柱形的气浪还能延伸到 20码外更远的地方，但气浪每延伸相当于基础距离一倍

的长度，就会减少 1d6的伤害。因此，一个距离 39码远的目标会受到 4d6的伤害，而一个

距离 41码远的目标则只受到 3d6的伤害。被气浪冲击击中的受害者，身体上的肌肉会被狂

风剥离骨骼、皮肤会出现脱水，并被刮伤。另外，受害者还会被吹得后退，后退的码数等于

他在气浪冲击中损失的耐久值。

定身攻击：这项能力通常被飞天水螅用于捕捉和俘虏猎物。它是飞天水螅最为神秘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狂风的袭击范围可以远达 1000码，并能在不减低风速的情况下刮过拐角或

穿越弯曲的通道。虽然这股风自飞天水螅发出，但却会对目标产生一种奇怪的吸力，减慢其

速度。受到影响的玩家每轮都要以自己的力量值与飞天水螅 1/2的意志值进行对抗检定。如

果飞天水螅获胜，那么受害者本轮将无法移动；如果受害者获胜，本轮他才可以正常移动。

当二者的距离不远于 200码时，受害者必须以力量值与飞天水螅全部的意志值 对抗。在使



用这项能力时，飞天水螅仍能以全速前进，所以，它可以一边追逐它的猎物，一边减缓猎物

的速度。

这项能力能作用于 30码内的多个目标。每多固定一个目标，所有受影响的目标抵抗这一能

力的机率就增加 5%。但飞天水螅可以选择放弃一些目标，以更牢靠地固定其他目标。

暴风攻击：飞天水螅能与它的同伴合作，制造一阵狂风。参与这项行动的飞天水螅的每点意

志值，都能使风速提升 0.5英里/小时。这场风暴是局部性的：每传播 200码，风速就会降低

5英里/小时。由此，一群飞天水螅能在数平方英里内的区域里刮起飓风般的狂风。风暴造成

的伤害基于受害者的“幸运”检定，当风速 达到 60英里/小时时，受害者需要进行意志值×5
的“幸运”检定。在此基础上，风速每提高 15英里/小时，检定的倍数就减一，依次为×4、×3……
每次检定失败，目标都会损失 1d4的耐久。

触肢攻击：大量触肢会不断地在飞天水螅的身体上形成又分解。守秘人每轮都要投 2d6，来

决定在本 轮中飞天水螅能用多少触肢参与攻击；触肢造成的伤害总是 1d10。因为飞天水螅

的部分身体是非物质化的，所以这些触肢会无视任何身体上的保护、直接对目标 造成伤害。

触肢造成的伤口像是被风刮伤的，或是呈现出组织干燥脱水的迹象。

隐形：飞天水螅能够完全隐形。它需要每轮花费 1点魔力值来保持这种状态。不过，就算在

隐形状态下，调查员也可以通过聆听与它相伴的那种持续不断、令人恶心的笛音来粗略地确

定它的位置。任何人在试图攻击一只隐形的飞天水螅时，都需要先成功地通过一个“聆听”
检定以确定对方的位置；即便如此，也仍会受到命中率减 50%的减值。因此，一个有着 90%“步
枪”技能的射手在射击一只隐身的飞天水螅时，只有 40%的机会命中目标。

飞天水螅总会在隐身与显形之间来回闪烁，所以，即使它并非完全隐身时，攻击者的命中率

仍需要受到等同于飞天水螅意志值的减值。飞天水螅完全隐身时不会使用触肢进行攻击，但

仍可能使用控制风的能力，或是使用咒文。

飞天水螅，源自黑暗深渊的恐怖（FLYING POLYPS, Terrors from the Blackness Below）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36 50
体质 2D6+18 25
体型 4D6+36 50
智力 4D6 14
意志 3D6+6 16-17
敏捷 2D6+6 13
移动： 8／飞行 12
耐久： 38
平均伤害加权： +5d6，仅适用于气浪冲击。

武器： 触肢 85% (1d10)
气浪冲击 70% (伤害加权，每延伸 20码，伤害降低 1d6)

装 甲： 4(皮肤)，外加隐身。飞天水螅的躯体并非由地球上的物质构成，所以物质武器造

成的伤害均取最小值。例如，一把能造成 2d6+3伤害的枪只 能对它造成 5点伤害，而其中

4点还会被它的装甲(皮肤)吸收。若飞天水螅被子弹贯穿，则最小伤害会加倍后再减 4，亦

即造成 6点伤害。附魔武器可以正常造成 伤害。电或火焰也可以正常造成伤害

咒文：掷 1d20，结果若小于等于该个体的智力值，则守秘人可挑选与掷骰数相等、并且合

适的咒文供其使用，否则就完全不会知晓



技能：躲藏 30%，追踪 35%
理智值丧失： 1d3/1d20

古异子嗣（Fosterlings of The Old Ones）
上级仆从种族

“这巨大的物体闪光着，仿佛被剥去了外皮，微暗中它看上去是苍白的粉色，处于怪异的不

稳定状态……一会之后他看到了那个像肿胀的灯泡一般，在月光下变白的巨大的头颅，让他

想起从这个躯体里能够挖掘出的巨大质量。闪光着的笨重头部几乎是全秃的，除了几缕在他

头顶不安搜索着的头发，尽管这些头发看上去像青灰色的肉串……在他可以看清这个怪物剩

余的躯体之前，一个模糊而巨大的麻袋状物体蹲坐下来，阴影顿时淹没了空地。当它这么做

时，他觉得自己看到母亲的脸仿佛被漩涡状的肉吸入那个脑袋。她的面容被重新组合浮现出

来了么？其他面容之间互相冲撞的区域是否有缓冲呢？在黑暗中他什么都无法确定。”

——拉姆塞·坎贝尔《松丘的面容》

古异子嗣是人类女性和外神或旧日支配者交媾而生的变异子嗣。通过一个特殊的仪式。外神

或者旧日支配者发出了幻梦，到达一个孕妇的子宫，改变了胎儿的基因结构。出生之后，这

个孩子很多年都会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直到有一天转变为更加类似于他外星父母的怪物。这

种惊人的从人类变为地外怪物的过程仅仅需要一个晚上。

有时两个或者更多的转换者会“一起成长”成一个古异子嗣。

这些基因改变和转变过程世代传递。成功繁衍的下一代会更加像他们的亲代神格。

他们承受着经历基因变异的梦和神话行为与邪教仪式的梦魇。这些梦是它们祖先与神话存在

最初的邂逅经历，代代相传。

当星辰归位，旧日支配者再临于地球，古异子嗣将会成为他们天选的仆从。

它们的属性可能高于或低于属性表中数据，依赖创造它们的于外神和旧日支配者。举个例子，

一个没有智力的外神可能产出一个智力非常低（比 3D6低）或者压根没有智力的子嗣。

古异子嗣，外星神祗的私生子（FOSTERLINGS OFTHE OLD ONES, Bastard Children of
Alien God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3D10 27
体质 3D6+3D10 27
体型 2D6+3D10 29-30
智力 2D6+6+1D10 18-19
意志 3D6+1D10 16
敏捷 3D6+1D10 16
移动： 8
耐久： 28-29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压碎 75% 伤害 1D6+伤害加权

装甲：无，但是无附魔武器对古异子嗣造成伤害取最小值

咒文：所有古异子嗣都会召唤自己的亲族神格和召唤/驱散或者接触亲族神格的仆从种族（如

果有的话），此外有智力的古异子嗣最少懂得 1D6种其他额外的咒文

技能：有些可能保留了作为人类时的技能，但是大多数会因为其体型或者身体形态受到减值

惩罚

理智值丧失： 1/1d10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渎神之子（Blasphemous birth）
就像听说到的那么恐怖，我已经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旧日支配者和外神能够与人类交合，

产生渎神的混血儿。我不敢说，如果是真的，这一事实看上去将颠覆我们目前对基因的认识。

尽管如此，这似乎的确是真的，旧日支配者和外神也以此在我们的世界获得了强大而忠诚的

追随者。

我对于这些渎神之子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一位我在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同事，亨利·阿米蒂

奇教授。他告诉我尤格·索托斯是如何被召唤而来和一个自愿的人类交合，然后这样的结合

会产生如何恐怖的怪物。他另外已经在“敦威治恐怖事件”中写了他在 1928年遇到的那似

人怪物，威尔伯·沃特雷和他的兄弟的事情。

莎布·尼古拉斯也来到地球创造不祥的怪物。无名的邪教预言说这样的交合会诞生一位叫做

“脓汁之母”（the Mother of Pus）的半神，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

死灵之书中将所有这些子嗣归类为“古异子嗣”，作为一个无特定特征的类别，囊括了所有

这样的混血儿，甚至包括那些甚至没有从像外星人的双亲那里继承任何特殊属性的。

并不是说只有旧日支配者和旧神渗透入了人类的基因池。许多外星种族似乎也能这么办到，

通过神秘的魔法或者仅仅因为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接近人类。

深潜者就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他们的混血儿最终会自动转化为深潜者。约格斯（yuggs），
食尸鬼（ghoul）和蛇人（serpent people）似乎也能和人类杂交繁殖，这一点证明我们更加

像外星人，而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像人类。

邪恶真菌（FUNGUS，VILE）
下级独立种族

“第一眼看去，邪恶真菌就像一群蘑菇。然而，它们的颜色和轮廓似乎不断在变化，观察者

无法准确地集中注意力于它们，因而会受到它们的视觉欺骗。它们周围的地面半径数米之内



是完全的死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生长。四周蠕动着黑暗的阴影，仿佛黑色的烟幕。菌丝在

地面上爬行或者垂挂在长在高处的真菌上，以便使它们能环绕在人身边，低语声、摩擦声、

活泼的响声，无穷无尽的距离和安静（Black shadows creep around them like dark smoke screens, and

fungoid filaments crawl over the floor or hang down if the fungus grows on a ceiling,to loop themselves around a

human, whispering, rasping, smacking, endlessly distant and quiet.）。温暖，柔软和粘稠的黑暗。”

——米歇尔·西尔费纳《贝斯特威尔朗根（Beschworungen）》

这种真菌是一种寄生型生物，事实上它既不

是真正的植物也不是动物。有人猜测这种物

质来源于寒冷的犹格斯星，伴随着米·戈穿

越宇宙而来。有可能这种外星真菌是犹格斯

星的土著生物，也有可能它们是由米·戈出

于某种无法猜测的原因创造出来的。无论如

何，它是一种噩梦般的生命形式，能够感染

任何与它接触的生命体。

感染（INFECTION）：它粘稠的菌丝会粘上

任何接触它的东西；如果菌丝接触到裸露的

肉体，感染就开始了。几分钟之内，菌丝就

会渗入皮肤，将鲜活的肉体转化为真菌组织。

若受沾污的调查员能够在 2D10 分钟时间内

以某种方法除去粘稠的菌丝，他就能避免感

染。简单的用水冲洗是无法除去菌丝的，必

须用某些强力化学溶剂或者杀菌剂冲洗，两

者可能会导致调查员受到化学烧伤或者毒

害，具体由守秘人决定。火烧患处也能代替

药物发挥作用，但是会导致 1D6 的耐久伤害。一个严重的沾污受害者可能需要化学手段和

火焰的共同作用才能彻底消灭这种寄生菌。

感染立即发生后，尽管受害者不会出现任何感染的外在表现，但受害者的内部组织开始转化

为真菌物质。受害者在外星寄生菌的傀儡式操控下变得安静和沉默寡言，同时拒绝一切的健

康检查和治疗。要挽救受害者的生命，只能在 2小时内切除接触过邪恶真菌的躯体部分，否

则这种寄生菌会传染蔓延整个身体，被寄生者的意志将在不知不觉中被改造成完成一切事情

以促进自己的真菌转化的思维模式。这便要求他从社会生活退入阴暗潮湿的角落中。

每个月受害者损失力量、体质、敏捷和移动各 2点，智力 1点，但是增加 1点意志。当受害

者的力量、体质、敏捷和移动都降到 0，这种转化就完成了（他的意志应该差不多涨到满值

了），他彻底地变成了一个真菌。身体完全变成海绵状结构，不再存在任何形式的 DNA。此

时不再有任何可以拯救受害者的治疗方法，任何对受害者的检查都十分危险。受害者并没有

死，但是变成了一个固定不动的，拟态他原本形状的恐怖真菌聚合体。

邪恶真菌，外星寄生者（VILE FUNGUS，alien parasite）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N/A N/A
体质 N/A N/A
体型 3D6 10-11



智力 2D6 7
意志 4D6 14
敏捷 N/A N/A
移动： 0
耐久： 等于体型（10-11）
平均伤害加权： N/A
武器： 感染 100% 当触碰时，伤害可变（见上）

装甲：无，但是火器和其他武器对真菌无法造成伤害。火器或近战武器攻击寄生菌只会撕碎

和打散这种物质，导致在接近区域的所有人都有突然被感染的危险。火焰、化学药品或者类

似手段可以对外星真菌造成最大伤害。

咒文：无

理智值丧失：初次目睹邪恶真菌 0/1D4。目睹一个躯体被转化为真菌 1D3/1D8——如果是调

查员认识的人 1D4/1D10。

妖鬼(Ghast)（译者：玖羽）

下级独立种族

“这种可憎的生物会在光照下丧命…它用长长的后腿跳跃着前进…那对微黄而充血的眼

睛…妖鬼拥有敏锐的嗅觉…足有小马那么大的身躯从暗处跳出，那野兽丑陋、污浊的样子令

卡特作呕。在它脸上看不到鼻子、额头等重要的特征，但很奇怪地，长得却和人类酷似…它

用好像咳嗽一样的独特喉音说话。”

——H．P．洛夫克拉夫特，《秘境卡达斯梦寻记》

妖鬼栖息在幻梦境的地下和现实世界阳光照射不到的巨大地下洞窟之中，从不出外。只要被

阳光照到，它们就会生病、死亡；它们有同类相食的习惯，经常会互相撕噬。除此以外，它

们也捕捉别的生物为食。

据说，居住在昆扬洞窟中的那些科学发达、道德堕落的人类使唤着一种双足步行的恐怖类人

怪物，它们可能就是妖鬼的近亲，或是妖鬼中的一种。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妖鬼可能就是

蛇人所做基因实验的产物；尽管妖鬼是非常

野蛮、残忍的生物，但也有饲养它们的可能。

攻击方式：妖鬼每轮都可以进行一次踢击和

一次噬咬攻击

妖鬼，令人厌弃的污浊野兽（GHASTS,
Unwholesome Scabrous Beast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12 22-23
体质 4D6 14
体型 4D6+12 26
智力 1D6 3-4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6 13
移动： 10



耐久： 20
平均伤害加权： +2d6
武器： 噬咬 40% (1d10)

踢击 25% (1d6+伤害加权)
装甲： 3(皮肤)
咒文： 无

技能： 潜行 70%
理智值丧失： 0/1d8

食尸鬼(Ghoul)（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下级独立种族

“这些生物不能称为完整的人类,但很多地方却都与人类相近。它们用两足直立、身体前

倾，看起来就像一群狗；那仿佛胶皮一样的皮肤，使人心生厌恶。”

——H．P．洛夫克拉夫特，《皮克曼的模特》

食尸鬼是一种长着像胶皮一样有弹力的皮肤的

类人怪物。它们的脚像蹄子、脸部像狗，还长

着尖尖的爪子，用一种急促的、像是在哭泣的

声音讲话。因为常在坟墓中觅食，它们的身上

大多覆盖着长在坟墓中的真菌。

洛夫克拉夫特所刻画的食尸鬼，是生活在各个

城市的地下隧道网里的可怕生物；它们与魔女

立约，有时还会袭击人类。在那些难以置信的

古老坟墓中的非常古老的食尸鬼隧道可以通向

幻梦界中。在幻梦境中食尸鬼很常见。经过很

长的时间之后，人类可能会变成食尸鬼。

食尸鬼可能偶尔会和人类交合并诞生出丑陋可

憎的后代。

一部分食尸鬼可能与纽格塔的崇拜有关，在未

来的佐希克大陆上食尸鬼崇拜藏骸所之神莫尔

迪基安。他们与其他的神话生物和神祗基本没

有关系，因为他们满足于享受他们的腐烂食物，

宁愿让其他种族和生物去耍他们自己的诡计。

攻击方式：它每轮都可以使用两只钩爪、并进

行噬咬攻击。如果食尸鬼仅仅进行噬咬攻击，一旦命中，它的牙齿就会陷入受害者体内，在

接下来的每一轮中都持续造成 1d4点附加伤害。受害者视同遭到擒抱。只有在力量值对抗检

定中胜出、把食尸鬼推开之后，伤害才会停止。

食尸鬼，讥嘲的隧道觅食者（GHOULS, Mocking Charnel Feed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6 16-17



体质 2D6+6 13
体型 2D6+6 13
智力 2D6+6 13
意志 2D6+6 13
敏捷 2D6+6 13

移动： 9
耐久： 13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钩爪 30% (1d6+伤害加权)

噬咬 30% (1d6+牙齿的附加伤害)
装甲： 火器或投射武器只造成一半伤害（小数点后无条件进位）

咒文： 掷 d100，结果若高于该个体的智力值，它不懂咒文；结果若等于低于该

个体的智力值，则守秘人选择与掷骰数相等的咒文，给其使用。食尸鬼通常不使用咒文或魔

法。

技能： 掘洞 75%，攀爬 85%，躲藏 60%，跳跃 75%，聆听 70%，对腐烂的嗅觉

65%，潜行 80%，侦察 50%
理智值丧失： 0/1d6

格拉基之仆从(Glaaki，Servant of)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下级仆从种族

“一只手摸索着，想要把它抬起来！……那是一只死人的手——完全没有血气、像骸骨一样

的手，还长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长长指爪。”

——拉姆齐·坎贝尔，《湖中居民》

“格拉基之仆从”是格拉基用它的针刺制造出来的不死怪物，属于僵尸的一种。它们与身为

旧日支配者的格拉基共有记忆，可说是格拉基的一个部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独立行动。

起初，它们看起来还是人类，只是动作僵硬、很像尸体；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会逐渐枯萎，

最后变成不死怪物。有时聪明的仆从会通过化装来隐藏他们真正的腐烂的外貌，甚至有的会

在充满甲醛溶剂的桶中沉睡以延缓他们必然来临的崩坏一刻。

绿之崩坏(Green Decay)：当以这种行尸走肉的状态过了 60年之后，只要被日光程度的强光

照到，它们就会立即陷入一种被称为“绿之崩坏”的状态之中。绿之崩坏开始于身体的腐坏，

立即对仆从造成 1D10的伤害。崩坏是迅速而不可逆的，仆从每小时都会受到 1d6的追加伤

害。这种状态将持续几个小时，然后它们就会瓦解冰散。

格拉基之仆从，崩坏的奴隶（SERVANTS OF GLAAKI, Decaying Slav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X2 20-22
体型 2D6+6 13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 10-11
敏捷 1D6 3-4
移动： 5



耐久： 17～18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爪撕 20% (特殊)

镰刀 40% (1d6+1+伤害加权)
装甲： 无

咒文： 知晓生前掌握的所有咒文。此外，还要加上格拉基教给它的咒文

技能： 潜行 35%
理智值丧失： 见到保有人类样子的个体，不会丧失理智值；见到活尸一样的个体，1/1d8；
见到它们因“绿之崩坏”而死，1/1d10

格尼查特·泰阿查特（Gn’icht’ tyaacht）
下级独立种族

“这种七英尺高具有一个尖长脑袋的瘦高类人生物在手指末端有着巨大的爪子，和突出锋利

的牙齿。”

- 佩特·泰姆兰等，《幽谷恐怖》

格尼查特·泰阿查特是一种西非丛林中的树生原住民种族。他们与一种高大而具有黑色树叶

的树(本地人称之为“努万达”（Nuwanda）) 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尽管这种生物在离开他

们的树之后是肉食性的，部落巫医发现加入用他们可以通过魔法咒文驯服，只要在他们大约

5岁成熟之前一直只用晾干血液的人肉喂养即可。

成熟前格尼查特•泰阿查特相当的活跃，对食物的渴求贪得无厌，但是可以被复杂的魔法控

制。一旦他们成熟了，他们的食欲会大幅锐减，相应的他们会将绝大多数时间用于和他们的

树一起沉睡。

格尼查特•泰阿查特只有在黑暗的夜间时间才能离开他们的树。

尽管一只单独的格尼查特·泰阿查特没有魔法力量，一群这种生物（十只或以上）可以精神

上将思维连接来施展有限的魔法。这群生物能够大约在这个群体为中心的 10码范围内，了

解到任何发生的与他们有关的事情。 另外，这个群体能释放一种强力的催眠咒文。被这个

咒文捕捉的人必须和这一群体中意志最高的个体进行两次意志对抗，来避免陷入沉睡。

在群体中的格尼查特•泰阿查特被禁止攻击任何人，除非有人先攻击到群体中的格尼查特•

泰阿查特从而打破了这条待客的规则。

某些非洲部落比如伊卡姆比（Ikambi）崇拜着格尼查特•泰阿查特，这些部落中的巫医发展

出了操纵格尼查特•泰阿查特的技术。这些部落被奴隶贸易所摧毁，他们守卫着的知识也随

之在人类中失传至今。

格尼查特•泰阿查特并不崇拜任何神祗，但是当克图格亚被早已埋没的非洲城市塔·高尔

（T’gaorl）中一位野心勃勃的巫师召唤而来时，他们曾经被克图格亚奴役过。格尼查特•泰

阿查特面对炎之精时毫无反抗之力，因而他们在整个时代里都憎恨地诅咒着克图格亚和所有

这位神祗的盟友。

攻击方式：格尼查特•泰阿查特每轮可以用它的两个爪子攻击。

格尼查特•泰阿查特，树栖恐怖（GN’ICHT’ TYAACHT, Tree-Dwelling Horro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10 17
体质 3D6+12 22-23
体型 2D6+14 21



智力 2D6+2 5（总是最少为 1）
意志 2D6 7
敏捷 3D6+5 15-16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钩爪 40% (2d6+伤害加权)
装甲： 格尼查特•泰阿查特可以在进入他们的树木时改变其皮肤材质为树木般的

坚韧厚实以便于战斗，相当于 5点装甲。他们在从隐匿中出现时也保留着他们的厚皮。只有

在令人惊讶地离开或进入树木的瞬间或是当他们隐藏时，他们才会被发现没有具备这种护

甲。

咒文： 个体没有，群体咒文见上文。

技能： 攀爬 80%，躲藏 80%，跳跃 40%，聆听 70%，潜行 75%，追踪 50%
理智值丧失： 看到单独一只格尼查特•泰阿查特 0/1d6，看到格尼查特•泰阿查特从一棵

大树中浮现 1/1D10

诺弗•刻(Gnoph-Keh)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上级独立种族

“长着尖角的诺弗•刻，是格陵兰冰原上多毛的神秘生物。它有时用两条腿行走，有时用四

条腿漫步，有时则用六条腿飞驰。”

——H．P．洛夫克拉夫特＆海泽尔•希尔德，《博物馆里的恐怖》

在较早期的故事中，诺弗•刻似

乎是一个与兰·提戈斯或克苏鲁

有关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但从后

面的故事来看，它却似乎是指一

族特定的生物——甚至可能是

一个退化了的食人部落。之后我

们发现，既有一种种族被称为诺

弗·刻，也有一个单一生物被称

为诺弗·刻。

在这里，我们认为它指代的是一

种分布稀疏的罕见生物。诺弗•

刻与伊塔库亚之间存在某些联

系。通常，人们只会偶尔遇见一只诺弗•刻。这个种族通常都只出没在冰河、冰盖或极端严

寒的冰冻地区；但格外寒冷的凛冬也可能把它们带到低地上来。如果哪个人类部落真的用诺

弗•刻为自己命名，那么他们可能是将诺弗•刻视为一个神来崇拜，或者将之视为本部落的图

腾。

暴风雪及严寒攻击：诺弗•刻可以在自己周围制造出一场小型的暴风雪，导致这一区域的能

见度最远不超过三码。诺弗•刻每小时需要花费一点魔力值来制造并维持这场小型暴风雪；

由此产生的暴风雪半径可远达一百码，诺弗•刻每多花费一点额外的魔力值，又能使这场暴

风雪的半径再扩大一百码。在极少数情况下，两只或更多的诺弗•刻会进行合作，将它们的

魔力值联合起来，制造一场规模极大的暴风雪。这样制造出来的暴风雪总会以诺弗•刻为中

心。如果置身于这种暴风雪之中、且没有恰当的保暖措施以对抗冰雪和凛风，则调查员每



15分钟就要掷一次 d100，若结果高于[体质值×5]，就会因冻伤损失一点耐久。

诺弗•刻同样也可以花费魔力值，使它周围的区域急剧降温。和暴风雪一样，它每花费一点

魔力值，就可在半径一百码的范围内使气温骤降 20华氏度（约 10摄氏度），并持续一个小

时。如果诺弗•刻愿意，它就可以在降温的同时制造暴风雪，以产生可怕的冰雪风暴。

其它攻击方式：在任何近战轮中，诺弗•刻都可以使用它的角、以及六只钩爪中的零只、两

只或四只同时发动攻击。由于在雪地中有着良好的抓地力，如果它不使用钩爪，则可因为用

角突击而使其伤害加权再加 2d6点；如果它用两只钩爪投入战斗，则使用正常的伤害加权；

如果它用了四只钩爪，则它角和爪子的伤害加权均为正常伤害加权再减 2d6，因为它需要花

费更多的精力去保持平衡，而不是集中注意力进行战斗。

诺弗•刻，冰雪传奇（GNOPH-KEH,Legends of the Ice）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24 31
体质 3D6+12 22-23
体型 2D6+24 31
智力 1D6+12 15-16
意志 6D6 21
敏捷 4D6 14

移动： 9
耐久： 27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角 65% (1d10+伤害加权)

钩爪 45% (1d6+伤害加权)
装甲： 9(长毛、兽皮、软骨)
咒文： 掷 1d20，结果若小于等于该个体的智力值，则它可使用与掷骰数相等的

咒文，否则就完全不会知晓。知晓的咒文一般和伊塔库亚以及极圈元素有关。

技能：雪中躲藏 50% 雪中潜行 35% 雪中追踪 75%
理智值丧失： 0/1d10

羊木镇侏儒（Goatswood gnomes）
下级仆从种族

灰色的眼睛深陷于眼眶内，勾状的鼻子就好像她翻过的那些幼年的女巫；笑着张开的嘴里露

出尖利的牙齿。

-拉姆塞·坎贝尔《羊木镇制造》

这些丑陋矮小的生物实际上是用石头雕刻而成，古代在英国塞文谷（Severn Valley）地区通

过未知的仪式赋予了它们生命力。它们在白天休眠，在晚上焕发生机来进行卑劣诡秘的行动。

这些石头怪物的苏醒可能与月亮和四季的交替循环有关，他们只在特别的时间才能行动，例

如满月或新月等。羊木镇侏儒和莎布·尼古拉斯以及其他与自然和木材有关的原始力量紧密

相连。他们每回合都能使用他们的一对小爪子或他们如鲨鱼般锐利的牙齿。

羊木镇侏儒，附魔仆役（GOATSWOOD GNOMES, enchanted servant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 7
体质 5D6 17-18
体型 1D3+2 4
智力 3D6 10-11
意志 2D6+6 13
敏捷 3D6 10-11
移动： 9
耐久： 10-11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爪30% (1d3+伤害加权)

咬40% (1d4)
装甲： 9(硬皮)
咒文： 掷1d100，结果若小于等于该个

体的智力值，则它可使用1d3咒文，咒文一般与莎

布·尼古拉斯，莎布·尼古拉斯的眷属，以及其他

和自然与元素有关的神祗相关。

技能： 隐藏75%，潜行50%
理智值丧失： 0/1d3

戈弗恩·胡帕德戈·莎布·尼古拉斯（gof’nn hupadgh Shub-Niggurath）
下级仆从种族

（注：gof’nn hupadgh为拉赖耶语，gof’nn =children ，hupadgh= born of）
“这些更加可以辨识出的活物在没有明显外伤的情况下令人惊讶地解离开来，同时另一些由

非常不同的部分组成，看上去就完全不像属于一个个体的。”

-拉姆塞·坎贝尔《月透镜》

这些生物是莎布·尼古拉斯的仆役和祭祀，由黑山羊之母通过牺牲受害者所创造。在这位外

神通过“月透镜守护者”（Keeper of the Moon-Lens）和“田间潜随者”（He Who Walks Behind
the Rows）的化身出现时，它整个吞下活祭的人类，之后使他们从自己的体内“诞生”出来，

在此过程中祭品遭遇了巨大的变化。通常这些人再也不会被发现，因为他们将会居住于潮湿

的墓穴或阴暗的树丛，为黑山羊之母和她的追随者们服务。

同样众所周知的，由于得到了莎布·尼古拉斯的赐福，他们形成了一个变异的种族，其中一

些具有膨胀的双脚和小的羊角这些山羊的特征，类似于半羊人的外貌，另外的则大部分看上

去像人类，还有一部分发生了恐怖的转变变成了怪物。任何两只这种生物都不类似，尽管他

们几乎都是类人生物。这些生物是许多有关哥布林和妖精一般的怪物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

他们一般而言是生活在群落里——有时是很大的群落。

有数不尽的关于居住在闹鬼的森林里的“哥布林”的故事，偷盗幼儿，袭击倒霉的旅行者，

以及烹饪有毒或者魔法食物来尝试卖给粗心的人类。

赤红之圈（SCARLET CIRCLES:）：这是一种这些生物的集体仪式。其撕裂空间就如同一个

临时传送门，允许它们在遥远的地点间穿越旅行。为了完成这个仪式，一群戈弗恩·胡帕德

戈围成一个圈子来祈祷。每一个成员贡献1点意志，选中的头领则要向莎布·尼古拉斯贡献

至少体型18的血祭。祭品可能是一头牛，一到两个人类或者几只小动物。在可怕的紧急状态

下，戈弗恩·胡帕德戈可能献祭一只或者更多他们的同族。当这些生物开始吟唱，血液渗入



土壤，一个赤红之圈就会浮现。它相当于传送门。戈弗恩·胡帕德戈可以穿过传送门，或者

从传送门中召唤出什么东西。这些生物可以完全控制传送门通往何处。群体每集体贡献1意
志，这个暂时的传送门就能多维持1分钟。

攻击方式：在对抗中，戈弗恩·胡帕德戈·莎布·尼古拉斯可以使用一次撕咬或者一次爪击

/蹄踢/拳击。一部分具有山羊角或者绵羊角的也可以进行一次头顶攻击。有些可能用粗糙的

棍棒或者所有其他种类的简易武器进行攻击。

戈弗恩·胡帕德戈·莎布·尼古拉斯，莎布·尼古拉斯的赐福者，哥布林（GOF’NN HUPADGH

SHUB-NIGGURATH, the blessed of Shub-Niggurath, goblin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2D6+6 13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6 16-17
敏捷 3D6 10-11
移动： 8
耐久： 11-12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爪击30% (1d6+伤害加权)

撕咬40% (1d4)
头顶20%（1d6+伤害加权）

简易武器 25%（简易武器伤害+伤害加权）

装甲： 无，每回合回复1d6耐久直到死亡

咒文： 所有都会“呼唤莎布·尼古拉斯”，“召唤/控制 黑山羊幼崽”，“身体变形”，

“变身灵体”，“赤红之圈”，额外1d5其他咒文

技能： 他们保留了作为人类时的全部技能，额外增加隐藏90%，潜行70%
理智值丧失： 目睹绝大多数的戈弗恩•胡帕德戈•莎布•尼古拉斯 0/1d4，目睹恐怖的变

异体 1/1d6

绿渊眷族（Green Abyss ，Spawn of the）
上级独立种族

它看上去起伏不定，在几秒钟内改变着，如胶质般上升到十英尺的高度，然后下沉，膨胀，

向前伸展出黏滑的触手。整个胶状外层皮肤覆盖着一层污秽的脓液，牢固地黏着在表面，似

乎是从巨大皮革状的表面孔穴中分泌出来的。我认为正是这种蓝色的黏液在其每英寸的滑行

中，释放出了每时每刻都更加令人作呕的腐烂恶臭……在这种腐臭大致的中心，深蓝色的巨

大物体，一个留着口水的原始的大洞，看上去像是一个退化的嘴巴根据可憎的节奏在吸入和

呼出。随着这网状爬虫类皮肤的大嘴张开，那粘稠的仿佛被黏液堵塞住的尤斯·卡拉（Yoth
Kala）的圣歌散发出来。事实上，这里没有面部的存在，但是那个像伤口一般的大嘴之上大

约一英尺处有一个单独蛇形的触须在左右摇摆，比起观察更像是在感觉，看上去就像从地狱

喷射而出的肉质潜望镜。

——C·霍尔·汤普森，《绿色深渊的眷族》

绿渊眷族居住于地球的深海和大洋之中。尽快长得很类似修格斯（shoggoths），但他们是高

度进化和具有智能的生物。他们居住于水底社会中，由女王索斯·塞拉（Zoth Syra）统治。



绿渊眷族看上去像是有各式各样随时能改变的形态的蓝绿色史莱姆。他们能产生出他们需要

的肢体和传感器官，一般具有退化的嘴部。由于具有高度智能，绿渊眷族能够进行演讲和学

习其他语言。

催眠曲（HYPNOTIC SONG）：绿渊眷族可以吟唱让听众受到影响的外星歌曲。目标必须和

释放者进行意志对抗，如果未能成功则会落入绿渊眷族的咒语中，听从其一切命令。受害者

每轮可以尝试通过掷骰1D100，不大于其意志则代表逃脱了咒文的控制。同伴的一个成功的

心理分析也可以打破这种恍惚状态。

攻击方式：绿渊眷族可以通过翻转压碎受害者，或者每轮使用1D3伪足攻击受害者。伪足的

攻击范围等于这个怪物的体型。眷族也可以选择用伪足抓住受害者。

绿渊眷族，深海中的魅惑存在（SPAWN OF THE GREEN ABYSS, Entrancing Entities of the Deep）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0D6 35
体质 7D6 24-25
体型 14D6 49
智力 2D6+10 17
意志 5D6 17-18
敏捷 1D6 3-4
移动： 10 翻滚

耐久： 36-37
平均伤害加权： +4D6
武器： 压碎80% (伤害加权)

伪足60% (1/2伤害加权或抓住)
装甲： 无，但是普通武器对绿渊眷属无

效。咒文，附魔武器，火焰，电击和化学药品可以

伤害他们。绿渊眷属每轮回复1D3耐久直到死亡。

咒文： 掷1d100，结果若小于等于该个体的智力值，则它可使用1d6咒文

理智值丧失： 1d6/1d20

绿神子嗣（Green God ，Children of the）
下级仆从种族

之后我看到了一个那些部落信奉的“朋友”，开始卸去为了穿过人群的面部伪装。他们巨大

的眼睛从昏暗中突出，他们野兽般的牙齿在畸形的嘴里闪闪发光。

——拉姆塞·坎贝尔《沃伦唐之下的恐怖》

绿神子嗣是一种经历巨大变异的退化。这一过程是一个克苏鲁神话中一直循环的老套故事：

曾经是人类，他们崇拜的外星神祗将他们转化为怪物。这些子嗣一般被粗毛覆盖，具有长耳

朵，大眼睛和啮齿动物般的尖牙。他们通过跳跃前进，看上去畏光。他们一般居住于地下狭

窄的地区或茂密的森林里。

这些可怜的下级仆从大多数是无害的生物，因此他们的巢穴常常由他们决定来隐藏着。他们

是一个迅速敏捷的种族，能够超过人类和机车。单独或者少数的子嗣在人类面前会逃跑。然

而如果遭遇了一大群绿神子嗣，他们就有可能攻击。这些生物很少独自流浪，所以他们一般

都是集体行动的。有时他们会出没于幻梦境诡异黑暗的森林中。

攻击方式：在对抗中，绿神子嗣每轮可以使用一次撕咬或者一次爪击。

绿神子嗣，变异兔族（CHILDREN OFTHE GREEN GOD, Mutant Rabbit-Folk）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3 13-14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2D6+6 13
智力 2D6+6 13
意志 2D6+6 13
敏捷 2D6+12 19
移动： 8
耐久： 14-15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爪30% (1d4+伤害加权)

咬30% (1d3)
装甲： 无

咒文： 意志大于16的个体知晓接触绿神和其他1D6种咒文

技能： 隐藏25%，聆听50%，潜行25%，侦察50%
理智值丧失： 0/1d4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塞文谷（SEVERN VALLEY）
物以类聚，一群吸引了神话细节的新英格兰的小城现在已经被神话研究者们众所皆知，但是



鲜为人知的是还有在英格兰西部的一个城市集群，一个被称为塞文谷的蒙昧之地。

这个河谷至少是四位主要神话存在的住所：比亚提斯（Byatis），艾霍特（Eihort），格拉基

（Glaaki）和绿神（Green God）。为何世界的这个角落有这样的吸引力至今仍是个谜，事实

上有强烈的猜测，至少两个神话存在是从外太空来到这里的，首先是格拉基然后是夏恩族

（Shan）
下文是有关塞文谷城镇的评述。

伯克利（Berkeley）似乎仍处在中世纪。村民一直提防着“伯克利蟾蜍”（Berkeley Toad），
尽管我的阅读发现类似比亚提斯一样的存在有可能被囚禁在临近塞文福德（Sevenford）的莫

雷城堡（Caster Morley）中。

塞文谷的明珠布里切斯特（Brichester） 是一座位于格洛斯特郡的现代化城市。布里切斯特

大学坐落于此。然而，故事中常提及这座城市地下的秘密通道，和北面数英里之外幽灵湖泊

传来的梦魇。有些人甚至谣传在城市西边一个巨大的石板上有着女巫崇拜的事情。

康赛德（Camside）值得注意，因为资料显示此处是艾霍特的居所，它是一位长居于由布里

切斯特延伸出的巨大迷宫中的地下神明，有的故事甚至说艾霍特的血族伪装成人类的模样渗

透进了城里。

克罗顿（Clotton）（曾名为克罗斯城（Cloth Town））曾经被视为塞文谷中一座罕见的理智的

堡垒。然而1931年发生的事证实了这一观点的错误。尽管关于这件事的资料知之甚少，但是

至少我了解到河岸两边的街区被摧毁了。莱昂纳尔·菲利普斯(Lionel Phipps)的著作中提到

了“深处的居民”（Dwellers in the Depths）。
羊木镇（Goatswood）是塞文谷中尤为引人关注的一座城镇，但是我已经写过关于它的材料。

莱德尼（Lydney）位于塞文河西面，因而远离了河谷中的绝大多数怪异。然而我偶然发现了

一些文献，有关于“闪脸的女巫集会”和一座旧神诺登斯（Nodens）的废弃神庙。

塞文福德也有“伯克利蟾蜍”的传说，传闻比亚提斯就被关在临近的莫雷城堡里，尽管没人

知道到底关了多少时间。塞文福德附近有一个山谷被称为“声之原”（the Plain of Sound）,
可靠的古代资料里显示这里可能与斯格霍湾（the Gulf of S’glhuo）相邻。

坦费尔（Temphill）是个奇怪的地方，于此处有关的故事都是零零碎碎的。有证据显示尤格·索

托斯通过一个叫做“坟群”（Tomb Herd）的古怪事物在此处存在着。坦费尔（或者说山上神

庙（Temple Hill））在很早之前由信徒们建造，其中有着怎样的古代秘密至今无人知晓。

沃伦唐（Warrendown）是一座被神秘笼罩的小镇，因为它是孤立于内的。一些神话书籍提

到那里崇拜着一位植物神明，这位神明与复活节岛的巨型石像有着奇怪的联系。有人警告过

我小心那些沃伦唐居民出售的蔬菜。

塞文谷还有其他一小部分似乎和神话无关的城镇，包括老塞文福德（Old Severnford）和夏

普尼斯（Sharpness），但是考虑到整个河谷的名声，我们必须也带上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洗城

镇。

内容也可参加“羊木镇”条目。

古革巨人(Gug)（译者：玖羽）

下级独立种族

“那怪物的脚长达两英尺半,长着可怕的钩爪。然后，又一只脚出现在眼前；接下来，一只

覆着黑色软毛的巨大手臂出现了，那手臂在前端分裂成两支，每只手都长得和脚爪酷似。随

之现形的，是两只发出粉红色亮光的眼睛，醒来的巨人那像桶那么大的头颅摇摇晃晃地露了

出来。两只眼睛在头部的两侧，各自突出达两英寸，被粗毛和骨头保护着。但是，头颅上最

令人恐惧的，还是它的巨口：那张嘴不是水平、而是垂直地生长着，生满了巨大的黄牙，从



头顶直裂到下方。”

——H．P．洛夫克拉夫特，《秘境卡达斯梦寻记》

居住在幻梦境的古革巨人，因为在崇拜各种旧日支配者时进行的仪式过于令人嫌恶，遂被放

逐到幻梦境的地下世界之中。它们无论用那四只手（前脚？）抓住了地上的什么生物，都会

非常快乐地将其吃掉；古革巨人是一种身躯庞大的怪物，普通的个体至少也有20英尺高。

攻击方式：战斗的时候，古革巨人可以选择噬咬，或者用一只手臂攻击对手。它每只手臂前

端都分出两只长着钩爪的手腕，也就是说，一只手臂可以用钩爪攻击两次。但是，这两只钩

爪每次只能攻击同一个对手。

古革，幻梦境的不洁之巨人（GUGS, Unclean Giants of the
Dreamland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6D6+24 45
体质 3D6+18 28-29
体型 6D6+36 57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 10
耐久： 43
平均伤害加权： +5d6
武器： 噬咬60% (1d10)

钩爪40% (每只4d6，无伤害加权)
践踏25% (1d6+伤害加权)

装甲： 8(皮肤、毛皮、软骨)
咒文： 在古革巨人之中，有的个体也会知晓几种咒文。如果想表现这一点，可以

对个体掷d100。若结果高于该个体的意志值，则该个体对咒文一无所知；若结果低于该个体

的意志值，则该个体知晓与掷骰结果数量相同的咒文

理智值丧失： 0/1d8

盖艾·幽嘶（Gyaa-Yoth）
下级仆从种族

“几只长着独角的盖艾·幽嘶被提供给他用于代步和差使。在撒托居住的这四年里，他已经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于盖艾·幽嘶的恐惧，因为他已经不再为需要使用这些生物而恐惧发

抖了；但是他仍决定一旦抵达地表世界，他便会将金子储存起来，然后杀掉这些牲畜并将它

们统统埋藏在地下，因为他知道仅仅只对它们瞥上一眼就会让任何一个普通的印第安人吓得

精神错乱。”（注）

——H·P·洛夫克拉夫特&泽蒂利亚·比夏普, 《坟》

（本段译文译者：竹子，链接http://trow.cc/forum/lofiversion/index.php?t20897.html）
盖艾·幽嘶只在一个故事里简略地提到过。这种兽类有着近似于人类的外形，但是比人类大

得多，他们头顶有突出的独角，浑身被毛皮覆盖。昆扬（K’n-yan）人把从幽嘶（Yoth）的



地底洞穴中发现的四足原住民饲育成了盖艾·幽嘶，用他们作为驮兽和坐骑。尽管盖艾·幽

嘶比他们的动物祖先聪明得多，但是和人类或者昆扬人相比他们的智商只能算是退化的。有

推测认为盖艾·幽嘶和妖鬼有一定亲缘关系，前者比他们的亲戚更加巨大和强壮。就和妖鬼

一样，这种生物只会偶尔在幻梦境遇到。

其他属性：盖艾·幽嘶可以驮（基础值5%）体型相当于自身一半强壮属性的货物或者骑乘

者。

攻击方式：盖艾·幽嘶每轮可以脚踢一次和爪击一次。

盖艾·幽嘶，驮兽（Gyaa-Yoth，Beast of Burden）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6D6+6 27
体质 4D6 14
体型 5D6+12 29-30
智力 1D6+3 6-7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6 13
移动： 12
耐久： 21-22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咬30% (2D8)

爪30% (1D6+伤害加权)
踢40% (1D6+伤害加权)

装甲： 3点（皮肤）

咒文： 无

技能： 潜行50%
理智值丧失： 0/1D8

哈斯塔之眷族（Hastur ，Spawn of）
上级仆从种族

“毕宿之间，黯秘之地，吾辈终将触及，神憎鬼厌，凡人退散，卡尔克萨，伟大哈斯塔君临

之境。”

—— 林·卡特，《拉赖耶之梦》

如同他们的父神一样，从来无法准确地描述哈斯塔的眷属们，只能说他们长得像章鱼，有着

不可名状的可怖面孔——一段罕见的描述中显示他们有着几乎像骷髅一样的面容。有些文献

错误地将哈斯塔之眷属等同于克苏鲁的星之眷族。尽管两者可能有一些相似之处，克苏鲁和

哈斯塔的眷族不是相同的种族。

哈斯塔之眷族是水生的，至少也是两栖的，因为他们只出现在不可名状之主降临的污秽阴暗

的哈里湖。这些眷族具有有限的飞行能力，可以在陆地上做短距离的行动。

和他们的主人一样，这些生物只有在毕宿五升于地平线上时才能被召唤至地球。



攻击方式：哈斯塔之眷族一般用流动的触手攻击。可以将受

害者压碎致死，也可以抓住受害者，将他们扔进眷族像橡胶

麻袋一般的身体从而将他们整个吞噬。

哈斯塔之眷族，不可名状者生于星辰之间的子嗣（SPAWN
OFHASTUR, Star-Born Progeny of the Unspeakable One）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6D6+20 41
体质 3D6+6 20-21
体型 6D6+10 31
智力 2D6+6 13
意志 5D6 17-18
敏捷 3D6 10-11
移动： 4/12 潜游/8 飞行

耐久： 25-26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触手75% (1D6+伤害加权)或抓取

抓取后自动吞噬，即死

装甲： 10点（肥厚的胶质皮肤）

咒文： 所有都知晓召唤哈斯塔和最少2D6种咒文。

一般包括所有和哈斯塔以及其各种仆从的咒文

技能： 水中潜行35%
理智值丧失： 1D6/1D20

地狱植物（Hell-plant）
下级仆从种族

“几秒之后，哈昂·多尔（Haon-dor）的种子开始劈开受害者的背部并翻滚，大量覆盖着粘

液的物块从他的身体里撕裂出来。一个被膨胀的眼球和尖牙无唇的大嘴所覆盖的巨大植物从

受害者的尸体中发芽，开始在寺庙中蔓延自己的藤蔓和枝条。”

—— 道格·莱昂斯《本代·杜勒姆的可怕之处》

地狱植物的种子大多由强大的巫师或者神话存在植入，被

活着的宿主携带着。这些外星种子会在种植者预先决定的

时间和地点发芽。地狱植物的种子发芽的情况，有可能是

寄主被杀死，也有可能是在特定的月相或潮汐时间下，也

有可能是当一个特定咒文发出，等等。每颗种族都在不同

的特定环境下被种下。植入宿主的种子往往已经决定好何

时、何地以及如何发芽。地狱植物的种子可能是以物理手

段植入宿主的，亦可能是通过神秘、魔法、外星仪式或者

咒文植入的。活着的宿主通常不知道自己正携带着地狱植

物的种子

当地狱植物的种子发芽时，它会撕裂宿主的身体，在一大

团翻滚的粘液中喷发出来。由于外形植物撕裂了宿主的身



体，宿主会立即死亡。地狱植物会扎根于宿主身体倒下的地方，再也不能从此处移动到别处。

种下种子的存在可以在植物中嵌入特定咒文的知识，植物生长之后就能使用，否则地狱植物

不能学习或者使用咒文。

X光可以检查到宿主中的地狱植物种子，外科手术可能可以成功移出种子，或者反而会诱发

其发芽，结果取决于守秘人的选择。

地狱植物，噩梦中诞生的藤蔓（HELL-PLANTS, Nightmare-Born Creep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6 20
体质 3D6X5 50-51
体型 可变 生长中

智力 3D4 7-8
意志 5D6 17-18
敏捷 2D6+6 13
移动： 0
耐久： 30+2D6 每轮生长

平均伤害加权： N/A
武器： 藤蔓80% (1D6+之后每轮吸取1强壮)
装甲： 无，但突刺武器对植物造成最小伤害。地狱植物不可燃因而不能被点火，

但是火焰能对其造成正常伤害。

咒文： 地狱植物之知晓种植者给予的咒文

理智值丧失： 1/1D10

无形之骏马（Horses of the invisible）
上级独立种族

之后我觉得整个地方由于下方巨大怪物的笨重蹄子落下导致不停地晃动……然后，从我留下

的一片黑暗中，突然响起一阵可憎的仿佛吞咽的马嘶声……他相信他看见了就像一个巨大的

马头，在他手枪最后开火闪亮的的光线中。立刻他被强大的击打所击倒……

—— 威廉·霍普·霍奇森《无形之骏马》

无形之骏马是由其他位面的存在创造的一个局部材料（partially-material不知道做何解）生

物种族。一般这些骏马都是隐形的。当他们想要显现，他们的形象通常是具有直立的前腿，

蹄子以及一个巨大苍白如同幽灵的

马头，他们的后腿则被诡异厚重的

烟雾所掩盖。他们冰冷的马嘶声和

马蹄声通常是唯一能显现他们存在

的特征。

无形之骏马可以操控对象穿过无形

和有形固体。他们没有实际的物理

攻击方式，除非他们结合成幽灵骏

马形态显现。

无形之骏马想要进入我们的位面只

有能过两种方式：被召唤，抑或被

一片区域里强烈的痛苦所吸引，比

如可怕的谋杀，自杀，拷问等。因

为这些原因，骏马总是被错误地认



为是阴魂不散的焦躁不安的精神体。当他们降临时，他们必定进入到阴暗的地下洞穴。无形

之骏马会一直被束缚在这样的洞穴中，直到他们被驱散回自己的位面或者被杀死。无形之骏

马一般都是独居生物。

念力和攻击：无形之骏马处于无形的灵体状态时，具有一系列特殊的能力。骏马可以用念力

推动人或者物体，每消耗5点魔力可以造成1力量的推力。骏马必须在能够看到他的目标或者

物体的情况下才能推动或操纵。

幽灵之声：骏马最常用的力量就是创造幽灵之声。他可以创造可怕的马嘶声或如雷的马蹄声，

常用于恐吓，干扰或诱惑受害者，听到这些声音会丧失理智。骏马也能创造一种接吻的声音，

这种声音极其类似某人正在“飞吻”，大多用于诱惑潜在的受害者从安全之处移动到骏马的

掌控之中，但是听到这种声音不会丧失理智。骏马制造这些幽灵的声音不需要花费任何魔力。

物理攻击：骏马必须实体化才能对受害者使用物理攻击。当他实体化后，他可能用他的双蹄

摧毁受害者或者撕咬受害者。如果受害者在一次撕咬之后耐久降到0或者更低，他就会被一

口咬成两半，头部和上半身消失不见。目睹这样恐怖的攻击或者发现了残缺的下半身，理智

丧失1/1D6。一旦实体化，骏马就不能再使用他的念力，也不能穿过固态物体。

骏马显现：为形成他幽灵骏马的身形，他必须为形成自己身躯的每1点体型支付1点魔力。一

旦形成，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骏马可以随意保持自己的物理形态或者使之消失。在形成实

体身躯的第二个夜晚，骏马将会为维持身体重新支付魔力。

如果在实体状态下耐久降至零，骏马将会被驱散到自己的洞穴中直到再次日落，他将会满血

复活归来。唯一杀死无形之骏马的方法是将他的意志减少至零。

无形之骏马在白天是完全无力安静隐形的，但是日落之后日出之前的时间里，他们是骇人的

强大存在。当处于骏马状态时，他们具有下表中的全部数值。处于无形的灵体状态时 ，他

们缺少括号的属性 ，技能等等，只保有智力，意志和敏捷。

无形之骏马，类马的幽灵生物（HORSES OF THE INVISIBLE, Ghostly Steed-Like Creatur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20 30-31
（体质） 5D6+6 23-24
（体型） 4D6+20 34
智力 2D6+10 17
意志 SIZ X1.5 51
敏捷 3D6+10 20-21
移动： (14)/20/10 穿过固体

（耐久）： 28-29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蹄75% (1D6+伤害加权)

撕咬50% (1D4+伤害加权)
装甲： 除非使用魔法，否则任何物理攻击都只能对骏马造成1点伤害。除非将骏

马的意志削减至0，否则骏马将会在第二天日落时满血复活。

咒文： 尽管无形之骏马通常不使用咒文，若守秘人希望，他们会知晓1D4种咒文。

理智值丧失： 目睹骏马形态的无形之骏马1/1D6，目睹灵体状态不会丧失理智。听到骏

马制造的马蹄声或马嘶声 0/1D2

奈亚拉托提普的恐怖猎手（Hunting Horrors of Nyarlathotep）（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

物之锤》补完）

上级仆从种族



“在天空中飞翔的，是宛如毒蛇般的巨大生物。它有怪异而扭曲的头颅，以及长有巨大钩爪

的附肢。它靠着像黑色胶皮一样的、可怕的巨大翅膀，轻易地漂浮在空中。”

——奥古斯特·德雷斯，《暗黑仪式》

这些生物的长相，就像是长着蝙蝠或雨伞一样的翅膀、身躯庞大的黑色巨蛇或巨虫，因为它

们一直在不断扭曲、变化，所以很难看清样子。它们的翅膀不是一对，而是只有一只，极其

巨大；它们会用震耳欲聋的喉音讲话。其体长平均为40英尺。它们有时会被召唤到幻梦境来

执行它们主人的旨意。

恐怖猎手会逃避阳光。如果遭到非常强烈的光照（例如核反应发出的光），它们甚至可能会

枯萎、化成灰烬。它们的行动非常迅速，一般会为某些神格（特别是奈亚拉托提普）当作猎

犬使唤。但如果是与神格无关的召唤，就必须献上鲜血和生物以取悦它。

攻击方式：在每一轮中，恐怖猎手都可以同时使用噬咬和尾(触肢)击两种攻击。它的尾巴能

把受害者缠卷起来，使其无法动弹；然后，它可能带着受害者飞走，也可能继续搏斗。受害

者可以尝试通过力量对抗检定来挣脱。恐怖猎手亦可噬咬被自己的尾巴缠住的受害者，在这

种情况下，它的命中率增加 20%。被缠住的受害者无法攻击，但有可能使用一些咒文。

恐怖猎手，巨大的飞蛇（HUNTING HORRORS, Great Viperine Fly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5D6+12 29-30
体质 3D6 10-11
体型 5D6+24 41-42
智力 1D6+12 15-16
意志 6D6 13-14
敏捷 3D6+3 13-14
移动： 7／飞行 11
耐久： 26～27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噬咬 65% (1d6)

尾巴 90% (缠卷)
装甲： 9，而且火器无法贯穿。

咒文： 掷 1d100，结果若低于该个体的智力值，则它知晓与掷骰结果相同数量的

咒文

技能： 聆听 35%，侦察 35%，追踪 35%
理智值丧失： 0/1d10

终北之地住民（Hyperboreans）
下级独立种族

“这个男人是个陌生人；借贷者想他可能是个外地来的旅商——也许有着更加可疑的职业。

他那狭小而歪斜的绿色双眼、浅蓝色的邋遢胡茬和那身裁剪粗糙的糟糕衣服足以说明他不是

康莫利恩的本地人。”（注）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亚弗尔·乌索库安的厄运》

（本段译者：无形的吹奏者，链接：http://tieba.baidu.com/p/2535273541）
纤细瘦小的终北之地住民很少有超过五英尺高的，他们的头发是浅棕色或白色，眼睛是灰色

或淡黄色。他们有着比大多数人类更高更大的鼻子和更长的耳垂。

伟大的终北住民一族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文明，这个文明兴起和衰落在有记载的历史之前。魔

法大师，科学和艺术，这些终北住民的遗产最后都遗留给了姆大陆文明、亚特兰蒂斯文明乃

http://tieba.baidu.com/p/2535273541


至于古埃及。“伊波恩之书”（The Book of Eiborn）就是由一位居住在终北之地的穆·图兰（Mhu
Thulan）的魔法师所撰写的。

当终北之地被冰河时代所吞没时，伟大的终北文明陨落了，她壮丽的城市被入侵的冰川所摧

毁或埋葬。时至今日，终北之地住民是一个近乎灭绝的种族。也许还有终北之地孑遗的小村

落隐藏于世界寒冷冰川的角落。这些一度强大的文明的幸存后代现在已经退化到使用石制武

器和工具的地步。可能在幻梦境仍存在着未曾改变的终北之地幸存者。

终北之地住民，曾经伟大的文明的缔造者（Hyperboreans，Builders of a Once-great
Civilization）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 10-11
体型 2D4+6 11
智力 2D6+8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外貌 3D6 10-11
教育 3D6+8 18-19
理智 一 半 意 志

X5
26-27

移动： 8
耐久： 10-11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石制小刀 25% (1D4+伤害加权)

矛 25% (1D8+伤害加权)
装甲： 无

咒文： 终北之地住民的巫师或者祭司后裔知晓 1D10种咒文

技能： 和正常人类一样，除了所有艺术和科学技能具有 10%基础加值

理智值丧失： 无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终北之人（THE PEOPLES OF HYPERBOREA）
终北之地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在500万到75万年前达到繁荣的顶点。伊波恩之书中记载了这

一切。居住在这里上的人们尤为值得关注，这些未知的种族现在只能在一些神话书籍中才能

发现只言片语。

蛇人（Serpent people）是终北之地已知最早的住民，他们从幽嘶（Yoth）流亡到这里，

希望能重新开辟他们对蛇神伊格（Yig）的崇拜，这一崇拜之前已经被撒托古亚（Tsathoggua）
的追随者所玷污。他们似乎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大多的现代资料显示这一严密的宗教信仰

分裂传承成了许多蛇类的文明。蛇人大约在500万年前到达终北之地。

诺弗·刻被认为在相似的时间抵达这里。对于这些传奇野兽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蛇人居住

于地下时他们居住在地上。尽快他们常被视作动物，但是最古老的书籍指出诺弗·刻实际上

具有很高的智力。他们在300万年前就具有自己的文明和宗教，这一切记载在早已失传的摩

洛克卷轴（Scroll of Morloc）中。



沃米斯（Voormis）300万年前出现，他们之前是蛇人的奴隶——我必须说明，蛇人基因实验

产生的他们具有食尸鬼那和狗一样的种族的类似之处。挣脱了蛇人的奴役之后，沃米斯来到

地表并摧毁了诺弗·刻的文明。

终北之地住民是这片大陆最后也是最伟大的种族。这种智人的分支种族在100万年前出现，

他们击败了沃米斯从而统治了这片大地。依次他们又被冰河时代所击败。现在依然有小部分

终北之地住民存在着，一部分退化了，剩下的则进步了。

也可参阅“终北之地”条目。

伊伯生物与伊伯幽灵（Ib，Beings of &Ghost-Beings of）
下级仆从种族

“它们是和湖水及湖上雾气一样的通体绿色；它们眼球外鼓、嘴唇突出而无法合拢、长着形

状奇特的耳朵、不能发声……萨尔纳斯人得知这些生物十分孱弱，它们柔软的果冻状身躯无

法抵挡石块、枪矛和箭矢的伤害。”（注）

——H·P·洛夫克拉夫特《降临在萨尔纳斯的灾殃》

（注：此段翻译玖羽，链接：http://tieba.baidu.com/p/1003599930）
这些生物在一个夜晚随雾降临在地球的幻梦境，跟随着它们的灰色石头城伊伯和浩瀚的湖

泊。幻梦境的人类认为它们来自于月亮，这点很有可能是真的。萨尔纳斯人几千年前毁灭了

它们的伊伯城，但是很多它们的族人可能仍生活于月球或其他地方。

伊伯生物崇拜旧日支配者波库鲁格（Bokrug）。在萨尔纳斯人毁坏了伊伯之后，波库鲁格升

起并毁灭了萨尔纳斯以及其住民。那些生物的幽灵至今仍出没于伊伯和萨尔纳斯的废墟中。

攻击方式：伊伯幽灵基本无害，常以被遗弃的可怜幽灵形象出现。它们攻击时以它们雾状的

身形包裹受害者，与受害者的意志进行对抗，对抗成功则吸取受害者的意志，这种意志损失

是永久性的。就像其他幽灵一样，伊伯幽灵只有智力和意志。它们没有耐久，如果它们的智

力或意志降为零它们就会毁灭。伊伯幽灵只能通过从活着的受害者吸取意志来恢复自己失去

的意志值。如果一个伊伯幽灵的意志是满值，那么它从受害者身上汲取的意志将消失在真空

中。

每轮伊伯生物可以用自己的松软的爪子或者使用人类的武器攻击两次。、

伊伯生物与伊伯幽灵，波库鲁格的仆役（BEINGS OF IB & GHOST-BEINGS OF IB,Servants
of Bokrug）

伊伯生物 伊伯幽灵

属性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1D6+6/9-10 N/A / N/A
体质 3D6/10-11 N/A / N/A
体型 4D6/14 N/A / N/A
智力 2D6+6/13 2D6+6/13
意志 3D6/10-11 2D6+12/19
敏捷 3D6/10-11 N/A / N/A
移动 7/8潜游 10
耐久 13 N/A
平均伤害加深 +0 N/A
武器 命中%/伤害 命中%/伤害

爪子 40%/1D4 N/A
意志吸取 N/A 意志对抗/1D3意志

装甲： 伊伯生物无装甲。伊伯幽灵不能被任何物理方式所伤害。能够攻击或吸取

http://tieba.baidu.com/p/1003599930


智力或意志的咒文对它们有效。

咒文： 意志14或以上的伊伯生物了解1D6种咒文，必定包含接触波库鲁格。伊伯

幽灵知晓生前所知的所有咒文

理智值丧失： 0/1D6

昆扬人（K’n-yan, People of）
下级独立种族

“……那高大、瘦削、穿着暗色长袍的东西有着一头装带着饰物的黑色头发以及一张古铜色、

满是皱纹、毫无表情的鹰脸……然而这个人头骨长颅型的特征是如此的明显……同样，我还

发现他身上长袍的式样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装饰习俗——这与我们从西南方的土著艺术那

里了解到的传统完全不同。他的袍子上有着闪亮的金属装饰，而且，在他的侧身还带着一把

短剑或类似的武器，那样式也不同于我曾听说过的任何东西。”（注）

——H·P·洛夫克拉夫特&泽蒂利亚·比夏普, 《坟》

（注：此段翻译竹子，链接：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0897）
昆扬是一个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地下的闪耀着蓝光的巨大地底帝国。其通过秘密通道和隧道与

地表世界相连，就像其和撒托古亚的恩凯（N’kai）黑暗世界以及其他更为可怖的领域相连

一样。其中一些通道也通往幻梦界。

多种奇怪植物和生物都栖息于昆扬。最典型的居民莫过于昆扬人，他们是一群具有惊人能力

和知识的先进人类种族。

包括昆扬人自己的教派，很多文献确信昆扬人是从伟大克苏鲁的星球来到地球的。然而这肯

定不是真的。外表上，昆扬人极为接近于美洲土著；有些人以此争辩这些人可能是阿兹台克

人以及其他土著的祖先。昆扬人从地面移居地底的时间和亚特兰蒂斯文明毁灭沉没的时间相

差无几。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他们很多先进的艺术、科学和魔法知识都失传了，他们的文明

也停滞不前了。

今日昆扬人仍致力于寻求情感和智慧上的刺激。为此他们开发了许多折磨拷问的手段，进行

了许多残忍的科学实验。他们继续着野蛮的游戏来考验力量、技巧和耐力。他们创造和吞食

了多种类人种族。昆扬人同样是达到不朽高度的幻想狂，他们有时甚至数年都保持着恍惚的

半睡半醒状态。

昆扬人崇拜一群神话神格，包括克苏鲁，伊格（Yig），纳格与耶布（Nug and Yeb），汉（Han），
莎布·尼古拉斯，加塔诺托亚（Ghatanothoa）和哈斯塔。不过伊格和克苏鲁是昆扬人的主

要信仰。

昆扬人将幽鬼作为坐骑，几乎从不到地面上。昆扬人不欢迎外来者访问他们的帝国，之前一

位探险家曾被自己好友的无头活尸所震惊，这是昆扬人给予的深入他骨髓的神秘警告。

除了自夸的先进科技、艺术和魔法知识，昆扬人还掌握着心灵感应、永生和灵体化的力量。

昆扬人从不会自然死亡，他们具备着惊人的医学知识。这种知识的扩展令他们可以使死者保

持生机。

心灵感应：昆扬人几乎从不说话，即便是面对地面居民也是如此。他们可以通过自身与其他

智慧种族的连接进行阅读与表现，就和一般人说话一样。与昆扬人通过心灵感应交流会每小

时会损失0/1理智，共计20-智力小时（调查员最后会“习惯于和昆扬人心灵感应”）。

灵体化：昆扬人可以很简单地将自己“灵体化”来穿过墙壁或其他固体。他们也可以将灵体

化的能力施加在其他生物或物体上。一个昆扬人可以通过触碰灵体化一个非生物或者活物，

接受者每5体型需要消耗施术者1点魔力。不愿的受害者可以通过和昆扬人的意志进行对抗来

抵制。灵体化的物体或生物会保持这种状态直到昆扬人解除或者自己显形。

分解武器：他们的先进武器中有一种分解射线枪。这种由亮铜和抛光水晶构成的武器发射出



一种纯粹能量构成的射线，射中可以导致肉体和物体燃烧和熔化。被这种武器造成的伤口自

动烧灼结痂，但是损失的耐久是永久性的。受害者同样会受到外貌的永久损失。在1D100扔
出100代表分解射线枪失灵，反馈结果将使武器和使用者立即蒸发消失。

昆扬人，通灵地底住民（PEOPLE OF K’N-YAN, Psychic Subterranean Dwell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 10-11
体型 2D6+6 13
智力 2D6+12 19
意志 3D6+1D4 13
敏捷 3D6 10-11
外貌 3D6 10-11
教育 3D6+9 19-20
理智 一 半 意 志

X5
32-33

移动： 8
耐久： 11-12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分解射线枪 10% (1D10)
装甲： 无

咒文： 知晓 1D6种咒文

技能： 和正常人类一样，除了所有艺术和科学技能具有 10%基础加值

理智值丧失： 无

冷族人（Leng, Men of）
下级独立种族

他们跳跃的样子就好像他们长着蹄子而不是脚掌，而且似乎还带着某种假发或是带有小小犄

角的头饰。在他们身后长着短小的尾巴，而当他们向上仰望时，卡特还看到他们长着一张颇

为宽大的嘴。这时，他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了，也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带着任何假发或头饰。

（注）

————H·P·洛夫克拉夫特, 《秘境卡达斯梦寻记》

（注：本段译者竹子，链接：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1628）
这种居住于幻梦境冷原的类人生物在很久以前就被月兽（moon-beast）所征服。月兽被他们

当作神一般崇拜。冷族人是具有可疑品味和愿望的粗俗怪诞生物。

月兽吃掉他们较为肥胖的类人奴隶，驱使那些较为瘦弱的奴隶去做一些不需要力量的任务，

比如引诱、搬运、烹饪和操纵等。他们被视作人类和月兽之间进行交易的中间人，为此他们

戴上有突起的头巾以掩饰他们的角。他们通过用黑色大船航行，首先去狄拉斯·琳

（Dylath-Leen）进行贸易，航行的桨手由强壮的月兽充当。

并不确定梦中反映的这些冷原的半人在现实世界中是谁。一般认为他们是丘丘人

（Tcho-Tcho）的梦境投影，或者他们可能根本没有现实世界的等同参照。

攻击方式：冷族人用普通武器攻击。

冷族人，月兽的类人奴隶（MEN OF LENG, Almost-Human Slaves of the Moon-Beast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 10-11
体型 2D6+6 13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外貌 2D6 7
教育 N/A N/A
理智 N/A N/A
移动： 8
耐久： 12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矛 25% (1D8+1)

鞭 20%（1D3或缠住）

小刀 25%（1D4+伤害加权）

棍棒 20%（1D8+伤害加权）

装甲： 无先天的，但是他们有时会穿上护甲。

咒文： 智力和意志之和大于等于 32的冷族人知晓最少 1D6种皱纹，由守秘人决

定

技能： 攀爬 40%，闪躲（DEX x2），跳跃 35%
理智值丧失： 看到一个掩饰住自己畸形的冷族人理智不会损失，看到一个裸露的冷族人

0/1D5

冷蛛(Leng Spider)（译者：玖羽）

下级独立种族

“那是远古时代的战争场面，描绘着冷族的亚人类与附近山谷中巨大的紫色蜘蛛战斗的情

景。”

——H．P．洛夫克拉夫特，《秘境卡达斯梦寻记》

它们是紫色的巨型蜘蛛，全身都生满了像疣子一样的东西，长腿上长着刚毛。它的腹部是斑

驳的淡紫色，身体前部呈靛蓝色，而腿尖和螯则是黑色的。在幻梦境的生物中，冷蛛有智慧、

危险，而且庞大；刚刚孵化出来的冷蛛，就有设得兰矮种马(Shetland pony)那么大［译注：

高约4英尺］。在冷原的山谷中，有许多地方都被蜘蛛网完全粘满了。冷蛛大多崇拜阿特拉克

•纳克亚。

尽管冷蛛具有智能，但它们不但不会互相合作，甚至还会同类相食；如果被冷蛛咬到，就会

被注入致命的毒素。据说还有非常巨大的冷蛛存在。

冷蛛，巨网织造者（Leng Spiders，Immense Web-Spinn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8D6 28
体质 5D6 17-18
体型 10D6 35
智力 3D6 10-11



意志 4D6 14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6
耐久： 26～27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噬咬40% (1D3+毒)(*)

投射蛛网60% (捆缚)(**)
装甲： 6(几丁质外壳)
咒文： 掷1D20，结果若低于该蜘蛛的智力值，则守秘人选择1D3种咒文，给其使

用

理智值丧失： 0/1D10，遇特大蜘蛛为1/1D20
(*)毒性值(POT)与该蜘蛛的体质值相同。

(**)试图挣脱的生物必须通过力量对抗检定；捆缚的力量等于该蜘蛛体型值的一半。

勒杰赫斯住民（L’gy’hx，Inhabitants of）（译者：清水）

下级独立种族

并没有公开敌意的当地种族，立方体形状，多腿的金属生物。

——拉姆齐·坎贝尔，《夏盖妖虫》

勒杰赫斯 L’gy’hx（天王星）的住民，曾近将它们的星球分享给避难的夏恩，但是最终迫使

昆虫种族离开，因为那些它们在表现对可怕的神明阿撒托斯的崇拜时所进行的令人厌恶的仪

式。这些立方体形天王星的住民崇拜双头蝙蝠神勒若格基（Lrogg），外神奈亚拉托提普的一

个较小的形态，并进行着奇怪的自我毁损仪式。

这些生物站立只有大约 3英尺高，但是十分沉重并且强壮。这种族的一些成员成为可能跟着

夏恩一起去了地球——可能是作为奴隶。

勒杰赫斯人并不是一个明显具有敌意的种族，尽管它们是一个具有好奇心的种族。

攻击方式：它们使用多种多样的武器，这些武器使用一种对地球来说不知名的奇怪闪光金属

制成，包括许多没有在下面列出来的。它们同样可能有不知名的、科技先进的武器以及装置。

勒杰赫斯住民，金属立方外星人（INHABITANTS OF L’GY’HX,Metal Cuboid Alien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6D6 21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2D6+10 17
智力 2D6+10 17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3 10
移动： 8
耐久： 16-17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小刀 25%，伤害 1D8+DB，

鞭子 30%，伤害 1D4+2D10 电

击

小刀可以如同切开软肉一般简



单地切开金属。

当接触到时，鞭子会放出电冲击并施加一个额外的 2D10伤害。如果使用

鞭子时投出了穿透，它会绞住受害者，这之后受害者每轮会遭受一个自动的 2D10电击伤害。

一个成功的回避可以允许受害者躲开鞭子。

装甲： 19点金属皮肤

咒文： 如果进行 D100鉴定等于或者小于勒杰赫斯人的智力（INT），它能知晓等

同于骰子数的技能。接触勒若格基肯定在所知晓的咒术之中。

技能： 电器维修 50%， 机械维修 50%
理智值丧失： 0/1d8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天王星（Uranus）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居住的太阳系。然而新的发现继续证明我们还只是孩子一般。

1930年科学家们声称发现了一颗最外层的行星，被命名为冥王星(Pluto) 。其他人则仍在寻

找一颗在最内层轨道的行星，命名为祝融星（Vulcan）。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从牛顿古老

的重力理论那里赢得支持者。

因此我们只能怀疑，我们是否是对这些事情愚昧无知呢？对于我们的太阳系，还有多少秘密

我们尚一无所知？这个疑问驱使我们来关注天王星。

天王星据我们目前所知是太阳系的第七颗行星，1781年它被人类发现，当时被称为乔治亚星

（the Georgium sidus）。它离太阳的距离足足有地球的十九倍远。它的表面看来没有什么标

志性特征，尽管一些过去的观察记录认为它的亮度会随时间而变化。几个月前，科学家们发

现其大气层由甲烷组成。目前已知天王星有四颗卫星，天卫一（Ariel），天卫二（Umbriel），
天卫三（Titania）和天卫四（Oberon），根据巴尔德的人物命名。

以上就是科学家说的。“舒该安魂弥撒” (Massa di Requiem per Shuggay)，一部详细描绘了

夏恩（Shan）一族从毁灭的故乡漂流而来的故事的歌剧，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

大批离开的夏恩来到了天王星，天王星被土著人称为勒杰赫斯。夏恩一族在此处发现了一个

由“立方体多脚金属生物”建立的文明，它们住在飘荡着橙色有毒气体的金属城市中。歌剧

中还提到了“其他地方未知的液态金属”，“一个由金属和石头组成的生态系统”和“水银里

保藏的古老知识”。

一些夏恩最终离开了，但是很多在勒杰赫斯原住民之后流了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看着天王星

必须了解到，对面的外星人也在看着我们。

罗伊格尔(Lloigor)（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上级独立种族

“‘来自群星的无形之物’。在这之后，他所说的东西完全不同于我们地球上的任何生物；这

些东西的领袖被称为’加塔诺托亚，黑暗之物’，有些时候，它们会显现出一种形态，就像这

石板上所刻的怪物——这是加塔诺托亚的象征。但当它们处于自然的状态时，则只是一种能

量的漩涡。”

——科林•威尔逊，《罗伊格尔归来》

※请不要将这个种族同札尔(Zhar)双子中的罗伊格尔、或罗伊格尔诺斯(Lloigornos)混淆



起来。

在自然的状态下，罗伊格尔是一种能量漩涡，

肉眼完全无法捕捉它们的形象。只有在相当罕

见的场合，它们才会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有形、

可见的躯体。这些躯体巨大而怪异，有点像巨

型的爬行动物；但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它们

与地球上曾出现过的任何爬行动物都完全不

同。

罗伊格尔的精神世界没有意识分层。它们不会

遗忘，也没有想像力和潜意识来误导、扰乱它

们的思维。它们纯粹的悲观主义观点导致它们

总是沉浸在一种忧伤的气氛中，这使得人类完

全无法理解它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人类与罗伊

格尔的精神连接时，会导致人类产生一种有自杀倾向的消沉与抑郁。

据信，罗伊格尔自仙女座(Andromeda)星云来到地球，它们的第一块殖民地是印度洋上的一

片失落大陆——可能就是承载着古城拉莱耶与其中的克苏鲁一族的那块沉没大陆。罗伊格尔

驱使人类奴隶来实现它们的意愿，并使用残酷的手段控制那些反抗的奴隶，例如截去肢体，

或是令他们的身体上长出某些类似癌症的、触手般的肿瘤。但是，居住在地球上的罗伊格尔

不断衰落、退化，最后不得不撤退到地表和海洋之下。在这些地方，它们仍精打细算地使用

着它们已经衰减的力量。

近年来，已确知在威尔士、罗德岛、伊拉克等地有罗伊格尔的活动，而在海地、波利尼西亚

及马萨诸塞州的民间传说中，也都暗示了它们的存在。人们有时会把罗伊格尔与旧日支配者

加塔诺托亚联系起来，后者如今正沉寂在太平洋的汹涌波涛之下；此外，它们与伊塔库也有

一定关连。

罗伊格尔一般被神话和传奇认为是龙或者海（湖）中的蛇怪，特别是在大不列颠和欧洲，他

们常被认为是“龙王”或者“水中的骏马”。

人类对罗伊格尔的价值：罗伊格尔的人

类奴仆大多来自于有着精神错乱病史的

家族。罗伊格尔必须依靠人类才能生存

下去：这些无形的存在需要吸取智慧生

命的精力来完成必要的工作。每消耗自

己的一点魔力值，罗伊格尔就能从睡着

的人类身上吸取1d6点魔力值，以供其用

于一些魔法活动。一只罗伊格尔能同时

从几个熟睡的人身上吸取魔力值，即便

这些目标相距数英里、其间还有众多障

碍阻隔，它依然能够顺利吸取。第二天

早晨，当这些受害者们醒来后，总是会

抱怨自己头痛或没睡好觉。

魔力值攻击：罗伊格尔能从一个特定的熟睡目标身上吸取魔力值，将这个人的魔力值保持在

0、或者接近0的位置。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会严重削弱受害者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导致其生病

甚至死亡。在因魔力值为0而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受害者每一整天都需要通过一个[体质值×

5]的检定，如果成功，那么受害者就会挡开这次攻击，并恢复1点魔力值，从不省人事中清



醒过来。如果失败，则会损失1点耐久，并继续不省人事。而如果掷出了96～00，受害者不

仅不会醒来，还会损失1点体质值。

灵能效果：罗伊格尔能用它的灵能推挤一个人或控制一些事物，例如一只指南针或一个门闩。

在使用这项能力时，罗伊格尔（很可能处于非物质状态下）必须身在现场，并位于距该效果

数码的范围之内。在地面上，罗伊格尔每消耗10点魔力值，就能创造出1点灵能力量（相当

于1点力量值）；如果是在某些低于地表的开阔区域，例如溪谷或河床中，则罗伊格尔每消耗

6点魔力值就能创造出1点灵能力量。如果是在一条隧道或洞穴中，则罗伊格尔只需消耗3点
魔力值，就能创造出1点灵能力量。一群罗伊格尔能将它们创造出的灵能力量联合起来，以

实现某些强有力的效果。

漩涡攻击：罗伊格尔最可怕的武器是一种特殊的内爆。这种攻击听起来像是远方有雷声在滚

动；爆炸区域内的事物通常会被撕成碎片，地面会被炸裂、变色。制造直径十码的爆炸区域，

需要消耗至少100点魔力值；在这个圆形区域内的所有物体都要损失1d100点耐久。一个机警

的调查员可能会留意到攻击效果产生的征兆——数条打着旋的线条出现在空气中，并隐约听

到某种颤动的、如雷鸣般的声音穿透他的身体。

爬虫形态：为了塑造一个巨大而扭曲的爬虫外形，罗伊格尔需要花费等同于它爬虫形态体型

值的魔力值。一旦这个外形被塑造完成，它就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也可以随意地分解掉。如

果罗伊格尔在爬虫状态中被杀死，那它就永远地死去了；几只罗伊格尔能集合它们的魔力值，

以协助其中一只迅速塑造出物质形体。处于爬虫形态的罗伊格尔拥有它在非物质形态下的所

有能力，不过它不能穿过墙壁，也不是隐形的。

当处于爬虫形态时，罗伊格尔拥有下表的所有属性；但在处于非物质的无形状态时，它会失

去属性与技能中带括号的项目，只保留智力、意志和敏捷值。

罗伊格尔，触手之主（LLOIGOR, Masters of the Tentacle）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30 40-41
（体质） 8D6 28
（体型） 2D4x10 50
智力 4D6+6 20
意志 4D6 14
敏捷 3D6 10-11
移动： 7／无形状态穿越岩石3
(耐久)： 39
(平均伤害加权)： +5d6
(武器)： 钩爪30% (1d6+伤害加权)

啮咬50% (2d6)
(装甲)： 8(爬虫皮)。在无形状态下，罗伊格尔不会被任何物理武器伤害，不论该

武器是否附魔

咒文： 每一个个体都至少知晓1d4种咒文

理智值丧失： 见到爬虫状态0/1d8；见到无形状态不会丧失理智值；与罗伊格尔的精

神连接，1/1d4

流明（Lumens）
下级仆从种族

“从我们来的宽阔大路上，瞥向树顶，我看到了一簇椭球形的灼热耀眼的光，没错它们就是



光，不是发光的球体，也不是UFO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没有可以辨认的实质，

它们仅仅就是球形的光……我从来没有见过光会这么表现——光绝不会自然而然地聚合成

一个球体，可能这是它们移动的方式，它们在夜间借此滑动，划过黑暗，穿梭于树木之间，

流动到顶端的树梢，然后打造一条通往下一棵树的通路，宛若将树当作指示牌一般。”

——E·保罗·威尔逊《荒芜之地》

流明常常被冠以很多不同的名字：松灯（pine lights），女巫火（witch lights），有意识的磷火

（will-o’-the-wisps），南瓜灯（jack o’lanterns），鬼火（corpse lights），精灵光（fairy lights）或

者狐火（fox fires）。它们实际上是世界上一些被称为“连接点”（nexus points）的特殊地点

的守护者。这些地方昏暗模糊的“面纱”（Veils）每年会有两次发生分离消失，被人类一般

感知所掩盖的世界的真实本质与恐惧，就能在这短暂的时间内被观察到。目前已知的连接点

有四个：一个位于北美东岸新泽西州被称为“荒芜之地”（The Barrens），一个位于西藏，剩

下两个分别位于两极。当然可能存在其他的连接点。勇敢到敢于追随夜空中流明漂流的轨迹

的人们，最终将会被引导到连接点。

动植物会避开流明聚集的区域。随着时间推移，那些在流明活动的地区栖息的地下生物，会

在外表和行为上都发生变异和反常。

流明很少攻击，除非它们被干扰，或者被迫保护它们自己。它们一般以上百或者更多的群体进行

旅行，从而可以一齐发动攻击。

攻击方式：流明通过穿过和进入受害者体内攻击，会给受害者造成一个强冷而灼烧的伤口。这将

导致每轮永久的1D6体质损失，这种攻击造成的伤口将转为红色，起水泡并形成烧伤，且无法愈

合。之后伤口会突然变小，但是之后的感染很有可能恶化成更加严重的伤势。

这些幽灵般流动的火光会引诱倒霉的调查员进入树林深处，沼泽或者其他危险荒凉的地方。这种

手段通常是用于让受害者迷路或捉弄他们掉入井中，踩入流沙，陷入鳄鱼的巢穴，或者其他让它

们遭到伤害的方式。

流明，松灯，女巫火，鬼火，南瓜灯，有意识的磷火（LUMENS, Pine Lights, Witch Lights, Corpse
Lights, Jack O’Lanterns, Will-0’-The-Wisp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D4 2-3
体质 1D6 3-4
体型 1 1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12 22-23
移动： 10 飞行

耐久： 2-3
平均伤害加权： N/A
武器： 寒冷灼烧 50%，伤害永久损失体质 1D6，
装甲： 无，但免疫一切非魔法攻击。

咒文： 智力大于等于 15的个体会知晓 1D3种咒文

技能： 追踪 25%
理智值丧失： 0/1d4

玛尔滕斯一族（Martense Kin）
下级独立种族

“我看见他们是矮小的畸形的长毛恶魔或者类人猿——猴类中畸形而魔鬼似的漫画生物。”



（注）

——H·P·洛夫克拉夫特, 《潜伏的恐

惧》（注：本段译者：血腥之舌，链接http://tieba.baidu.com/p/1005793238）

这些矮小而毫无人性的生物是玛尔滕斯家族退化的后代。17
世纪末，富有的新阿姆斯特丹商人格瑞特·玛尔滕斯在凯茨

维尔斯（Catskills）的滕沛斯特（Tempest）山顶建造了玛尔滕

斯公馆。经过几个世代的近亲繁殖和与世隔绝之后，玛尔滕

斯家族退化成了一群恐怖的猿类生物，比起人类更接近野兽

了。

它们居住于古老公馆的地下迷宫和黑暗墓穴中，它们潮湿的

巢穴贯穿了整个山地。落单的登山者，那些距离玛尔滕斯公

馆或它们的巢穴过近的人，都会被抓入它们黑暗深渊中的洞

窟中，被这群怪物所吞噬。

攻击方式：它们通过挤压，撕咬和爪击来攻击受害者。这些

生物消耗它们的猎物，甚至会同类相食。上百只玛尔滕斯一

族蜂拥而至并不罕见，几乎不会遇到它们单独或者在低于一

打的群体行动。它们躲避亮光，尽管亮光对它们实际不会造

成伤害。

玛尔滕斯一族，退化的猿类怪物（MARTENSE KIN, Degenerate Ape-Thing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 7
体质 3D6 10-11
体型 1D4+4 6-7
智力 2D6 7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 8
耐久： 8-9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爪击 25%（1D3）

撕咬 25%（1D2）
装甲： 无

咒文： 无

技能： 躲藏 30%，聆听 30%，潜行 25%，侦察 25%
理智值丧失： 见到玛尔滕斯一族 0/1D3，见到一大群这种生物 1/1D6

火星人（Martians）
下级独立种族

“一个灰色巨大圆滚滚膨胀着的，尺寸可能有熊那么大……缓慢地站起并痛苦地从圆柱容器

里出来。当它胀大到被灯光照到时，它就像潮湿的皮革一样闪闪发光。这个生物有着一双巨

大的神色眼睛，它的头部是圆形的，具有一张可以说得上是的脸。双眼之下是一张无唇的嘴，

在颤抖、喘气和流涎。这个生物呕吐与颤抖着，它进一步生长出了几个瘦长触手状的附件，

V型的嘴和真菌状油棕色的皮肤。”

http://tieba.baidu.com/p/1005793238


——H·G·威尔斯《世界大战》

火星人在他们脑后有一个巨大的耳膜，但是只能听到特定的声音和音调。他们近乎退化的听

觉导致他们无法进行复杂的交流，一般认为他们通过灵能来交流。

火星人是火星上两个统治性智慧种族之一。另一种族，爱伊海伊人（aihais）是一个爱好和

平的种族，满足于文化与贸易。这两个种族在一个不稳定的停战条约下共存，两者之间几乎

没有任何交流。

火星人本质上是一群吸血鬼，他们通过长玻璃吸管从受害者汲取血液来直接供养自己。如果

不考虑地球上更大的重力对他们造成的不适感的话，他们绝不是虚弱的生物。如果没有增加

的重量，他们就能在地球上自主移动。被火星人的触手抓住的人类几乎不可能逃脱。每登陆

一个新的星球他们就要借助于机甲，原因可能是他们已经适应于在他们老家使用机甲，而非

特意为入侵打造。

战斗机甲：火星人相对容易被伤害，但是他们的战斗机甲可不一样。他们的三足战斗机甲是

如此坚固以至于几乎没有火炮能够直击伤害它们。他们的施工机甲也一样制造得非常精良，

因而他们就直接暴露在机甲顶端进行操作。

这种三足战斗机甲是毁灭性的的战争机器。它们有100英尺高，时速60千米。尽管重型火炮

可以击破它们，但是由于它们的外星热能射线——通过抛物面镜瞄准目标——以及它们致命

的黑烟发射器，很少有野战炮能在被它们摧毁前发射超过一到两次的。加上从机甲三只支撑

足所有节点喷出的绿色蒸汽以及其他外星装置，战斗机甲近乎是无敌的。

这种三足战斗机甲也有仿生火星人自己所制造的机械触手，当这些触手没有运载热能射线发

射器和黑烟发烟筒时能够帮助它们抓住物体。火星人常常在它们的三足机甲躯体上安装笼

子，用来收集在他们摧毁的废墟中发现的人类。这些受害者将会被带回火星人基地作为粮食。

黑烟：火星黑烟是通过战斗机甲机械触手中的发烟筒释放的。一个发烟筒每轮可以释放一次。

烟雾从发烟筒中翻腾而出，迅速笼罩数码内的区域并随风蔓延。这种烟雾浓密，粘稠而黏附

力极强，不会升起超过50英尺以上的高度。任何在地面处于烟雾蔓延路径上的人都会被其攻

击——在体质对抗中相当于25毒性的剧毒。如果烟雾获胜，受害者立即死亡。否则他将受到

1D6伤害，下一轮还要重新和烟雾进行体质对抗。屏息可以将烟雾的有效毒性降低到15，尽

管这样的毒性仍然非常致命。

火星人常常跟随他们毒烟而来，通过使用一个风力装置来将目标区域或者无用区域的毒烟吹

散。暴露于雨水中时烟雾会固化成黑色的煤渣状，这些残渣是无害的。

热能射线：火星热能射线可以点燃一英里外的建筑物。这种光束在黑暗中开火时只会闪起苍

白的光芒，在日光下是看不见的，只有在攻击时点燃火焰才能看到。

火星人，来自红色行星的入侵者（MARTIANS, Invaders from the Red Planet）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6 16-17
体质 2D6 7
体型 4D6+12 26
智力 3D6+6 16-17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1
耐久： 16-17
平均伤害加权： +2D6
武器： 抓取 50%（特殊伤害）

装甲： 无，但是所有物理攻击只造成一半伤害。



咒文： 无

技能： 全部科学技能+15%
理智值丧失： 1/1D8

火星战斗机甲（MARTIANWARMACHINES）
力量 80
体型 100
敏捷 和驾驶员一样

移动 30
耐久：120躯体/40每条腿

武器：触手30%，10D3或抓住

热能射线 80%，10D6（4码半径内）

黑烟 100%，毒性25——即死或1D6
装甲：30点装甲。每1点击穿机甲装甲的伤害会导致装置额外累计的5%鼓掌值。另外任何攻

击击穿外层装甲的伤害都会施加在驾驶员身上。如果三个支撑足中任意一个耐久削减至0，
整个机甲会翻倒在地并再起不能。

理智值损失：0/1D4

米·戈(Mi-Go) （译者：玖羽，武器科技部分来自 Frend所译“异界技术”，部分来自于《怪

物之锤》补完）

下级独立种族

“它们是些粉红色的东西，足有五英尺长。那如甲壳类生物一般的躯体上长着数对巨大的、

仿佛是背鳍或膜翼一般的器官，以及数组节肢。而在原本应该是头部的位置上，却长着一颗

结构复杂的椭球体，这椭球体上覆盖着大量短小的触须…有时它们会使用所有的节肢爬行，

而有时却仅仅使用最后一对足行走。”

——H．P．洛夫克拉夫特，《暗夜呢喃》

这些来自犹格斯星的真菌是一种星际种族。它们的主

要殖民地或称基地在犹格斯星（可能是冥王星）。它们

在地球上的许多山脉中都开垦了矿业殖民地，以寻找

一些稀有的矿物。米·戈明显不是动物，相反，它们

与菌类有密切的联系。它们能变幻它们那类似大脑一

样的头部圆瘤的颜色并依此进行彼此间的沟通，但也

能发出一种类似昆虫的嗡嗡声来模拟人类的语言。它

们主要崇拜奈亚拉托提普和莎布·尼古拉丝。有些沉

溺于信奉莎布·尼古拉斯、乌博·萨斯拉和阿布霍斯

的丰饶三位一体。有的崇拜兰·提戈斯或者其他的强

大存在。米·戈会从人类中挑选并雇用代理人以简化

它们的任务，有时也与一些邪教团体联系。洛夫克拉

夫特相信它们是喜玛拉雅山区长久以来流传的雪人故

事的原型。

米·戈不能食用地球上的食物，它们从别的星球运送食物到地球上来。它们能使用它们巨大

的膜翼穿越星际空间，但在大气层内行动时却很笨拙。普通的照相机胶卷无法拍摄下它们的

身影，但一个优秀的化学家能研制出一种新型感光乳剂来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死亡，米·戈



的尸体就会在数小时内溶解。

米·戈偶尔会进入地球的幻梦境，但通常会在他们自己的外星幻梦境中旅行。

对于犹格斯真菌的社会有很多猜测。有人认为米·戈是就像蚁群一样的群落。他们推论米·戈

并非是犹格斯星真菌种族的唯一，其他包括了“思想者”（微小，脆弱，但是非常聪明的米·戈），

“大米·戈”（充当暴力部门和工人）。也有推论认为可能存在一个真菌“女王”在犹格斯星

的地下以某种非常巨大的成长真菌群落形态存在。以上都是纯粹的猜测。

这些真菌具有一大批先进的外星装置，下文中仅仅是举一个例子，他们除此之外还有地震采

矿器，喷雾器，等等。

大脑收容筒(Brain Cylinder)：它们有能力实施一些

令人惊恐的、奇迹般的外科手术。例如，它们能将人

类的大脑活生生地取出，并把它安置进一个能继续维

持其生命的金属圆筒中。这些金属缸中的大脑能够接

上金属罐子里的听力、视觉和对话装置，这样便保证

它们仍能与周边事物继续互动。米·戈利用这种技术，

将这些大脑带入它们原本无法存活的真空且寒冷的

星际空间中。在游戏中每过一个月，被收入筒中的大

脑都必须做一个以自己的智力值对抗自己的意志值

的检定。如果智力值获胜，这个角色就会损失 1d3
点理智值。

电气枪（Electric Gun）：这种武器看起来像是一团有

门把手大小、漆黑多瘤的金属物质，它每次开火放出的球形蓝色火花会对目标造成 1D10伤
害。当它命中时，电击会像泰瑟枪一样导致剧烈的肌肉痉挛，使受害者在[与受伤数值相等]
的轮数内无法移动。最后，目标还必须以自己的耐久值和受到的伤害值进行对抗检定，如果

失败，目标将死于心力衰竭。人类若想使用这种异形武器，就要对电气枪的电线进行改线处

理，这项工作需要“电器维修”的检定连续两次成功。尝试开火需掷 1d6，只有结果为 1或 2，
该武器才会开火。

乌波·萨斯拉采矿与冥卫一（UBBO-SATHLAMINING & CHARON）除了稀有矿石矿产，

这些真菌也在南极冰盖下采集了外神乌波·萨斯拉的一小部分。犹格斯真菌们使用乌波·萨

斯拉的材料来建造它们最伟大的造物：生物卫星冥卫一。当生物机械的冥卫一完成之时，

米·戈就能用它传送侵略军到任意时间和空间，重建它们的伟大帝国。米·戈为建设冥卫一

和冥卫一的“大脑”（使役冥卫一并赋予其时空旅行能力的装置）辛苦劳作了无数个世代。

可能它们已经接近于完成了，也有可能它们还要劳作不知多少个世代。



米·戈与小灰人（MI-GO & THE GREYS）：有些证据显示犹格斯真菌与小灰人存在着关系，

小灰人即那些矮小、大秃头、大眼睛的 UFO来客。政府秘密组织的一些成员相信小灰人和

它们的 UFO是由米·戈建造或操纵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小灰人只是米·戈藏在某种人形伪

装里的形态而已。无论是哪种情况，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UFO和小灰人的存在和行为都

显示米·戈在地球的行为不仅仅是采矿那么简单。小灰人具有类人的属性，尽管它们比人矮

小得多（体型全部为 8）。它们了解米·戈的技术，见到小灰人会损失 0/1D2的理智值。

攻击方式：米·戈在肉搏战中可能会同时使用两只螯进行攻击。一旦击中目标，米·戈就会

试图抓住受害者，飞向天空，把受害者从高处扔下去；或者将受害者带到气压足够低的高空，

迫使其肺部爆裂。如果受害者在力量对抗的检定中成功，则可以恢复自由。

米·戈，犹格斯真菌（MI-GO, the Fungi From Yuggoth）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 10-11
体型 3D6 10-11
智力 2D6+6 13
意志 2D6 13
敏捷 4D6 14
移动： 7／飞行 9
耐久： 10～11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螯 30% (1D6+抓住)
装甲： 无，但它们的躯体并非由地球上的物质构成，所以穿刺武器造成的伤害取

最小值。 米·戈会穿上一种生物护甲，这种甲胄在对抗钝击、火焰、电击等伤害时会提供

8点装甲值，但不能抵挡穿刺类攻击。

咒文： 每一个个体都有[智力值×3]%的机率知晓 1d3种咒文

技能： 躲藏 15%，潜行 15%，所有科学+20%
理智值丧失： 0/1d6

百万蒙宠者（Million Favoured Ones）
唯一存在

“奈亚拉托提普，伟大的信使，穿越虚空为犹格斯带来奇妙愉悦之人，百万蒙宠者之父。”（注）

——H．P．洛夫克拉夫特，《暗夜呢喃》

（注，此段译者竹子，链接：

http://trow.cc/forum/index.php?s=82b76bf22575efd98f8dbf56644acafb&showtopic=17411）
百万蒙宠者是一群和奈亚拉托提普，所谓的“百万蒙宠者之父”相联系着的生物和神格们。

看上去奈亚拉托提普并不是字面上的父亲，有可能它与百万蒙宠者的诞生、创造或赋予能力

有关，也有可能它注意到强大或者弱小的生物并选为了蒙宠者。

百万蒙宠者是唯一存在或者不同种族中特别强大的成员。尽管它们既不是神祗也不是旧日支

配者，但它们展示出像神一样的能力。成为百万蒙宠者的一员并不需要崇信奈亚拉托提普。

很多百万蒙宠者是完全独立于神格或者旧日支配者之外的。

由于如此多的数量和差异性，无法提供相应的属性。

精神寄生虫（Mind Parasites）
下级独立种族



“一颗途径的彗星从太阳撕裂出一块巨大的燃烧的碎片，其上的热气被压缩冷却成我们所知

的月球，逐渐地毁灭了热气中的居民。但由于这些住民没有地球人传统意义上的身躯，它们

不可能通常的死去。它们尝试着适应新世界的寒冷环境，变化成成了固体分子的结构，就像

它们曾经是热气组成的一部分一样。”

——柯林·威尔逊，《精神寄生虫》

精神寄生虫是一种极难确定的种族。它们是一种以知性物种，尤其是人类的意志和智力为食

的无形存在。它们本是一个生活于太阳中的知性种族。在某个未知的时候，一颗靠近太阳的

彗星撕裂了一大块。这块不定型的太阳碎片被地球的引力吸引，冷却并最终形成了月球。这

些生活于太阳碎片上的气态智慧生物并未消亡，而是转化为了毫无生气的月球的一部分。

并不清楚这些精神寄生虫的祖先是否还生存于太阳中。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残酷的现实是精神寄生虫寄生于地球上每个地球人的心中。通过它们

的寄生和操纵，它们可以任意地加速或减缓人类的发展，乃至直接干预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的进步。绝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怀疑过有这种寄生虫的存在，那些有所怀疑的人则都被

变成了疯子或是强制自杀。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觉察到了寄生虫的存在，而

这种存在可能是他们才智的背后原因。很多人则因此陷入了恐怖的命运：发疯，自杀，监禁，

拷打，谋杀，等等。

在游戏中，精神寄生虫通过汲取它们宿主的魔力值生存。一般而言，它们的进食不会改变调

查员的属性。然而如果一个调查员知晓了精神寄生虫的存在，他将会被吸取大量的魔力值作

为精神寄生虫的攻击方式。一个晚上一大群精神寄生虫会攻击受害者，吸取3D6魔力。每5
点魔力的流失会导致1D4的理智丧失。受害者会因此陷入可怕的梦魇，第二天起床会感到疲

惫和虚弱。白天失去的魔力会恢复，但是晚上可能又会被吸取。如果一个调查员因这种攻击

失去了20%或更多的理智值，他会寻求自杀解脱。那些在一个晚上魔力归零的调查员会陷入

昏迷，直到魔力回满他们才能醒来。寄生虫会每天晚上汲取魔力使这些受害者一直陷入昏迷。

觉察到寄生虫的存在是非常困难的（也非常危险）。一般这都是偶然发生的，相当于是一种

“被人窥视”的感觉。守秘人必须暗骰调查员的意志——如果1D100成功等于或小于其意志，

调查员就感受到了“被人窥视”。他必须做出一个成功的克苏鲁神话掷骰。如果成功，他就

能察觉到精神寄生虫的存在。这一启示会导致立即的1/1D10理智丧失。精神寄生虫会立即意

识到有人觉察到它们的存在，除非调查员做出了有意识的努力来掩饰自己的想法。守秘人可

以允许一个玩家对精神寄生虫隐藏自己的想法，但是当角色受到压力或者疲劳时就必须进行

一次技能掷骰。1D100的掷骰结果必须不大于调查员智力和意志的平均值。角色有可能告诉

其他人有关这些外形生物的事，这加倍了角色被精神寄生虫发现的机会。（1D100不大于

POWX2）
处理和摆脱精神寄生虫不是一码事。普通人想要摆脱这种生物是几乎不可能的。具有不寻常

的强大通灵能力的人才具有和精神寄生虫一战的能力。这是一块灰色区域，由守秘人自由裁

决玩家是否适合这么做。纯粹按属性表来说，数据显示精神寄生虫会聚集以10D10的大群进

行攻击，因此它们也会集合它们的意志值。特定的咒文可能有助于降服或毁灭精神寄生虫。

一个确保能逃离精神寄生虫的方式是远离月球，直到它们的影响力难以触及为止。一旦从精

神寄生虫的控制中解脱，调查者立即增加1点智力和1D2意志，同时由于精神创伤损失1D6
理智。

精神寄生虫一般以十只或以上的数目成群出没。从未见过它们单独“出现”。它们实际的属

性只有智力和意志。

精神寄生虫，心灵吸血鬼（MIND PARASITES, Mental Vampir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N/A N/A



体质 N/A N/A
体型 N/A N/A
智力 2D6+8 15
意志 1 1
敏捷 N/A N/A
移动： N/A
耐久： N/A
平均伤害加权： N/A
武器： 魔力吸取（自动），3D6魔力损失+每 5点魔力损失导致 1D4理智丧失

装甲： N/A
咒文： N/A
技能： N/A
理智值丧失： 察觉到精神寄生虫的存在 1/1D10

米里·尼格利（Miri nigri）
下级仆从种族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用原始两栖类生物的肉片创造了一种矮小黝黑的生物来服侍它。在身

体轮廓上它们很接近人类，但是它们不能说话，它们的思维也是属于夏乌戈纳尔的。”

——弗兰克·贝克纳普·隆, 《山上的恐怖》

米里·尼格利是一个黝黑安静的矮人种族，服侍着旧日支配者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和它的“弟

兄们”。它们表现得就像具有两栖特征的丑陋矮人。这些生物不知疲倦地趋近它们的外星神

祗，日日夜夜匍匐于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沉寂模式下。旧日支配者每年会派遣自己的矮小

半人奴仆下山两次，去人类世界索取少男少女，作为吸血的旧日支配者的食物。

米里·尼格利通常以10只或以上行动。作为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仆从，它们如同夏乌戈纳

尔·法格恩的弟兄们以及丘丘人的特定部落一样，受到这位旧日支配者的保护。

米里·尼格利，黑暗矮人（MIRI NIGRI, Dark Dwarv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 7
体质 3D6 10-11
体型 1D4+4 6-7
智力 2D6 7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6 16-17
外貌 1D6 3-4
移动： 8/8 潜游

耐久： 8-9
平均伤害加权： 无

武器： 爪击 35%（1D3）
装甲： 无，

咒文： 无

技能： 潜行 90%，游泳 75%
理智值丧失： 0/1D2



月兽(Moon-Beast)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下级独立种族

“它们有着灰白色的粘滑巨体，体积能自由地扩张、收缩。它们的形态——虽然经常改变

——大致接近于无眼的蟾蜍，在那轮廓模糊的钝吻前端，生有一丛短小的、不断颤动的粉色

触手。”

——H．P．洛夫克拉夫特，《秘境卡达斯梦寻记》

月兽是一种主要居住在幻梦境的异型生物。它们在幻梦境的月亮有着庞大的殖民地，据

说在觉醒世界的月亮上也有。它们能乘坐它们的飞行的黑暗大船穿越空间——可能是维度乃

至时间。这些可怕的黑色大船就象地球世界的桅杆船，但是它们是通过长桨实现飞过天空和

操控自如的。月兽藏匿于甲板之下划船，它们的冷族奴隶则作为杂工在外劳作。月兽侍奉着

奈亚拉托提普，将其它种族当作奴隶。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一个虐待狂的种族；月兽非常

残酷，会对抓到的异族生物严刑拷打。

作为它们使用的武器，这里只举矛作例子；但它们也有可能会使用各种令人震惊的武器。

月兽多从事士兵的职业，被它们当作奴隶的种族多种多样，但以冷族的男性为主。

月兽，月之暴君（MI-GO, the Fungi From Yuggoth）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6 16-17
体质 2D6+6 13
体型 3D6+10 20-21
智力 2D6+9 16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3 10
移动： 7
耐久： 17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矛25% (1D10+1+伤害加权)
装甲： 无。但它们的身体由特殊物质构

成，所以火器造成的伤害取最小值

咒文： 月兽至少懂得1D3种咒文

理智值丧失： 0/1D8

夏尼先生（Mr.Shiny）
唯一存在（修格斯领主，上级独立种族）

“他有了更粗壮的腿脚和更膨大的肚子……他穿着一

件宽敞松弛的医用白大褂，一双黑色矫正过的大鞋

子……他最后一拉，鞋扣清脆地碎裂开来。粘稠的紫

色胶体从他的衣物中不断涌出。”

—

—迈克尔·谢伊《胖脸》

阿尔伯特·夏尼是一位修格斯领主——一种少见的具

有智慧和意志的修格斯，这种修格斯可以控制自己的



身体转化为人类。这样控制自己的身体需要持续的心智努力和意志。

夏尼先生赞同于那些毫无疑问比他强大的力量的意见，他决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准备迎接

他日再临的旧日支配者。他特殊的计划是尽可能创造条件来增加人类的数量。为此他已经尝

试过创立帝国，国际贸易，发明疫苗，宗教组织，科学方法，改良农业技术，改善公共医疗，

传教学会，发行报纸，累积资本，研究作物生长素等等，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是为了使人类

摆脱静态的闭关（部落）主义，改善现存人类的数量与质量。文明并非他创造的，但是他为

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现在，人口暴增，天空被酸液和毒素充斥，大量动物灭绝，气候突变，辐射威胁到烤焦地球，

夏尼先生估算着收获的时间接近了。

时间教团了他几乎所有他需要知道的知识。他并不是很聪明，也并不是很有创造力，更没有

准确的记忆力（如他退化的语言技能所表现）。他需要数千年来学会一个咒文。但他比绝大

多数修格斯要有耐心，不过这不值得多说——总有些值得大快朵颐的人类的此时如同很多强

力的神格一样，夏尼以他的冲动为荣——这些美味的人能让自己永葆青春。

当夏尼先生保持冷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时，他就能保持在人类形态。然而如果他愤怒或是心

烦意乱，他会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迅速融化成修格斯形态。当然无论何时何地，一旦他

的人类形态耐久被削减至0，他会自动回复为修格斯形态。

攻击方式：人类模式下，夏尼要么使用强力的熊抱，要么猛烈打出一记重拳。如果除去伪装

展现出他的真实形态，他会尽其所能尽快料理完所有目击者然后迅速逃逸。一般而言，夏尼

先生会尽一切努力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当他被极大的饥饿驱使抓取受害者之后，他会渗

入废弃的建筑物或者黑暗的地下室，这样方能让他安静地进餐。

夏尼先生，修格斯领主（MR. SHINY, Shoggoth Lord）
能力值 修格斯形态 人类形态

力量 24 18
体质 26 14
体型 18 18
智力 13 13
意志 18 18
敏捷 17 17
外貌 N/A 9
教育 N/A 20
理智 N/A 0
耐久 22 16
移动 10 8
伤害加权 +2D6 +1D6
武器： 压碎（修格斯形态）100%（2D6）

犀牛拳 95%（2D3+2D6）（人类形态 2D3+1D6）
抓住（修格斯形态）90%（受害者被拉入夏尼先生体内，每轮受到 1D6

伤害直到完全分解）

装甲： 无，但是火焰与电击只造成一半伤害；物理伤害的武器，比如火器，若未

贯穿则只能造成 1点伤害；夏尼先生每轮恢复 2点耐久

咒文： “控制”，以及其他守秘人期望的，必须考虑到夏尼的智力和缓慢的学习

速度。

技能： 考古学 10%，议价 15%，生物学 65%，化学 25%，挑选美味受害者 90%，攀

爬 75%，信誉度（作为人类）65，克苏鲁神话 12%，电器维修 10%，电子学 10%，躲藏 90%，



历史 35%，法律 10%，图书馆利用 35%，聆听 75%，劝说 30%，心理学 15%，潜行 70%，

跟踪 75%以及其他守秘人希望的。

语言： 阿拉伯语 20%，古埃及语 10%，英语 60%，纳特语 65%，西班牙语 30%，

苏美尔语 5%
理智值丧失： 目睹人类形态不会损失，目睹修格斯形态 1D6/1D20。目睹夏尼先生从人

类转化为修格斯的过程，守秘人可以额外增加 1/1D5的理智损失。

纳伽埃（Nagaae）
下级仆从种族

“这个像蟾蜍一样的身体是透明的，它搏动的内脏仅仅由一层薄薄的皮革皮肤所包覆。它的

前肢像人，后肢像蛙。它就像螃蟹一般移动，后肢推进腹部贴地爬行，通过腹部肌肉运动来

确定方向。所有四个前肢则就像祈祷一样高高举起。它们的面部，如果可以那个玩意可以称

为面部的话，有着膨大的眼珠和巨大的嘴，嘴中有二叉的舌头。”

——艾迪·C·波廷，《吾名为黑暗》

纳伽埃是令人厌恶的侍奉塞埃格（Cyaegha）的两栖蟾蜍生物。它们的皮肤是黏滑透明的胶

质，其上以僵硬肉瘤、厚毛和褶皱疤痕隐藏住凹痕。除了可憎的外貌外，它们还散发出腐臭

和沼气。这些令人厌恶的生物广布世界各地，一般出没于沼泽、泥潭和地下，但是也能在被

人们规避的废弃区域找到，甚至于会出现在运河或下水道的水渠中。纳伽埃是克苏鲁神话中

最为阴险邪恶的生物之一。作为塞埃格的眷族，它们与自己的主人分享着对于仇恨、谋杀和

折磨的渴望。它们生来就是为自己的主人服务，给人类带去神秘和死亡的折磨。纳伽埃杀死

一切它们双爪可以触及的动物，仅仅是为了追求欢愉，除非它们被更强的力量所阻止。不用

说，接触这些污秽的野兽是很危险的。

攻击方式：纳伽埃每轮可以使用四只爪子或者使用两只爪子加上撕咬。由于它们喜欢肉类的

味道，它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倾向于撕咬。它们同时也对自己的毒液抱有自信。毒液的效果

等于纳伽埃体质的一半（小数点后进位）。受害者的体质与纳伽埃毒液效果对抗，如果受害

者获胜，他只会受到毒液温和的致幻效果，3D10轮内所有技能受到-10的减值。如果失败，

受害者将会在1D10轮内死亡，或是遭受延迟死亡的命运。毒腺受到纳伽埃的完全控制。通

过改变撕咬中释放的毒液数量，纳伽埃可以导致受害者失去意识或僵直，以便于之后食用。

一旦被杀死，纳伽埃将会在2D4分钟内分解为一大团作呕的腐蚀性黑泥。闻到这股烂泥的气

味会导致人剧烈的恶心，除非在1D100中扔出不大于体质X3。皮肤触碰这股烂泥会导致烧伤

和起泡，每轮受到1点伤害。

纳伽埃，塞埃格的仆从（THE NAGAAE, Servants of Cyaegha）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12 26
体质 4D6+10 24
体型 3D6+12 22-23
智力 2D6+6 13
意志 2D6+6 13
敏捷 1D6+3 6-7
移动： 6
耐久： 23-24
平均伤害加权： +2D6
武器： 爪击 60%（X4）1D6+伤害加权



撕咬 40%，1D8+剧毒（效果为纳伽埃体质的一半）

装甲： 2点坚硬皮革透明皮肤

咒文： 很少有纳伽埃懂得咒文。每个个体 4D10掷骰，只有不大于其意志的才会

知晓 1D6咒文，否则就不了解任何咒文。

技能： 噪音聆听 60%，安静滑行 70%，闻到受害者 80%
理智值丧失： 1/1D8

夜魇(Nightgaunt)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下级仆从种族

“漆黑、粗野、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有着鲸鱼般光滑而油质的表皮，一对讨厌的尖角向内

对弯。它的翅膀像蝙蝠，但听不到振翅的声音；它的手爪丑陋，却适合抓住物件。看着那长

有倒钩的尾巴像鞭子一样甩来甩去，不知为什么，就是使人心烦意乱。而最恶心的是，它们

既不说话也不笑，甚至连微笑都不会，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可以微笑的脸，在应该是脸的地

方，只有一片有点像脸的空白。它们会做的，就只有抓紧、飞翔、搔痒——这就是夜魇的做

法。”

——H．P．洛夫克拉夫特，《秘境卡达斯梦寻记》

夜魇是一种居住在幻梦境的生物，侍奉着诺登斯。在它们所做

的事情中，就包括了把侵入领地的生物抓住、带走，然后把它

随便扔在所能想像得到的最恐怖的地方等死。夜魇的巢穴在幻

梦境中各个孤寂的所在，它们昼伏夜出；在远古时代，觉醒世

界也有夜魇居住，有些夜魇可能至今还住在那里。它们的智力

不高，但能理解各种语言（比如食尸鬼的急促话语）、和各种

神秘种族为友。夜魇会悄悄地潜行接近受害者，突然抓住他们

的武器，然后制服他们。

如果对方比较强壮，两只甚至更多的夜魇也可能会共同行动。

只有对已被擒抱住的受害者，夜魇才能搔他的痒。说是搔痒，

实际上是用各种讨厌的行动让对方焦躁不安。它们尾巴上的倒钩非常尖利，哪怕只是稍微碰

一下，虽然不会造成伤害，但也是很危险的。夜魇就是这样，将对方压倒、践踏其自尊、使

其无所适从，最后一点点地陷入狂乱。只要有一个小洞，夜魇就能把尾巴像蛇一样探进去；

厚衣服会被刺穿，铠甲也会从接缝里被穿透。

另一个所知的事情是，无面的夜魇会聚集，在外神伊波•兹特尔的乳头下吮吸黑色的乳汁。

夜魇，无面无声的飞鸟（NIGHTGAUNTS, the Faceless Silent Fli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 10-11
体型 4D6 14
智力 1D6 3-4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6 13
移动： 6／飞行 12
耐久： 12～13
平均伤害加权： 无

武器： 擒抱 30% (将对方抓紧以便搔痒)



搔痒 30% (1d6+1轮不能行动)
装甲： 2(皮肤)
咒文： 无

技能： 躲藏 90%，潜行 90%
理智值丧失： 0/1d6

奈欧斯·克欧格亥（Nioth-korghai）
下级独立种族

“巨大暗淡的身躯在里面漂浮。在磷光下，它们看上去就像黑色的章鱼……在耀眼的灯光下，

他可以看到它们不是黑色而是橙色的。接近些看的话，它们与其说像章鱼，不如说更像在一

端聚集一起的大团真菌藤蔓。”

——柯林·威尔逊《太空吸血鬼》

奈欧斯·克欧格亥是一种太空游荡的吸血鬼种族，它们搭乘着巨大的五十英里长的宇宙飞船

在太空中旅行。它们在飞船里休眠，直到到达一个有着适合它们吸血需求的生物的世界，或

是有智慧生命形态尝试接触它们。这些水栖吸血真菌具有能够在精神上控制智慧种族的能

力，只要它们的意志在和对方的对抗中获胜即可。

一个被奈欧斯·克欧格亥控制的人完全感受不到外星生物的存在，当外星生物吸血是会感到

一阵眩晕。只要在意志对抗中胜出，奈欧斯·克欧格亥就能移动到新的宿主体内。它们也能

将自己的身躯改变成这种生命形式，但是必须支付1D10意志，而且支付的意志必须来自于

从受害者吸取的意志。太空吸血鬼可以随时无消耗地转化回它们的本来形态。在宿主体内或

在自身改变的外形下，奈欧斯·克欧格亥可以保留它们的力量，体质，智力和意志。

一小部分奈欧斯·克欧格亥可能生活于地球，它们在数个世代前随着一次太空吸血鬼的到访

而留了下来。奈欧斯·克欧格亥崇拜外神乌波·萨丝拉，将其视为包括它们自己在内所有生

物的缔造者。它们喜欢把自己视为“乌波·萨丝拉的我们”或是“乌波·萨丝拉的子民”。

能量爆破：奈欧斯·克欧格亥可以集中能量来制造威力强劲的爆炸，直接作用于特定目标。

这些太空吸血鬼每消耗1点意志可以造成1D6的爆炸伤害。

生命力吸取：这伙太空吸血鬼以智慧生物

的生命力为食，它们紧紧抓住受害者，每

轮吸取1D6意志，受害者还会因此同时损

失1D3体质和外贸。随着生命力被吸取，

受害者显著地衰老，直到生命力被吸干，

受害者只会留下干枯猥琐的躯壳。这些太

空吸血鬼也有可能每次只吸取1点意志，来

保持受害者处于虽然感到疲劳但不会受到

伤害的情况。那些被吸取但活下来的人会

产生一种和太空吸血鬼的心灵联系。集中

精神之后，两者之间就能感到对方在干什

么或想什么。调查员必须掷骰1D100，不

大于自己的智力与意志之和时才能成功与

奈欧斯·克欧格亥建立心灵的联系。每次

这样的联系会导致0/1D6的理智丧失。所有

被奈欧斯·克欧格亥吸取的力量、体质和

外貌都是永久损失。



奈欧斯·克欧格亥可以将吸取的意志增加给自己，最大达到原有意志的两倍。

感染：被太空吸血鬼吸干的尸体会因感染导致吸血鬼化。两小时后，被吸干仅剩外壳的受害

者尸体突然苏醒，犹如干枯的丧尸。它们急需吸取其他生物的生命力。如果未能吸取，僵尸

会剧烈抽搐，一会儿之后就重归死亡，化为干枯破碎的躯壳。然而如果吸取了，受害者将会

恢复慢意志、体质和外貌（当然他的理智自动减半）。复活的受害者每两小时都必须吸取生

命力一次，否则就会死亡。每次吸血会损失额外的1/1D6 理智。这种感染会随着吸血传递给

新的受害者，因此太空吸血鬼的感染在受害者中不断蔓延。若不加控制，吸血冲动的瘟疫将

会很快毁掉一个城市，国家，乃至一个星球。

感染的受害者不会具有其他任何奈欧斯·克欧格亥的异能。唯一对感染者的治疗手段是击穿

感染者的腹腔神经丛，很明显的这样能杀死感染者。杀死那个造成瘟疫的源头奈欧斯·克欧

格亥也能停止感染，但是所有感染的受害者会因此立即死亡。

奈欧斯·克欧格亥，太空吸血鬼（NIOTH-KORGHAI, Space Vampir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18 28-29
体质 3D6+18 28-29
体型 8D6 28
智力 1D6+12 15-16
意志 3D6+6 16-17*
敏捷 2D6+6 13
*随着进食而增长，最大值为初始值的 2倍
移动： 6/10潜游

耐久： 28-29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触手 40%，1D6+伤害加权或抓住

生命力吸取，抓住时自动命中，每轮 1D6意志，1D3体质与 1D3外貌

装甲： 无，但是除了腹腔神经丛区域，奈欧斯·克欧格亥的身体无法被伤害。对

此区域的穿刺攻击会立即导致怪物的死亡。为准确命中该区域，调查员必须扔出 10%或者

更小才能命中。

咒文： 一般没有。

理智值丧失： 1/1D8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吸血种（VAMPIRISM）

有些人可能对我这个有关吸血鬼的议题发出嗤笑，可能想到了一些德古拉伯爵的电影或者布

莱姆·斯托克的原创小说。这种可怕的绅士形象似乎早已是千篇一律的了。

这些最近的流行娱乐都建立于一个古老传说之上。被称为吸血鬼的概念，在我的大英百科全

书中被解释为“吸取血液的幽灵”，在 18世纪早期有关它的故事传说广泛流传于东欧。

然而，相同的神话传说贯穿于人类历史之中。希腊有安普莎（Empusae），她吸取旅行者的

血液。犹太有莉莉姆（Lilim）——莉莉丝（Lilith）的子嗣，在夜间吸食男性的鲜血。

这些吸血鬼神话似乎都基于现实，以克苏鲁神话中的居民为原型。夏乌戈纳尔·法格恩

(Chaugnar Faugn)据说就是通过吸取选定者的血液为生。它的仆从也是如此。火星人

（Martians）被认为也是吸血种。埃杜布拉里（Adumbrali）以鲜血为食。炎之精（Fire vampire）
亦是如此。



不过最令人不安的，是我发现的关于一个叫奈欧斯·克欧格亥的外星种族的传说。某些古代

神话书卷将它们视为怀有某种慈悲的星际拓荒者。有记载称它们救助了冥王星的原住民，也

帮助了火星住民的提升进步。这样慈善的行为在宇宙中实属罕见。

确定的是，有一群奈欧斯·克欧格亥曾在地球居住过一段时间，而后离去，但是在太空中它

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千年已逝，最终它们登陆到一个星球，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将自己

转化为能量了。为了生存，它们只好偷取其他生物身上的能量，久而久之它们就因此变为了

吸血鬼。

吸血种看上去是一种选择，我们谁都可以，任何种族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很多也就这么做了。

奈汉·格瑞（Ny’ghan grii）
下级独立种族

“一开始我看到一个球体古怪地上下飘动，表面覆盖着我以为是稀疏的粗长毛发的东西。之

后我发现那不是毛发，是附属的细长的触手。在这玩意褶皱的表面是一个巨大的眼睛，其下

有一个起皱的大孔，大概像是嘴巴……一个覆盖着鳞片，有着蠕动的蛇形触手的球体，那些

触手具有透明象牙状的肌肉，显得污秽而抽冷。一个巨大的眼睛向我们散发出宛若尘世巨蟒

(Midgard Serpent)一般的冷酷凝视。”

——亨利·库特纳《侵略者》

奈汉·格瑞是来自于另一维度的发光球形生物。它们

往往伴随着浓雾和冰寒，一般通过漂浮和爬行移动。

很少有书籍记录下奈汉·格瑞，一般都以“侵略者”

或“敌人”所称呼。它们潜伏于通往其他世界的临界

区域，寻找那些可以让他们进入的牺牲品。即使没有

牺牲品，如果有人在练习魔法时以某种方式打扰了这

种时空构造物的话，它们也能短暂的造访这个世界。

攻击方式与特效：这些生物可以每轮攻击一次，它们

更加倾向于使用它们的寒冷和退化能力。相对的，它

们每轮也可使用1D3条触手抽打攻击。

寒冰风暴：以五英尺为直径的区域内，所有的物体都

将沐浴在令人冻僵的寒冷空气中。每次攻击消耗2点
魔力造成1D6伤害。这种急冷效应会在15码内骤减，

可以被躲开。

退化攻击：这种攻击消耗奈汉·格瑞2D6魔力，只能对单一目标释放。它必须和目标进行魔

力对抗，如果成功，目标开始迅速痛苦地退化，出现一系列的野兽特征。目睹这一过程会导

致1/1D6的理智损失。一旦开始，该过程就不可逆转，2D6回合之后受害者就会化为某些缺

乏人类特征的原始生命形态。

奈汉·格瑞，超维度侵略者（NY‘GHAN GRII, Extra-Dimensional Invad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10 20-21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5D6 17-18
智力 3D6 10-11
意志 2D6+6 13
敏捷 2D6 7



移动： 2爬行/6飞行

耐久： 17-18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触手 35%，伤害加权

寒冰风暴 65%，五英尺半径内 1D6
装甲： 4点坚硬肉质皮肤，免疫寒冷。

咒文： 1D100不大于其 INTX5，则该个体知晓 1D6咒文。

理智值丧失： 0/1D6

尼约格达的眷属（Nyogtha，Spawn of）
下级仆从种族

“他们是人类、食尸鬼和尼约格达渎神的结合所生的后代。这种交配产生的孩子在三十年后

会急速退化成不定形的污秽之物。”

——库尔特·米勒《地穴潜伏者》

尼约格达的眷属来自于人类、食尸鬼和旧日支配者尼约

格达渎神的结合。这种结合产生的孩子会在30-60年之

间急速退化成不定形的污秽之物。他们以人类的形态开

始生活，很容易冒充为人类，除非他们进行了详细的体

检，体检会发现他们的体内流淌着的不是血液而是粘稠

的黑色脓水。这些生物强壮坚韧又富有魅力。他们既遵

从于尼约格达的意志，也劝诱其他人加入这位神祗的黑

暗祭典中

在青春期开始时，尼约格达的混血孩子们会屈从于他们

异形父亲的意志。最初旧日支配者会给予他们奇幻的梦

境，其中充斥着地底隧道和洞穴，咏唱咒文，和身着黑

色长袍的人，也有可能在梦中瞥见伟大克苏鲁，撒托古

亚和其他出没于地球的巨大恐怖。几个月后梦境会越发

频繁，直到导致每晚做梦者都会损失1D3理智。一旦这

些眷属发疯，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为旧日支配者扩张感

知的能力，允许尼约格达通过他们的感觉来感知世界。

出生3D10+30年之后退化开始。一旦开始，这种变形过程会在几个月内极快的进行。可怕的

黑色斑点会在这个人的皮肉上浮现，很快扩散。同时眷族会变得异常饥饿，通过贪婪的进食，

这个怪物的体重和体型会急剧攀升。在这新生的过程中，人类形态的骨架会弯曲变形成一个

拙劣的模仿。骨骼和肌肉组织会具有惊人的弹力，同时皮肉会继续如同腐尸一般膨胀发黑。

一旦变形完成，这个怪物就会变成一个不定形的恐怖，它令人作呕的肉体蠕动翻滚，仿佛整

个肉体是由一群肮脏的黑色蠕虫构成一样。尽管躯干和四肢膨大臃肿，怪物形态仍然保留了

手部和面部骨骼。它有着可怕的扭曲容貌，刺刀般锋利的爪子，饿狼般尖锐的獠牙，宛若地

狱血腥法球的突出双眼。在远处，尼约格达的眷属有可能通过穿一件厚大衣或者长袍与一个

帽子或头巾来伪装成人类。但如果观察者靠近了就能察觉到令人作呕的浓厚粘液在随着对方

的行走不断渗出。

尼约格达的眷属对光极为敏感。在他们暴露的皮肤上少许的阳光接触就会导致极为剧烈的疼

痛。他们很容易在亮光下致盲，但是却有着极好的夜视能力。这些怪物在完全缺少亮光的情

况下，比如洞穴中，就无法看到东西。



一旦进入了他们最终的怪物邢台，大多数眷属开始漫长危险的旅行，前往尼约格达的地下堡

垒来享受永恒黑暗中快乐的居住。尼约格达偶尔会派遣自己的眷属来到地面人类的世界或者

幻梦界。

攻击方式：尼约格达的眷属可以每轮同时使用两只爪子和一次撕咬攻击。或者可以尝试抓住

一个目标然后将其拥入自己作呕的怀抱中。如果抓取攻击成功，受害者必须在力量对抗中获

胜，否则将会与恐怖的寒冷凝胶肉体接触。许多蠕虫一样的卷须会从眷属体内产生，缠绕在

受害者的四肢上，从受害者身体的孔窍中强行涌入，这会造成受害者0/1D6的理智损失。一

旦这样的攻击成功，被塞满蠕动触手的受害者必须每轮进行一次成功的体质判定，否则就会

窒息，每轮受到1D8的耐久伤害，直到从眷属的死亡抱拥中逃脱或是死亡。

在抓住和窒息一名受害者的同时，眷属还是能进行双爪攻击，但是不能进行撕咬。一个眷属

可以抓取多个目标，但是之后与受害者的对抗中必须各自分配力量。抓取一个目标之后眷属

的移动速度会降到1。
尼约格达的眷属，黑暗的渎神子嗣（SPAWN OF NYOGTHA, Blasphemous Children of the Dark）

怪物形态 人类形态

属性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4D6+12/26 2D6+12/19
体质 3D6+6/16-17 3D6+6/16-17
体型 4D6+6/20 2D6+6/13
智力 2D6+6/13 2D6+6/13
意志 3D6+6/16-17 3D6+6/16-17
敏捷 3D6/10-11 3D6/10-11
外貌 N/A 2D6+9/16
移动 6 8
耐久 18-19 14-15
平均伤害加权 +2D6 +1D4
武器： 作为人类形态时与普通人无异

爪击（怪物形态）65%，1D6+伤害加权

撕咬（怪物形态）65%，1D8+伤害加权

抓住（怪物形态）50%，特殊伤害

装甲： 所有的尼约格达眷属，无论在人类形态还是怪物形态，都免疫火器和穿刺

武器，其他攻击都取最小值。他们也免疫火焰、酸蚀、放射与电击。

咒文： 所有眷属在青春期就知晓了“接触尼约格达”咒文，学习其他咒文也非常

容易。完全转化为怪物模式之后眷属将知晓2D6种咒文，大多与尼约格达和其他旧日支配者

有关。

理智值丧失： 目睹人类形态的眷属不会造成理智丧失。目睹一个人类眷属渗出黑色脓水

以代替血液0/1D3。目睹一个完全转化为怪物形态的眷属1/1D10。

奥图姆的奴仆（Othuum，Minions of）
下级仆从种族

“一个黑色发亮的……缠绕的破旧触手和多孔的嘴巴的堆积物……一个黏滑异形的脸部轮

廓。”

——布莱恩·拉姆雷《随叙尔特塞升起》

奥图姆的奴仆是一个奥图姆微缩版的种族。它们大约有10英尺高，其他方面都和它们的主人

相差无几。仆从们具有像伟大种族伊斯（great race of Yith）一样的和人类交换精神的能力，



尽管这一能力只有在神秘的岛屿浮出海面，奥图姆的力量最强之时才能使用。为交换精神，

奴仆首先要在意志对抗中战胜受害者，在人类身体中时，奥图姆的奴仆可以保留智力和意志，

但是其他的数据都与宿主人类一样。它同样可以控制自己本身的眼睛，即使在人体内，所以

这样的个体会将自己的眼睛隐藏在墨镜或其他相似的遮挡下来阻挡阳光。在人类的伪装下，

这些奴仆为促进它们的外星主人的计划的进行而工作。

攻击方式：本体状态下，奥图姆的奴仆可以用一个五码半径的触手攻击每一个人，抓住之后

2D4张嘴会撕咬受害者。

奥图姆的奴仆，伟大仆从种族（OTHUUM, SERVANTS OF, Greater Servitor Race）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8D6 28
体质 6D6+6 27
体型 3D6+18 28-29
智力 4D6 14
意志 5D6 17-18
敏捷 2D6+12 19
移动： 10蠕动/14潜游

耐久： 27-28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触手 35%，3D6或抓住

撕咬，抓住时自动命中，每轮 2D4
装甲： 7点黏滑皮肤。

咒文： 每个个体都知道自身智力一半（向上进位）的数目的咒文，所有个体都知

晓“接触奥图姆”。

技能： 聆听 25%，侦查 25%
理智值丧失： 1D2/1D8

欧图伊格的眷族（Othuyeg, Spawn of）
上级仆从种族

“它们通过大量的白色触手攀爬向前，以独眼径直盯着我们。”

——克里斯宾·伯纳姆《黄金七城》

欧图伊格的眷族是它们父亲的微缩版，它们都聚居于美国中西部那传说中的黄金七城（Seven
Cities of Gold）之下。

地震活动的发生预示着欧图伊格的眷族的出现，它们随后就会从地底倾泻而出，如同一团蠕

动的白色蠕虫和眼睛。

攻击方式：受害者被抓住拖到地底欧图伊格的巢穴，而后在那儿被吞噬。

欧图伊格的眷族，终焉行者的子嗣（SPAWN OF OTHUYEG, Children of the Doom-Walker）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30 40-41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4D6+30 44
智力 2D6+10 17
意志 5D6 17-18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10/8挖掘/18飞行



耐久： 30-31
平均伤害加权： +4D6
武器： 触手 75%，1D6+伤害加权或抓住

装甲： 穿刺武器只造成最小伤害。

咒文： “召唤欧图伊格”。每个个体 1D100不大于其智力时知晓其智力一半数目

的其他咒文。

理智值丧失： 1D6/2D8

外神之仆役(Outer Gods， Servitor of the)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上级仆从种族

“那是如蟾蜍一般的生物。它正从那不断变化着外形的身体中，不知是用什么方法，像在吹

奏乐器一样，发出令人厌恶的乐音。”

——奥古斯特•德雷斯，《暗黑仪式》

这种不定形的生物，在地上粘滑地蠕动前进；它们的

样子有些像青蛙，但也有人说它们像是章鱼或鱿鱼。

因为外形在不断变化，所以很难确切地描述它们的样

子。

如果主人要求，仆役就会跟在主人身边，但它们大多

数时间都待在阿撒托斯的宫廷里，吹着像横笛一样的

乐器，为主人的舞蹈伴奏；在崇拜仪式上，仆役会吹

奏一种送葬曲般的背景音乐。它们也可以奏出召唤各

种神力存在的音乐，等等。

召唤神祗和怪物：神祗或神力存在会在仆役宣告它们

到来之后的1d3+1轮后到达，当仆役宣告它们归去之

后，或在仆役死亡的2d6轮后，它们才会离去。召唤神

祗会花费仆役的1点魔力值，而神祗每逗留5轮，又会

多消耗仆役的1点魔力值。

具有75%或更高的吹奏乐器（艺术）技能的人类可以尝试使用仆役的异形长笛。如果调查员

的乐器演奏掷骰成功，他就能再进行一次用奇怪长笛发声的尝试。第二次掷骰在10%以内他

就发出了必须的成功声音，召唤出了神话中的恐怖存在（守秘人自选）。这个生物将在1D3+1
轮内抵达，所有在场的人都要为此作出理智检定。被召唤的存在必须和成功演奏的人（或是

在场任何知晓这个存在以及召唤使役这个存在咒文的人）订立契约（10%成功率）。如果未

能订约，怪物会疯狂地攻击演奏者和所有在场的人，或是仅仅把演奏者带走，演奏者将永远

不会再被人发现。

攻击方式：仆役每轮使用2D6触手攻击，每个触手的攻击为自身的伤害加权X2(最小为1D6)。
外神之仆役（SERVITORS of the Outer God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 14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4D6+6 20
智力 5D6 17-18
意志 2D6+12 19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7
耐久： 18～19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触肢45% (伤害加权×2)
装甲： 无。但物理攻击的武器不会对它们造成任何伤害，只有咒文或附魔武器才

能正常造成伤害。而且只要不死，每轮会恢复3点耐久

咒文： 每个个体最少知晓1d10种咒文。而且在这些咒文中，一定包含1d10种“召
唤/支配”及“呼唤”类咒文.仆役也可以召唤或呼唤那些没有召唤或呼唤咒文的神格。

理智值丧失： 每只1/1d10

苍白舞者（Pallid dancers）
下级仆从种族

“衣衫褴褛的他们为了匹配他们的国王，戴上了狭小的黄金面具。面具之下空无一物，在他

们的衣服下则找到了由剪过的弦完成的牵线木偶的木质框架。”

——查德·J·鲍泽

苍白舞者小到可以说是小孩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身体看上去更加匀称，因为他们就是正常体

型的人类的微缩版。他们通过回忆中芭蕾与苦修士同时的优雅节奏移动。如同提线木偶般随

着只有他们能够听见的歌而动。苍白舞者只有在黄衣之王（the King in Yellow）显现时出现。

当卡尔克萨的熵穿越到这个世界，苍白舞者就出现了。

攻击方式和特效：当面对面出现时，苍白舞者会进入一个复杂的死亡之舞中，挥舞弯刀的同

时破衣也化为武器，经过敌人时催眠敌人和吸干他们的生命。目标必须在与苍白舞者的意志

对抗中获胜，否则就会被催眠。下一轮，随着舞者回旋如同一个黄色刀锋漩涡一般，舞者身

上的破碎衣物会如有生命一样扑向催眠了的目标，处死无法移动的受害者。目标每轮因此攻

击损失1D4-1耐久。每轮目标可以通过意志对抗来尝试从催眠中脱离。

所有的苍白舞者都是相同的，具有相同的数据。

苍白舞者，黄衣之王的仆从（PALLID DANCERS, Servants of the Yellow King）
力量 14 体质 16 体型 10 智力 20 意志 25
敏捷 27 移动 15 耐久 13
伤害加权:+0
武器：弯刀 65%，1D6

舞蹈，意志对抗，1D4每轮（见上）

装甲：无

咒文：所有苍白舞者都知晓“召唤/支配拜亚基”

理智值损失：0/1D3

皮特索奇（Petesouchi）
下级仆从种族

“皮特索奇的孩子和青少年完全表现得就像人类，并不是所有都经受那种转变，也有继续保

持人类形态的。其他的也只是部分变化，出现少许鳞片皮肤，尖牙或长蹼的尖爪……他们最

后的成熟形态是有着人类智慧的巨大鳄鱼。”

——马里恩·安德森《开罗旅游指南》

皮特索奇也被称为鳄鱼人。和深潜者类似，皮特索奇也会在青春期开始经历一次变形，缓慢

地转变他们身体的特征。然而与深潜者不同的是，他们最后的成熟形态时有着人类智慧的巨

大鳄鱼。由于不能和其他人类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孩子交流，这些鳄鱼人只能留在永远和他



们家庭隔离的区域中。

皮特索奇的孩子和青少年完全表现得就像人类，并不是所有都经受那种转变，有些继续保持

人类形态，另一些则只是部分变化，出现少许鳞片皮肤，尖牙或长蹼的尖爪。皮特索奇在很

年轻时就结婚，通常在第一性征出现时，然后在他们开始转变之前繁育后代。

成熟的皮特索奇是倾覆粗心小船，毁灭蠕动尖叫的遇难者的专家。

皮特索奇是旧日支配者塞贝克（Sebek）的仆从，他们栖息在那些普通鳄鱼出没的河道与其

他区域。

攻击方式：皮特索奇使用他的大嘴进行撕咬攻击。完全转化的成熟皮特索奇的撕咬强大到足

以将一个成年人一分为二。大部分是人类的年轻皮特索奇的撕咬则安全得多。

皮特索奇也可以对目标使用翻滚攻击，这种攻击中鳄鱼人咬住受害者然后进入传统鳄鱼的翻

滚、压碎和撕咬，将受害者撕成碎片。

皮特索奇，鳄鱼人（Petesouchi， Crocodile Men）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5D6+12 29
体质 4D6+8 22
体型 4D6+15 29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 8
移动： 7/10潜游

耐久： 25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撕咬 60%，1D10+伤害加权

翻滚 60%，1D10+4+伤害加权

装甲： 6点兽皮

咒文： 意志不低于 14的个体知晓 1D4咒文

技能： 水中秘密滑行 80%，隐藏 70%，倾覆小船 70%，潜行 40%
理智值丧失： 目睹一只成年皮特索奇 0/1D4，目睹一个正在转变或部分转变的皮特索奇

0/1D6

鼠人（Rat people）
下级独立种族

“因为这间房间里的每一面墙上都充斥着令人厌恶的声音——那种由数量庞大、贪婪成性的

老鼠集体匆匆跑过时发出的声响。”（注）

—

—H·P·洛夫克拉夫特《墙中之鼠》

（注：本段翻译竹子，链接：

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16593）

鼠人是小型的多毛类人生物。他们具有黯淡的灰色皮

毛，腐烂的牙齿，和尖锐的呢喃声。他们是巨大的人鼠

杂交物，所以有时像人一样直立行走，有时则像老鼠一

样四足行动。

鼠人本是人类，由于邪恶的行为和近亲繁殖而退化成了

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16593


近乎野兽的状态，他们居住于古老建筑物地下潮湿的地穴和洞窟或是下水道中，常常和食尸

鬼一起行动。波士顿的鲍彻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因他们的近亲繁殖和对神话存在（伊戈隆纳克）

的崇拜而退化为鼠人的群体。

攻击方式：鼠人每轮可以同时用两只爪子和一次撕咬攻击。如果撕咬成功，鼠人会紧紧抓住

受害者继续撕咬，之后每轮自动造成撕咬伤害直到鼠人或者受害者死亡。被抓住时，受害者

和鼠人都增加20%对对方的命中率，但是其他尝试攻击鼠人的人都必须每轮进行一次敏捷

X5的掷骰，以确定他们是打中鼠人还是打中了他们的朋友。鼠人造成的耐久损伤不能自然

恢复，这是永久的损伤。

被咬伤的调查员有可能感染上某些疾病。100减去将调查员的体质X5就是调查员因鼠人咬伤

染病的概率（见下文：老鼠的咬伤）。

老鼠的咬伤

被咬伤的调查员有可能感染上某些疾病。100减去将调查员的体质X5就是调查员因鼠人咬伤

染病的概率。

举个例子，我们勇敢的朋友哈维·沃尔特体质14,14X5=70，100-70=30，哈维若是被鼠人咬

伤，有30%的可能性会生病。一个染病的调查员会在1D6小时内发烧，在之后的5D6小时内

会病发卧床。一个成功的医学判定可以治疗病重的调查员，他只会由于卧床修养损失1D3天
的探险时间。若未得到及时的治疗，调查员在接下来1D3天内每天会损失1D2体质和1D2耐
久。之后一个成功的医学判定可以恢复损失的体质和耐久。否则调查员就必须卧床休息，每

周恢复1点损失的体质和耐久。

鼠人，穴居的奔跑生物（RAT PEOPLE, Scampering Creatures fromWarren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 7
体质 2D6 7
体型 2D6 7
智力 2D6 7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 10
耐久： 7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撕咬 40%，1D3+疾病（见上）

爪击 25%，1D3
装甲： 无

咒文： 无

技能： 隐藏 60%，聆听 50%，潜行 40%，气味追踪 35%
理智值丧失： 0/1D6

人面鼠(Rat-Thing)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下级仆从种族

“他们谣传说，那细小爪子的骨头所体现出的抓握特征更像是一只微小的猴子而不是老鼠。

而那个有着凶猛的黄色长牙的头骨则最为怪异和反常。从某个角度看起来，那就像是对一个

人类头骨的微缩、可怕、堕落的拙劣模仿。”

——H．P．洛夫克拉夫特，《魔女屋中之梦》



人面鼠和普通的老鼠有着相似的轮廓，远看可能会混淆，但如果近看就会发现，人面鼠的脸

是一张邪恶的人脸，手脚也都像是小小的人手。它的牙齿尖锐，咬合力极强。这种非自然的

怪物是邪恶魔法的产物，它们由死去的邪教信徒变成，以便在死后继续侍奉主人。人面鼠不

会自然死亡，但今天已经非常罕见了；魔女凯夏·梅森的魔宠布朗·詹金，大概就是这种人

面鼠吧。人面鼠发起攻击的时候，会沿着对手的腿或衣服爬上去，要么就是从天花板上跳下

来。只要它的啮咬攻击成功一次，它就会一直咬在对手身上不放。如果硬把它从身上撕下来，

就会损失 1d3点耐久。

被咬伤的调查员有可能感染上某些疾病。100减去将调查员的体质X5就是调查员因鼠人咬伤

染病的概率（见上文：老鼠的咬伤）。

人面鼠，恶毒的嘲讽者、乱窜的间谍（RAT-THINGS, Malevolent Mockers and Scuttling Spi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D3 2
体质 2D6 7
体型 1 1
智力 3D6 10-11
意志 2D6 7
敏捷 4D6+4 20
移动： 9
耐久： 4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啮咬 35% (1d3+疾病（见上文）)
装甲： 无。但在人面鼠跑动的时候攻击它，命

中率减 40%。攻击已经被人抓住的人面鼠，命中率减 20%。

咒文： 意志值高于 14的人面鼠，由守秘人适当

选择 1d3种咒文，给其使用。如果变成人面鼠的人在生前

知晓咒文，则他变成人面鼠后依然知晓这些咒文

技能： 闪躲 90%，躲藏 80%，潜行 65%
理智值丧失： 见到人面鼠 0/1d6；认出人面鼠曾经是自己所认识的人，1/1d8

爬虫人（Reptile people）
下级独立种族

“这个种族长得很像蜥蜴，有着突出的额头和恶魔般的犄角，没有鼻子却有短吻鳄般的颌。”

—

—基斯·赫特等，《守秘人指南》

这种比人类更早出现的四足爬行动物种族，兴盛

于大约和蛇人第二帝国同时的时期。他们信奉伊

格（Yig）和其他神祗，使用一种和蛇人的阿克罗

（Aklo）语相似的语言。和蛇人一样，他们与包

括附近的伊阑城（Irem）的建造者在内的人类进

行着战争。

尽管已经灭绝了成百上千年的岁月，爬虫人仍被

小心地保存着，有可能某一天通过魔法或科学手



段就能复苏。这可能会由好奇的人类或者一直保护着爬虫大军的邪恶蛇人完成。这一事件基

于在阿尔·亚斯雷德所著的死灵之书中首先提到的奇怪的对仗：“那永久的存在不会死去，

而在怪异的永恒中连死亡也会死去。”

这个种族也有可能在不久将来的“众星归位”之时自动苏醒。

爬虫人，人类的爬虫敌人（REPTILE PEOPLE, Reptilian Enemies ofMan）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 14
体质 3D6 10-11
体型 4D6 14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 6
耐久： 12-13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撕咬 50%，1D6+伤害加权

棍棒 40%，1D8+伤害加权

装甲： 2点兽皮

咒文： 一般没有

技能： 隐藏 35%，聆听 35%，嗅觉 50%，潜行 60%，侦查 50%
理智值丧失： 0/1D6

潜砂怪(Sand-Dweller)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下级仆从种族

“从其中一个洞窟里，钻出了一只潜砂怪。粗糙的皮肤、大眼睛、大耳朵，那张脸看上去就

像是只扭曲了的树袋熊，像得可怕。那奇瘦无比的身躯正带着明显的期待，蹒跚地向我走来。”

——H．P．洛夫克拉夫特＆奥古斯特·德雷斯，《破风之窗》

潜砂怪仅在两三个故事中登场过，

我们对它的情况了解得不多；一眼

看去，它似乎全身上下都覆满了沙

子。它们居住在洞穴中，夜里出来

活动。它们是一种原始的群居种

族，栖息于美国西南部地区和中美

洲的干旱地区，但在非洲、亚洲和

澳州的沙漠中可能也有生存。潜砂

怪是原始人类进化的一个分支，尽

管并不清楚它们是何时从智人种

中分流出去的。在漫布全球之前，

这个类人种族起源于北美大陆上

的孤立区域中。很多民间传说认为

潜砂怪实际上是寓言故事中失落部落的成员。土著人将潜砂怪认为是神秘或避世部落中的堕

落战士或强大萨满。

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潜砂怪适应并发展成了夜行动物。白天它们呆在洞穴中，太阳落



山后它们才出来搜索猎食或者战斗。潜砂怪在阳光下近乎瞎子，但是却具有敏锐的听觉和夜

视能力，使它们的种族足以在黑暗世界中兴盛发达。潜砂怪是杂食性的，它们吃昆虫、仙人

掌、爬行动物和其他任何小动物以及任何能找到的矮小植物。它们砂纸般的坚硬兽皮保护它

们不会脱水，因而它们可以在没有水的条件下生活数周乃至更长时间，如果需要的话。无论

是白天的灼热还是夜晚的严寒，它们都能够忍受。

潜砂怪生活于独裁的部落社会中。它们的领袖由武力决定，也就是说任何潜砂怪都可以向酋

长之位发起挑战。一旦挑战成立，挑战者将要和酋长在一场残酷的决斗中决一死战。决斗中

的生还者，由于证明了它是部落中最强大的存在，自然而然将成为部落的领导者。部落中男

女平等，因而酋长、萨满和战士都有可能是男性或女性。包括抚养幼儿在内的社会责任由整

个部落承担，但是只有种族中年轻健壮的个体才能成为战士。少数德高望重的年长者会作为

部落的长老，建议和教导其他人。大多数潜砂怪并不能活到老年，严酷残忍的环境和一些部

落的习俗及宗教仪式造成了这一现象。

作为一个高度精神文明和迷信的种族，潜砂怪信奉纷繁复杂的原始神祗。奈亚拉托提普是它

们最主要的神明。伊格则是北美和中美州部落的重要信仰。不同部落的潜砂怪信奉不同的神

格。潜砂怪的精神领袖是部落萨满。潜砂怪萨满一般都是部落中非常年老但是精神力量极为

强大的成员。它们的力量强于酋长，年纪比那些少数自然死亡的潜砂怪还要大。潜砂怪的寿

命一般在 100-150年之间，潜砂怪萨满则有可能有 400岁高龄。这些萨满将自己所有的时间

用于和它们的环境沟通，为部落提供建议，以及祭祀它们的外星神祗。每个部落有两个见习

萨满，比较强的那个将会在大萨满死亡后继任。

潜砂怪使用一种由啐、咕噜和嚎叫构成的口头语言，并没有正式文字，但是它们会使用象形

文字以及沙丘和洞穴的壁画。不同部落的潜砂怪极少交流，偶尔会因为领土争端或其他争吵

而爆发战争。某些部落之间可能因为种族内的共同利益而签订盟约或者合作，有些甚至会和

其他神话种族协作，尽管这种盟约通常来说极为脆弱。一般而言，这些避世的潜砂怪和人类

以及其他神话种族基本没有来往。

攻击方式：潜砂怪是勇猛的战士，它们使用简易武器或双爪进行激烈的搏杀。战斗中它们极

少俘虏敌人，只要可能它们就会吃掉敌人。潜砂怪也吃它们部落死亡或被杀的同伴的尸体。

通过毁灭它们伙伴乃至敌人的肉体，潜砂怪相信它们消耗了死者的精神和能量。这是潜砂怪

习俗中最为神圣的仪式，就连敌人的尸体都会被奉上最崇高的敬意。任何不能食用的身体部

分都会被研磨成细粉，撒入沙漠成为砂砾的一部分。它们认为这就是生命完整的循环。

潜砂怪，荒漠跟踪者（SAND-DWELLERS, Stalkers of the Wast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2D6+6 13
体型 2D6+2 9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6 13
移动： 8
耐久： 11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钩爪 30% ，1D6+伤害加权

棍棒 25% ，1D6+伤害加权

投掷石头 25%，1D4



矛 25%，1D8+伤害加权

投矛 25%，1D8+1
装甲： 3(硬皮)
咒文： 意志值高于 14的潜砂怪如果在 1D100中不大于其智力，由守秘人适当选

择 1D2种咒文，给其使用

技能： 躲藏 60%，聆听 50%，潜行 50%，侦察 50%，追踪 45%，所有与视觉有

关技能在阳光下减值为 1/4
理智值丧失： 0/1D6

搜寻者（Seekers）
下级仆从种族

“但是比这些家伙更恐怖的是它们释放到其他世界和维度的搜寻者，搜寻者是具有惊人能力

的在那些目标世界或维度的住民，他们有着创造力和天赋。”

——罗伯特·A·W·朗兹《深渊》

搜寻者由埃杜布拉里（adumbrali）创造，在他们渗透入的种族中表现出不寻常的完美。

催眠攻击：通过与受害者意志对抗取得胜利，搜寻者将受害者的精神转换到埃杜布拉里的维

度中。受害者看上去就像催眠了，尽快他们看到和感觉到在一个奇怪的维度中。一个搜寻者

可以将任意数量的受害者压制于他的意志之下。一旦处于这种奇怪的催眠状态，只有成功的

心理分析才能将受害者从埃杜布拉里的维度救起。当被催眠的受害者被阴影吸血鬼攻击时，

目击者会看到他的身体迅速变得苍白枯萎。

搜寻者，人形的埃杜布拉里猎手（SEEKERS, Adumbrali Hunters in Human Form）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 10-11
体型 2D6+6 13
智力 3D6+3 13-14
意志 4D6 14
敏捷 3D6 10-11
外貌 1D4+14 16-17
移动： 8
耐久： 11-12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任何基础命中，伤害等于武器基础伤害

装甲： 无

咒文： 无

技能： 混入社会 75%
理智值丧失： 无

蛇人(Serpent People)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下级独立种族

“它们用还没有进化成哺乳动物的的肢体站立，轻巧而蜿蜒地行走。那色彩斑斓的无毛身躯

轻快地曲张着，当它们来回走动的时候，就发出一种响亮而规则的嘶嘶声。”

——C．A．史密斯，《七诅咒》

蛇人的外形，就像一条直立行走的蛇。它们有着蛇一样的头和鳞片，但也有两只手臂和两条



腿；它们也有尾巴，在它们的光辉岁月中还穿着长袍。伊格，即诸蛇之父，是蛇人们的伟大

神祗，在远古时代，有一些不崇拜伊格而崇拜撒托古亚的异端者，但它们数百万年前就被记

恨在心的伊格消灭了。

距今 2 亿 7500 万年前，连恐龙都还没有在地球上阔步前行，蛇人的第一王国伐鲁希亚

(Valusia)
就已繁盛一时。它们建造黑色的玄武岩都市、进行战争，这

些都是在二叠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它们在科技和魔法上都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使用被称为“恐怖恶魔”(dreadful
demons)的诸多能源，以制造强效毒药。但是，在距今 2 亿

2500万年前、恐龙时代的时候，第一王国灭亡，蛇人退却到

位于地下深处的各个要塞中，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幽嘶(Yoth)。
在这段时间里，蛇人掌握了发达的科学技术，甚至能够操控

生命本身。

在人类的史前时代，蛇人于图里安(Thurian)大陆的中央地区

建立了第二王国。这个王国比伐鲁希亚灭亡得更快，这次是

被人类所摧毁；人类主张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蛇人在人类的扩张面前节节败退，它们

最后的据点焉犹加(Yanyoga)也在公元前 1万年毁灭。

只有一些幸运的魔法师逃脱了灭亡的命运，也有一些蛇人退化为侏儒种族。在存活者中，有

一部分会完全返祖，得到退化之前的强大力量，它们依然得到伊格的宠爱。退化了的蛇人，

能力在正常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还有一些蛇人处于冬眠状态：它们被称为“沉睡者”(Sleeper)，
已经冬眠了数千年、乃至更久的时间，如果这些蛇人醒来，必会给人类造成危险。这些被称

为“沉睡者”的蛇人，要比一般的蛇人更加聪明、强悍，也常会知晓一些强大的魔法。

攻击方式和特效：蛇人可以使用人类的任何武器，它们长着钩爪的手用起武器来很方便。可

以把它们的基本命中率设为与人类相同。在使用绝大部分武器近战的时候，蛇人都能同时使

用噬咬攻击。蛇人毒液的毒性等于其体质。

在它们擅长的咒文中，也有制造使施咒者看上去和普通人类无异的幻影的咒文。蛇人使用这

种咒文，就可以混迹在人类社会中生活。

蛇人和蛇类一样，通过完全吞噬来进食。一个蛇人可以吞下和自己体型相同的受害者。进食

后蛇人就会进入沉眠，每天消耗 1体型的受害者。因而蛇人每几个月往往只要进食一次。

蛇人，完全返祖形态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 10-11
体型 3D6 10-11
智力 3D6+6 16-17
意志 2D6+6 13
敏捷 2D6+6 13
移动： 8
耐久： 10～11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噬咬 35% (1d8+毒) (见上)
装甲： 1(鳞片)
咒文： 完全返祖的蛇人至少知晓 2d6种合适的咒文。退化者则对魔法一无所知

技能： 聆听 35%，侦查 35%，所有科学技能+10%



理智值丧失： 0/1d6

斯格霍居民（S’glhuo,Denizens of）
下级仆从种族

“他们不是人类，他们太瘦小了，具有着巨大的无瞳双眼，皮肤上覆盖着微小起皱的蓝色鳞

片，手指则柔若无骨。”

——拉姆雷·坎贝尔《声之平原》

在斯格霍湾这个奇特遥远的空间中，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和原住民都是由声音构成的。这些奇

怪的存在可能以模糊的爬行生物的样子出现在人类面前，事实上它们仅仅是有智慧的活生生

的声音。

斯格霍居民有着即使在遥远的距离也能发送精神信息的能力。人类把这些信息当做是梦。然

而如果不借助“翻译器”，一种特殊的能够让它们想要去的世界激活的装置，这些音波生物

就不能从他们的世界中出来。《格拉基启示录》的第九卷包含了制造这个外星翻译器的计划。

接受到斯格霍梦境信息的人会被引导到奇怪的蓝图中，接到指示去建造翻译器装置。

斯格霍的奇异住民们崇拜外神特鲁宁布拉(Tru’Nembra)，一位和它们一样由活着的声波构成

的神祗。特鲁宁布拉有可能居住或起源于斯格霍湾。

斯格霍居民的耐久等于它们的意志。

声波攻击：这些存在会通过声波的爆震来攻击，无视任何装甲。这样的攻击无法被回避。

斯格霍居民，活声音生物（DENIZENS OF S’GLHUO, Creatures of Living Sound）
活声音形态 爬虫形态

属性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N/A N/A
体质 N/A N/A
体型 N/A 3D6+6/16-17
智力 3D6+10/20-21 3D6+10/20-21
意志 3D10+10/26-27 3D10+10/26-27
敏捷 2D10+10/21 2D10+10/21
移动 40 18
耐久 26-27 26-27
平均伤害加权 N/A N/A
武器： 音爆25%，1D6
装甲： 无，但是由于这些生物由活声音构成，它们免疫所有物理攻击。影响智力

和意志的咒文可以正常伤害它们。刺耳的噪声可以对它们造成特别大的伤害。

咒文： 一般没有。

理智值丧失： 听到斯格霍居民0/1D2，目睹它们的蓝色鳞片形态0/1D4。

夏盖（Shaggai）
下级独立种族

“夏盖进行的这些实验尤其令人憎恨，虽然没有记录下具体内容，但是很明显是两个种族的

杂交。结果产生的生物，在结蛹前和成年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种。在领导者意识到发生了

什么值钱，数以千计杂交形成的卵已经植入了金字塔。孵化之后这些生物看上去像人类，但

是它们到达二十岁时它们就会转化为反常的巨大夏盖。它们如同夏盖一样繁殖。只有特定的

雌性可以繁育后代。两只雌性可能会从母巢中选中，被授予正确的分泌物以发挥补充剂的功

能。这两个雌性如同人类儿童般出现，变形之后化为夏盖，但是它们比起其他同族有着更大



的体型，更强的力量和更高的智力。这两只夏盖将会为控制母巢拼个你死我活。一般最强者

会先拔头筹，压倒她的竞争对手。”

——戴安娜·萨马科《女王》

夏盖是一种半人半夏恩（Shan）的杂交种族。它们从一个蛆状的卵中孵出时像人类一样，继

续像人类一样成长直到它们到达青春期，此时它们会蜕变成巨大的类人昆虫生物。变为夏盖

之后，它们的体型和青春期的人类无异。它们的眼睛变为复眼，失去了鼻子和耳朵，嘴唇和

牙齿则变为一个具有吮吸长舌的短喙。夏盖的多节四肢是硬质的，闪着荧光的皮肤坚硬如同

昆虫，背上则还长出巨大的硬质翅膀。

人类形态的夏盖通常不知道它们真实的传承。儿提

时代它们常会梦见鲜明的外星世界和外星生物。当

它们临近青春期，这种梦境会恐怖到导致理智值的

丧失。男性儿童会变得更具攻击性和破坏性，女性

儿童则会变成贪婪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传统所谓的

“书虫”）。变形之时，杂交儿童会失去自己所有的

理智值，本能地前往完成转变。转变之后夏盖会去

寻找它们的同族。

夏盖并不拥有它们夏恩祖先的任何异能。它们不能

变为灵体，不能读取或注入想法到其他生物的精神

中，也没有和阿撒托斯（Azathoth）有着特殊的密

切联系。它们的生存，一部分通过如同夏恩一样的

光合作用，一部分则来自于消耗固态的食物。

女王：每个母巢具有两个候选女王。变形时，两个

女王为母巢的霸权拼个你死我活。幸存者占据了完全的统治权，控制了母巢的其他所有个体。

女王夏盖比种族的其他成员更加强壮，更加聪明，尽快它们有可能更小。它们的属性后文中

有插入。

攻击方式：夏盖每轮会使用两只爪子一般的手攻击。战斗中夏盖有可能使用四只爪子同时攻

击（双手双脚）。然而更加可怕的攻击来自它们昆虫般的喙和舌头。一次的成功攻击，夏盖

可以用自己的舌头打到受害者，将腐蚀性酸液溅射到区域上。酸液会立即开始分解夏盖用舌

头打到部位的活体组织。这样的攻击会造成受害者的外貌损失1/4的耐久损失值。酸液会持

续伤害，即便夏盖的舌头脱离受害者或者夏盖被杀死酸液的伤害也会持续，除非酸液被洗去

了。耐久的损失可以恢复，外貌损失则是永久的。夏盖的酸液泡沫也能腐蚀绝大多数材料，

尽管速度不同：通过护甲表面的数据（如果存在）减去伤害。如果达到0则材料被蚀穿。

夏盖，夏恩与人类的混血（SHAGGAI, Shan-Human Hybrids）
人类形态（女王） 夏盖形态（女王）

属性 掷骰 平均 掷骰 平均

力量 3D6(3D6) 10-11(10-11) 3D6(3D6+6) 10-11(16-17)
体质 3D6(3D6+3) 10-11(13-14) 3D6+3(3D6+12

)
13-14(22-23)

体型 2D6+4(2D6+2) 11(9) 2D6+4(2D6+2) 11(9)
智力 2D6+6(2D6+12) 13(19) 2D6+6

（2D6+12）
13(19)

意志 3D6(3D6+6) 10-11(16-17) 3D6(3D6+6) 10-11(16-17)
敏捷 3D6(3D6) 10-11(16-17) 3D6+6(3D6+12

)
16-17(22-23)



外貌 3D6(3D6) 10-11(16-17) N/A(N/A) N/A(N/A)
教育 3D6(3D6+12) 10-11(22-23) N/A(N/A) N/A(N/A)
理智 意志 X5(意志 X2) 50-55（32-34） N/A(N/A) N/A(N/A)
移动 8 (8) 6/20 飞行 (4/30飞行)
耐久 10-11 (11-12) 12-13 (15-16)
平均伤害加权 +0 (+0) +0 (+1D4)
武器： 爪（夏盖形态）35%，1D4

舌头/吐口水 50%（夏盖形态），1D4+每轮外貌损失（见上）

装甲： 人类形态无，昆虫形态具有4点几丁质硬壳状皮肤

咒文： 女王知晓1D6咒文，其他绝大多数夏盖没有咒文。

技能： 任何人类形态时都具有一个普通人类小孩或者青少年所拥有的技能（女王

此时在知识有关技能上具有更高数据，例如科学）一旦转变为昆虫模式，绝大多数技能将不

再适用。

理智值丧失： 目睹人类形态的夏盖不会造成理智丧失。目睹昆虫形态的夏盖 0/1D8。目

睹从人类到昆虫形态的可怕变形 1/1D6。

巴比伦之焚

——作者：约书亚·史密斯，1967年，英文

约书亚·史密斯在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积极投入到反文化运动之中。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诗

人，音乐家，以及迷幻药和“试验性行为”的倡导者。20世纪60年代中期伦敦一系列的性犯

罪暴行和谋杀都最终归咎于斯密斯。入狱后他写了一部杂烩，包括了杂乱无章犹如流水账的

诗歌，歌词，毫无条理如同梦呓的只言片语，画卷般怪诞的性描写，以及和书名相同的他称

之为“巴比伦之焚”的预言。1967年约书亚·史密斯神秘地死于他独处的监狱房间中。事实

上，史密斯在1963年去塞文谷的游览中被一只夏盖虫族所附身。这只外星生物造成了他那扰

乱精神和危害社会的爱好，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巴比伦之焚》详细描述了夏盖虫族与它

们堕落的爱好，尽管夏恩从未被实际的命名过。这本书包括了怪诞的性仪式和外来迷幻药的

配方。在史密斯死后不久这本书在英国出版。之后再也没有重印。

理智值丧失：1/1D4。“克苏鲁神话”技能+2%。读解平均所需时间：4周。

咒文：酿造入梦之药(Brew Dream Drug) ，酿造冥王星之药(Brew Plutonian Drug)，接触夏恩

（Contact Shan）, 模糊记忆(Cloud Memory), 梦之影像(Dream Vision)。

夏盖虫族(Shaggai，Insects From) —— （玖羽，清水）

下级独立种族

“尽管它们飞行的速度极快，但我那在恐惧下变得特别敏锐的感官还是捕捉到了不少细节，

比我所希望的还要多。那巨大的、没有眼睑的眼球带着憎恨直瞪着我，头部那 分节的触须

似乎在随着宇宙的旋律而扭动。它们的十条腿都长满了黑亮的触手，折叠在苍白的肚皮上；

而那半圆形的坚硬翅膀则覆着三角形的鳞片——但是这些都无 法表达那向我冲来的形体所

带来的、撕裂灵魂的恐惧。我看见那东西的三张嘴湿乎乎地蠕动着，向我扑了过来。”

——拉姆齐•坎贝尔，《夏盖妖虫》

这种生物依靠光合作用摄取营养，因而不需要进食。既

没有寻找食物果腹的压力，它们就一直沉浸于颓废而耽

美的“变态快乐”之中，用以打发时间，特别是以拷 打各

种种族的奴隶为乐。夏恩(Shan)——它们以此名为人所知



——的寿命非常长久，光是长为成虫就需要数个世纪的时间。它们的科技也极其发达，拥有

许多 以精神力(魔力值)操作的武器和工具。这些昆虫的大脑分为三层，每一层包括独立分

开的左半脑和右半脑。这六块叶状的大脑结构允许夏恩进行三种不同的思想运 转因而它可

以同时用它的三张嘴说出三种不同对话内容。他们也可以同时施展三种不同的咒术。

夏盖虫族几百年前就造访了地球，并且负责设计和建造

了一部分的埃及与中部、南部非洲的金字塔，这些金字

塔的造型基于他们自己的神殿/飞船。那些第一次造访的

夏恩曾以人类进行试验，并且创造了一种夏恩/人类 混

合物种。金字塔最初用作混合夏恩的孵化室。很快夏恩

和它们的人类仆从都发现这个杂交实验的愚蠢之处，并

且开始摧毁这些被它们叫做夏盖的混合物种。大多数 的

夏盖都被彻底消灭了，并且那些幸存者现在也同时在人

类和夏恩种族之间逃亡着。

夏盖星已在一场大灾难中毁灭，夏恩全族目前都在逃亡

之中。当 时，许多夏恩都逃到用奇特的灰色金属建成的、

坚不可摧的神殿之中，然后把神殿转移到别的世界；其

中，那些转移到地球的夏恩们发现地球的大气中含有某

种成份，令它们无法再把神殿转移到别的世界，它们自

身也受其影响，飞不了多远。

夏恩们崇拜阿撒托斯，它们的崇拜由复杂的仪式和成系统的拷打组成。 在每个神殿/飞船里

都有着活着的阿撒托斯。这可能是通过一些外星科技来实现的，因为阿撒托斯只有一只，但

是却有许多夏恩的神殿/飞船。撒达·赫格拉 （Xada-Hgla）——鲜为人知的阿撒托斯的化

身之一——是夏恩阿撒托斯崇拜的主要形式。

这些现在居住在地球的昆虫带来了塞克洛托尔星 (Xiclotl)和勒杰赫斯(L'gy'hx)的一些特定

生物来作为它们的奴隶和守卫。它们曾近建立起一种人类的女巫崇拜，用于找到先给阿撒托

斯的祭 品。在位于英格兰塞文谷(Severn Valley)的葛茨伍德(Goatswood)村附近，有夏恩在地

球上最大的一个殖民地。其他的殖民地被推测是存在于亚洲以及中东的某些地方。一些神话

学者相信一支夏恩殖民者曾在背后驱使并推动了西班牙宗教法庭，并且那些夏恩同样寄生于

圣经中的城市索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他们宇宙飞船的意外爆炸（或者阿撒托斯

的释放）才是这些城市消失的真正原因。

一些夏恩造访了地球的幻梦境，它们经常以一种丑恶，发出咯咯声的黑色小矮人的形象出现。

《舒该安魂弥撒》(Massa di Requiem per Shuggay)和《巴比伦的燃烧》(Babylon's Burning)中
有夏恩的详细记载。

精神攻击：夏恩是一种寄生生物，它们并不完全由物质构成。虽然夏恩有鸽子那么大，但它

却能穿过人体组织，进入人类的大脑，并在大脑中爬来爬去，读取其记忆。它们能够对 受

害者的思考产生影响，也能把特定的记忆或想法植入受害者的大脑之中。在白天，这种昆虫

处于休眠状态，受害者不受它的控制；但在夜间，当夏恩醒来之后，就开始把其它记忆植入

受害者的大脑。植入的记忆，可能是足以使理智值丧失的恐怖景象（目睹夏恩的景象），也

可能是促使受害者执行某种行动的许许多多记忆碎片。于是，受害者就会逐渐被夏恩支配，

像被催眠了一样，而且还会高兴地帮助夏恩做事。但是，随着夏恩的控制逐渐加深，受害者

大多都会陷入疯狂，从而不再适合担任夏恩的宿主。

神经鞭攻击：神经鞭是一种能射出噼啪作响的蓝白色光束的小道具。如果被光束打到，对方

就必须和夏恩作一次魔力值对抗检定。若夏恩赢得检定，对方就会感到无比的痛苦，除了在

地上打滚之外什么都做不了，直到将此武器关闭为止。即使夏恩在检定中 失败，对方也依



然会感到一定的痛苦，并在其后的[24-体质值]个小时内，所有技能的成功率下降20%。神经

鞭每轮都可进行新的攻击。

夏盖虫族，精神寄生虫（INSECTS FROM SHAGGAI, Mental Parasit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D3 2
体质 1D3 2
体型 小于 1 小于 1
智力 3D6+6 16-17
意志 5D6 17-18
敏捷 2D6+24 31
移动： 4／飞行40
耐久： 2
平均伤害加权： N/A
武器： 融合60% (进入受害者的脑中，并逐渐支配受害者)

神经鞭50% (特殊伤害，见上)
装甲： 无

咒文： 掷1d20，结果若低于该个体的智力值，则它就可使用与掷骰结果数量相等

的咒文。在它知晓的咒文中，一般都包括“召唤阿撒托斯”

技能： 躲藏 50%，潜行50%，+40%至所有的科学。

理智值丧失： 0/1d6

夏塔克鸟(Shantak)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下级仆从种族

“它不像地球上任何已知的鸟类或蝙蝠……它们像大象一样大，却有着如马般的头部……夏

塔克鸟没有羽毛，取而代之的是滑溜溜的鳞片。”

——H．P．洛夫克拉夫特，《秘境卡达斯梦寻记》

夏塔克鸟以巨大的洞穴为巢，在翅膀上总是挂着一层硝石和霜。它们常被描写成令人厌恶的

生物，被外神的各种侍奉者当成坐骑使唤。夏塔克鸟极其惧怕夜魇，在它们面前总是会选择

退却；它能在宇宙空间中自由飞翔，若不加以注意，

它甚至可能把骑乘者带到阿撒托斯的宝座之前。有时

夏塔克鸟会和星海钓客（fishers from outside）——一

种相似的飞行生物联系在一起。

在幻梦境和现实世界都有夏塔克鸟的栖息地。

夏塔克鸟，大象般的座骑（SHANTAKS, Elephantine
Mount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20 34
体质 2D6+6 13
体型 4D6+36 50
智力 1D6 3-4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3 10
移动： 6／飞行 30
耐久： 32
平均伤害加权： +4d6
武器： 噬咬 55% (2d6+2)
装甲： 9(皮肤)
咒文： 无

技能： 聆听 25%，侦查 25%
理智值丧失： 0/1d6

修格斯(Shoggoth)（译者：玖羽）

上级仆从种族

“噩梦般的黑亮形体，那无定型的身躯散发出恶臭，向前蠕动着、流淌着……一团无定形的

原生质肿泡，闪着隐隐约约的微光。上万只放出绿光的，脓液似的眼睛不断在它的表面形成

又分解。那填满整个隧道的躯体向我们直扑下来，把慌乱的企鹅们尽数压碎，在已经由它和

同类们’清理’得不留一粒灰尘、闪着邪异反光的地面上蜿蜒爬过。耳边又响起了那骇人的、

嘲讽似的叫声：’Tekeli-li! Tekeli-li!’”
——H．P．洛夫克拉夫特，《疯狂山脉》

修格斯可说是洛夫克拉夫特创造的怪物中最令人恐惧的种类之一。阿卜杜拉·阿尔哈萨德认

为这种生物不可能存在于地球上，只会是疯狂梦境的产物，竭力否定它的存在。修格斯经常

被深潜者等各种种族召唤，为它们卖力。它可以水陆两栖。虽然不管怎么看，修格斯都只是

一种天生被主人使唤的生物，但它们接下来就会开始产生智力、开始反抗、开始模仿主人；

它们曾经反抗过创造它们的远古种族，将其毁灭。它们可以用主人愿意的任何方式与主人沟



通，如果此种沟通方式需要特定器官，修格斯也能自由地在体内形成这种器官。

攻击方式：典型的修格斯，如果漂浮在空中，

就是一个直径约 15英尺的球形。在攻击的时

候，它会压到对方身上，将其挤碎；这种“压

碎”攻击，可以攻击方圆 5码范围内的所有

生物（也可以只攻击特定对象）。“压碎”攻

击一旦成功，被攻击的生物均需根据对抗表，

与修

格斯进行力量对抗，若修格斯攻击的是复数

敌人，则须把力量值分配到每一个敌人身上，

各自进行力量对抗。被修格斯抓住的受害者，

每轮都会失去与修格斯的伤害加权相等的耐

久；这种伤害可能是被挤爆、被压扁或被撕

碎，依具体描述而定。被修格斯压住的调查

员若想反击，必须每轮掷 d100，只有结果小于其力量值时，该轮才能反击。

修格斯, 黑亮的恶臭（SHOGGOTHS, Fetid Iridescenc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8D6 63
体质 12D6 42
体型 24D6 84
智力 2D6 7
意志 3D6 10-11
敏捷 1D6 3-4
移动： 蠕行 10
耐久： 63
平均伤害加权： +8d6
武器： 压碎 70% (伤害加权)
装甲： 无。但是①火焰与电击只造成一半伤害；②物理伤害的武器，比如火器，

若未贯穿则只能造成 1点伤害；③修格斯每轮恢复 2点耐久

咒文： 一般没有

理智值丧失： 1d6/1d20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修格斯（Shoggoths）
如果文特斯-哈尔（Winters-Hall）和怀特尼（Whitney）关于埃尔特顿陶片（Eltdown Shards）
的翻译是可信的话，被称为修格斯的种族在难以置信的久远古代就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可能

古老到十亿年之前。

远古者（elder things）制造它们作为简单的工具，用于自动完成那些枯燥的工作。修格斯可

能并没有真正的智力，仅仅是狡猾而有能力学习的。

最初的修格斯看上去仍然存活着，1930年帕博迪南极考察令人怀疑的记录和我获得的一些

有关 1928年联邦突袭印茨茅斯镇的秘密档案，显示了这一事实。

然而，比这些远古怪物更加恐怖的是，似乎随着世代更替，修格斯进化出了一个亚种。



有的资料将这些进化的修格斯称为修格斯领主（shoggoth lords）。它们看上去比它们野兽般

的同胞要弱小，但是它们进化出了与人类相当的狡猾智力。很有可能是它们在 2亿 5千万年

前揭竿而起，发动了对远古者的起义。它们很可能来自于存活至今的克苏鲁的眷族（spawn
of Cthulhu）与修格斯的亵渎的杂交。

如果部分存疑的现代资料可信，那么修格斯领主应该是是各自为政的，但它们希望召集一群

人作为信徒或者傀儡，来完成它们的目的。它们的目的层次不一，从个人权力到旧日支配者

的回归都有。这些漠视人类的不朽阴谋家的存在，是人类的一个巨大威胁。

修格斯领主(Shoggoth Lords)
上级独立种族

“你无法想象修格斯领主确切的形状！上次见到时他和现代人差不多。噢，但是修格斯领主

现在变柔软了！超级多变的形态啊！其他什么都不用多说，它们本身就是恐怖啊！”

——迈克尔·谢伊，《胖脸》

修格斯领主是它们巨大怪异的同胞产生的更小但更加聪明

的后代。通过某些进化突变，或者是某些其他物种无心的

介入，一小部分修格斯进化成了能够在外表和言语上模仿

人类的智慧种族。

修格斯领主毫无例外地以非常肥胖的秃头形象出现。它们

狡黠而富有魅力，在与人类的交往中有时会略显笨拙。尽

管修格斯领主可以在人类和怪物两种形态中任意切换，它

们总是集中注意力控制自己保持在人类形态尽可能长的时

间。如果有时被攻其不备，被激怒，或是被干扰得心烦意

乱，修格斯领主会迅速融化为自己真正的恐怖凝胶状态。

这些生物很好地保护自己的秘密和身份，独自生活，私下

进食，还会迅速料理掉那些多管闲事想要揭穿它们真面目

的调查员。

修格斯领主沉迷于渗透到人类世界（也从渗透人类世界的行为中得到了滋养），只有人类才

能让他们理解到可爱的恐怖——寻找一个值得食用的对象，修格斯领主只关心自己的愉悦。

尽管比大多数捕食者心智复杂，它们还是有着同样宏大的领土要求，并为此展开同类间残酷

的争夺。它们并不是群居生物，它们并不会自然死亡，也不会繁育后代。

因为维持人类形态的严苛控制需要，修格斯领主人类形态的部分属性比怪物形态的要低。

攻击方式：这些污秽的怪物通过将活生生的猎物吸入它们冒泡的凝胶状身体来进食。当它们

猎食时，首先击打和抓住受害者。下一轮怪物开始讲受害者吸入其体内来进行消化。每轮受

害者受到1D6的由于自动耐久损失，这是由于腐蚀酸液和消化液开始分解他的肉体所导致的

伤害。被这样攻击的调查员通过每轮与修格斯领主进行力量对抗来尝试挣脱，直到成功逃离

或死亡。修格斯领主并不像它们巨大表亲，它们每次只食用一个受害者。因此进食的同时修

格斯领主并不会使用它们的压碎攻击，它们会继续使用它们有力的伪足铁拳。

修格斯领主，肥胖的怪异（SHOGGOTH LORDS, Corpulent Monstrosities）
修格斯形态 人类形态

能力值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4D6+10/24 2D6+8/15
体质 6D6+10/31 2D6+6/13
体型 1D4+15/17-18 1D4+15/17-18
智力 2D6+6/13 2D6+6/13



意志 3D6+3/13-14 3D6+3/13-14
敏捷 3D6+3/13-14 3D6/10-11
外貌 N/A 1D6+3/6-7
教育 3D6+3/13-14 3D6+3/13-14
移动 10 8
耐久 24-25 15-16
伤害加权 +2D6 +1D6
武器： 压碎（修格斯形态）100%（伤害加权）

犀牛拳 95%（伪足）（2D3+伤害加权）

抓住（修格斯形态）90%（受害者被拉入修格斯领主体内，每轮受到 1D6
伤害直到完全分解）

装甲： 无，但是火焰与电击只造成一半伤害；物理伤害的武器，比如火器，若未

贯穿则只能造成 1点伤害；修格斯领主每轮恢复 2点耐久

咒文： 绝大多数知晓 1D3咒文

技能： 随个体而不同，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丧失： 目睹人类形态不会损失，目睹修格斯领主的真实形态 1D6/1D20。目睹修

格斯领主从人类转化为修格斯的过程，守秘人可以额外增加 1/1D3的理智损失。

原初修格斯 (Shoggoth， Proto-)
下级独立种族

“在罕有某些时候，他会呢喃着某些支离破碎同时也难以置信的事情，像是‘黑暗的深坑’，

‘雕刻的边沿’‘最初的修格斯’。”（注）

——H．P．洛夫克拉夫特，《疯狂山脉》

（注：本段翻译：竹子，链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102567/）
尽管原初修格斯的组织是可以随其意志变形的，但是总具有着人类血肉的颜色和纹理。团块

状的原初修格斯组织看上去就像一大块人肉，浅棕色或者黝黑色，具有乳头和肚脐，还具有

着用于黏联骨骼和肌肉的皱纹，甚至于还有眼睛或其他人类的孔窍。组织上可能会有不淌血

的巨大伤口，作为内部的开口，透过这种开口可以看见肠道和其他内部器官。这样的身躯不

断地颤抖，起伏，和有节奏的呼吸。只要愿意它可以突然伸出一个类似人类的四肢，尽管这

个肢体有可能出现在错误的位置，或是具有本不该出现的厚实成捆的肌肉。

出于愿望或者需要，原初修格斯有可能会改变身体形状，一般是延长或者长出肢体。它们可

以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张开无唇的嘴巴或是长出传告器官。但是一个原初修格斯的身体质量和

体积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一旦在身体的某处长出一个长而巨大的附肢，它其他的一些部位势

必要相应的收缩。

原初修格斯并非真正的修格斯，而是通过外星科技或者古代秘术制造的生物。经过分解和聚

合组织的创造过程，可以创造出体型不同的原初修格斯。原初修格斯只能通过聚合和吸收其

他同族来成长。这些生物不像低智能的修格斯，通常是非常聪明和狡猾的。小型的原初修格

斯会装扮成人类，混入人群中行动而不被发现。

攻击方式：原初修格斯可以通过长出的附肢攻击，也可以压碎和吞噬受害者。对抗中原初修

格斯可以随心所欲长出任意数量的附肢，但是每10体型值只能发动一个附肢可以攻击，分数

向上取整。因此，一个32体型的原初修格斯可以长出一打附肢，但是每轮只能发动4个附肢

进行攻击。原初修格斯一次只能吞噬一个受害者，这种攻击造成的伤害等于这个怪物伤害加

权值的两倍。

原初修格斯，智能变形怪（PROTO-SHOGGOTHS, Intelligent Shape-Shifters）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102567/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0D6 35
体质 7D6 24-25
体型 8D6 28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6 16-17
敏捷 3D6 10-11
移动： 8
耐久： 26-27
平均伤害加权： +3D6
武器： 压碎 100%（伤害加权 X2）

附肢 50%（伤害加权）

撕咬 25%（1/2伤害加权）

装甲： 无，但是任何攻击对原初修格斯只能造成最小伤害值。原初修格斯每轮恢

复 2点耐久。

咒文： 一般没有，如果原初修格斯是由一个知晓咒文的人类的肉体创造，它会保

留这些咒文知识并可以自由使用

技能： 原初修格斯保留了绝大多数它们原先为人时的咒文。

理智值丧失： 1/1D10

黑山羊幼仔(Shub-Niggurath, Dark Young of)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上级仆从种族

“路上有一个黑色的东西。不是树，是一个又大又黑的东西，就那么蹲坐在那儿，好像在等

待什么，绳子似的胳膊蠕动着，伸展着……它是我梦见的那个黑色的东西——那个在树林里

出现的，黑色的、有好多绳子的、粘粘乎乎的、像树似的东西。它爬了上来，用它的蹄子和

嘴和像蛇似的胳膊，在地上蠕动着爬了上来。”

——罗伯特·布洛克，《弃屋中的笔记本》

这种生物的躯体是一个巨大

的团块，在团块上生着黑色的

鞭状触手。团块周遭还张着巨

大的嘴，从嘴里不断滴下绿色

的粘液。在它的身体下方，还

长着巨大的蹄子，它可以借此

站立。它的身躯轮廓就像是某

种树木：粗短的脚是树干、长

满触手的身躯是树冠。从它体

内，散发出一种仿佛挖开了墓

穴一样的恶臭。其身高在 12
到 20英尺之间。

它的名字“黑山羊幼仔”，指

的就是莎波·尼古拉丝的尊号

“孕育万千子种的森之黑山

羊”中的“子种”。亦即，黑



山羊幼仔与莎波·尼古拉丝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只有在崇拜莎波·尼古拉丝的地区

才能见到它。它们作为莎波·尼古拉丝的代理者而行动、接受献给她的牺牲、代替她被信徒

崇拜，并且吃掉不敬拜她的人，将母亲的福音向世界各地传播出去。幸运的是，它们相当罕

见。黑山羊幼仔偶尔会进入幻梦境，但是在幻梦境遭遇它们比在现实世界更加罕见。

攻击方式和特效：黑山羊幼仔有着盘绕纠结的无数触手，一般来说，其中总有 4根特别粗大，

被它用来攻击。这 4根触手每轮都只能使用 1次，可以抽打敌人，也可以把敌人抓住。4根
触手可以同时攻击 4个敌人。当它把受害者抓住的时候，就会将其放入口中，其后，每轮吸

取 1d3点力量值。这些失去的力量值不可恢复。当力量值被吸取的时候，受害者只能无谓地

挣扎、哀嚎；黑山羊幼仔也可以用它的蹄子践踏敌人，当它践踏的时候，会像牲畜一样大声

吼叫。

黑山羊幼仔，莎波·尼古拉丝的子嗣（DARK YOUNG of Shub-Niggurath）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30 44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4D6+30 44
智力 4D6 14
意志 5D6 17-18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8
耐久： 30～31
平均伤害加权： +4d6
武器： 触肢 80% (伤害加权，力量值吸取) (每轮 1d3)

践踏 40% (2d6+伤害加权)
装甲： 黑山羊幼仔的身体并非由地球上的物质构成，如果用火器命中，只能造成

1点伤害，但若用火器贯穿，则可造成 2点伤害。霰弹枪是例外：它造成的伤害取最小值。

近战武器可以正常造成伤害。此外，所有与热、爆炸、腐蚀、电、毒有关的伤害或攻击全部

无效

咒文： 黑山羊幼仔可使用的咒文数等于自身智力值的一半（小数点后无条件进

位），所有黑山羊幼仔都知晓“召唤莎布·尼古拉斯”

技能： 潜行 60%，森林中躲藏 80%
理智值丧失： 1d3/1d10

肖格阮（Shugoran）
下级仆从种族

“我回忆起新加坡商会酒吧中挂着的那张兽皮，根据传说，这代表着一种传说中生物的幼仔。

这种生物的翅膀是黑色的，就像霍屯督人（Hottentot）的皮肤一样。”

——T·E·D·克莱恩，《有角的黑人》

肖格阮既是一个仆从种族，也是一个奈亚拉托提普

的化身。这个种族的生物看上去就是小一号的奈亚

拉托提普的肖格阮化身：黝黑鲶鱼一般的皮肤，具

有小翅膀或者鱼鳍以及长的吻管。

吻管攻击：通过一次成功的吻管攻击，肖格阮可以

讲吻管插入受害者的口鼻内，受害者将立即进入每



轮的窒息判定中直到逃脱或死亡。在挣扎着呼吸的过程中，调查员无法进行其他动作，当然

他的朋友可以尝试从肖格阮的吻管中解救他。

肖格阮，两栖恐怖（SHUGORAN, Amphibious Horro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8 18-19
体质 3D6+12 22-23
体型 2D6+8 15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8 18-19
移动： 8/10 潜游

耐久： 18-19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爪子 25%（1D6+伤害加权）

吻管 30%（窒息（见上文））

装甲： 3点粘液和兽皮

咒文： 所有个体都知晓“召唤肖格阮（神格）”，此外知晓 1D2其他咒文，由守

秘人决定。

技能： 隐藏 35%，潜行 55%
理智值丧失： 0/1D6

空间食魔（Space Eaters）
下级独立种族

“它顶天立地地立在屋里，散发出眩目的光芒……在屋子中央，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纸页旋

转翻飞，光芒透过纸页，形成螺旋的光柱，射进我可怜的朋友的脑子里。光连续不断地射进

他的脑袋，高高在上的“光之主”慢慢地摇动着它庞大的身躯。我惊叫着，用手捂住了眼睛，

但“光之主”还在来来回回地移动。光还在射进我的朋友的脑子。”（注）

——弗兰克·贝克纳普·隆《空间食魔》

（注：本段译者：Daniel_leinaD，链接：http://tieba.baidu.com/p/581943168）

空间食魔是一种巨大的星际种族。它们以扭轴光线组

成的光柱形态出现。尽管它们的身体不是实体，它们

能够创造临时的附肢来完成例如攻击这样的物理任

务。

一只或更多空间食魔的到达，带来渗入的雾霭，会导

致所在区域温度略微下降。空气将变得阴冷、潮湿和

粘滑，太空猎食者会在发生这样作用的区域里搜寻猎

物。

这些生物偶尔会造访地球，因为“它们通过空间的饮

食方式”——显然像是某种自然传送门一般的能力。

这个过程的征兆是一个低沉单调的声音，由空间食魔

尝试突破时空的屏障以带来它们的同胞的行为所产

生。

攻击方式：每当空间食魔发现猎物，它会形成一个细



长苍白的带有小手的人造手臂攻击。攻击一旦成功，它将在受害者的颅骨上开一个不流血不

疼痛的洞，从中开始吸食受害者的大脑。受害者觉察到恐怖的感受，自己的颅骨在受到冰冷

的灼烧。如果空间食魔将受害者的智商、力量或理智减少到零，它就吸干了受害者的大脑，

受害者死了。被吸取的大脑会被压缩成灵体状态储存在附肢中，直到空间食魔重组一变进一

步完全的消化吸收。

在大脑被完全吸干前逃脱的受害者会陷入极端的神经错乱中。如果他侥幸生还，在接受医院

看护的情况下每周会恢复1点意志，但是失去的智力是永久性的。

空间食魔的人工附肢只具有（力量）和（敏捷）属性。

空间食魔，光之主（SPACE EATERS, Masters of the Light）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 （7）
体质 4D6 14
体型 8D6+6 34
智力 4D6 14
意志 4D6+6 20
敏捷 （3D6） （10-11）
移动： 5 漂浮/飞行

耐久： 24
平均伤害加权： N/A
武器： 人工手臂 敏捷 X5%（1D6吸取智力、意志和理智，三者分别单独掷骰）

装甲： 无，但是它们虚无的身躯只能被魔法和火焰造成伤害。寒冷与所有物理攻

击武器对其无效。

咒文： 如果一个个体 1D100掷骰结果不大于其智力 X3，它知晓 1D6咒文。

理智值丧失： 目睹空间食魔的人造附肢 0/1D3，目睹空间食魔的实际形态 0/1D6。

风之眷属（Spawn of the winds）
上级仆从种族

“据古老者流传所说，他的儿子升起来迎接他——随风稳步奔跑和跳跃，如飓风般嘶吼，天

空为之破碎，浮云为之爆裂，穿越九霄之上的天堂——不断膨胀，不断爆炸，直到他的身躯

抵住震颤的苍穹，如他的父神一般高大威武——伊塔库亚的儿子啊，狂怒的血腥屠戮着的双

爪，咆哮的残酷黑暗之子在呼喊着复仇！”

——布莱恩·拉姆利，《风之子》

风之眷属是伊塔库亚和人类女性的混血后裔。它们表现得和人类无异，直到它们显露出自己

的真实血统。当它们决定或者是被激怒时，它们会变形成一个宛若自己人类形态的巨大畸形

的拙劣模仿物，此时，比起它们的人类母亲，它们更加类似于它们那位旧日支配者的父亲。

控制天气：风之眷属脾气爆烈，一旦被激怒后就会招致强劲的风暴，暴雪，雷霆骤雨或龙卷

风。守秘人决定基本的天气条件。每5点魔力投入可以改变一个等级的天气（见下文）。眷属

可以随心所欲投入想要释放的魔力值。

眷属控制天气的有效半径是2码，每额外扩大的一码半径区域需要花费5点魔力。 每5点魔力

可以维持天气的改变30分钟，但是例如龙卷风剧烈的天气变动就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气候的五项要素各有不同的等级，每改变一级都要付出 5点魔力值。例如，从“少云”变成

“浓云”是提高 2级，因此需要 10点魔力值。只有在气温到达零度以下时才会下雪，如果

气温过高，下的就不是雪而是雨。

云量：(1)晴；(2)雾；(3)少云；(4)多云；(5)浓云



风向：(1)北；(2)东北；(3)东；(4)东南；(5)南；(6)西南；(7)西；(8)西北（从西北再到北算

一级）

风速：(1)无风；(2)微风；(3)大风；(4)稳定的强风；(5)暴风；(6)局部的飓风；(7)龙卷风

气温：每一级相当于5华氏度（约3摄氏度）

雨量：(1)无雨；(2)毛毛雨或霭；(3)雨[雪]；(4)冰雹[雪]；(5)大雨[大雪]；(6)暴风雨[暴风雪]
风之眷属，伊塔库亚的孩子（SPAWN OF THE WINDS, Children of Ithaqua）

人类形态 怪物形态

能力值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3D6+8/18-19 5D6+16/33-34
体质 3D6+6/16-17 6D6+24/45
体型 2D6+6/13 10D6+30/63
智力 2D6+6/13 2D6+6/13
意志 3D6+6/16-17 3D6+6/16-17
敏捷 3D6+12/22-23 3D6+12/22-23
外貌 3D6/10-11 N/A
教育 3D6+3/13-14 N/A
理智 N/A N/A
移动 8 30（飞行）

耐久 14-15 54
伤害加权 +1D4 +5D6
拳头 50%/1D6+

伤害加权

N/A

爪击 N/A 60%/1D6+伤害加

权，无视装甲

装甲 无 6点
咒文： 所有个体都知晓“召唤伊塔库亚”，其他由守秘人决定

技能： 人类状态下，和普通人类一样。

理智值丧失： 目睹人类形态不会损失，目睹风之眷属的真实形态 1D4/1D10。

灵体猎手（Spectral Hunters）
下级仆从种族

“灵体猎手是高约6-7英尺的巨大丑恶类人生物，其身体被胶状黑亮的皮肉所覆盖。它们具

有血红的大眼，宽大的嘴中满是成排如鲨鱼般的利齿。长而细的鼻子匹配了它们的形象——

令人惊恐的瘦长，除去大腹便便的肚子。它们的四肢末端是大丛的附件。虽然它们的双脚与

人类似，但是它们的手上只有庞大如同螃蟹一般的双钳。由于绝大多数时间它们都是无形状

态，它们看上去常常漂浮或徘徊于地面上空，就像巨大而丑陋的热气球。”

——约翰·卡纳汉《恶魔峡谷》

灵体猎手是由志愿成为怪兽的人类创造而来的一个种族。它们常被留下守护某些重要地点或

物体。灵体猎手没有已知的语言，在现实世界和幻梦境中都有分布。

灵体猎手是可怕的敌人，但是对于知道如何破坏它们的人来说，消灭它们轻而易举。它们可

以随意转化为无形状态，此时命中它们的几率下降了灵体射手的意志X5。当处于灵体状态

时，只能用附魔武器或咒文才能对灵体猎手造成伤害。部分型号的镜头可以显示出这种生物，

如果它们恰好处于透镜的视距上的话。灵体猎手的另一弱点在与它们常常与束缚住它们灵魂

的某些人造物品或仪式装置所连接。它们不能离开这个物体1码的区域内，而且一旦这个物



体被正确地毁灭的话，灵体猎手也会死亡。

攻击方式：灵体猎手每轮可以用一次撕咬或是一次螯钳。除了攻击之外它们每轮还可以使用

螯钳进行格挡。攻击时它们常常是隐形的，这可以增加它们20%的命中率。

灵体猎手，怪物守卫（SPECTRAL HUNTERS, Monstrous Guardian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X2 21
体质 2D6+1 8
体型 3D6+8 18-19
智力 2D6+6 13
意志 5D6 17-18
敏捷 3D6 10-11
移动： 8
耐久： 13-14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螯钳 50%（1D6+伤害加权）

撕咬 30%（3D6）
装甲： 1点
咒文： 1D100不大于其智力 X2的个体知晓 1D6咒文。

技能： 聆听 30%，侦查 30%
理智值丧失： 1/1D6+2

斯芬克斯的孩子（Sphinx,Children of the）
下级仆从种族

“我不该去看那些进行过来的队伍。当听到它们咯吱作响的关节活动、喷出硝石气味的喘息

以及机械的踏步时，我绝望地坚定了不去看它们的意志。现在想来，他们没有说话是件多么

仁慈的事情……但，老天！他们那让人疯狂的火炬却将阴影投在了那些巍峨立柱的表面。老

天在上，请拿走它！河马绝不该有着人类的双手，更不该拿着火炬……人类不该有着鳄鱼的

头部……”（注）

——H·P·洛夫克拉夫特&哈利·胡迪尼《与法老同囚》

(注：本段译者：竹子，链接：http://tieba.baidu.com/p/1768411631)

这些作为斯芬克斯后嗣的怪物多种多样，一般是具有某些动

物头部的人形生物，例如牛头，朱鹭头，鹰头，猫头，鳄鱼

头，河马头，豺狼头等等。斯芬克斯的孩子可能来自于很久

以前埃及宗教和神秘为基础的某些团体制造的人类与动物的

复合生物。它们一般穿着长袍或者其他衣物。

斯芬克斯的孩子一般出没于埃及及其周边的干旱地区，地球

的幻梦境，以及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而出现的其他地方。

攻击方式：所有斯芬克斯的孩子具有不同的攻击方式。有些

基于动物头部的不同可能有特殊的攻击形式。

斯芬克斯的孩子，沙漠居民（CHILDREN OF THE SPHINX, Denizens of the Desert）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 14
体质 2D6+6 13

http://tieba.baidu.com/p/1768411631


体型 2D6+8 15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 7
移动： 7
耐久： 14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拳击（所有）50%（1D3+伤害加权）

踢击（所有）25%（1D6+伤害加权）

鸟喙刺击（鹰头）30%（1D4）
鸟喙刺击（朱鹭头）25%（1D3）
鸟喙撕裂（秃鹫头）35%（2D3）
撕咬（驴/马头）35%（1D8）
撕咬（狒狒头）40%（1D4）
撕咬（猫头）35%（1D3）
撕咬（兔头）30%（1D2）
撕咬（豹头/狮头）40%（1D10）
撕咬（鳄鱼头）35%（1D10+伤害加权）

撕咬（河马头）35%（1D10）
撕咬（豺狼头&鬣狗头）40%（1D6）
撕咬（蛇头）35%（1D3+毒性 10毒液）

头顶（牛头）35%（2D6+伤害加权）

头顶（羊头）35%（1D6+伤害加权）

牙刺（野猪头）30%（1D4+伤害加权）

装甲： 2点皮肤。长袍和其他衣物可以增加额外装甲。

咒文： 无

理智值丧失： 0/1D8

星池潜伏者（Star pool, Lucker in the）
唯一存在

“池塘在搅动着。稠密的轮廓上升到阴影中，搅动了水面。网状的附着物在泛起泡沫的水中

鞭打着——有着平整的脸，蜥蜴眼睛的鲨鱼獠牙被溅射到岸边……在水岸晃动的轮廓被恶臭

的渗出物浸为黑色……一个有瘤冒泡的凝块从池子中突然冲出，淹没了受害者。一瞬间，拉

普夫认为他看到了惊呆的受害者，在乳白色半透明中尖叫的面容，之后只在跳动的变形虫状

的躯体中泛起一朵红云……一个有喙的章鱼头怪物的口水淌到岸上，笨拙的细长四肢追逐着

他……这个生物抓住了他，用一只污渍斑斑的有螯手臂将他举起，所有的缝合线和褶皱都随

着它的喉咙疯狂收缩。即便之后绿色有鳞的喙要压碎了他，他突然地踢出，翻转着手。”

——A·A·阿塔纳西奥《星池》

在海地的烟雾山中失踪，在废弃的乡间沼泽地里能够发现，这些绿色的大池塘的边缘总是缺

少植被。在这些池塘的岸边常常是雕有古代碑文的整块的黑石和被认为是外星人先祖的撕碎

的巨大树木。这些池子共计有六个，形状为椭圆形，翠绿色的水面平静如镜。但这些星池的

水下，潜伏者正在准备吞食闯入者。

星池潜伏者是奈亚拉托提普的“百万蒙宠者”之一，可能是这位外神的一位后裔。它已在星

池里栖息了数个世代，现在则是作为“漂浮恐怖”祭祀仪式的奴隶所存在。可以高速移动的



星池潜伏者具有巨大的膜状翅膀以供飞翔，也有网状的附肢用于潜游和陆上行走。这个生物

完全的面貌无法确切地看清，因为它是一群独立的伏行和蠕动的畸形怪物复合而成的团块。

星池潜伏者，奈亚拉托提普的百万蒙宠者之一（THE LURKER IN THE STAR POOL, One
of the Million Favoured Ones of Nyarlathotep）
力量 55 体质 40 体型 50 智力 10 意志 35
敏捷 25 移动 10/潜游12/飞行14 耐久 45
伤害加权:+6D6
武器：獠牙 30%，1D6

螯钳50%，2D8+伤害加权或力量对抗的抓取

团住40%，1D20体型每轮——每轮力量对抗尝试挣脱

喙30%，1D10+伤害加权

装甲：无，但是所有无附魔武器只造成最小伤害且无法造成穿刺伤害。如果耐久被降到0或
更低，潜伏者会被驱散回它原来的维度。

咒文：“接触奈亚拉托提普”，其他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1D10/1D100

星之精(Star Vampire) （译者：玖羽）

下级独立种族

“我看见了什么东西的模糊轮廓。那来自群星的、不可见的生物,在吸饱血之后便显现出了

形体。它通体全红，还滴着血滴，在深红色的胴体上脉动着无数触手，就像一个不断蠕动、

跳动的果冻块一般。在触手尖端，有着吸盘一样的口器，那口器正饥渴地不断开合……这怪

物浮肿而令人嫌恶：那一大团东西没有头、没有脸、没有眼睛，只长着永不餍足的嘴，还有

和星间怪物的身份相称的利爪。在吸过人类的血液之后，它终于现形了。”

——罗伯特·布洛克，《自群星而来之物》

我们平时无法用肉眼看到这种恐怖的怪物。只有

听到它那种令人作呕的冷笑声，才能发现它的存

在；但当它抓住受害者吸血之后，就会在人前现

形。有时，它们会从宇宙深渊中被召唤出来，为

强大的魔法师或其它生物服务。

攻击方式与特效：在攻击时，星之精会用 1d4只
钩爪抓住一个特定的对象，然后，无论对方生死，

它都会开始吸血；活着被吸血的受害者，每轮会

损失 1d6点力量值。若受害者能幸存下来，损失

的数值会在三天内迅速恢复。

在星之精处于隐形状态时，只能听着它的冷笑声

而辨位攻击，命中率仅有一半。吸了血的星之精，

在吸血后 6轮中都会保持可见状态；其后，它会

把血液消化掉，又变得透明无形。在它处于可见

状态时攻击它，则可以计算正常的命中率。

星 之 精 ， 隐 形 的 吸 血 鬼 （ STAR
VAMPIRES,Invisible Raven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12 26



体质： 2d6+6 13
体型： 4d6+12 26
智力： 3d6 10～11
意志： 1d6+12 15～16
敏捷： 1d6+6 9～10
移动： 6／飞行 9
耐久： 20
平均伤害加权： +2d6
武器： 钩爪 40% (1d6+伤害加权)

噬咬 80% (吸血：每轮 1d6点力量值)
装甲： 4(皮肤)。而且它们的身体由特殊物质构成，所以火器只能造成一半伤害

咒文： 虽然它们极少使用咒文，但仍可以为每个个体掷 d100，若结果小于[智力

值×3]，则它也会知晓 1d3种咒文

理智值丧失： 目睹星之精，或遭其攻击 1/1d10

猪人（Swine folk）
下级独立种族

“它具有一个怪异的人类的嘴巴和鄂，但是没有用来发声的下巴。它的鼻子延伸出来像猪一

样，还有细小的眼睛和古怪的耳朵，合在一起，这玩意的外貌看上去就像离奇的猪一样。它

的前额很小，整个面孔是不健康的白色。它的嘴巴在空洞地叽叽喳喳地叫着，偶尔参杂着猪

一般的吭哧声。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是那双灼热的有时散发出恐怖的人类智慧的眼睛……它

通过将爪子一样的手搭在窗台上来支撑住自己。这些爪子不像脸部，是粘土般的褐色，类似

于在人类的手上钻孔，它们的手上也有着大拇指和其他四个指头。不过第一个指节上被蹼片

般的结构链接，很像鸭子的爪蹼，其上当然也有指甲，但是指甲是如此长而坚硬，以至于看

上去更像是鹰爪了。”

——威廉·霍普·霍奇森，《边陲之屋》

猪人是一种退化的地底居民。它们有时会通过它们有蹄的后脚直立行走，有时则四肢行走。

它们是有着死者般苍白肤色和猪一样的耳鼻的奇怪猪形恐怖生物。其中有些有着巨大的弯曲

獠牙，可能是年长的雄性。猪人偶尔会因某些地区不稳定的时空而被吸引，尽管具体原因不

明。它们能以某种方法觉察到时空特异点的存在，包括时空门。它们一般大群一起行动，疯

狂地战斗至死。在真实世界和幻梦境都有可能遇到猪人。

攻击方式：攻击时，猪人可能用它们的爪子或者一次撕咬或者一次牙刺（那些有獠牙的）。

猪人，地底恐怖（SWINE FOLK, Subterranean Horro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8 15
体质 3D6 10-11
体型 2D6+8 15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 8
耐久： 12-13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爪击 30%（1D6+伤害加权）



撕咬 25%（1D4）
牙刺 20%（1D8+伤害加权）

装甲： 无

咒文： 一般没有。然而一个智力不小于 17的猪人可能知晓 1D4咒文。咒文可能

是关于尤格·索托斯，道罗斯，夏乌戈纳尔·法格恩或者其他和时空有关的神祗。

技能： 攀爬 80%，聆听 60%，嗅觉 80%，察觉时空异常/任意门 75%，追踪 65%
理智值丧失： 0/1D6

丘丘人(Tcho-Tcho)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下级仆从种族

“攻击我们的……是一群小矮人，最高的也不过四英尺，小得异常的眼睛深陷在球形穹顶似

的秃头内。他们向队伍扑了过来，我们的人还没来得及拔出武器，他们就用那闪亮的刀剑砍

杀着人和动物。”

——奥古斯特·德雷斯＆马克·肖勒，《星之眷族的巢穴》

在西藏那被诅咒的缯之高原(The Plateau of Tsang)
上，有一个可怖的地方连接着冷原和我们的时

空。丘丘人的部落就住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所在。

在时间开始之初，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用原始两

栖类生物的肉片创造了一个名叫密利·尼格利

(Miri Nigri)的侏儒种族，用以侍奉自己，密利族

与人类杂交的后代就被称为丘丘人。他们是邪恶

的混血种族，其后代在外观上与人类相似，身材

大小不一，服装也多种多样。因为密利族血统的

缘故，他们从出生时起，理智值就只有人类的一

半，在参加禁忌的仪式时，它更是会急剧丧失。

丘丘人有许多不同的部落，他们不只限于侍奉夏

乌戈纳尔·法格恩，也崇拜其它许多旧日支配者。

丘丘人的祭司和辅祭至少知晓 3种咒文，其中一般总包括“维瑞之印”和 1种“接触神格”

类咒文。丘丘人频繁出没于幻梦境，有人推测它们是幻梦境中退化的冷族人在现实世界的投

影。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丘丘人移居北美，带来了它们邪恶的宗教和嗜食人肉的习

惯。很多丘丘人移民迅速成立了类似三合会的犯罪组织。将它们黑暗教团的习俗与有组织犯

罪结合后，丘丘人开始散播它们旧日支配者主人所希望的混沌。

丘丘人帮会（TCHO-TCHO TRIADS:）：每个帮会标明自己的领地，以合法商会作为伪装。

北美最强大的三大帮会是：位于多伦多，以“双龙贸易公司”为幌子的“星界兄弟会”；位

于纽约，以“卧佛贸易公司”为幌子的“黑莲会”；位于旧金山，以“快乐章鱼贸易公司”

为幌子的“梦王会”。这些表面上的商业公司的营业范围包括特色饭店，投资合伙人，小旅

馆以及建筑合伙人。“星界兄弟会”崇拜洛依高尔和扎尔，“黑莲会”祭祀夏乌戈纳尔•法格

恩，“梦王会”则推崇克苏鲁。其他丘丘人帮会祭拜的神祗则包括肖格阮、莎布·尼古拉斯，

哈斯塔和阿特拉克·那查。

这些帮会参与了卖淫、敲诈、地下博彩、军火偷运、走私、洗钱、暗杀、制造和销售非法药

物，21世纪初，它们甚至参与到了恐怖活动中。这些非法营收所得的金钱和收益全部被用

作进一步实现旧日支配者和外神的目标。帮会资格由丘丘人的家族所独占，成员们则会保守

这些组织秘密至死亡。帮会间和帮会内部的暗杀和权力斗争并不罕见，很多帮会高层都是靠



谋杀夺取高位的。帮会成员一如既往地将狂热的宗教和凶狠的杀戮结合起来。纽约世贸中心

的“911事件”发生之后，丘丘人意识到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潜力。随着 21世纪的进步，它

们越发参与到恐怖活动中来拓宽它们的事业。

旧金山的“梦王会”是有关异界植物“黑莲”的世界上最主要的栽培者。数英亩的莲花池坐

落于旧金山的近郊，丘丘人在此种植，收获，并守护着黑莲。

入梦博士（Doctor Dream）：入梦博士是一种由丘丘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生产和

推广的毒品，用强力致幻的黑莲为原料制造。入梦博士一般是黑色和白色的药片，有时是固

体有时则是液体。其药效为15，如果调查员抵抗住了药效，他只会沉睡（100-理智）分钟。

然而如果调查员在抵抗中被药物战胜，他就会在（100-理智）分钟内感受到鲜艳狂野的幻觉，

还必须进行一次理智检定，损失0/1D6理智值。每次吸食这种毒品会有10%的累积成瘾可能。

成瘾者会依赖于入梦博士，最少每天服用一次。若是没有得到“安慰”，上瘾者开始每天承

受1点理智损失，逐渐陷入疯狂。他会变得暴力，具有自杀或杀人倾向。

为治疗药瘾，成瘾者必须在（30-体质）天内每天接受一次成功的医学检定。在治疗中的成

瘾者需要抑制剂和镇静剂。每次服用时，使用者也有10%的机会（不累积）获得1点克苏鲁

神话知识。经历过梦中世界和幻梦境的调查员可能在黑莲入梦药的作用下重返那里，这样的

入梦者可以获得10%的“入梦”技能加成——一旦药效结束这个技能加成自然也就没有了。

入梦博士的街头暗号包括“D博士”，“D&D”，“博士”，“嘀嘀”和“入梦”（Dr. D,D&D, Doc,
Dee-Dee, and Dream.）
攻击方式：它们使用各种武器。在它们移居到北美之前，丘丘人依靠于小刀和投枪这种部落

武器。到达美国和加拿大之后它们开始装备像枪支和炸药这样的现代武器。帮会中的丘丘人

甚至会有机关枪和强力炸药。仍有些丘丘人使用传统的祭祀武器来杀死作为祭品的受害者。

丘丘人，帮会中的神话信徒（TCHO-TCHOS, Tribal Mythos Faithful）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 10-11
体型 2D4+8 13
智力 2D6+8 15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外貌 2D4+1D6 8-9
教育 2D6 7
理智 1/2意志 X5 26-27
移动： 8
耐久： 11-12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任何武器的基础命中，伤害为武器基础伤害

装甲： 无

咒文： 丘丘人巫师和萨满知晓 1D10咒文，常常与它们崇拜的神格，以及这位神

格的仆从种族有关。

技能： 和正常人一样。

理智值丧失： 无

黑莲花

“这灰黑色的花朵来自于一个希伯来世代的东方国家，契丹（Khitai）。现在丘丘人仍种植着

这种植物，它们将黑莲视为洛依高尔和扎尔祭祀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环。



它们的现代教团偶尔用黑莲制造用于使精神进入其他维度的梦境的药物，譬如“蓼”（Liao）。
这些制造的药物用法多种多样。然而滥用这些药物，可能会刺激使用者陷入杀人冲动或是失

控幻觉中。在这种状态下有时会看到黑莲，很有可能就是黑莲本身导致了这种恶性影响。”

（来自克苏鲁百科全书，丹尼尔·哈姆斯）

黑莲安眠药：这是通过黑莲花蜜萃取浓缩生产的产物，任何饮用或吸入这种清澈的黑色药物

的人都需要将其体质与18的药效进行对抗。如果失败他会立刻陷入（24-体质）小时的沉睡。

如果成功则他能够保持清醒，但是感到非常犯困，所有的技能和移动力都会在接下来的（24-
体质）小时内受到减半惩罚。沉睡的受害者可以如正常一般醒来，但是仍会犯困和受到技能

惩罚，持续（24-体质）小时，然后继续陷入沉睡（一旦醒来他可以尝试用一半的体质与18
药效进行对抗）。沉睡时受害者经历了狂野乃至恐怖的梦境，导致需要进行理智检定并损失

0/1 理智值。10加仑的黑莲花蜜能够生产1盎司的黑莲安眠药（可使用4次）。

黑莲毒：这是通过黑莲花蜜萃取浓缩生产的产物。注射或服用微量这种黑色粘稠物都会导致

死亡。针头那么一点点大的这种毒药就能毒死一个人。黑莲毒的药效为25。一旦进入人体内，

毒药会立即生效。受害者先陷入幻觉中，之后呼吸和心跳加速直到心力衰竭而死。这一切会

在小于一分钟的时间里发生。如果受害者从黑莲毒中生还，他立即损失了1/2的耐久与体质。

损失的耐久和体质会每周恢复1点，在医疗护理（成功的医学掷骰）中可以每周恢复1D3点。

生还者也必须进行一次理智检定，因为毒药造成的幻觉而丧失 0/1 理智点。20加仑的黑莲

花蜜可以制造半盎司的黑莲毒（可使用4次）。

黑莲入梦药：使用晒干压碎的黑莲花制作。这些黑色粉末具有16药效。任何服下并被致幻药

压倒的人会进入恍惚的状态，此时他感受到了鲜艳，狂野，乃至恐怖的幻觉。在药物的作用

下，使用者会完全无视自己的周围，在意识有无之间飘荡。对于使用者来说它们的幻觉世界

和现实世界一样真实有形。药效会持续（100-理智）分钟，需要进行一次理智检定，损失1/1D10
理智值。每次使用这种药剂会累积5%的成瘾可能。上瘾者会极端渴求黑莲药，每天至少要

服用一次。若是没有得到“安慰”，上瘾者开始每天承受1点理智损失，逐渐陷入疯狂。他会

变得暴力，具有自杀或杀人倾向。为治疗黑莲药瘾，成瘾者必须在（30-体质）天内每天接

受一次成功的医学检定。在治疗中的成瘾者需要抑制剂和镇静剂。每次服用时，使用者也有

10%的机会（不累积）获得1点克苏鲁神话知识。经历过梦中世界和幻梦境的调查员可能在

黑莲入梦药的作用下重返那里，这样的入梦者可以获得10%的“入梦”技能加成——一旦药

效结束这个技能加成自然也就没有了。如果调查员抵抗住了药效，他只会沉睡（100-理智）

分钟而不会入梦。1磅黑莲花能生产1盎司的黑莲入梦药（可使用1次）。

黑莲熏香：使用晒干压碎的黑莲花制作。洒在热炭火上，粉末状的熏香会具有黑莲入梦药一

样的效果，但是不会成瘾。吸入熏烟就能产生幻觉和幻视。黑莲熏香的效果持续（100-理智）

分钟，需要进行一次理智检定，损失1/1D10理智值。尽管不会成瘾，每次使用时，使用者也

有10%的机会（不累积）获得1点克苏鲁神话知识。使用者也会有10%可能性（不累积）导

致肺部发生微小的裂伤。一旦发生调查者就会开始感到胸口疼痛，呼吸困难，咳出细微的血

丝，导致体质损失1点。一周后体质会自然恢复，如果没有再次吸入黑莲熏香的话。1磅黑莲

花能生产2盎司的黑莲熏香（可使用两次）。

外域恐怖（Terrors from beyond）
下级独立种族

“无数无可名状的形状，不论是否是活的，都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无序状态混杂在一起，而在

每一个我所熟悉的事物周围全都是无数怪异而陌生的存在……最初出现的那些活动着的东

西都是漆黑的、水母般的怪物。它们随着那机器所传出的震动一同松软无力地抖动着。而现

在，他们的数目已经多得令人厌恶。我恐怖地看着它们重叠；它们是半流体的，有能力穿越

彼此，也有能力穿越那些我们平常认为是固体的东西。这些东西永不停歇，但似乎永远都怀



着某些险恶的目的漂浮在附近。有时，它们似乎在吞噬彼此。那些攻击者会突然冲向它的猎

物，并在顷刻将后者从我的视野中消抹除去。”（注）

——H·P·洛夫克拉夫特《自外而来》

（注：本段译者：竹子，链接：http://tieba.baidu.com/p/634795607）
看上去外域恐怖表现得就像半固体的肉块组成的半透明的腐败集合，其后尾随着翻滚卷须组

成的巢状组织。大部分卷须都是感觉器官，但是最粗的那个卷须末端有着一个残暴的尖牙大

嘴。这些极端掠食成性的家伙（也被称为星际寄生虫）经常在它们的领域中同类相食。

外域恐怖生活在人类所在的宇宙维度之外的另一个时空维度中，这个维度覆盖着现实世界。

它们也是在绝大多数人类理解之外领域的一个例子。一般而言，外域恐怖和地球生物都没能

意识到彼此的存在。特殊的引爆，机械或灵媒手段，有时能让人类感觉到外域恐怖的存在—

—外域恐怖也能马上感知到这些不幸的观察者。

这些星际寄生虫一般是隐形的。只有当它们攻击某个物质生物时才能被受害者看到或者感知

到。外域恐怖也只能和感觉到外域恐怖的人发生接触。

具有譬如“灵视”这样灵媒能力的调查员可能有能力看到外域恐怖，即使他身边的人都不具

有这一能力。使用伊本·卡兹之粉（powder of Ibn-Ghazi）或紫外探测仪可以发现全部的外

域恐怖。

部分能造成物理伤害的咒文能影响外域恐怖。其他咒文都会自动失败，因为外域恐怖存在于

另一个位面。调查员能够通过普通武器杀伤它们，但是只有哪些能看到外域恐怖的人可以有

效地攻击和命中它们。

攻击方式：外域恐怖只会攻击感知到它的物质生物。总是饥肠辘辘的它们会使用主触须来从

受害者身上撕下一大块皮肉。那些没有感知到的人会感觉这个伤口是凭空出现的。外域恐怖

为完成一次成功的攻击必须在意志对抗中战胜受害者。

如果受害者失去了意识，外域恐怖会用触须抓起猎物，把受害者的躯体拉入它们疯狂的位面

中，以便愉快地进食。受害者所在之处只余下衣服和财物，任何受害人双手抓住的东西都会

一起踏上一去不返的外域之旅。

外域恐怖，星际寄生虫（TERRORS FROM BEYOND, Astral Parasit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N/A N/A
体质 N/A N/A
体型 N/A N/A
智力 3D6 12
意志 4D6 14
敏捷 N/A N/A
移动： 意志 X2
耐久： 等于意志

平均伤害加权： N/A
武器： 触须撕咬，特殊，1D8+3
装甲： 4点，每轮恢复 4点
咒文： 智力不小于 14的个体知晓 1D4咒文

理智值丧失： 1/1D10

“物体”（Things）
下级独立种族

“房间突然凝固了一般，桌子油腻的木板一面朝上。破碎的一半青铜冰斧仍埋在奇怪的头骨

http://tieba.baidu.com/p/634795607


中。三个充满着厌恨的疯狂之眼突然燃起熊熊大火，明亮地如血肉渗出的猩红。这眼睛来自

于一张具有蠕动可憎的一团蠕虫的脸。蓝色的活动蠕虫，在本应生长着头发的地方不住地爬

动着。”

——约翰·W·坎贝尔《谁去了那儿？》

“物体”来自于一个遥远的行星世界，这个行星环绕着一颗比太阳温暖得多的蓝色恒星运行。

两千万年前，一个“物体”建造的鱼雷形状的宇宙飞船坠落于南极洲。“物体”被冰封于此

直到1938年一支美国研究者的探险队中被发现和释放出来。人类破坏了“物体”的宇宙飞船，

但是在此之前一只这种生物已经消灭了半个探险队。

“物体”是一个阴险的变形种族，它们可以变化为任何它们吃掉的生物形态（上文的描述为

“物体”的本来形态）。食用一个受害者需要每分钟1体型值的“物体”的原生质胶状物来消

化，它会喷到自己的食物上。在消化受害者的同时，它也吸收了死者的记忆，技能和习惯。

“物体”可以借此准确地模仿任何活动的生物。从一种动物变形成另一种，需要花费和体型

相等的战斗轮。“物体”可以完全变形或者选择身体的一部分变形，比如变出牙齿或者爪子

来迅速攻击或自卫。这些生物没有任何器官或者集中的大脑，实际上它躯体的每个细胞都能

作为独立的智能单位。甚至于“物体”的血液都会自主逃避伤害。

“物体”的猎食可以增加其力量、体型和体质，每食用1点体型的食物这三样属性就各增加1
点。“物体”也能长出独立的生物体。只有在吸收两个或以上受害者之后，它想要同时模仿

两者时，它才会这么做。由于其的发芽能力，分离的躯体会具有自己的生命，最终变为独立

的生物。即使仅仅是“物体”的血液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没有限制措施，血液就会进入受害

者体内，慢慢的吞食并在体内创造一个新的“物体”。“物体”通过发芽分离的个体的力量、

体质和体型来自于原先的身体，但是每个分离的存在保持着相同的智力、意志和敏捷。

就像犹格斯真菌和夏恩一样，这些外星人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种族，它们可以制造反重力

装备，聚变能装备和能量激光武器。它们具有在宇宙空间甚至有可能时间的领域中以飞船旅

行的能力。

感染：任何被“物体”接触的人必须进行一个幸运检定，失败就被感染。接下来的3D6分钟

内受害者会变形，就像被外星躯体所吞噬一样，最终生成一个新的“物体”。

攻击方式：“物体”可以用它们模仿的人类或动物可以使用的所有武器。在它们本身的形态

下，“物体”通过触肢来攻击，用以抓住受害者。下一轮“物体”就会用它们的嘴巴来攻击

受害者了。

物体，变形外星人（THING, Shape-Changing Alien）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7-18
体质 3D6* 17-18
体型 3D6* 10-11
智力 3D6+6 16-17
意志 5D6 17-18
敏捷 3D6+12 22-23
移动： 10 本身形态

耐久： 14
平均伤害加权： +1D4*
(*这些属性随进食而增长)
武器： 变形之后具有变成的生物的攻击技能命中和伤害。

爪击 50%，1D8+伤害加权+感染（见上）

触手 60%，抓住受害者（力量对抗）+感染（见上）



嘴 40%，3D6+感染（见上）

装甲： 依赖于它变身成何种生物，但是每轮恢复 1点耐久直到死亡。本身形态时

具有 2点装甲。火焰、点击、酸液或附魔武器造成的伤口不能回复或是产生新“物体”。

咒文： “物体”知晓它吞食并扮演的受害者原有的咒文，其他没有。

技能： 模仿受害者 99%，精神感应读心术 99%，隐匿 50%，潜行 50%。

理智值丧失： 目睹一个处于本体状态的“物体”，或是看到它从一个形态变形成另一生

物，1/1D8

廷达罗斯猎犬(Tindalos,Hound of)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上级独立种族

“‘它们又瘦又饥渴！’他尖叫着。……‘宇宙中所有的邪恶都集中在它们消瘦饥渴的身体里。

话说回来，它们有身体吗——我只看了它们一瞬间；我不能肯定。’”

——弗兰克•贝克纳普•隆，《廷达罗斯猎犬》

廷达罗斯是一座由螺旋尖塔组成的噩梦之城，存在

于常规的时间和空间之外。有些资料认为廷达罗斯

存在于遥远的外星世界，临近或者就位于黑洞之

中，另一些资料则认为其处在太古时代的地球，那

是地球上的生命体还没有进化、连单细胞生物都不

存在的时代。它们住在时间的“角度”之中，与以

“曲线”为祖先的其它生物（即包括人类在内的普

通生物）不同。这个概念很难理解，而且是只适用

于廷达罗斯猎犬的概念（也适用于其他更恐怖的廷

达罗斯居民）。它们会在人类等普通生物中寻找猎

物，并跨越时空，追逐牺牲。它们是不死的［译注：

请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角度”和“曲线”这两个词。

人类生活的时空是“曲线”的，它们生活的时空是

“角度”的，简单来说，就是两者所处的维度不同］。

我们并不清楚这种生物的外形，与它接触过的人也

没有活下来的。廷达罗斯猎犬其实与“猎犬”的样

子相差甚远，只是故事中一直将它们称作“猎犬”

而已。

因为它们的时空与“角度”的关系，所以它们只能在房间角落等有“角度”(小于120度)的
场所实体化。以一般的房屋为例，墙壁的角度基本都是90度，当廷达罗斯猎犬出现的时候，

首先会在房间的角落冒出烟雾，然后从烟雾中出现猎犬的头部，接下来现出整个身体。

只要人类和猎犬接触过一次，不管人类在哪里，猎犬都会对他穷追不舍。廷达罗斯猎犬追到

猎物的时间，由它和猎物之间相隔的实际年份决定：每隔1亿年，它在路上就要花1天时间。

当把它击退之后，廷达罗斯猎犬多半会就此放弃；但对调查员来说，击退它却是极难的事情。

廷达罗斯猎犬也会攻击被猎物请来作帮手的朋友。

例子：哈维•瓦特斯发现了一块神秘的宝石。那是一块只要对着它冥想，就能看见遥远过去

的宝石。哈维在观看30亿年前的时候，看到了廷达罗斯猎犬。而猎犬也看见了哈维！哈维一

下失去了知觉，因此切断了接触；但廷达罗斯猎犬却想吃他的血肉！猎犬追到这里需要30
天，哈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招待这不请自来的客人。

时空能力：猎犬可以利用“超级视觉”（Hyper-Sight）可以看清半径1码内的所有区域，也可



以随意使用“单步穿越”（Step-Through）。每轮消耗5点魔力值，混血种可以在意志X10 英

尺的半径内使用“空间扭曲”(Twist Space)，具体见下文窗格内介绍。

战斗方式：在攻击时，猎犬可以选择用前爪或舌头进攻；它不能同时使用两者攻击。不过，

猎犬一般会选择前爪：掷1d6，若结果在1到4之间，它就使用前爪，若结果是5或6，它就使

用舌头。

廷达罗斯猎犬全身都覆盖着青绿色的、像脓液一样的东西。当它用前爪击中受害者的时候，

这种脓液一样的东西就会沾到受害者身上，然后就会像有生命一样立即活性化，对其造成相

当于摄取2d6点毒性值的毒素伤害。而伤害的结果，又会生成新的脓液，继续在接下来的每

轮中造成同样的伤害。若掷d100的结果小于[敏捷值×5]，则可把脓液刮掉或用毛巾擦掉。用

水等液体也可以洗掉。但如果选择用火把脓液烧掉，受害者也会受到轻度烧伤，失去1d6点
耐久。

若猎犬用舌头攻击成功，受害者的身体上就会出现一个既不流血也不痛的大洞。受害者受了

这种奇妙的伤之后，在肉体上不会有任何伤害，但却会永久损失1d3点意志值。

廷达罗斯猎犬，时空食腐者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6 16～17
体质： 3d6+20 30～31
体型： 3d6+6 16～17
智力： 5d6 17～18
意志： 7d6 24～25
敏捷： 3d6 10～11
移动： 6／飞行40
耐久： 23～24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前爪90% (1d6+伤害加权+脓液)(2d6毒性值)

舌头90% (意志值吸取) (每轮1d3)
腐朽与死亡的恐怖气味 100%（造成恶心）（见下文）

装甲： 2(皮肤)，只要不死，每轮会恢复4点耐久。普通的武器对廷达罗斯猎犬一

概无效，但附魔武器或咒文能正常发挥作用

咒文： 每只猎犬都由守秘人选择适当的1d8种咒文，给其使用

理智值丧失： 1d3/1d20
廷达罗斯时空特效

所有来自廷达罗斯或者与廷达罗斯有关的生物都具有下文中的时空能力。每个生物的特有能

力详情请参阅它们各自的条目。

“超级视觉”（Hyper-Sight）：处于四维空间里，可以看见整个区域的情况——所有方向，

墙壁之后，在遮挡器内，等等都能在一瞬间看到。它们不能看清被魔法保护的区域或者在圆

圈和球体空间里的情况。

“单步穿越”（Step-Through）：在10英尺内的锐角状区域，可以一次性从高维空间从一个穿

越到另一个。打开角度需要一轮时间，此时迷雾开始渗出。第二轮则用于步入想要进入的角

落。

“时空扭曲”（Twist-Space）：能够让周围的时空产生扭曲的波纹。那些在区域以外的人可

以看到所有的东西扭曲和在奇怪的方向上被拉伸。在区域内的人发现他们被扭曲和拉伸，损

失1/1D4理智值。为了抵抗扭曲和拉伸造成的2D6轮中无力化，区域内的人必须1d100掷骰出

意志或体质的数值（取较大的）。那些在区域外使用火器对区域内对象进行的攻击必须承受



75%的减值，区域内的攻击会承受85%的减值。无论内外的人，可以通过进行一次成功的克

苏鲁神话检定（或减半的数学或物理学掷骰）和1点理智损失来避免攻击命中减值。（成功的

掷骰之后，观察者可以理解区域内角度的变形）

“恐怖气味”（Charnel Odor）：所有闻到这种气味的人必须进行 体质X5的检定，一定失败

会因恶心而在1D6轮里无法行动。

廷达罗斯领主(Tindalos,Lords of)
上级独立种族

“巨大的形状开始以一种看上去超自然的恐怖速度开始移动。在目视的方向上，它们具有灼

烧的双眼和尖突的下巴，模糊的样子看上去像狼。但是它们的轮廓随着它们的前进在不断变

化，仿佛全宇宙的邪恶都在为之变形，每时每刻它们都因此变得更加恐怖和毁灭性的。”

————弗兰克•贝克纳普•隆，《通往永恒之门》

与廷达罗斯猎犬相比，领主比起固态肉体和血液，更

像是精神和超越凡间物质组成的生物。只有那些能觉

察到它们猎食的人才能发现它们看上去像狼的外形。

它们的形态被认为是由锐角部件组成的。由于这些生

物生活于高维位面，它们在地球的时空中出现时，不

断变换改变体型和形态，导致不同的身体部分时隐时

现。

廷达罗斯领主和尤格·索托斯从创世之初就开始了战

争。尤格·索托斯球状的身躯显示了它与曲线时间的

联系，而廷达罗斯领主同理则统治着角度时间。

时空能力：领主可以利用“超级视觉”（Hyper-Sight）
可以看清半径10码内的所有区域，也可以随意使用

“单步穿越”（Step-Through）。每轮消耗5点魔力值，

领主可以在1码的半径内使用“空间扭曲”(Twist
Space)，具体见之前“廷达罗斯时空特效”窗格内介

绍。

攻击方式：廷达罗斯领主除去它的时空能力外，每轮

可以用一次爪击、撕咬或者舌头。爪击使会在受害者

身上留下和廷达罗斯猎犬一样的蓝色脓液（直到洗去前每轮造成2D6毒素伤害）。使用撕咬

攻击时，廷达罗斯领主撕咬时，它可以吞食任何体积小于100的对象。舌头攻击时会吸取意

志和力量（吸血），意志损失时永久的，力量损失则会按卧床休息每周恢复1点。廷达罗斯领

主可以增加1点魔力以多吸取1点意志，最大可以达到其本身的魔力值上限。

廷达罗斯领主，自角度时间而来的恐怖（LORDS OF TINDALOS, Horrors fromAngular
Time）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10+20 42
体质 4D10+20 42
体型 4D10+20 42
智力 3D6+6 16-17
意志 4D10+20 42
敏捷 2D6+13 20
移动： 20/60 飞行



耐久： 42
平均伤害加权： +4D6
武器： 爪击 95%，1D6+伤害加权+脓液（见上）

撕咬 90%，完全吞噬（体型 100以下）

舌头 95%，1D10意志吸取+1D10力量吸取

腐朽与死亡的恐怖气味 100%（造成恶心）（见“廷达罗斯时空特效”）

装甲： 8点护甲；常规武器无法造成伤害，附魔武器和咒文可以正常造成伤害。

此外，廷达罗斯领主每轮恢复 8点耐久直到被驱散。

咒文： 任何守秘人指定的咒文，大多和时空有关。

理智值丧失： 1D6/1D20+1D3

廷达罗斯混血种（Tindalosian Hybrids）
下级独立种族

“这种生物有着尖锐的角度，如像静电爆炸一般出现。黑暗而直立着，它跳跃着前进如同含

糊不清的贪婪的空气……这些寒冷而贪婪饥渴的东西，似乎整个宇宙中都没有什么可以满足

它们的。”

——罗杰·泽拉兹尼《改变的大陆》

廷达罗斯混血种看上去就像活着的立体主义油画，都是角度和尖锐的形状。它们尝试保持着

人类形态，但是它们的形象总是波动摇晃着的。廷达罗斯人存在于高维区域中，因此在区区

三维生活的凡人只能看到它们不断转换变化的一鳞半爪。它们一般穿着有头巾的长袍，波浪

状的衣服和面纱，或者长沟外套与宽沿帽来遮挡它们廷达罗斯的特征。当它们不想保持人类

形状之时，它们可见的部分会彻底地发生变化。它们的双手会凝聚为三角水晶，形如豺狼的

爪子。它们的脸被一张宽大多孔的嘴所取代，其中含有一排排水晶的长獠牙，（廷达罗斯混

血种的其他部分在其他维度）。它们的形状不停变化，仿佛它们存在的每个小部分不断显现

与消失。它们暴露的部分像是许多角度的集合体，完全没有曲线的存在。廷达罗斯混血种可

以从口中伸出一条蓝色的类似于蛇的舌头。尽快看得不清楚，但灵魂会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

猎食者，一个将猎食镌刻如内心深处的如狼一般的生物。

廷达罗斯混血种不是一个自然存在的种族。它们来自于魔法与事故。被廷达罗斯猎犬用蓝色

脓液咬伤的人，有可能会被感染（首先他没死）并变化成一个廷达罗斯混血种。特定的咒文

或炼金药剂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混血种首要本能是觅食，每天必须至少进食一次。它们喜欢吃鲜美的灵魂，总是优先攻击那

些具有最高意志数值的人。如果包围或是扑倒，廷达罗斯混血种会撕裂和抛掷人类。如果魔

力值足够，它们会乐于将猎物放走，然后闪现到猎物面前，尽它们可能来讥笑对方。想要让

廷达罗斯混血种一直盯着人类很困难，因为它们的形态不断变化，在阳光下特别明显。这是

它们要用长袍和外套隐藏自己的原因。当它们攻击时它们会尽量选择在阴影中动手。

时空能力：廷达罗斯混血种的“超级视觉”（Hyper-Sight）可以看清半径（意志X10）英尺

内的区域，每轮消耗1点魔力。每次使用4点魔力，混血种在一轮内可以使用“单步穿越”

（Step-Through）来到达另一个在其（意志X20）英尺距离内的角落。每轮消耗5点魔力值，

混血种可以在等同于它意志的英尺半径内使用“空间扭曲”(Twist Space)，具体见之前“廷达罗

斯时空特效”窗格内介绍。

攻击方式：廷达罗斯混血种每轮可以使用它们的双手/双爪进行攻击。它们也有几种特殊攻

击方式和特效。

撕咬：如果廷达罗斯混血种攻击时掷出了大成功，而受害者闪躲失败，廷达罗斯混血种就可

以扩大嘴巴到受害者的体型大小，受害者看上去被拉长，收缩，然后被吸入怪物的胃中，一



去不返。混血种可以吞噬它们本身体型两倍的猎物（平均值26）。
舌头：这一过程会在受害者胸口留下一个无痛的小洞，小洞周围则是蓝色脓液的痕迹。混血

种每吸取一点意志可以回复1点魔力值，不超过本身的魔力上限。舌头从受害者身上吸取灵

魂和体液，受害者则每轮损失1D2意志和1D6体质（意志损失是永久的，体质损失则可以通

过输血回复一半）。舌头会一直粘附直到混血种被驱散，受害者死亡或是受害者在力量对抗

中获胜而成功挣脱。

廷达罗斯混血种，混血杀手（TINDALOSIAN HYBRIDS, Half-Breed Kill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12 22-23
体质 3D6+12 22-23
体型 2D6+6 13
智力 1D6+12 15-16
意志 5D6 17-18
敏捷 3D6+6 16-17
外貌 3D6*/N/A 10-11*/N/A
教育 3D6+3 13-14
理智 N/A N/A
*只在人类形态下存在外貌，廷达罗斯形态下无此项

移动： 10
耐久： 17-18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爪击 45%，1D3+2D6

撕咬 38%，1D6+2D6+完全吞噬（见上）

舌头 70%，1D2意志吸取(见上)
腐朽与死亡的恐怖气味 100%（造成恶心）（见“廷达罗斯时空特效”）

装甲： 2点皮肤，每轮恢复 3点耐久。常规武器伤害恒为最小值。混血种可以通

过消耗 4点魔力来将自己的物理存在用到高维空间，从而完全免疫常规武器。所有情况下，

附魔武器和咒文可以正常造成伤害。如果混血种的耐久降到 0或者以下，它们会碎裂成许多

的水晶碎片，代表着它们被驱散了。守秘人可以自行决定怎样才能将廷达罗斯混血种真正的

杀死，或者这些碎片在经历很长的时间后可以自动回复。

咒文： 所有混血种知晓 1D10咒文，由守秘人。

技能： 闪避 75%，隐匿 75%，跳跃 70%，聆听 70%，伪装人类 85%，潜行 80%，

侦查 75%，以及其他正常人的技能。它们在科学和心理学有关的技能上一般都比正常人高。

理智值丧失： 目睹人类形态不会造成理智损失。目睹廷达罗斯形态 1D2/1D12。

坟兽（Tomb-Herd）
下级仆从种族

“可怕的白色凝胶物体从场景前面坠落下来……看到这些恐怖的玩意简直就是在做梦;移动

到旁边的雕像上，看着形状如同雕像上的污渍。而后雕像随之活动了起来！瞬息之间，这些

惊怖的怪物中的一个蠕动到了我的面前。我感到自己的膝盖如同寒风中一样冰冷发抖。

——拉姆塞·坎贝尔《高街的教堂》

坟兽和地球上某些坟墓和地穴有关，它们以地穴中的高维衍生物为食，这些地穴可以链接它

们本来的世界。尤格·索托斯的追随者们在特定的墓穴中安放了特殊的半人半甲壳动物的雕

像，以此来作为坟兽在本位面的寄居体。



当一个生物触发了坟墓中的时空门时，坟兽就会来到这个维度。它们会立即进入这些坟墓中

精心准备的雕像中，而后攻击侵入者和野兽。

控制(POSSESSION)：如果一只坟兽发现雕

像无法满足需求，它会通过接触和意志对抗

来尝试控制坟墓中的一个人类。如果目标在

对抗中失败，他必须进行一次 1D100检定，

不大于意志方能成功。如果两次全部失败，

受害者立即晕厥，坟兽会随着使用“宿主”

的身体开始在坟墓中进食。一个意识清醒的

宿主由于参与到这样一个食尸鬼式的盛宴

中，因此导致 1D3/2D4的理智值丧失。进食

完毕后的坟兽会离开自己的临时宿主，回到

它本来的位面中，留下毫发无伤的受害者。

空间折叠(SPACE FOLDING)：坟兽一个独一无二的能力是在小范围内折叠或扰乱空间（只

有坟兽在其本体的灵体状态下才能使用）。扭曲的空间就像无意识地释放了一个时空门咒文，

所有穿过被扰乱区域的人都会损失1点理智和1点魔力。这种不寻常的攻击可以指定特定一

人，如果目标在1D100中掷出不大于自己的意志就可以回避这种攻击。每次折叠空间消耗坟

兽1点魔力，每轮受害者都会持续损失魔力和理智，直到其在意志检定中成功掷出不大于自

己的意志。这种时空门一样的扭曲一般只在小于5码的范围内有效。坟兽常常使用这种能力

来将受害者反复弄回坟墓或者简单的处所，有时它们只是想把受害者限制在遭遇它们的城镇

或区域中。大群的受害者往往被相互分开，因而它们可以各自攻击特定目标。有的坟兽会用

这种攻击来迷惑敌人，其他则是用来警告人类军队或是入侵者。

雕像（THE STATUES）：没有被坟兽占用时，特制雕像具有和体型数值一致的耐久，以及3
点护甲。穿刺武器对雕像只会造成一半伤害。如果雕像被篡改的话，坟兽会自动进入它们本

身的维度。

坟兽，入口潜伏者（TOMB-HERD, Lurkers at the Threshold）
本体形态 雕像形态

能力值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N/A 2D6+6/13
体质 3D6/10-11 3D6/10-11
体型 1D6/3-4 2D6+6/13
智力 3D6/10-11 3D6/10-11
意志 3D6+6/16-17 3D6+6/16-17
敏捷 3D6/10-11 2D6/7
移动 10 6
耐久 7 11-12
伤害加权 N/A +1D4
武器： 无。一般抓取或其他物理攻击（雕像形态）力量+敏捷%（伤害加权）

装甲： 本体形态下，坟兽免疫任何非附魔武器。魔法、火焰和酸液能对灵体形态

的坟兽造成正常伤害。雕像状态下坟兽会受到普通武器的伤害，但是它们此时具有 3点护甲。

咒文： 一般没有

理智值丧失： 目睹本体形态 0/1D6，目睹未曾寄生的雕像 0/1D3，目睹一个雕像形态的

坟兽 1/1D6。



“旅行者”（Travelers）
下级独立种族

“在这种形态下，我们被三百种密集的无脑种族所占据，它们就像架子上欣欣向荣的藤蔓一

样舒适地杂居生活着。我们已经注意到太多不同的遮挡面具，为自己退化的感觉感到遗

憾……它们比我们好得多的滑入，立即在它们整个躯体上附着了所有的附肢和器官，记忆和

伪装的力量按我们的想法一样紧密结合，如同手套填满手章那样的妥帖。”

——迈克尔·谢伊《尸检》

幼虫状态的“旅行者”通过空间深处的小而透明的管

道（不会比篮球更大），在世界间迁徙着。为了避免

被察觉到，“旅行者”驾驶着它们的飞船在行星的表

面出没时都隐藏在流星雨的伪装之中。这些外星寄生

虫一旦怀疑自己被觉察到就会摧毁自己的飞船，自报

系统开启的爆炸能量足以毁灭一座城市。任何在 5
码以内的人会受到 10D6 伤害，6-10 码内的人 8D6
伤害，11-15 码内的人 6D6 伤害，以此类推。“旅行

者”会一直躲藏着直到它们可以侵占合适的宿主身

体。它会尽情享受着这样造成的每一刻的痛苦与恐

怖，耐心地追踪宿主，之后嘲讽和折磨被擒获的清醒

的猎物。

这些外星寄生虫的生命有四个阶段。只有幼虫形态下

可以进行除去缓慢蠕动以外的快速移动。幼虫有着粗

糙的附肢与贪婪的钩子，以便找到宿主时可以保护自己。“旅行者”通过嘴巴进入宿主体内，

一般在宿主睡眠或者其他不能行动的时候。一旦进入，幼虫会经历三龄发展，能力不断成长。

在这样的变形中，“旅行者”从蠕虫一样的幼虫变为一个位于神经鞭般的丝状网络中间节点

中搏动的紧凑的大脑一般的存在。这些细丝连接着宿主正常的神经通路。三天的成长之后，

入侵的“旅行者”彻底控制了宿主。

攻击方式：成熟的“旅行者”会从宿主的嘴巴或者其他孔窍中伸出神经触手进行抽打攻击。

这种击打接触会造成强大的神经麻痹效果。如果 7D6药效的神经麻痹效果在对抗中战胜了

目标的体质，目标会在（1D100-体质）分钟内处于麻痹状态。第二只触手会进入麻痹的受

害者的心脏以便吸食血液。“旅行者”以吸干血液的受害者的尸身供养自己宿主的身躯，它

通常储备尸体，几周回来进食腐肉一次以供养宿主。“旅行者”可以通过在尸体大脑里植入

神经丝，唤醒死者的记忆，以保存尸体的鲜活。即使宿主被杀死，寄生虫仍然能操纵宿主来

寻找新的寄生载体。未成熟的“旅行者”无法施展这些特殊的神经丝攻击。

“旅行者”，寄生外星人（TRAVELERS, Parasitic Aliens）
阶段 幼虫 第二龄 第三龄 成虫

属性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1/1 1/1 1/1 1/1
体质 2D6/7 4D6/14 6D6/21 7D6/24-25
体型 1/1 1/1 1/1 1/1
智力 5D6/17-18 6D6/21 7D6/24-25 8D6/28
意志 2D6/7 3D6/10-11 4D6/14 5D6/17-18
敏捷 1D6/3-4 1D6+1/4-5 2D6+1/8 5D6+1/18-19
移动 6 1 1 1



耐久 4 7-8 11 13
平均伤害加权 N/A N/A N/A N/A
武器（仅成虫阶段）：神经鞭攻击 80%，7D6的神经麻痹效果与体质对抗，

成功则造成（1D100-体质）分钟的麻痹

装甲 无 无 无 无

耐久回复 1D6/3-4 1D6+1/4-5 1D8/4-5 1D10/5-6
咒文 无 无 无 无

理智值丧失 0/1D3 0/1D4 0/1D4 0/1D6

姆巴瓦树人（Tree-man of M’bwa）
下级仆从种族

“最远处的那棵大树高达 100英尺，犹如一个笨拙的巨人一般矗立着，它右边的那棵树看上

去更像一个普通人。两者之间是在大规模生长的其他数目。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树枝和树叶—

—每边垂下的肢干，以及中间看上去就像个脑袋的圆形树冠……最小的那棵树在用人类一样

的眼睛看着我！它的手臂绵软无力的垂下。其他的树木向最后的那棵移动着，不断变大。那

棵最大的树完全看上去不像人类，除了它巨大的肢臂和这些支臂末端，那五个如同手指一般

的多节枝梢。”

——唐纳德·旺德莱《姆巴瓦树人》

姆巴瓦树人是安静不动的守卫。它们以不同年纪和体型

的奇怪类人树木形态出现。这些生物曾经是人类。它们

是被僵尸姆巴瓦转变成怪异的树人的，遵照着僵尸姆巴

瓦的外星主人，红流之神（God of Red Flux）那难以想象

的计划。在转变的初期，受害者还能看到许多人类的特

征——甚至是眼睛。有些树人在早期变化时仍能说话，

尽管此时疯狂常常已经压制了他们，使他们所说的话变

得难以理解。就算是疯了，人类的精神仍然保留在树人

体内，永恒地存在下去。

变形（TRANSFORMATION）：树人从人类完全转化需

要经过四个阶段。受害者的双腿会立即在所在地生根，

有效地困住他。之后漫长的几十年里，树液会将受害者

变成一个高耸入云的丑陋树人。如果在变形的头几天内

被朋友成功处理并带走，受害者可能可以避免可怕的结

局，尽管他必须永远带着昭示他可怕遭遇的厚重木化皮

肤或树根一样的生长。要移走树人就必须切掉他的双腿

或者深入地下的根部。截断树人的双腿会导致 2D6耐久损失。如果超过一个星期未经处理，

转变过程就不可逆转了。

喝下姆巴瓦树液之后转变的第一阶段立即开始。第二阶段在 25年后。第三阶段在 50年后，

最后一个阶段则在 100年后发生。最初，树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具有僵硬四肢和木质皮肤的人

类。变化是逐步进行的，最终阶段时，树人身上所有原先人类形态的特征都将消失无踪。

攻击方式：前三个阶段的树人仍然能使用它们像树枝般的手臂进行粗暴的攻击。最终阶段时

它们将无法进行任何行动。

除去受姆巴瓦诅咒的非洲山谷外，其他世界各地也有可能存在着树人。

树人，被虐的灵魂（TREE-MEN, Tortured Souls）
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属性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年份 立即 +25 +50 +100
力量 原始+1D6/14 +2D6/21 +2D6/28 +2D6/35
体质 原始+2D6/17-18 +1D6/21 +1D3/23 +1D3/25
体型 原始+1D2/14-15 +3D6/25 +4D6/39 +5D6/56-57
智力 原始/13 -1D6/9-10 -1D6/6 0/0
意志 原始+1D3/12-13 +1D3/14-15 +1D3/16-17 +1D3/18-19
敏捷 原始-1D6/7 -1D6/3-4 0/0 0/0
外貌 原始-1D6/7 -1D6/3-4 N/A N/A
理智 原始 X3/4 原始 X1/2 原始 X1/4 0
移动 0 0 0 0
耐久 16 23 31 40-41
平均伤害加权 +1D4 +2D6 +3D6 N/A
触肢攻击 20%/1D6+伤害加权 10%/1D6+ 伤

害加权

5%/1D6+伤
害加权

N/A

装甲 2 4 6 8
咒文 原始知晓的 无 无 无

理智值丧失 0/1D3 0/1D4 0/1D4+2 1/1D6

三尖树（Triffids）
下级独立种族

“他检查了那株笔直的植物以及它发芽长出的木质枝干。他对于那三个树干上长出的三个笔

直的细小裸露的树枝产生了好奇但并不彻底的注意。他用五指抚平了皮质一般的绿叶上的略

少的除虫剂，仿佛叶片的纹理似乎能告诉他什么似的。然后他盯着树干上那个古怪的漏斗状

结构……为看清圆锥杯里那紧紧包裹的螺纹结构。看上去像古老的密集复叶蕨类植物，杯状

结构的底部浮现出几英寸的混杂团块。我并没有触碰它，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很黏，因

为有很多苍蝇和其他小昆虫在上面挣扎……很短的时间内我盯着它，被这现场所沉醉了。我

们神秘的垃圾堆植物长到了七英尺多高！没错，他还在‘走’！我第一次看到的这树干，带

着蓬松的小根须。它本是球形的，不过有三个尖细钝头的投影从低处扩展出来。由于这些触

肢的支持，主干可以将一只脚从地面举起。当它‘行走’时它就像一个拄着拐杖的人。两只

钝头的‘腿’向前滑动，然后整个躯体倾斜，后脚提起到前面，之后两只前腿继续这么向前。

每一‘步’长树干都会鞭打前面和后面，看着它移动就感觉像是它在晕船。”

——约翰·温德姆《三尖树之日》

三尖树是一种智慧有知觉的能长到 7到 10英尺高的肉食植物，在除了沙漠和冰盖之外的所

有环境中都能生长。它是秘密生物实验的产物，其种子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无论何地，三

尖树种子会立即发芽，迅速成长为失控的威胁，特别是在热带雨林地区。三尖树需要四到五

年才能成熟。成熟后三尖树的杀人尖刺就长成了，它开始可以走动了。不能移动时三尖树将

其根部深埋地下以像一般的植物一样摄取土壤的养分。就像那些其他的食肉植物一样，三尖

树猎杀并消化昆虫和动物来补充额外的养料。然而不像其他食肉植物，三尖树也以大型哺乳

类动物为食，包括人类。它们刺中猎物，释放毒液迅速杀死它。之后三尖树在毒针会放置尸

体几天时间以便毒性减退，然后食用腐肉。

三尖树一般会伏击猎物，藏在其他植物之中直到一个粗心的受害者足够靠近它以便用毒刺袭

击。作为植物，三尖树没有眼睛，但是可以感知声音，会被人类活动的声音所一起吸引。三



尖树通过拍打它们枝干上的三个直立枝条来交流，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了召唤同伴。三尖树会

学习和记忆，因而抓住或杀死它们的陷阱一般只能生效一两次，之后三尖树就会学到如何躲

避这些陷阱。

攻击方式：三尖树通过它们五英尺长的尖刺猛击进行攻击，一般以受害者的眼睛或面部为目

标。尖刺覆盖着与三尖树体质值相等药效的猛毒。如果被毒液所压倒，受害者会永久失明并

每轮损失 1点耐久，直到他损失等于毒液药效数值的耐久为止。如果受害者成功抵抗了三尖

树的毒性，他能避免失明但是仍然要每轮损失 1点耐久，直到他损失等于毒液药效数值一半

的耐久。面具和全身型的厚重衣物可以抵挡三尖树的毒刺。没有毒刺的三尖树对人类来说毫

无威胁，但是一到两年内毒刺就能重新长出。

三尖树，行走的杀人植物（TRIFFIDS, Walking Killer Plant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 10-11
体质 3D6 10-11
体型 4D6 14
智力 2D6 7
意志 1D6 3-4
敏捷 5D6 17-18
移动： 8
耐久： 12
平均伤害加权： N/A
武器： 刺 40%，中毒（见上）

装甲： 穿刺武器只造成最小伤害。对毒刺的准确攻击命中减半。

咒文： 无。

技能： 隐藏 80%，聆听 80%，潜行 80%，追踪 75%
理智值丧失： 0/1D6

巨魔（Trolls）
下级仆从种族

“巨魔是源人类以前的半人种退化而成的巨大猿类生物（他们本身的名字已经无法知晓，这

里方便起见称呼它们为‘巨魔’）。它们一般比人类略小，具有白色阴暗的外套和黑色的眼睛，

是一伙杂食动物。它们的脸部难看到无法形容，浑身则散发着明显令人作呕的腐臭味道。”

——马库斯·L·罗兰德《挪威噩梦》

巨魔一般会避免接触人类，它们躲藏得很好，以至于被人所遗忘。很多年来它们蜷缩于冰封

的洞穴中，只在夜间出没，寻找树根，小型啮齿类和腐肉为食。它们具有极好的夜视能力。

冬天它们会更加活跃，但是它们伪装的毛皮和隐居的习惯使它们几乎无从发现。就像狼一样，

如果有可能它们也会袭击人类。

巨魔有一种基本由咆哮和尖叫组成的原始语言，还有关于分享食物与取悦它们的神明撒托古

亚的原始部落习俗。这些生物是沃米人（Voormis）的直系后裔，可能连接起了沃米人与大

脚野人（Sasquatch）两个种族。

攻击方式：巨魔每轮可以使用它的双爪或者原始武器，抑或是一次撕咬进行攻击。

召唤暴风雪（CALL BLIZZARD）：这是撒托古亚赋予的一项特殊能力，让这些自己的沃米

人崇拜者的末裔以此来保护自己。这需要每小时花费永久损失的 1点意志，以及 1点法力，

在释放点的 100码的半径内造成影响。每扩大一倍的范围需要消耗额外 1点魔力。暴风雪会

带来几英尺厚的雪花，暴虐的狂风和骤降的气温，从初始 28℉华氏度（-2℃）降低 10D6℉。



受困于暴风雪中的人类如果在体质 X5检定中失败的话，每分钟损失 1D2耐久。咒文需要准

备 20D6分钟，之后释放的暴风雪会持续 2D6小时。

巨魔，退化的沃米人（TROLLS, Degenerate Voormi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6 20
体质 4D6+8 22
体型 2D6+2 9
智力 1D6+6 9-10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 6-7
移动： 11
耐久： 15-16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撕咬 45%，1D6

爪击 60%，1D8
棍棒 25%，1D10+伤害加权

投掷物体（石头、木头等等）15%，1D8
装甲： 3点厚皮。

咒文： 1D100，大于智力值的个体没有咒文；不大于智力的个体知晓咒文，由守

秘人决定。咒文一般与天气有关，或是与撒托古亚及其眷属有关。

技能： 隐藏 80%，聆听 80%，嗅觉 75%，夜视 95%，潜行 80%，追踪 75%
理智值丧失： 0/1D4

撒托古亚的无形之子(Tsathoggua, Formless Spawn of) （译者：玖羽）

下级仆从种族

“当昆扬(K'n-Yan)人带着他们巨大的原子能探照灯深入恩·凯伊(N'Kai)的黑暗深渊时，他们

看到了活物——这些活物自石槽里流淌而出，膜拜着用玄武岩或缟玛瑙雕刻而成的撒托古亚

雕像。但它们并不像撒托古亚那样，生得一副蟾蜍的模样；相反，它们是一团团不定形的粘

性软泥，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可以临时变幻出形形色色的模样。昆扬人的探索队没有停下

来进一步观察，而那些最后活着逃出来的人们则封锁了这条通道。”

——H．P．洛夫克拉夫特＆齐里亚·毕夏普，《坟丘》

这些变幻自如的黑色生物能够瞬间改变形体——从

蟾蜍般的皱缩团块，到长着数百条发育不完全的附

肢的细长模样。它们从细小的缝隙里渗流出来，还

能随意扩展自己的附肢；无形之子与撒托古亚有着

非常密切的关系，人们通常能在撒托古亚的神殿或

者那些阳光照射不到的洞穴里发现它们的踪迹。

由于它们的身体像液体一样极具流动性，而且有着

不计其数的形态可供选择，所以每一个无形之子至

少有四种不同形态的攻击方式。它可以在每轮开始

时随意选择一种方式攻击，但不能在同一轮中多次

变换攻击方式。

鞭 打 和 捶 打 攻 击 （ WHIP&BLUDGEON
ATTACKS）：鞭打被用于抓住或造成伤害，攻击范



围与它的体型值相等（单位为码）。在捶打攻击时，总有 20%的机会造成 2d6的加权。此加

权与其实际伤害加权相比，取二者中的较高值。

触手攻击（TETACLE ATTCK）: 能在同一轮中攻击 1d3 个敌人。和鞭打攻击一样，无形

之子更倾向于抓住对手而不是造成伤害。攻击范围与它的体型值相等（单位为码）。

撕咬攻击（BITE ATTACK）:受害者会被立即吞噬。在其后的每一轮中，受害者都会遭到

挤压伤害，第一轮为 1点，此后每轮的伤害都累加一点（例如，第二轮会受到两点伤害，以

此类推）。被吞噬后，受害者无法进行任何动作，但同伴可以尝试杀死怪物以解救受害者。

无形之子每轮能使用一次吞噬攻击，最多能吞咽下体型值总和与它的体型值相等的受害者。

在吞噬并消化受害者的过程中，无形之子仍可以继续战斗，但在消化完自己吞下来的东西之

前，它都无法移动自己的位置。如果要移动，必须把受害者吐出体外。

无形之子，撒托古亚的胎卵(FORMLESS SPAWN of Tsathoggua)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d6+6～6d6+6 9～27
体质： 3d6 10～11
体型： 1d6+12～6d6+12 15～33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12 19
移动： 12
耐久： 13～22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鞭打 90% (1d6)

触肢 60% (伤害加权)
捶打 20% (伤害加权)
吞噬 30% (特殊)

装甲： 无形之子免疫所有物理武器，包括附魔武器。它能轻易地愈合这些武器造

成的伤口。咒文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火焰、化学药品及其它类似的物品也能正常发挥作用

咒文： 掷 d100，结果若低于该个体的[智力+意志]值，则它就能知晓 1种咒文。

也有少数无形之子知晓很多咒文.如果知晓咒文，一般都包括“接触撒托古亚”。

技能： 聆听 50%，侦察 50%
理智值丧失： 1/1d10

撒托古亚的子孙（Tsathoggua,Scions of）
上级仆从种族

“我听到一个可怕的尖锐窃笑声，然后是令人恶心的绵软声音，就像一个巨大胶状的物体正

在从窗户渗入。我发誓我还听到了巨大翅膀扑打发出的令人惊厥的嗖嗖声音……一坨肮脏不

可言状的烂泥沾在窗台上，在房间的中心躺着一个受害者，他的脑袋被压碎和打爆了，在那

红色的骷髅和面部惨不忍睹的遗骸上，留下了一个巨大蹄子的红色印迹。”
——罗伯特·E·霍华德，《屋顶之物》

撒托古亚的子孙是庞大浮肿油腻的类似蟾蜍一样的东西。它们有着四条或者更多的厚重腿

脚，末端是巨大的蹄子和成打的的触手。它不定型的背上长着一对硕大的破烂薄膜翅膀。弯

曲的尖牙从宽敞嘴巴中的多骨牙床中延伸而出，许许多多从不眨的牛奶白色眼睛在不停跳

动。这些撒托古亚的仆从有着散发着恶臭的乌黑脂状皮肤，其上覆盖着湿淋淋的粘液。这些



存在会发出令人不安的孩童一样

的窃笑，有时因此会被称作撒托古

亚 的 孩 子 （ Children of
Tsathoggua）。
撒托古亚的子孙们居住于洞穴与

那些崇拜它们外星父神的神庙中。

它们通过接受牺牲和崇拜来彰显

那位旧日支配者的存在，同时也充

当着护卫，任何想要从撒托古亚神

庙中偷取物品的人，或者其他惹怒

了怠懒的旧日支配者的人，就会被

撒托古亚的子孙追踪并杀死。这些

仆从会追回失窃的物品，交换到它

们本来的地方——撒托古亚的阴暗领域中。

撒托古亚的子孙追随着它们的父神在非常久远之前从土星而来。它们中的一些被早期人类当

做神明来崇拜。尽管和无形之子通过联盟联系在一起，都是旧日支配者的仆从，但是两者是

完全不同的种族。这些蟾蜍一样的有翼种可能通过某些方式与其他更加弱小的旧日支配者，

譬如戈尔·格罗斯（Gol-goroth）存在联系。有些早期文献神祗甚至将这些存在和戈尔·格

罗斯搞混，特别是有时被认为是戈尔·格罗斯的蟾蜍般恐怖怪物被一群人类杀死的报道。旧

日支配者欧萨达格瓦（Ossadagowah）也被发现和这些存在有着联系，有可能它就是这一族

中特别强大的一位成员。

攻击方式：战斗中撒托古亚的子孙会使用它的大量触手来压碎对手，用它阔大的尖牙撕咬，

或是用它巨大的蹄子践踏受害者。每轮，撒托古亚的子孙可以使用 2D6 触手攻击，或者一

次撕咬，或者一次践踏。

撒托古亚的子孙，冷酷无情的守卫（SCIONS OF TSATHOGGUA, Relentless Guardian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6D6+34 55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6D6+42 63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6 16-17
敏捷 3D6 10-11
移动： 7/10 飞行

耐久： 39-40
平均伤害加权： +5D6
武器： 触手 45%，伤害加权 X1/2

践踏 35%，2D10+伤害加权

撕咬 25%，1D6
装甲： 由于撒托古亚的子孙的身体由粘液组成，物理武器、非附魔武器对其只能

造成最小伤害。火焰、化学药品、点击、咒文与附魔武器可以正常造成伤害。

咒文： 所有都知晓“接触撒托古亚”，“呼唤欧萨达格瓦”和“接触无形之子”。

如果 1D100不大于其智力，这个个体还会知晓其他 1D6咒文。

理智值丧失： 1D2/1D10



地底掘进者（Tunnelers Below）
下级独立种族

“圆柱形的它们是有人那么长的，大腿那么粗的蠕虫。从头到尾如同蜈蚣那样无数的脚掌事

实上是一对对的微小翅膀，透明如同飞虫的一般，连续不断地拍打着，发出令人难以忘却的

恐怖的低沉嗡嗡声。它们没有眼睛——它们的脑袋只有一个充斥着如同鲨鱼一般的成排三角

尖牙的圆形大嘴。”

——弗里茨·莱伯《来自深渊的恐怖》

称呼它们为“地底掘进者”是因为我们并不知晓它们真正的名字。这些神秘罕见的物种有着

强大的通灵力量，尤其是心灵感应的领域，它们可以借此与任何生物直接进行沟通。隧道挖

掘者也可以使用这一能力侵入梦境，从不甘愿的受害者那里窃取想法和记忆，甚至于和已经

死去很久的灵魂进行沟通。隧道挖掘者使用心灵感应来满足它们对于神话知识贪得无厌的求

知欲。这些奇怪的生物被神话的所有方面所吸引，知晓所有地底的强大神秘能量，心灵力量

和外星生物影响最大的地球场所。

隧道挖掘者生活在一个遍及全球的地穴网络中，在地底长途穿梭，甚至会横跨大洋。它们在

沉没都市拉莱耶（R’lyeh）地下有着一个巨大的连结点，这是它们最为喜爱的处所，因为在

此可以感知到伟大克苏鲁和他的仆从心灵中的死亡之梦，令他们得到莫大的满足。

攻击方式：地底掘进者不具有敌意，除非他们被激怒了。如果被打扰了，它们最常用的处理

害虫的方法是在选定目标的住所地下挖掘一系列易碎的隧道，最终导致建筑物的坍塌。如果

遇到人类，隧道挖掘者会使用它大量鲨鱼般的利齿进行攻击。然而，隧道挖掘者最可怕的一

面是从它们的存在和强大的通灵力量中衍生的副产物，而它们自己都不能控制这些东西。

心电发送（PSYCHIC SENDINGS）：每个隧道挖掘者都时刻和其他个体沟通着神话发现、

见解和知识，有时如果这种生物靠近人类的话，这些心电感应的沟通内容会不经意间被敏感

的人类所接收。一旦发生，这些感受到生动梦境的倒霉的接受者会开始他们之前从来没做过

的梦游体验，甚至没日没夜地会听到以不变的低语声分享着的那些克苏鲁神话中的秘密。一

个接收到地底掘进者的心电感应的人类每周损失 1D4理智值和增加 1%的克苏鲁神话技能。

在数个月中造成受害者 20点的理智损失后，低语声和梦境变得常规恒定，此时受害者每天

损失 1D6理智和增加 3%的克苏鲁神话技能。这一过程意志持续到受害者死亡，或是受害者

永久疯狂，或是地底掘进者由于某种原因离开。如果心电发送是意外发生的，目标有可能因

为移动而自然摆脱这种效果。如果心电发送是故意的，那么地球上将没有可逃之处。

地底掘进者，通灵寄生虫（THE TUNNELERS BELOW, Psychic Parasit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6 16-17
体质 3D6+12 22-23
体型 3D6 10-11
智力 3D6+6 16-17
意志 6D6+12 33
敏捷 2D6 7
移动： 4/2 挖掘

耐久： 16-17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撕咬 80%，2D6+伤害加权

装甲： 物理武器、非附魔武器伤害减半（向下取整）。受伤后每轮恢复 2点耐久，

但是到达 0耐久立即死亡。

咒文： 每个隧道挖掘者都知晓 2D4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技能： “心电交流”(自动命中)，传授克苏鲁神话知识 70%，入侵梦境 70%。

理智值丧失： 1D3/1D10

堤丰之兽（Typhonian Beasts）
下级仆从种族

“塞特（Set）由这些被称为堤丰动物的存在所代表，或是将它们的脑袋安在人类肩膀上。

这种奇怪的动物有着弯曲的长鼻子，竖立的方形耳朵，笔直的一簇不能识别的尾巴，”

——维罗妮卡·艾恩斯《世界神话和传奇文库——埃及神话篇》

这些黑色像豺狼一样的生物居住于阴暗和遥远的维度中。它们瘦长而敏捷，周身覆盖着黑色

粗糙的短毛。它们有着充满尖牙的长鼻，高耸直立的耳朵和长而直的末端为一簇尖锐毛发的

尾巴。它们的眼睛狭小倾斜，在黑暗中闪烁红光。堤丰之兽差不多就像体型特别大的狗。

攻击方式：一只堤丰之兽每轮可以使用双爪，或者一次爪击一次撕咬进行攻击。它们幽灵般

的炽红双眼能够对人类释放出催眠效果，对方必须在意志对抗中战胜堤丰之兽，否则就会因

恐惧而在原地动弹不得。这种麻痹状态会持续 1D4 轮，或者在遭遇物理伤害时自动解除。

被麻痹的受害者每轮可以进行意志对抗来尝试从凶兽的掌控中挣脱。堤丰之兽用爪子或撕咬

攻击麻痹的受害者时自动命中。

技能：堤丰之兽可以通过成功的闪躲检定躲过任何非魔法攻击，尽管那一轮的下次攻击就无

法躲避了。堤丰之兽可以跳起等于它们（力量+敏捷）英尺的高度。它们通过一次成功的跳

跃检定，可以从极远的距离跳到受害者之上。它们感觉极其敏锐，通过成功的聆听、侦查或

嗅觉追踪检定，可以轻松听到、看到或嗅到在（智力+意志）码内的受害者。

堤丰之兽接受献给塞特的人类活祭，担任着这些恐怖之地的护卫，或者为特别受宠的塞特的

崇拜者提供保护和引导。

堤丰之兽，塞特的仆从（TYPHONIAN BEASTS, Servants of Set）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6 16-17
体质 5D6 17-18
体型 2D4+4 9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15
耐久： 13-14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爪击 50%，1D6+伤害加权

撕咬 50%，1D6
装甲： 堤丰之兽来自其他维度的身躯使它们具有 1D6 装甲。守秘人必须对每个

个体分别掷骰，以决定它此时的装甲数值。

咒文： 一般没有。一个智力和意志合计 30点或以上的个体知晓 1D3咒文。

技能： 闪躲 敏捷 X2+10%(平均 43%)，跳跃 75%，聆听 75%，潜行 50%，侦查

50%，嗅觉追踪 75%。

理智值丧失： 0/1D6

乌波·萨丝拉的血裔（Ubbo-Sathla, Brood of）
上级仆从种族



“这灰色软泥般的体表分裂出作为所有地球生物原型的可怕之物……”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乌波·萨丝拉》

乌波·萨丝拉的血裔是这位外神的原始子嗣。它们外表就像巨大的原生生物或其他的单细胞

生物。乌波·萨丝拉不停地从它不定形的巨大身躯中产下胎卵。这位外神会抓起其中的一些

重新吞噬到自己体内，另一些则成功逃脱。这些生还下来的子嗣会履行它们原始盲目的父亲

的每一个念头和欲望。一般只会在乌波·萨丝拉的原始地穴中遇到这些生物，其中没有任何

两个个体是完全一样的。

攻击方式：所有这种生物都喜欢埋伏突袭。有些用粘丝攻击，有些用伪足，有些用胶状触手，

等等。无论用什么攻击，成功的命中之后会将目标拉入这种生物体内，然后开始每轮 1D6
耐久的消化。一旦被吞噬，受害者无法再进行其他行动，当然他的朋友可以尝试去救出他。

乌波·萨丝拉的血裔，乌波·萨丝拉的胎卵（BROOD OF UBBO-SATHLA, Spawn of
Ubbo-Sathla）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D6~6D10+6 3-4~39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1D6~6D10+6 3-4~39
智力 0 0
意志 3D6 10-11
敏捷 4D6+6 14
移动 1D10+3 8-9
耐久： 19-20
平均伤害加权： +1D4~+4D6
武器： 吞噬攻击（各式各样）75%，1D6每轮

装甲： 免疫切割和打击伤害。火焰、魔法和附魔武器可以正常伤害。

咒文： 无。

技能： 潜行 90%
理智值丧失： 1/1D8

不可名状的支配者（Unspeakable Possessors）
下级仆从种族

“他们看到了那个从沉没的废墟之后对着我们嚎叫的东西，这玩意就像歪曲的讽刺画里的人

物一样。它的双眼深陷于肥厚的带鳞皮肉之中，几乎看不到了。它的双手柔若无骨地向我们

抽打着，就像是章鱼的附肢一般。”

——奥古斯特·德雷斯《哈斯塔归来》

不可名状的支配者时是由哈斯塔创造的生物，当它收到人类订立的契约（被称为不可名状的

誓约（Unspeakable Promise））时就有可能这么做。不可名状的支配者全都是订立过这个契

约的人类。一旦发生，哈斯塔的精神会接管和改变受害者的肉体，这具肉体必须是或者的（如

果受害者死亡，变形会发生，但是几小时后会停止）。如果不可名状誓约的订立者去世，哈

斯塔会支配他最近的亲族来代替。经过 1D6天之后，受害者的皮肤变为灰绿色的有鳞组织，

身体变为人形的浮肿仿物，四肢则变成了无骨的流体。

一旦被支配，结果一般是泄愤导致的巨大破坏，通常是暴虐的杀戮和毁灭。

由于知晓绝大多数与哈斯塔有关的咒文，这种可怕生物会被毕宿五的位置所影响，在日出或

毕宿五沉落时会因体力不支而昏迷。首先会损失 1D20的力量和体型。如果两者中有一个降

到 0，不可名状的支配者就会死亡消散。如果活下来的话，它会在日落和毕宿五升起时重新



复苏。

攻击方式：战斗中它会尝试用自己的触手手臂抓住受害者。一旦成功，受害者立即死亡，会

在口腔和双耳中泛起泡沫。这种生物也有可能选择将它触手一般的尖头手指插入受害者的身

体，吸取他的体液，每回合受害者被吸取 1D10耐久直到死亡。被吸取的耐久会按怪物的意

愿随意分配到力量和体型上。这种哈斯塔的怪物吃的受害者越多，它就成长得越强大。如果

每晚它不能吃到足够多的受害者，日出时 1D20的损失就会导致它的消灭。

不可名状的支配者，哈斯塔的仆从（UNSPEAKABLE POSSESSORS, Servants of Hastur）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原始 X2 21
体质 原始 X3 31-32
体型 原始 X1.5 19-20*
智力 15 15
意志 35 35
敏捷 原始 10-11
移动： 8
耐久： 25-26
平均伤害加权： +2D6*
（*此为不可名状支配者的原始属性，每次吞食受害者时会增加，而毕宿五沉落或是太阳升

起时会减少）

武器： 接触 85%，即死或每轮吸取 1D10耐久

装甲： 6点鳞片和胶状皮肤。

咒文： 任何在变形前作为人类知晓的咒文。

技能： 保留一些人类形态时的技能

理智值丧失： 1/1D6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与旧日支配者和外神的契约（Pacts of the Great Old Ones and Out Gods）
由于旧日支配者和外神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被囚禁着，除了思想和梦境以外它们完全没有干预

世界的手段。然而，有时确实会有蠢到无可救药的人会想要将这些被囚的神从阴暗的囚牢中

召唤出来。

为了某些理由与一些旧日支配者和外神进行交易，似乎能获得特别的力量。有可能它们必须

通过目标的同意，才能释放它们完全的威能。也有可能它们被某些旧神定下的古老誓约所约

束。还有可能它们仅仅觉得这种交易是个有趣的游戏。无论如何，黑暗的神明们似乎准备好

与它们的召唤者订约，它们一般会遵守这些契约上的条款。

哈斯塔是最广为人知的例子。这些特定的宠儿在高呼不可名状之主之名时会得到回馈，一般

是来自遥远星际的神话知识或人工造物。哈斯塔会按照契约取走受赠者的一部分身体，于是

就产生了一个“不可名状的支配者”。

奈亚拉托提普被人熟知的是以它多种多样的化身来提供契约。“黝黑男子”会拐带人类去阿

撒托斯的混沌之庭，这样他们就会签下阿撒托斯的契约。立约者以灵魂为代价，取得梦寐以

求的魔法力量或者咒文来更好地统治世界。

撒托古亚也以与人类的交易闻名。不过它的契约手法更加功利。立约者想要保存自己的性命

的话，就得满足它更多的要求。



毫无疑问，许多黑暗神明并不提供契约，只会直接予取予求。当然也有许多乐于提供凡人的

契约。奖励的财富、力量甚至于不朽，令人难以拒绝。

沃米人（Voormis）
下级独立种族

“它们仅仅半站着，多毛的头部只能够到他大腿和

臀部的高度。它们像狗一样嚎叫和噬咬，并用钩形

的利爪攻击他铠甲的连接处。”（注）

—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七诅咒》

（注：此段译者：无形的吹奏者。）

沃米人是一种居住在深邃黑暗的洞窟中的原始半

人半狗种族。这些夜行生物是狡猾而野蛮的猎人，

它们会出于本能的凶猛地护卫自己的配偶和子嗣。

这些凶猛的怪物无所畏惧，雌性甚至比雄性更加凶

暴。沃米人崇拜旧日支配者撒托古亚，可能还有

兰·提戈斯（Rhan-Tegoth）。
尽管现在沃米人几乎灭绝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残留

的部落生存于北半球和幻梦境。这些生物

被认为是大脚野人（Sasquatch）和雪人（Yeti）的

祖先，被称为巨魔（Trolls）的神话种族也被认为

是沃米人退化的后代，它们有可能是沃米人和大脚

野人进化途径中的一环。

攻击方式：它们每轮可以同时使用 2次爪击和一次撕咬。

沃米人，野蛮的类人生物（VOORMIS, Savage Humanoid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8 15
体质 3D6 10-11
体型 2D6+3 10
智力 1D4+6 8-9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 8
耐久： 10-11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爪击 30%，1D6+伤害加权

撕咬 30%，1D4
装甲： 2点厚皮。

咒文： 如果 1D100不大于该个体的智力，该个体知晓 1D3咒文。“接触撒托古亚”

和“接触撒托古亚的无形之子”是沃米人知晓的最常见咒文。

技能： 聆听 50%，嗅觉 75%，侦查 50%，追踪 75%
理智值丧失： 0/1D6

沃尔人（Voors）



下级独立种族

“一堆翻滚的脱色发亮的白色身躯变形烂糊，就像腐朽的蠕虫一样。当然它们不是蠕虫，蠕

虫没有那些膨胀幼小的脑袋，浮肿无毛发的四肢……胀大的胎儿脸出现在蠕动的赤裸身躯

上，上面没有哪怕一点儿眼睛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果肉般顺滑的胀大物，缝一般的鼻孔，

与潮湿的，括约肌般运动着的嘴巴。”

——林·卡特《羊皮纸中的秘密》

沃尔人是一个早于人类的繁荣强大的类人种族。它们

在冰河期之前建立了城市，崇拜者黑暗无名的神祗。

随着终北之地人的出现和人类的崛起，沃尔人被驱逐

到了地下的阴暗洞穴中。最终这个侏儒种族被遗忘了，

尽管它们文明神秘的一角偶尔会被发掘出来。由于地

底暗无天日的世代生活，沃尔人变成了盲目和白化的

生物，它们通过声音和嗅觉进行狩猎和生存。

时至今日沃尔人可能已经几乎灭绝了。退一步说它们

也已经移居到了地底深入以逃脱追迹。沃尔人的习俗

依旧崇拜着它们的黑暗神祗，可能包括了撒托古亚，

阿布霍斯，阿特拉克·纳查，乌波·萨丝拉和其他原始的地下强大存在。

沃尔人常大群出没，它们蜂拥到受害者身边，盲目的撕咬和爪击他。沃尔人一般是被声音和

味道引来的。尽管太阳光可能对沃尔人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人工光亮对它们没有影响。在

现实世界和幻梦境都有它们居住的踪迹。

沃尔人，地底侏儒（VOORS, Subterranean Dwarv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3 6
体质 3D6 10-11
体型 2D3+3 7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6 13
移动： 8
耐久： 8-9

平均伤害加权： N/A
武器： 爪击 30%，1D3

撕咬 25%，1D2
装甲： 无。

咒文： 一般没有。但是如果 1D100不大于该个体的智力，该个体知晓 2D3咒文。

知晓的咒文一般和撒托古亚，阿布霍斯，阿特拉克·纳查，乌波·萨丝拉与它们的眷族等有

关。

技能： 聆听 95%，嗅觉追踪 75%
理智值丧失： 0/1D4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终北大陆（The Land of Hyperborea）



《伊波恩之书》是记录了终北之地最为详尽的资料。终北之地是一个我们几乎完全遗忘的古

老世界，是被一些自称是科学家的现代人嘲讽其存在的往昔之梦。

现代的格陵兰是曾被称为终北净土的巨大大陆的一部分。它仍保留了一些那来自被历史长河

所遗忘的世界的人工遗迹。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去往格陵兰的马蒂逊探险队证明了这一点，尽

管最终导致了预料之外的被及时镇压的袭击。

终北之地的历史起始于 500万年前，一群从失落的幽嘶（Yoth）逃亡的蛇人逗留与此地。《伊

波恩之书》也记录了 300万年前沃米人，与 100万年前终北之地人的出现。这种兴衰存亡的

更替循环有些令人困惑，我们只能推测我们人类会不会也走上这种老路。

终北之地由于冰河时代的侵袭，在 75万年前开始衰落。由于这一时期的记录文献十分匮乏，

“利莫利亚的九张黄金卷轴”（Nine Golden Scrolls of Lemuria）就是有关的最详尽的第一手

材料。

尽管有关终北之地的一切几乎都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仍不能肯定现在终北之地真的在现

在毫无一丝影响。

就如我之前提到的，格林兰仍然有古物和遗迹。有可能在临近的海峡和海底有更多这样的文

明痕迹。

更重要的是，利莫利亚和伐鲁希亚(Valusia)的一些记录显示，极少数终北城市在灾难之后依

然存在，之后被自然和时间的匮乏所掩埋。我担心这些残存者今日仍然存活着，等待着。

看守者（Watcher）
上级仆从种族

“如同一只骇人巨大的臃肿水蛭，它厚实闪亮的黑色皮肤柔软无骨般地升起，多孔的大嘴中

排布着成百上千的的锯齿，看上去可以在数秒内撕碎人类的躯体。这个生物是盲目的，但是

其他的感官弥补了视觉的缺失，使它成为了致命的捕食者……这个生物拥有着三条蛇形的贪

婪触手，从它张着的大嘴下面延伸而出。”

——马克·艾雷《河口中的看守者》

看守者是居住于黑暗湖泊和深邃河流中的巨大水蛭形的恐怖生物。它们一般被强力的神话存

在雇佣，来看守和保护重要的圣物或场所。

看守者免疫火焰，厚重的胶状皮肤充当护甲，每轮会回复 1点耐久。如果被降低到 1/3原始

耐久或以下，看守者会尝试逃跑，沉入湖底并钻入淤泥之中。在那里看守者会缓慢恢复，在

完全治愈后重回自己的岗位。

攻击方式：看守者使用自己的三个抓取的触手进行攻击，在它 9效力的毒性与受害者体质对

抗胜利时造成受害者的麻痹。麻痹的受害者会无助地坐视自己被触手拉向怪物的大嘴。水蛭

状的怪物会固定住受害者的胸口，以利齿撕开衣物和血肉，造成一个创口以吸取血裔。一开

始的撕咬会造成（伤害加权+3）的耐久损失，之后由于鲜血和体液被怪物吮吸，受害者每

轮损失 1D3力量。看守者毒液造成的麻痹效果持续 1D6小时。

看守者，巨大水蛭恐怖（WATCHERS, Giant Leech Horro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18 28-29
体质 3D6+16 26-27
体型 6D6+24 45
智力 1D6 3-4
意志 2D6+6 13
敏捷 2D6 7
移动： 25 深水区/8 浅水区



耐久： 35-36
平均伤害加权： +4D6
武器： 舌头 50%，1D6

撕咬 40%，伤害加权+3
吸血 撕咬后自动命中，每轮 1D3力量

装甲： 3点胶质皮肤。每轮回复 1点耐久。免疫火焰

咒文： 无。

技能： 水中隐藏 80%，水中潜行 80%
理智值丧失： 3/1D8

雪怪（Wendigo）
下级仆从种族

“他发现追踪几英里这些痕迹毫无困难。脚印在长度上越变越大，最终其尺寸看上去已经大

到不像是任何现存动物能够踩出的。就仿佛它们变为了巨大的飞行和跳跃生物。足够远的雪

地表面的脚印，很明显，飞离了地面啊！……这种生物脸部比起人类更加像是动物，看上去

形体的比例完全不协调，它的皮肤因此松弛耷拉着。”

——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雪怪》

雪怪是一种居住在寒冷北地，崇拜着伊塔库亚的有蹄或

无足的类人野蛮种族。雪怪以苔藓、真菌和青蛙为食，

但它们最喜爱的食物是人肉，为此它们会寻找一切可能

获得的时机。雪怪偶尔有可能为伊塔库亚捕猎或设置陷

阱，来转化成特别的雪怪。雪怪具有穿过天空的能力，

它们经常和伊塔库亚同行于夜晚的寒冰天空。

它们野蛮，隐世独居，也具有着领土意识。只有在魔法

的支配，或是伊塔库亚的影响下，雪怪才会共存与合作。

否则，一旦两只或更多的雪怪相遇，它们就会以死相搏，

胜者会吃掉负者，并将其心脏用火焰焚烧殆尽。

攻击方式和特效：雪怪每轮可以使用一只爪子和一次撕

咬。被咬到的受害者必须成功检定一次意志 X5，否则

就会被完全的寒冷恐怖所影响。任何被这样影响的人会

立即丢掉所有东西从这个区域逃走。寒冷恐怖会持续

100减去受害者理智的分钟。成功的心理分析鉴定费可以立即停止恐惧。然而，更糟糕的是

被咬的调查员有可能自己变成雪怪。每次被咬会累积 1%变为雪怪的几率。

杀死雪怪的唯一方法是融化其寒冰的心脏，既可以用尖锐物体钻孔来加热融解，也可由取出

压碎扔入火中。如果没有毁坏心脏，“杀死”的雪怪会在下次日落时复活，而且是完全回复

的状态。就算是切除其头颅或是四肢，也无法阻止雪怪复活。一个真正被杀死的雪怪会迅速

分解为骷髅状的干尸皮囊，很快就会崩解成灰，随风飘散。

雪怪，寒冷荒漠中的未开化野兽（WENDIGO, Savage Beasts of the ColdWast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6 16-17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2D6+10 17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2D6+10 17
移动： 8/90 飞行

耐久： 16-17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爪子 30%，1D8+伤害加权

撕咬 25%，1D4+恐惧+可能雪怪化（见上）

装甲： 6点厚皮。使用高热物体刺穿雪怪心脏可以杀死它们。为刺中其心脏，调

查员必须掷出 10%或以下的攻击技能。如果其心脏不能用火焰破坏，雪怪会在下次日落时

复活，而且是完全回复的状态。

咒文： 如果 1D100不大于个体智力 X5 的雪怪，可以知晓 1D3 咒文。咒文主要

与伊塔库亚以及北方世界的本土存在。

技能： 林中或雪中隐藏 75%，聆听 75%，嗅觉 75%，林中或雪中潜行 75%，侦

查 75%，林中或雪中追踪 75%
理智值丧失： 目睹一只雪怪 0/1D6，听到这些生物的可怕嚎叫 0/1D2。

雪怪化

转化为雪怪的人保持着人类时期的外貌，尽快看上去残忍野蛮，它们的脚部位置只留下火烧

后的残肢。这样转化的个体保留了记忆和知识，至少保留了一会。然而最终它们会完全变为

凶暴野蛮的野兽。参与同类相食的人类有很大的可能变为雪人，不论他是否和伊塔库亚、雪

人或克苏鲁神话有关系。守秘人可以决定转变的可能，每次食人会增加 1%累积几率或者更

高。变形是不可逆和永久性的，虽然北美部落的萨满可能知道神秘的法术来将一个雪人重新

变回人类，但雪怪化没有任何其他的治疗方法。看着一个朋友转化为雪怪会自动增加 1D2
的理智丧失。

转化为雪怪的人在力量和体质上增加 1D3+3，体型和敏捷增加 1D2+2，失去所有理智，教

育和外貌属性不再适用。所有知晓的咒文知识会予以保留。

蠕虫行者（Worm that walks，the）
唯一存在

“蠕虫行者是个恶心的东西，看上去就像一群腐烂成蓝

绿和黑色的肉块的人类尸体，行走时血肉的碎片会不断

掉落。巨大的钩爪或长爪从它的手指延伸出来，而这个

不死怪物的眼眶里，有着一直凝视着的无眼脸的禁断眼

球。”

—

—桑迪·彼得森《蠕虫行者》

蠕虫行者具有将自己的身体短时间内伪装成人类的能

力。读取预定的受害者的精神后，它有可能变化成这个

人信任的某人的样子。蠕虫行者会伪装成普通人来靠近

受害者，完全不会显露自己，直到它吮吸了一部分受害

者的魔力。

吸取心灵（PSYCHIC DRAIN）：蠕虫行者是个渴求鲜

血的怪物。然而，它必须和受害者通过意志对抗胜利来

建立精神联系。一旦成功压制了受害者意志，蠕虫行者



立即吸取目标的 6点魔力。这些盗取的魔力被用于这个生物显示自己实体的过程。它会表现

为一个人类而不显露自己的实体形态，直到取得了选定受害者的部分魔力为止。只有在其显

露出实体形态后，蠕虫行者才能饱食自己的鲜血盛宴。它可能会拜访特定的受害者几次，伪

装和变换自己的形态，直到它可以压倒目标的意志。

一旦蠕虫行者和受害者建立起近身联系并吸取了一部分的魔力，它将不会逃跑或者尝试摆

脱，取而代之的是搏斗和杀死受害者。只有杀死受害者后它才会变回自己的灵体形态。

其他攻击方式：每轮可以使用自己巨大的爪子攻击两次以撕碎受害者。在伪装形态下，任何

子弹或武器都会直接穿过它灵体化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伤害。除非它转化为实体形态，否

则任何物质武器都不能对其造成伤害。在实体状态下火焰依然无效，尽管其他所有武器都能

造成正常伤害。如果蠕虫行者被杀死，它的实质会逃回自己的本来位面来恢复。它的物质身

体则被抛下，看上去就是一个恐怖的具有碎裂长指甲的腐烂人类尸体。

蠕虫行者，腐化恐怖（THE WORM THAT WALKS, Putrefied Horror）
力量 16 体质 15 体型 11 智力 12 意志 11
敏捷 15 移动 8 耐久 13
伤害加权:+0
武器：爪子50%，1D6
装甲：无，但是只有在实体形态下才能造成伤害，且免疫火焰。

咒文：无

技能：潜行 50%
理智值损失：目睹实体形态的蠕虫行者 0/1D10

地上蠕虫（Worms of the earth）
下级仆从种族

地上蠕虫是一部分不再信仰父神伊格，转而改信了撒托古亚的蛇人的孑遗。伊格的诅咒使改

信者从人类形态退化到了蛇类形态。其他的蛇人由于与早期人类的杂交，导致了相似的畸形

和退化。它们用一种嘶嘶发声的原始语言，使用的则是石块、木材和骨头制作的粗糙武器。

衰落之后这些爬虫逃亡到了不列颠。

当皮克特人（Picts）最初登上岛屿时，他们与爬虫进行了战斗，迫使它们撤退到山岭伸出。

这些生物贡献了许多凯尔特和凯尔特之前的关于“小人”的神话与传奇：小妖精和精灵，英

国与欧洲的黑暗地底住民。这个卑劣的种族由于它们受限的智力，更倾向于投靠更为强大和

狡猾的地神秘。有时一个返古的蛇人会代表着这些混血儿，因为退化的蠕虫们会追随和崇拜

这个代表着它们种族往昔荣耀的未玷污者。

地上蠕虫崇拜着一件源于恐怖的物品——黑石，其上有着恐怖的标记。传说任何成功窃取黑

石的人可以索取一个服务作为汇报，尽管最后他有可能仍然要面对蠕虫们的愤怒。

蛇人的退化分三个阶段，一个退化的“家族”可能在更深的退化之前停留在某个阶段数个世

纪。

第一阶段：和未退化的近亲相比，它们非常矮小，平均只有 3英尺 6英寸（译者：折合 1.07
米）高，还有着缩短的手脚。它们的智力也迅速滑落，尽管第一阶段时蠕虫们仍能说话和使

用咒文。

第二阶段：它们本质上已经成了具有退化手脚的巨大蛇类，但是不能保证还有着全套的四肢。

它们像蛇一样蜿蜒爬行，用它们可能具有的微小四肢进行拉伸辅助。智力再次大幅降低，有

些第二阶段的蠕虫仍然能说话，但是能够使用咒文的已经十分罕见了。当伊格的诅咒作用到

人类身上时，就常常会产生这样的生物。

第三阶段：现在完全退化得和自然界的蛇没什么两样了。它们比起普通蛇类来说还是有着较



高的智力，但是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咒文。

小人的诅咒（CURSE OF THE LITTLE PEOPLE）：这是居住于不列颠群岛的野生区域中

的这些原始生物的独有咒文。每次使用需要 1轮准备，施放者需要消耗 1D3魔力。影响范

围随恶作剧的形式而变化。物理作用于目标，譬如陷阱、推挤、箍缩、或是暂时的迷幻，这

类使用只能作用于施术者视野范围内的任一目标。恶作剧，例如导致食物腐败（甚至可以作

用于奶牛体内的牛乳）、美酒变酸、植物枯萎、粮食变质等等，需要施术者接触到目标物体

或者其存放的容器。如果使用物理作用于目标，施术者必须与目标进行魔力对抗，成功则戏

法生效，否则就没有效果。

被推挤或中了陷阱的受害者必须通过敏捷 X5的检定来避免受伤。失败会导致轻微摔跤造成

的 1点伤害。笨拙的处理会更加危险，会引起 1D3伤害。

只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地上蠕虫可以使用“小人的诅咒”。

攻击方式：它们的撕咬，会导致效力等于它们一半体质的毒液攻击。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

蠕虫也能使用双爪或者原始武器——如果它们还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双手的话。

地上蠕虫，退化蛇人，夜之子嗣（WORMS OF THE EARTH, Degenerate Serpent Folk,
Children of the Night）
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属性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3D6/10-11 2D6/7 1D6/3-4
体质 3D6/10-11 3D6/10-11 2D6/7
体型 2D6/7 2D4/5 2D4/5
智力 3D4/7-8 2D6/7 1D6/3-4
意志 3D6/10-11 3D4/7-8 2D6/7
敏捷 2D6+6/13 3D6/10-11 3D6/10-11
外貌 1D4/2-3 1D2/1-2 N/A
移动 8 8 8
耐久 8-9 7-8 6
平均伤害加权 +0(不为负) +0(不为负) +0(不为负)
装甲 1点 1点 1点
撕咬 35%/

1D6+毒液

30%/
1D4+毒液

25%/
1D3+毒液

武器 基础命中 基础命中 N/A

咒文：第一阶段的个体若意志和智力高于11，知晓1D4咒文；第二阶段的个体若意志和智力

高于11，知晓1D2咒文；第三阶段的个体不知晓任何咒文

技能：（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攀爬 80%/60%/ N/A，隐匿85%/70%/60%，潜行

80%/70%/50%。

语言：（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阿克罗语（Aklo）35%/25%/ N/A，英语15%/10%/ N/A，蛇人语50%/40%/ N/A，威尔士语

35%/25%/ N/A。
理智值丧失 0/1D6 0/1D6 无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地上蠕虫（Worms of the Earth）



我在其他地方写了些有关蛇人的内容，此处会更加针对退化的蛇人，那些与人类杂交后迅速

跌落到远低于它们同类的科学和魔术的野蛮人水平的蛇人后裔。最近我前往布兰麦克蒙

（Bran Mak Morn）进行了一次旅行，它们给了我一些关于那个特别的退化种族，地上蠕虫

的深入的信息。

地上蠕虫居住于不列颠中部的地底隧道中。它们的栖息地最西到位于威尔士边界的大衮沼泽

（Dagon Moor），最北到邻接哈德良长城的巨蛇峡谷（Serpent Gorge）和红隼断崖（Kestrel
Scaur）。被蠕虫们称为家园的隧道难以计数，挖掘在每个地方，蠕虫会用这些隧道来侦查

和袭击。

蠕虫本身是人类和蛇人的混血。一般而言它们似乎已经严重退化，再也没有它们祖先的出众

才智了。它们依然和附近的人类村民杂交繁衍，因此这些污染的蛇类可以在地表的某些地方

遇见。

这些蠕虫似乎和它们蛇一般的野兽亲戚有着良好的关系。它们饲养和驯化巨蛇。另外蠕虫们

也和巨蛇杂交，可能地底最恐怖的怪物，那个被称为“爬行者”（Crawlers）的变异种族就

是源于此。地狱之虫（Hellworm）是一个它们崇拜的特别的蛇怪，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较弱

的旧日支配者。

黑石（Black Stone）是对于地上蠕虫来说具有着特殊宗教意义的圣物。据说它被安放在黑石

祭坛，一座由人类头盖骨堆砌的闪烁着磷光的祭坛。黑石具有着魔法能力，能够将蛇类转化

为人，也能将人类转化为蛇。古老的传说中提到这块石头曾经屹立于巨石阵的中央。

塞克洛托尔星怪(Xiclotl，Being from)（译者：玖羽）

下级独立种族

“我差点撞上了一棵闪着金属灰色的大树……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大约十六英尺高的树身，

有着粗壮的圆柱形树枝，每根柱体又分裂成六片扁圆结构。这也许只是自然形成的，而同样

的理由也可以解释树枝的奇特排列——在树干顶端，规则地排成圆形。不过当我附近的树枝

突然展开、像要抓住我似地伸过来时，自然的解释可就没用了。从我认为是树干的结构顶端

升起了一个没有五官的卵状物体……顶端有个大张着的洞口。”

——拉姆齐•坎贝尔，《夏盖妖虫》

这些肉食性的怪物来自行星塞克洛托尔，它们的身

躯强韧、智力低下，因此被夏盖虫族作为奴隶役使。

在母星上，这些怪物崇拜某种传说中的植物性生物，

并会定期地将自己作为祭品献给那种生物。

攻击方式：塞克洛托尔星怪在战斗中可以使用全部 6
只触肢，每只触肢都可以造成其伤害加权 1/2 的伤

害。

被触肢抓住的受害者必须进行力量对抗，如果失败，

他从下一轮开始就会被怪物塞入口中。塞克洛托尔

星怪每轮只能选择吞咽一个受害者，它可以将大小

不超过自己 1/3的东西完整地吞进去。当然，过大的

受害者会被先撕成碎片，再吞进去。被囫囵吞下的

受害者，每轮要受到与怪物的伤害加权相等的伤害。

当被塞克洛托尔星怪吞下的受害者的总体型值与其

体型值相等的时候，它就不再吞咽，但仍会照常投

入战斗。



塞克洛托尔星怪（XICLOTL, Beings From）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6d6+30 51
体质： 3d6+24 34～35
体型： 4d6+30 44
智力： 2d6 7
意志： 3d6 10～11
敏捷： 4d6 14
移动： 8
耐久： 39～40
平均伤害加权： +5d6
武器： 触肢 50% (抓住+1/2伤害加权)

囫囵吞下 (其后每轮 5d6伤害)
装甲： 8(皮)
咒文： 一般没有

技能： 林中躲藏 35%，林中潜行 35%
理智值丧失： 0/1d6

塞克洛托尔星的死之蔓藤（Xiclotl, Death-Vines of）
上级独立种族

“它从黑暗中跃出，其上升起了一个潮湿的巨大紫色花蕾，花瓣饥渴地张合着。但是这东西

最大的异常之处在于其从坑口放出的绿色卷须，卷须上有着许多具有邪恶美感的带指手掌，

饥渴地向受害者被丢下的地方扑来。”

——拉姆齐•坎贝尔，《夏盖妖虫》

这种类似植物的智力种族统治者塞克洛托尔星，驱使星球上的其他种族定期向它们献祭牺

牲。它们也被称为哉透·凯（Zy’tl Q’ae）。它们居住于黑暗之中，以活祭和被它们贪婪的卷

须和凶残的花朵捕获的猎物为食。

这些肉食恐怖通过喷射人类头骨那么大的坚硬有疣的种子来繁殖。喷射种子的力量强大到可

以将某些物质送出大气层进入宇宙。最终一些种族掉到了其他的世界，发芽生长，将种族在

不断广播到各个世界。

花粉攻击（POLLEN ATTACK）：这种植物生物具有一个不寻常的催眠能力，能够通过放出

云雾般的花粉状孢子来诱惑猎物进入它们的掌握之中。吸入这种外星花粉，就需要和制造花

粉的怪物进行意志对抗。如果被花粉战胜，目标将会被引到等待着的贪婪植物的巢穴。那些

战胜花粉的受害者会暂时损失 1D3体质和感到头疼，头晕和发烧，因此视觉、敏捷和力量

有关的技能会受到相当于植物生物意志数值的减值。

惩罚只会持续孢子的影响范围内，技能也不会因惩罚降到 1%一下。这些症状会逐渐平息，

体质也会在 1D10小时内恢复，如果被其他有医学技能的人治疗的话能在 1小时内恢复。

攻击方式：死之蔓藤既可以用它们的猛烈紫色花朵攻击，也能用抓取卷须攻击。被潮湿的花

朵抓住的受害者由于腐蚀性的消化酶开始发挥作用，每轮会受到 1D10+3的酸蚀伤害。卷须

既可以压碎受害者，也可以抓住和控制他，直到下一轮自动将其投入可怕的花朵中。被抓住

的受害者可以通过力量对抗获胜来挣脱出来。

塞克洛托尔星的死之蔓藤，哉透•凯，植物般的噩梦（DEATH-VINES OF XICLOTL, The Zy‘tl q’ae,

Botanical Nightmar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4D6+10 24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6D10+20 53
智力 5D6 17-18
意志 4D6 14
敏捷 4D6 14
移动： 0
耐久： 34-35
平均伤害加权： +4D6
武器： 花 60%，吞食+每轮 1D10+3酸蚀伤害

卷须 75%，1D6+伤害加权的压碎，或抓住

装甲： 无，每轮恢复 1D10+10耐久。

咒文： 无。

理智值丧失： 1D4/1D10。

柔透·米戈（Xo tl’mi-go）
下级仆从种族

“在阴暗的路灯下，我看见了它的眼眶是空的——只有两个红点在其中，大小如同小玻璃球

——它的嘴巴则是红色的环穴，类似于某些深海生物的吮吸器官。它的面部没有人类的表情，

显得异样而冷酷，我发誓，在它们的眼睛里只有无限的恶意，它们注意到了我……我挣扎着

升起，感到……裸露的肢体的触觉，顺滑的胶状皮肉，在我身上来回揉娑的如同海星一般的

手掌。”

——T·E·D·克莱因《王国的孩子》

这种生物是具有白色光滑皮肤，带蹼手掌和绦虫一样的脑袋的

苍白类人生物。它们居住于地底的隧道、地洞和空穴中，只会

在黑暗的时节出来探索。它们是侵略成性的无情种族，常会攻

击和强奸人类女性，尽管它们没有生殖器官。雄性的

柔·透·米·戈会通过奇怪的手淫活动来产生精子，然后将生

殖液注入人类女性体内。酸奶气味和奇怪鼾声是它们强奸攻击

的特征。雌性柔•透•米•戈一般是不育的。

南美的奇布查印第安人相信柔·透·米·戈是“神子”，但这些

神子做了错事。他们的传说解释了由于柔•透•米•戈恶毒的掠夺

和杀戮，神明降下了诅咒，使它们目盲和不孕。其他人认为这

个种族是恶魔，还有种说法是它们其实是一个失落的部族。有

人推测柔·透·米·戈与那些昆扬（K’n-yan），幽嘶（Yoth），
恩凯（N’kai）的地底世界的住民有关。它们也会出没于幻梦境。

攻击方式：柔•透•米•戈使用双爪攻击。如果成功的话，它们会

尝试使用钩状牙齿撕咬受害者，它们一般以 2到 10只或者更多

的集体为单位进行攻击和掠夺。它们有可能会使用棍棒或者有

刃的武器。

柔透•米戈，王国的孩子（XO TL‘MI-GO, the Children of the Kingdom）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8 15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3D6+6 13
智力 3D6 10-11
意志 2D6+3 10
敏捷 3D6 10-11
移动： 9
耐久： 14-15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爪击 30%，1D6+伤害加权

撕咬 25%，当爪子抓住时，1D6
装甲： 1点胶状皮肤。

咒文： 一般没有。

技能： 隐藏 70%，跳跃 55%，聆听 75%，潜行 80%
理智值丧失： 0/1D6

亚狄斯住民（Yaddith, Denizens of）
下级独立种族

“一大群长着爪子与长鼻的生物……满是皱褶、部分地方还披挂着鳞片、长着某种显然像是

昆虫一般的奇怪关节，却又滑稽地有着一个类似人类的外形。”（注）

——H·P·洛夫克拉夫特&E·霍夫曼·普莱斯《穿越银匙之门》

（注：本段译者：竹子。链接：http://tieba.baidu.com/p/779784078）

行星亚狄斯上的居民是一群睿智的科学家和强力的巫师。亚狄斯热的发明中最有名的装置就

是光波轨道，这种机器可以让乘客往返穿梭于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尽管亚狄斯星已经被

巨大的巨噬蠕虫所摧毁，一些亚狄斯的住民可能成功逃亡了，可能在地球、幻梦境或其他时

空中遭遇到它们。亚狄斯人为了伪装成人类，会穿着宽松的长袍，笨重的手套，巨大的帽子

或者头巾，以及有着浓密面部毛发的面具。

攻击方式：亚狄斯人会使用双爪或高科技武器攻击。所有这个种族的成员都知晓和能够使用

魔法。

亚狄斯住民，外星术士与科学家（DENIZENS OF YADDITH, Alien Sorcerers & Scientist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6 16-17
体质 2D6+6 13
体型 3D6+3 13-14
智力 3D6+6 16-17
意志 2D6+6 13
敏捷 3D6 10-11
移动： 8
耐久： 13-14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爪击 30%，1D6+伤害加权

装甲： 2点几丁质外壳。

咒文： 所有个体都知晓 1D6+2咒文。

技能： 所有科学技能+15%



理智值丧失： 0/1D6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自亚狄斯而来的幻视（Visions from Yaddith）
在调查索斯星的传说时，我第一次偶然发现了关于失落星球亚狄斯的故事。

我手头关于亚狄斯星的最好资料，是一小本名为《自亚狄斯而来的幻视》的诗集（其中也提

到了索斯星，尽管不是主要的，但是仍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我也查阅到了哈里顿·佩恩

（Hareton Paine）的游记，其中有一小部分片段提及了那传奇的恩希石板（Tablets of Nhing）。
亚狄斯位于五个多彩的恒星之间，距离它最近的恒星，我们地球人称之为天津四（Deneb）。

天津四是我们天空中最亮的星星之一，距离我们有 1400光年远。它位于天鹅座，其名称来

自于阿拉伯语中的“尾巴”。

《自亚狄斯的幻视》中提到的亚狄斯城传说是一个悲剧。书中提到了外神莎布·尼古拉斯，

以及在亚狄斯星上崇拜这位外神的两个种族。努格·索斯(Nug-Soth)，或者称为亚狄斯住民，

居住在星球地表；巨噬蠕虫（Dhole）则栖息于地底。由于巨噬蠕虫吞噬了亚狄斯住民居住

的星球的绝大部分，两个种族陷入了战争。

亚狄斯住民在光柱的包裹下能够造访二十八个星系，尝试去解决巨噬蠕虫引发的灾难，但最

后它们失败了。巨噬蠕虫毁灭了亚狄斯星，亚狄斯住民逃离了家园，而之后巨噬蠕虫继续在

宇宙中追猎着亚狄斯住民。

我不能确定是否有逃亡的亚狄斯住民来到了地球，但是我非常害怕诗集中的幻视，因为巨噬

蠕虫会在梦境中出没。

当然，我们只能猜测这样一个幻视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有着光柱包围科技和穿梭于星辰的

机会，譬如能够拜访极乐净土（Elysia）和毕宿五（Aldebaran）的话，整个宇宙都肯定会是

我们的了。

耶库伯居民（Yekub，Inhabitants of）
下级独立种族

“那是一只灰白色的巨型蠕虫或蜈蚣，有一个人那么粗，两个人那么长。它长着一个圆盘般、

显然没有眼睛、边缘生长着纤毛的头部，头部中央有一个紫色的小孔。它一面依靠后面几对

腿滑动，同时将自己的前端竖直地立起来——那些腿，或者说它们中的至少两对，被当作手

臂一样使用。在它身后，沿背脊方向生长着一条古怪的紫色肉冠，而它怪诞的身躯末端还连

接着一条由灰色皮膜组成的扇形尾巴。它的颈部有一圈柔韧灵活的红色长刺，这些尖刺缠绕

扭动以一种准确而从容的节奏发出了混合着“咔哒”与“崩”的声音。”（注）

——H·P·洛夫克拉夫特，A·梅里特，罗伯特·E·霍华德，C·L·摩尔，弗兰克·贝尔

纳普·隆《彼方的挑战》

（注：本段译者：竹子。 链接：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4464）

这种居住在行星耶库伯上的蠕虫生物具有类似“伟大

种族伊斯”的与其他生物交换心灵的能力，是一个精

神侵略者的种族。然而，伟大种族伊斯是自然的能力，

耶库伯人则是需要借助于先进的外星技术。它们制作

了内部嵌入楔形文字碟的边长大约四英寸的古怪的

的水晶立方体，随机放入了宇宙空间。最后这些水晶

掉在遥远行星的地表时，它们会吸引智慧生物的兴

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4464


趣，当这些智慧生物盯着水晶立方体看时，它们的精神就被转换到了耶库伯星的机器里。一

个蠕虫生物之后会审问被囚禁的精神，将自己的思维传送到被就近这的身体中以便探索新的

世界。一旦结束，耶库伯人会利用立方体将自己的精神传递回来。

根据埃尔特顿陶片(Eltdown Shards)记载，当伟大种族伊斯居住在古澳洲的锥形生命体中时，

它们发现了一个这样的立方体。发现了其本质后伟大种族立即将其锁到了安全的地方。伟大

种族抛弃了那里之后，耶库伯立方体失踪了，有可能遗落在了伟大种族建立的某一个城市的

废墟中。此外也有可能有其他的立方体落入了地球。

耶库伯人的精神难以长期控制人类的身体。在精神互换大约几天或者几小时之后，入侵的蠕

虫生物开始失去对人类身体的控制，这个身体会不明原因地堕入兽性。无法控制的人类身体

最终自我毁灭，同时也杀死了入侵者的精神，除非它设法逃到了另一个身体，或是回到了自

己的外星世界。

耶库伯住民，精神侵略者（INHABITANTS OF YEKUB, Mental Invad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6D6+12 33
体质 4D6+10 24
体型 5D6+26 43-44
智力 4D6+6 20
意志 3D6+6 16-17
敏捷 3D6+6 16-17
移动： 9
耐久： 33-34
平均伤害加权： +4D6
武器： 触手 40%，1/2伤害加权

压碎 35%，伤害加权

装甲： 6点硬皮和脂肪。

咒文： 它们很少使用魔法，但是当 1D100不大于其个体智力时，该个体会知晓

1D3咒文。

技能： 控制人类身体 50%
理智值丧失： 0/1D8

伊戈隆纳克的仆从（Y’golonac, Servants of）
下级仆从种族

“在墙的那边，站着伊戈隆纳克，等着那些衣衫褴褛的、黑暗时期的瞎子来侍奉他。他已经

在墙那边沉睡了好长时间，那些从墙上爬过来的人匆匆地跨过他的身体，根本不知道他就是

伊戈隆纳克。”（注）

—

—拉姆齐·坎贝尔《冷印》

（本文译者：Daniel_leinaD，链接；

http://tieba.baidu.com/p/585909095）

这些伊戈隆纳克的仆从，或者说孩子，

一般是较小的丑陋无眼类人生物。它

们衣衫褴褛地在黑暗中盲目搜索，愚

蠢地等待着它们的父神能够自由漫步

http://tieba.baidu.com/p/585909095


于地球的一天。

由于它们的目盲，伊戈隆纳克的仆从们提升了它们的听觉和嗅觉。

攻击方式：它们在手掌上有着嘴，因而这些残疾生物可以每轮使用三次撕咬攻击：每只手掌

上的嘴一次，然后加上面部的嘴一次。当遇到一群这种近乎无脑的怪物时，它们会对受害者

蜂拥而上，扎堆攻击他们。

伊戈隆纳克的仆从，黑暗中的无眼衣衫褴褛者（SERVANTS OF Y’GOLONAC, Tattered
Eyeless Figures of the Dark）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2D6 7
体质 3D6 10-11
体型 2D4 5
智力 1D4 2-3
意志 2D6 7
敏捷 3D6 10-11
移动： 10
耐久： 7-8
平均伤害加权： +0
武器： 撕咬 30%，1D2+伤害加权

装甲： 无

咒文： 无

技能： 聆听 80%，嗅觉 80%，潜行 80%
理智值丧失： 0/1D4

伊格的子孙（Yig,Chidren of）
下级仆从种族

“就像伊格的子孙是蛇一样。那女人不该杀死伊格的子孙。”（注）

——H·P·洛夫克拉夫特&齐里亚·毕夏普《伊格的诅咒》

（注：本段译者：竹子，链接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2741）
伊格的子孙，或者说伊格的圣蛇，是本地毒蛇种

群中体型巨大的成员，而且在头部有着白色月牙

印迹。这些蛇类一般都是一个地区的本土种群

（北美的响尾蛇，亚洲的眼镜蛇，等等）。这些

个体的特征和属性一般采用特定种族的最大值，

每个属性上再增加1D2。这些巨蛇非常敏捷，受

害者因此常会被吓到，自动被咬中，除非他可以

迅速反应（Roll 敏捷X5或智力X5）。下一轮，调

查员必须闪躲检定成功以避免被蛇咬到，这一过

程会持续直到蛇被杀死。没有抗毒血清可以医治

被伊格的圣蛇咬伤的人，他会在短短几分钟的痛

苦之后死亡。尽管比本种类的蛇妖大得多，也受

到了伊格的控制，伊格的子孙没有任何例如咒文这样的超自然和超常技能或力量。看到一条

伊格的圣蛇不会导致理智值丧失，但看到一大群纠缠在一起的巨蛇时会导致0/1的理智值的

损失。

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2741


伊格的眷属（Spawn,Chidren of）
下级仆从种族

“那个移动着的东西几乎有正常人大小，没有穿着任何衣物，也没有任何毛发。在昏暗阴森

的光线中，它那茶褐色的背脊似乎隐约显露出覆盖着鳞片的迹象。而那些分布在肩膀附近的

皮肤则有些接近褐色，并且缀着斑点。它有着一个非常古怪的扁平头颅，但当它抬起头对着

我发出嘶嘶的声音时，我看到那对珠子般黑色的小眼睛竟可憎地像是人类的眼睛，不过我没

法忍耐着继续考究下去。可是，那对眼睛依旧固执得近乎恐怖地牢牢盯着我，所以我不得不

喘着粗气关上了观察窗的隔板，任由那只生物在门后阴森的光线中继续扭动着，爬行在铺满

稻草的地面上。”（注）

——H•P•洛夫克拉夫特&齐里亚•毕夏普《伊格的诅咒》

（注：本段译者：竹子，链接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2741）

伊格的眷属是伊格与人类的后裔，或者更加常见的来自

于伊格和蛇人混血种的交合。它们也有可能来自于伊格

的诅咒（Curse of Yig），这样的出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蛋，

同时杀死母亲。

伊格的眷属同时具有父母的特征。暗色有鳞的皮肤如同

蛇类，但身体上却有着耷拉着的无用的四肢。面部部分

像人类，但是眼睛是冷酷而没有眼睑的。伊格的眷属很

少出现于地面，更喜欢居住于黑暗的地底。如果一个眷

属被杀，它的身体会迅速分解，只留下被大量苍蝇覆盖

的一滩粘性黑色团块。

攻击方式与特效：伊格的眷属攻击时会将头居高，然后

像蛇一样击打。作为群居掠食者，一个的眷属通常会群

起分食受害者，它们可以吞下和自己体型相等数量的受害者。

眷属毒液的效力等于其体质的一半。被咬到的受害者必须以自己的体质和毒液效力对抗。如

果失败，受害者自动死亡。如果成功，受害者会遭受1D10的耐久损失，在20+2D6小时中陷

入无意识的昏迷。这种毒素没有特效药，尽管成功的急救和医学检定可以使毒性减半。

伊格的眷属，爬虫怪物（SPAWN OF YIG, Reptilian Monstrositi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5D6+6 23-24
体质 5D6+6 23-24
体型 5D6+6 23-24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12 22-23
移动： 9
耐久： 23-24
平均伤害加权： +2D6
武器： 吞食 35%，1D10吞入+每轮 1D10，收缩，窒息和胃内酸液烧伤直到死亡

装甲： 2点带鳞皮肤

咒文： 无

技能： 聆听 50%，隐藏 70%，潜行 70%，游泳 70%
理智值丧失： 2/2D4+1



伊斯之伟大种族(Great Race of Yith)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上级独立种族

“那是一个巨大的虹色圆锥体，高约十英尺，底部的直径也有十英尺，全身都覆着某种凹凸

不平的半弹性鳞片。在圆锥体顶端，有四只可以伸缩的圆柱形器官，看起来是以与圆锥体相

同的物质构成的；这些器官有时能收缩到几乎消失的程度，有时则可以伸展到十英尺长。在

其中两只的末端，有着巨大的钩爪，就像螃蟹的螯，另一只的末端则有四个喇叭状的红色器

官。还有一只，在末端有一个直径约两英尺的不规则球体，球体近乎黄色，正中央有三个巨

大的黑色眼睛，排成圆形。……在头顶，还有四根灰白色的细茎，每根茎的顶端都有花一样

的器官，头的下部垂着八条细小的、近乎绿色的触须。而在中央那巨大圆锥体的底盘上，则

覆着灰白色的胶状物质，它一伸一缩，就可以如软体动物般爬行。”

——H．P．洛夫克拉夫特，《超越时间之影》

“伊斯之伟大种族”的身体是地球上的生物。这个种族

没有实体、只有精神存在，它们自己的世界已经毁灭，

因此逃到了地球，将精神寄宿在地球上一种圆锥形的原

生种族的肉体上。地球上的肉体和异界生物精神的结合，

就成为了“伟大种族”。它们的后代作为精神种族的子孙

出生，但依然有着新生的肉体。其后，在漫长的时间中，

“伟大种族”与米•戈和克苏鲁一族瓜分了地球：克苏鲁

一族支配着太平洋、失落都市拉莱耶和穆大陆，米•戈占

据了北方的土地，而占领南方土地的就是“伟大种族”。

它们最大的城市是纳克特城，位于今天的澳大利亚。

“伟大种族”的繁荣从距今约四亿年前，持续到约五千

万年前；它们的文明被飞天水螅灭亡，在它们初来地球

之时，已将飞天水螅封印，最终仍被它们从封印中逃脱。

但在此之前，它们已将精神转移到未来，寄宿于在人类

之后统治地球的、像甲虫一样的未来生物身上，是为“新

伟大种族”。

“伟大种族”通过孢子繁殖，生命周期极长(四千至五千年)，所以基本不会进行繁殖行为。

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液体为食。

伊斯人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式的，它们将理性置于一切价值观之上，在精神转移时也以此

为基准。资源会在种族的个体之间，依理性逻辑和比例分配。它们自己罕有争斗。“伟大种

族”不崇拜任何神祗。

时间旅行：“伟大种族”的名字，代表着它们已经彻底征服时间；没有任何种族能够与它们

相比。“伟大种族”的个体能够超越时空，把自己的精神送到遥远的过去或未来，在那里挑

选一个合适的生物，与它交换精神。在它们占据那个生物的肉体的时候，被交换的精神会被

交换到它们原本的肉体中，直到“伟大种族”觉得应该回去、再度将精神交换的时候。“伟

大种族”也会使用这种技术进行大规模时空移民，用以征服其它行星。其中一些成员甚至被

发现生活在幻梦境

它们对历史非常关注，会为了实地研究一个时代的历史而与该时代的生物交换身体，为期一

般在5年左右。对人类来说，在这段时间里，该人的亲朋好友可能会察觉到，他在很多地方

都变了；可以通过“幸运”检定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察觉。

被交换的受害者的精神会转到“伟大种族”在异界的身躯里，据说他们会写下某些关于自己

时代的记录。其它的“伟大种族”会对他们很友好，允许他们自由行动，也允许他们与从遥



远的时代及其它星球转来的受害者会面。当一个受害者的精神要回到原来肉体的时候，“伟

大种族”会把他们对这段时间的记忆全部消除，但无法消除得很彻底；受害者对自己在“伟

大种族”身体里生活的记忆还有着些微的残留，他们也许会在做梦的时候，在恶梦中重温这

段记忆。

有些事件中宣称的“魔鬼附体”有可能就是伊斯人的精神交换导致的。

在现代的地球上，某个教团会协助“伟大种族”来到这个时代，而作为交换，“伟大种族”

也会教给他们关于技术和魔法的知识。但是，来到这个时代的只是“伟大种族”的精神，若

要与它们那圆锥形的肉体相会，除了进行时间旅行，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

下，人们才可以通过停滞块或超越悠久岁月的召唤魔法见到它们。

数百万年前，伟大种族发现了耶库伯星的蠕虫生物放出的水晶立方体。那些蠕虫生物使用立

方体来和伊斯人交换精神，研究侵略地球的可能性。伊斯人随即发现了奇怪立方体和耶库伯

人的真相，将外星装置紧锁在了它们伟大城市的深处。在伟大种族逃离它们的城市之后，这

个立方体也随之下落不明。

攻击方式：每个伟大种族的个体在战斗时，都可以同时使用两只触手末端的螯攻击。但它们

是文明的种族，为了避免肉搏，总倾向于使用一种很像照相机、能发射巨大电浆团的武器作

战。那本来是为毁灭飞天水螅而发明的武器。

电击枪的形制多种多样，最标准的一种，在弹夹中装有32发能量，重新装弹需要1轮时间。

电击枪每次射击都可以随便打出若干发能量，但当一次打出的能量超过4发的时候，每多打

一发，枪烧坏的机率就增加5%；此机率将会累积。而且，在一次打出7发以上能量的时候，

需要另掷d100，若结果在15以下，则枪也会烧坏。上述两项机率之间没有关联。

每发能量会给对手造成1d10点伤害。比如打出了3发能量，那伤害就是3d10。电击枪的基本

射程是100码，当射程超过100码时，最终伤害减3，命中率降低20%。

伊斯之伟大种族，精神时间旅行者（GREAT RACE OFYITH, Mental Time-Travele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2d6 42
体质： 4d6+12 26
体型： 8d6+36 64
智力： 4d6+6 20
意志： 2d6+6 13
敏捷： 2d6+3 10
移动： 7
耐久： 45
平均伤害加权： +6d6
武器： 螯40% (1d6+伤害加权)

电击枪30% (每发1d10)
装甲： 8(皮肤)
咒文： 它们不会学习魔法。但是，任意一个个体都可以掷d100，结果若低于它的

智力值，则该个体也能知晓1d3种咒文

技能：所有科学技能+30%
理智值丧失： 0/1d6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精神转换（Transference of Minds）



我之前已经写了一些过去的生命，以及我们实际上也有可能是这个一个种族到另一个种族的

系列的一环。然而，“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比之前的要复杂得多。如果外星存在从我们

的肉体中取走了我们的意识取而代之呢？倘若文特斯-哈尔（Winters-Hall）对埃尔特顿陶片

的翻译是可信的话，这个问题将不仅仅是个理论上存在的命题。

文件中提到了一个被称为伊斯的种族的故事，这个种族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可以和从

未谋面的无辜受害者交换精神。

它们并不孤独，世界上还有耶库伯人。耶库伯人比伊斯人要弱小，它们只能在空间范围内交

换精神，还需要受害者拿着它们制造出来的特殊立方体。

然而，虽然伊斯人大多是无害的善良科学家，耶库伯人则是充满征服欲的蠕虫，它们是一群

想要征服全世界的军阀。我们只能感到庆幸，耶库伯人已经把自己展现给了作为对手的伊斯

人，也只能希望伊斯人可以将对方握于掌控中。

我也找到一些文献，记录了一些能够用来交换思想的咒文。毫无疑问，肯定也存在着有着这

样功能的技术装置。

综上所述，这些材料留给我两个问题。第一，灵魂在哪里？如果灵魂可以被交换，不仅仅是

在空间，也能在时间范围内交换，那么它们究竟在哪儿？

第二，你真的能信任某人么？你能看出你邻居的面容之后，是一个时间旅行的伊斯人，还是

一个蠕虫般的耶库伯人，或者是一个渎神的术士呢？我们必须理解在成百上千的面具下存在

着极多险恶的计划。

新伟大种族(Yith（New）, Great Race of)（译者：玖羽）

下级独立种族

“在人类的时代过去许久之后，一种顽强的鞘翅类生物将昌盛繁荣。面对着恐怖的灾难，伟

大种族有朝一日会把族群中最聪慧的心灵大规模转移到它们身上。”

——H．P．洛夫克拉夫特，《超越时间之影》

被栖息在地下的飞天水螅打败的“伊斯之伟大种族”，会将自己的精神送往遥远未来的地球。

这次它们选择了人类灭亡之后很久的时代，占据的是一种拥有智能的、像独角仙一样的鞘翅

目生物的身体。

所有的甲虫都是作为虫群的一员而行动，

每个虫群由[2d4×500]只甲虫组成，或者爬

行，或者飞行。它们遍体漆黑，但展开的

膜翼有着鲜艳的金属光泽，闪着蓝色、金

色、绿色的光。只要看见虫群的活动，立

刻就能发现，它们有着智能和明确的判断

力；这些生物很优秀，在战斗中不需要使

用任何道具，但它们也可能在战斗中临时

造出任何武器来使用。

对虫群来说，只要不造成75%以上的损失，群体就不会崩溃。当损失超过75%后，虫群会迅

速失控，变成一堆四处乱撞的普通甲虫。虫群可以持续飞翔超过100码，也可以爬过去；在

一般情况下，虫群的半数会先飞到前面，它们落地之后，后面的甲虫才会飞过来，或者像青

蛙一样跳着过来。

虫群实际上是不死的，总会有甲虫老死，但也总会有新甲虫出生。下面的力量、体质、体型

值是单只甲虫的能力，而智力、意志、敏捷值是虫群全体的能力。



新伟大种族，鞘翅类甲虫(NEW GREAT RACE, the Coleopteran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d2 1～2
体质： 1d3 3
体型： 1 1
智力： 2d6+6 13
意志： 5d6+6 23～24
敏捷： 2d6+6 13

移动： 爬行4／飞行10
耐久： 1～2
平均伤害加权： 无

武器： 噬咬35% (1d2)
咒文： 它们认为魔法只会扰乱理性。但是，虫群仍有[智力值]%的机率知晓1d3
种咒文

理智值丧失： 见到虫群0/1d4

尤格·索托斯之子（Yog-Sothoth,Son of）
上级仆从种族

“比一间马厩还大……全是扭曲的绳子一样……那地狱里的东西就像是一个非常大的鸡蛋，

有几十条胳膊，就像是有嘴的大桶。当它们行走时，那嘴就会半合上。……它周围没有什么

固体，全是胶冻一样的东西……它身上全是突出的眼睛……一二十张长在胳膊末端深出来的

嘴，或者像是大象的鼻子，就和烟囱管一样大。……它们在摆动，一张一合。……全是灰色

的，还有蓝色或者紫色的环……上帝，老天在上，在那顶端还有半张脸……”（注）

——H·P·洛夫克拉夫特《敦威志恐怖事件》

（注：本段译者竹子，链接：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16480）

当外神尤格·索托斯与一个人类交合，诞生出的混血生物就是

尤格·索托斯的子嗣。由于这些生物的混血特质，没有任意两

个是完全一样的。有些表现得恐怖和怪诞，而另一些则看上去

完全像是人类，可能只有小部分怪异的特性。所有尤格·索托

斯的怪异子嗣能在除了进食之外的时间里保持隐形。

这些“万物归一者”的半血后裔成长迅速，需要大量的血肉和

生肉为食。这些生物同样具有对克苏鲁神话知识的饥渴求知欲，

贪婪地寻找和学习所有它们能够找到的神话典籍，它们疯狂学

习咒文，研究者使它们的父神进入这个人类世界的方法。

最有名的尤格·索托斯之子，莫过于不幸的威尔伯·沃特雷与

它怪物般的兄弟。

尤格·索托斯之子，外神的子嗣（SONS OF YOG-SOTHOTH,
Progeny of an Outer Gods）

怪物子嗣 人类子嗣

属性 掷骰/平均 掷骰/平均

力量 2D6X5/35 3D6+12/22-23
体质 2D6X5/35 2D6X5/35

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16480


体型 4D6+30/44 2D6+6/13
智力 6D6/21 6D6/21
意志 6D6/21 6D6/21
敏捷 3D6+6/16-17 3D6/10-11
外貌 N/A 2D6/7
教育 N/A 3D6+6/13-14
理智 N/A 0
移动 10 8
平均伤害加权 +4D6 +1D6
武器： 抓取和吮吸（怪物子嗣）100%，1D6 压碎每轮+1D10吸血（耐久）第一

轮之后每轮。

拳击（人类子嗣）75%，1D3+伤害加权

装甲： 无。但是物理武器无法对怪物子嗣造成伤害，附魔武器可以造成最小值伤

害。它们对魔法敏感。除了进食以外它们会保持隐形。人类子嗣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受伤。

咒文： 所有个体都知晓“呼唤尤格·索托斯”加上和它们智力一半数目相等的咒

文。

技能： 图书馆利用 75%，其他和普通人一样。

理智值丧失： 目睹隐形的怪物子嗣 1/1D8，目睹显形的怪物子嗣 1D3/3D10。目睹怪物

突变很少的人类子嗣 0/1D2,目睹更加恐怖的人类子嗣 1/1D6。

于格（Yuggs）
下级仆从种族

“它说了一个噩梦般的杂乱无双的故事，一队由波纳佩土著操作的渔船在岛屿附近的浓雾中

被困住，之后遭遇了怪异恐怖的海蛞蝓的攻击，这些怪物肿大到了幻想的比例，它们从某些

地方滑入传中，抓住土著渔人，将他们拖到一边。”

——林·卡特《超越时代》

于格是巨大灰白的蠕虫或蛞蝓状生物，直径4英尺，长达20英尺甚至更多。虽然与钻地魔虫

（Chthonians）类似，但是它们没有细长的前端触手，取而代之是开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吮

吸嘴部，类似于七鳃鳗和盲鳗。嘴中包含着几排角状牙齿，其外环绕着半打长度从6英寸到2
英尺不等的小触须。它们就像蜗牛一样，会在走过的地方留下恶臭的粘液痕迹。

于格几乎全部居住在太平洋深处。据说在临近波纳佩岛的深邃海沟中，有着它们的神明佐

斯·奥摩格（Zoth-Ommog）的坟墓。偶尔会在其他地方遇到于格斯，这些地方往往是崇拜

佐斯·斯摩格的处所。

有些资料指出于格中有一位称为乌博（Ubb）的领袖，它具有着巨大的体型和力量。

攻击方式：于格撕咬和抓住受害者，吮吸它们的体液造成每轮2D4的力量丧失，直到受害者

死亡或是杀死于格，亦或是受害者挣脱。如果受害者在被杀前逃脱，他的力量会通过休息以

每周1点的速度恢复。

于格，佐斯·奥摩格的蛞蝓奴仆（YUGGS, The Slug-Servants of Zoth-Ommog）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7D6 24-25
体质 3D6+6 16-17
体型 8D6 28
智力 3D6 10-11
意志 4D6 14



敏捷 2D6 7
移动： 2/6潜游

耐久： 22-23
平均伤害加权： +2D6
武器： 撕咬 40%，伤害加权+2D4力量吸取

装甲： 2点胶状兽皮

咒文： 投掷 1D100不大于个体智力的于格知晓 1D3咒文，咒文总是包括“呼唤

佐斯·奥摩格”，外加其他与水生恐怖有关的咒文。

理智值丧失： 0/1D6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于格（Yuggs）
它们或许是最被忽视的神话种族之一。它们居住于深海之下。它们并没有那种使食尸鬼和深

潜者变得尤为可怕的类人特征，因而我们也不会从它们身上看到我们的映射。然而我们不可

以无视于格，这是因为它们十分可怖，它们的图谋黑暗而危险，后文中的材料主要来自于波

纳佩圣典（Ponape Scripture）和赞苏石板（Zanthu Tablets）。

于格是一个蠕虫状生物组成的种族，它们看上去像是天外来客，似乎是克苏鲁和其眷族退化

而来的产物。它们有可能是环绕着索斯（Xoth）的一颗卫星上的原住民。

名为乌博（Ubb）的野兽被认为是于格一族的领袖和祖先。它与伊索格达（Ythogtha）一起

居住于伊黑深渊（Abyss of Yhe）之中，有可能会被索斯之钥召唤。它也具有自由漫游的能

力，在地球的陆地和海洋间穿梭旅行。

于格为伊索格达和佐斯·奥摩格两位旧日支配者服务。伊索格达被囚禁于伊黑深渊，佐斯·斯

摩格则被困在圣石之城附近岛屿的深渊中，两者都在太平洋中拉莱耶的不远处。于格的主要

目的据说就是释放出这两位神祗。

有时于格会和人类信徒一起为这一目标而努力。它们从信徒那里接受“红色祭品”，以它们

的黑暗神祗之名接受人类牺牲。

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发现于格可以和半血深潜者繁殖后代，可能会在地球上的深潜者进化上

加入了于格的影响。这种交配的结果就是于格亚（Yuggya），具有完全外星思维的类人变形

怪。于格亚甚至比它们的蠕虫状祖先更加危险。

扎尔（Zarr）
下级仆从种族

“它至少有一人半高，有着深色的皮肤。从它们的球形脑袋上凸出的呆滞眼睛，看上去就像

发光的球体一样毫无情感，仿佛根据我们的形象制造的金属生物一般。在这些恶魔之间，圆

形的眼睛垂直在脸脊上分布，其下有很多横着的裂纹，可能是它们的嘴巴。它们的腿按比例

比人类的短，似乎是脱节的。末端是没有脚趾的脚掌。手臂同样是脱节的，末端分叉星辰跟

三个有力的手指和一个对生的大拇指。这种生物穿着一件与它们暗蓝色皮肤一样颜色的紧身

服，它们的腰部则有一条由金属编织而成的紧身腰带，放出黯淡的蓝色辐射光，它们的眉毛

智商则是一个闪着蓝光的碟盘。”

——理查德·蒂尔尼《扎尔之风》

扎尔是一个技术发达的种族，它们来自遥远星系的强大战士。亿万年前，旧日支配者扎索格

（Zathog）选择了扎尔作为自己的奴仆，授予了它们时空旅行的知识作为它们效忠自己的回

应。它们已经完全征服了自己的星系和数不尽的其他星系。通常来说它们会跟随着它们想要



征服的种族中的背叛者（带路党？），留下这些带路党的性命以交换待征服世界的知识以及

让他们协助侵略计划。作为扎索格的部下，它们承担了将这位旧日支配者从时空的封印中释

放出来的任务。它们的工作条理清楚，无数的神话力量被他们所解放。

扎尔进化了的技术远远超越了现代人类，在扎索格的干预下变得更加先进。由蓝色金属和外

星晶体组成的扎尔宇宙飞船，能够在时空内进行难以想象的长途旅行。大型飞船装备有大量

的三角小船来进行登陆和攻击。即使这些小船也都装备有核能武器，能够造成大规模的破坏。

一旦扎尔成功控制了一片区域，它们会放出由蓝色金属构成的巨大塔状建筑物。它们使用这

些塔来控制天气，制造恐怖的扎尔之风（Winds of Zarr），这种可怕的暴风包含了飓风般的

力量或是龙卷风，地震般的雷霆和灼热的闪电。在核弹和可怕的扎尔之风之下，扎尔人的侵

略军几乎遇不到什么抵抗。

扎尔的技术还包括了它们头部的蓝色金属碟盘。这种装置使它们可以在同族之间进行心电沟

通。扎尔也创造了由蓝色钢铁组成的巨大机器人奴隶。这些机器人和扎尔人的体型与形状大

致一样。扎尔机器人的属性在后文扎尔人属性之后。所有的机器人都被设定为完全一样的。

守秘人可以在特定情形下调高或调低机器人的属性。

尽管机器人制造出来是作为仆从和工人的，它们也能用来攻击。这些笨重的机器人只会听从

于以扎尔语放出的命令，尽管它们可能能够听懂其他的语言。

攻击方式：一种扎尔人的武器是某种枪械，在箱槽背上装有一个管子。这种装置放出灼热的

蓝色激光或是火焰，灼烧和摧毁肉体，使其烧焦融化。这些枪支里释放的热能同样可以摧毁

无生命物体。这些材料能够蚀穿任何人造装甲、武器、机器等等。地球上的任何物质都不能

抵御扎尔枪的射击。尽管十分笨重，但是人类也能装备和使用这种背包和枪械。每个箱槽在

打空之前只能提供1D6+6次射击。人类没有相应的技术或知识来给扎尔枪的箱槽充电。扎尔

在没有使用武器的情况下会使用它们的一双大手进行攻击。

扎尔，自星辰而来的征服者（ZARR, Conquerors from the Star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3D6+12 22-23
体质 5D6 17-18
体型 4D6+6 20
智力 3D6 10-11
意志 3D6 10-11
敏捷 3D6 10-11
移动： 8
耐久： 18-19
平均伤害加权： +2D6
武器： 蓝色火焰枪 35%，2D6+6

掌击/拳击 45%，1D6+伤害加权

装甲： 扎尔穿着的蓝色金属护甲提供了 6点装甲，对所有物理武器、火焰和寒冷

有效。但是装甲对电击、化学药品与魔法无效。扎尔本身没有自然的装甲。

咒文： 由于扎尔是一个战斗种族，它们基本不用咒文。特别聪明的扎尔（智力不

小于 17）可能知晓一两个咒文。知晓的咒文一般都是“呼唤扎索格”或“接触扎索格”。

技能： 电器修理 75%，聆听 30%，机械修理 75%，驾驶重型机械 50%，潜行 35%，

侦查 35%
理智值丧失： 0/1D6

扎尔机器人，扎尔的钢铁仆人（ZARRIAN ROBOTS, Iron Servants of the Zarr）



力量 35 体型 30 智力 10 敏捷 10
移动 7 耐久 30
伤害加权:+3D6
武器：手臂 35%，1D6+伤害加权

装甲： 扎尔机器人用难以想象的坚硬蓝色钢铁打造，具有20点护甲。

理智值损失： 0/1

祖格（Zoogs）
下级独立种族

“它们的确能自由地出入那些靠近梦境世界的地方，它们的棕色身影会在不被人发觉的情况

下悄声一闪而过……在看到它们怪异的眼睛之后，人们往往还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分辨出它

们那细小且皮毛光滑的棕色轮廓。”（注）

——H·P·洛夫卡拉夫特《梦寻秘境卡达斯》

（注：本段译者：竹子，链接：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1628）
祖格居住于幻梦境，棕色的身体十分娇小，有着类似啮齿类动物的轮廓。它们的鼻子上悬挂

着细小的触须，隐藏住了它们细小尖利的牙齿。祖格栖息于被施法的森林中的树干和地穴中。

在它们的领域中有几个突出的祖格村落。尽快它们大多数时候都靠蕈类为食，但它们对肉食

亦有些许兴趣——不管那是实实在在的血肉还是精神上的躯体，因为有很多入梦者在进入了

树林后便再也没出来过。

攻击方式：祖格攻击时会使用武器，或是用自己微小的刀锋般锐利的牙齿进行撕咬。

祖格，好奇的食肉动物（ZOOGS, Curious Carnivores）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1D6 3-4
体质 2D6 7
体型 1D3 2
智力 2D6+6 13
意志 3D6 10-11
敏捷 4D6+6 20
移动： 8
耐久： 5
平均伤害加权： -1D6
武器： 撕咬 30%，1D4+伤害加权

小刀 25%，1D6+伤害加权

飞镖 20%，1D6+1/2伤害加权

装甲： 无。

咒文： 意志高于 14的个体至少知晓 1D4种幻梦境的咒文。

技能： 攀爬 60%，闪避 50%，梦境知识 75%，隐藏 70%，潜行 70%，追踪 50%
理智值丧失： 0/1D3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神话生物的总结（Creatures of the mythos,a summary）



写完全文之后，如何对神话生物进行一个总结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们是有一千

种不同动机的一千种不同的生物。没有一刀切的概述能够囊括它们所有物种。但是通过探究

它们的不同起源，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了解它们。

我关于这些物种的起源的讨论，大多建立在推测之上，但是这些推测都是我了解到的信息的

反映。

第一类是地球的土著。深潜者，食尸鬼，蛇人，沃米人（Voormis）和沃尔人（Voors）属于

此类。它们一直生存于我们的星球上，但是人类在竞争中胜过了它们，或者它们和人类并没

有资源上的竞争关系。它们中的一些只是乞求生存，另一些则是想要夺回属于它们的星球。

第二类是来自于其他星球的生物。爱伊海伊人（Aihais），远古者，火星人（Martians）和

米·戈在群星之间拥有着自己的文明。它们来到地球寻找特定的资源。其他的种族，譬如夏

恩（Shan），是星际间流亡的难民。

第三类来自于其他维度。埃杜拉布里（Adrumbali）和坟兽（Tomb-Herd）是典型代表，它们

的目的一般都非常神秘和险恶。

第四类来源于法术的创造，这是一个微小但是真实的类别。羊木镇侏儒（Goatswood Gnomes）
就是一个例子。这些生物的目的基于它们创造者的意愿。

第五类是神明的眷属。旧日支配者不仅仅和人类的交合，有时还会和自己的怪物眷属们产生

后代。从绿神子嗣（Children of Green God）到撒托古亚的无形之子，这个类别容纳极为宽

泛。这些生物为它们祖先的愿景所服务。

这仅仅是一点，也仅仅是一个开头。了解了那些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个世界的生物的起源，我

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



神话中的神格（Deitys of the Mythos）
其他的神话生物或许可怕，

但在神话中神祗的力量面前不值一提——

超出人类理解力的巨大生物。

它们对人类的命运漠不关心。

阿布霍斯（Abohoth）
旧日支配者

“他看见了一个池子，池边散落着许多让人反胃的残骸。一团浅灰色的可怕物质几乎占据了

整个池子。 这里看起来就像是所有扭曲畸形与污秽不洁之物的终极源头。浅灰色的团块不

断地颤动、膨胀，匍匐蠕动的畸形生物被裂殖出来，然后四散逃离，爬满整个岩洞。”（注）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七诅咒》

（注：本段译者：无形的吹奏者。链接：http://tieba.baidu.com/p/2311779951）

阿布霍斯那千变万化的形貌和冷嘲的暗示与撒托

古亚存在着联系，昭示了它明显不是地球上土生土

长的怪物。它所居住和从不离开的黑暗洞穴可能是

北美地底世界恩凯（N’kai）的一部分。一些报告

认为这些洞穴就在新英格兰的敦威志村地下，还有

一些隧道直接通向幻梦境。

教团：阿布霍斯没有已知的人类崇拜者，地底的恐

怖生物或者阿布霍斯自己的眷属可能会崇拜它。

其他特性：污秽的怪物不断地在灰色的团块里成

形，从它们的亲代那里爬离。阿布霍斯的触手和肢

体会抓回许多的后裔并重新吞噬它们，使它们回到

原始的团块中，但是更多的则设法逃走。如果有调查员接近了阿布霍斯，从其躯体中分离的

各种各样的怪物眷属会越来越多，它们会折磨或攻击不速之客。阿布霍斯的眷属多种多样，

外貌各有不同，最好由守秘人自己决定。它们的体型最大不超过1至3D6，最小为1——经过

一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觅食，它们可能变得更大。

如果探险团足够不幸地遇见了阿布霍斯本体——污秽之池中的不洁之物，它会释放出一只探

索的手臂或者成员来感知入侵者，之后降下并爬离。到访者之后会被阿布霍斯的其他附肢抓

住并吞没或是被无视，由守秘人决定。阿布霍斯被认为会与侵入者用心电感应的形式交谈，

但是很少有这样遭遇的人能够归还。

阿布霍斯，不净之源（ABHOTH, Source of Uncleanness）
力量 40 体质 100 体型 80 智力 13 意志 50
敏捷 1 移动 0 耐久 90
伤害加权：根据伪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一般不超过+1D6
武器：附肢 60%，抓住并吸取

装甲：没有任何动能武器能够对阿布霍斯造成永久性伤害。阿布霍斯每轮会以20点耐久的速

度恢复动能武器造成的伤害。火焰或魔法可以正常杀伤。如果阿布霍斯的耐久降低为0，它

会撤退并沉入地下足够深处，以远离进一步的伤害。它会在完全恢复之后重新回到地面。

咒文：无。但是它会给予一些人自己身体的一小部分，这一部分之后可以用来创造一个与阿

布霍斯的眷属一样的生物。

http://tieba.baidu.com/p/2311779951


理智值损失： 1D3/1D20

上古者（Ancient Ones）
外神

“那些立在近乎六角形基座上的东西也变得更加清晰起来。由于它们大多坐着而非竖直地站

在那里，它们此刻的轮廓看起来更像是人类，但是卡特明白，它们不可能是人类。在它们那

被遮盖着头部上安置着分不出颜色的巨大宝冠……透过斗篷上的某些皱褶，它们紧紧抓握着

长长的权杖——权杖那经过雕刻的杖头让人有一种怪异与古老的神秘感。”（注）

——H·P·洛夫克拉夫特《穿越银匙之门》

（注：本段译者 竹子，链接 http://tieba.baidu.com/p/779784078）
上古者是一个单独的充当着终极之门（Ultimate Gate）的外神种族。它们在六角形基座之上

沉浸于永恒的梦想中，只有在被某种方式打扰，或是被一位发现了它通往“第一道门”的方

向的可敬的旅行者造访时才会苏醒。这些不朽的存在居住于一个在时空之外，位面之间的辽

阔而巨大的神庙中。

教团：上古者并不被崇拜，尽管对于时空旅行有兴趣的术士和冒险家们会搜索它们。

其他特性：上古者知晓一切，通过心电感应来沟通。它们能够使人梦想成真，也能将入梦者

送到其他时空中。

当它们必须移动时，上古者在地面上滑行会导致它们沉重的长袍不祥地飘扬和翻腾着。如果

谁看到了裸露的古老者那完全隐藏在长袍下的真相，就会迎来彻底的疯狂和毁灭。

这些生物既非神明也非恶魔，它们会欢迎和协助值得敬佩的旅行者，同时也会毁灭鲁莽的侵

入者。

上古者，终极之门（ANCIENT ONES, The Ultimate Gate）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N/A N/A
体质 1D100+100 150-151
体型 3D6+9 19-20
智力 2D10+17 28
意志 5D10+20 47-48
敏捷 2D10+10 21
移动：25 耐久：85
平均伤害加权： N/A
武器： 接触 100%，传送或立即消灭

装甲： 无，但是只有魔法和附魔武器能够伤害上古者。

咒文： 上古者知晓所有咒文。

理智值丧失： 目睹上古者不会损失理智值；目睹上古者长袍下隐藏的真实形态被显露出

来，1D20/1D100。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上古者和尤格·索托斯（the Ancient Ones and Yog-Sothoth）
在最罕有的典籍里才会提到它们的名字，而且它们还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力量。我这里

说的是上古者，那些屹立在终极之门前的生物。在此处，我希望加以调查深究，以便更好的

理解它们。

http://tieba.baidu.com/p/779784078


在时空之外存在着从地球延伸的一个地方，可能它是我们世界在其他空间的映射，也可能是

一个完整的其他维度。我并不完全肯定。我的原始资料透特之书在细节上对此语焉不详。

通过“第一扇门”可以到达这个外域之处。终北文明的一件遗物，因为可以开启“第一扇门”，

而被命名为银之匙，毫无疑问肯定有其他途径也能如此做到；可能特定的咒文和存在也具有

着这样的力量。

上古者便休憩在此处，它们在自己的六角形基座做着梦。太古永生者者（The Most Ancient one
and the Prolonged Life）, 乌姆尔·亚特·塔维尔('Umr at-Tawil)也居住于此。它是门的向导

与守卫，由他向访客来展示这片领域。

上古者貌似只为一个目的服务，那就是开启通往终极之门之路。冒险者必须了解它们的心印

——“幻觉只是一个真实”，“物质是个巨大的欺骗”。

终极之门之外，是所谓的最终虚空（Last Void），处于万物之外，也是尤格·索托斯的居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宇宙的真实本质的暗示，所有真实的万物都被包括在内的万物的兴

衰枯荣。在此之外，最终虚空之中，只有尤格·索托斯的存在。

但有时它会渗入到这个世界。上古者就是他的显现。当外界逐渐渗入之时，我们能看到我们

的宇宙正逐渐陷入最终虚空之中，万物会由此而终结。

阿弗姆·扎（Aphoom Zhah）
旧日支配者

“阿弗姆·扎就是一团火焰，如同灰色摇曳的火光，但是是一团完全超越了极地冰寒的火焰。”

——林·卡特《炎之侍僧》

阿弗姆·扎是由冰寒灰白的摇曳火焰组成的生物。它的体温达到了绝对零度，所以生物接触

到它将会是致命的。从这位旧日支配者那里发出的光芒是病态，寒冷和有害的。根据纳克特

抄本（Pnakotic Manuscripts）的记载，阿弗姆·扎应对古代大陆终北世界（Hyperborea）、洛

马尔(Lomar)和佐博纳(Zobna)的冰寒毁灭负责。阿弗姆·扎现在居住于北极冰盖地底深处的

某地。

教团：尽管阿弗姆·扎曾被古代的沃米人崇拜，今日则还有诺弗·刻的信仰，但是它没有有

组织的人类教团。一些材料认为另一位记载不详的旧日支配者，日利姆·夏克洛斯（Rlim
Shaikorth），和阿弗姆扎之间存在着关系。它们指出，是冰寒灰焰派遣日利姆·夏伊克斯去

毁灭了穆·图兰（Mhu Thulan）的大陆。尽管有些资料认为它是克图格亚（Cthugha）的后

裔，但是阿弗姆·扎并没有和这位旧日支配者或是其仆从弗塔格亚（Fthagghua）以及炎之

精有着接触或者其他的联系。

其他特性：阿弗姆·扎从自己的身体中放出刺骨的寒意。那些面对着这恐怖寒冷的人，必须

每小时以自身的体质与阿弗姆·扎的意志进行对抗，失败的话就会损失1点耐久和1点体质。

在旧日支配者的寒意笼罩之下，所有与敏捷有关的技能和行动的成功率都会降到1-2。不同

形式的防护措施能够提供不同的协助等级来抵御这超自然的寒冷。一件温暖的冬衣或者大衣

在对抗中+2；在载具内部+5；在普通建筑内+10,；在特别打造的极地建筑内部+25，等等。

这些对抗奖励是累加的。请注意载具和建筑物也会在持续的暴露下遭到严寒伤害，由守秘人

自行决定。旧日支配者的严寒的半径根据每1点魔力等于1D10英里的范围延伸出去，持续时

间也是1点魔力等于1D10小时。阿弗姆·扎通常位于严寒的中心。医疗效果和这种攻击导致

的可能后果，与阿弗姆·扎的寒冰接触一样，列于下文。

攻击方式和特效：阿弗姆·扎的寒冰接触会导致活物肉体的立即毁灭，除非受害者能够以自

己的体质在对抗中战胜阿弗姆·扎的意志。即使成功避免了死亡，仍然会导致受害者由于严

重冻伤而损失1D10耐久和1D6体质。获得1次成功的医学检定的良好治疗的幸存者，会以每

周1点的速度回复所有失去的体质，不会造成永久的物理伤害，如果只是获得1次成功的急救



检定，受害者会以每两周1点的速度恢复失去的体质，但会由于严重冻伤造成1D3的外貌永

久损失。无论如何，如果是在被旧日支配者攻击之后几小时内没有得到医疗救助的话(成功

的医学或急救检定)，受害者会受到1D3的外貌永久损失。

阿弗姆·扎，冰寒灰焰（APHOOM ZHAH, The Icy Gray Flame）
力量 70 体质 98 体型 80 智力 20 意志 48
敏捷 20 移动 18 耐久 84
伤害加权： +8D6
武器：火焰接触 45%，即死或1D10耐久+1D6体质（见上）

寒冷笼罩（见上）

装甲：任何普通的物体接触到阿弗姆·扎的身躯都会遭到3D10伤害。减去3D10损失的耐久

之后，剩下的耐久值就对旧日支配者造成了伤害。如果武器的耐久被降为0，它就会急冻并

碎裂成微小的残片。附魔武器能够正常攻击阿弗姆·扎。如果耐久降为0,，阿弗姆·扎会被

驱散回它极地的巢穴之中，直到它在此被召唤。

咒文：一般而言，阿弗姆·扎既没有必要也不愿意使用咒文，如果守秘人希望的话也可以让

它使用任意的咒文。如果它要使用咒文，这些咒文往往是关于那些和寒冷或终北大陆时代有

关的生物（伊塔库亚，雪怪，诺弗·刻，日利姆·夏克洛斯，沃米人等等）。

理智值损失： 1D3/1D20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终北大陆的诸神（the gods of Hyperborea）
即便今日，我们仍能记得几位终北大陆的神明的名字。

撒托古亚（Tsathoggua）在远早于终北文明的时代就居住于黑暗的恩凯（N’kai）世界，现在

它貌似也一如既往地在那里被它的无形之子所围绕着。

阿特拉克·纳查（Atlach-Nacha），蜘蛛之神，仍然在疯狂地尝试着编制着它的巨网，以期

在现实和幻梦境中建造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阿布霍斯（Abhoth）依然在地下的某个深处泛着泡沫，生产着成窝的幼仔来祸乱地球。

也有一些其他的神灵，在终北文明逝去之后它们就此无人知晓。它们的首领是寒冷的几位神

祗，冰河时代的先兆者。

冰寒灰焰，阿弗姆·扎，是这些神明中最为强大的。如果我关于纳克特抄本的零散翻译是正

确的话，它应该是克图格亚的一位后裔。据说阿弗姆·扎开启了冰河时代，并最终毁灭了终

北文明。

在伊波恩之书中提到的日利姆·夏克洛斯，是阿弗姆·扎最强大的几位仆人之一。这位白色

蠕虫将阿弗姆·扎的严寒带到了终北文明的城市，从而毁灭了它们。

这些寒冷神明在此之后的经历无人知晓。但是一些现代邪教徒认为他们只是沉睡在北极的地

表之下一座由寒冰组成的宏伟宫殿之中，在等待着再次的觉醒。

在终北大陆也有着更像人类的神明，譬如麋鹿女神伊赫乌蒂(Yhoundeh the elk)，但是它们全

部都已经离开了。可能它们今日和那些被称为“地球本土的神”的存在一起生活在那个传说

中的幻梦境中。

阿里尔（Ariel）
梦境诸神

“我们面前，一道如闪电般的亮光从天而降。站在我们面前的它微妙地变化着形状，，是一

个最为光芒四射的存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生物的容貌是如此闪耀，以至于我们必须将视线



从它的身上移开以免被闪瞎……它调整过的说话嗓音，柔滑醇和而令人催眠。”

——亚瑟·W·L·布里奇《白船归来》

阿里尔以人类的样子出现，但是它确切的形态变化多端，因为真理可以是美丽的也可以是恐

怖的。它发射出耀眼的白光——真理之光，几乎所有的生物都会对此避开自己的目光。只有

那些从未撒谎，隐瞒或拒绝真相的人才能不受伤害地看到阿里尔的真实形态。

教团：阿里尔在幻梦境中也没有被广泛地崇拜，因为很少有人会对纯粹的真理感兴趣。他在

乌撒（Ulthar）和印夸诺克（Inquanok），这两个所有梦境诸神都受到崇拜的地方，有着很小

的圣殿。它也被塞勒菲斯（Celephais）的祭司们在祈祷中提及。他的祭司基本都是流浪者，

在各地传播着真理。他的信徒享受着作为忠诚信使的特殊身份，因为他们不能撒谎。由于重

视真理的人越来越少，阿里尔的力量在逐渐减弱。

阿里尔有时会充当梦境诸神的信使，将神明们的宣告传递给人类。他很少出现在人类面前，

而是更加喜欢等待人类发现自己。在任何为发现被隐藏的真相而进行的艰难旅行的最后，他

都有可能被发现。

攻击方式和特效：阿里尔是真理的体现。他只能说真话，并且总是如此。他总能知晓哪些人

向他撒谎，并会严惩这些如此尝试的人。那些尝试对阿里尔撒谎的人会发现自己沐浴在真理

之光中，这会导致他们改变形状，变成他们真正应该是的东西。举个例子，一个对所有人冷

酷无情的人遇到了真理之光，就会变成可憎的怪兽。属性和技能也会改变以适应新的形态。

这样的变形会导致受害者损失1D8理智值，因为他目睹了自己的真实形态。那些真正相信他

们所说的是真相的人不会被判为撒谎者。

阿里尔也具有看穿任何幻象或伪装之后隐藏的真相的能力。他挥动手掌，就能通过白昼般的

光消去隐藏真相的面纱。

阿里尔，真理传信者（ARIEL, The Truth Bearer）
力量 20 体质 30 体型 12 智力 75 意志 60
敏捷 20 外貌 可变 移动 12 耐久 21
伤害加权： +1D4
武器：真理之光 100%， 伤害特殊（见上）

装甲：可以随心所欲释放圣灵神谕，相当于10点护甲

咒文：所有有关梦境诸神同伴与奈亚拉托提普的接触类咒文。自动识破与驱散任何幻象和伪

装。

理智值损失： 通常没有，但是依赖于阿里尔以何种形态出现而发生变化。

阿尔瓦萨（Arwassa）
旧日支配者

“阿尔瓦萨以一个巨大无头非人形态出现，在四肢的位置上延伸出四条庞大的触手。这个生

物没有头部，颈部则开口形成一个巨大没有牙齿的嘴巴，足有八英尺宽，不断地发出哈欠声

仿佛嘶吼一般。”

——兰迪·麦考尔《庇护所》

教团：阿尔瓦萨偶尔会被小群人类崇拜，但是通常是默默无闻的。这位旧日支配者通过心电

感应与它的追随者交流。阿尔瓦萨需要频繁的活祭以

满足它贪婪的食欲。它每个月至少要一个人类祭品。

斯多克里斯特山峰教团（Stonecrest Hill cult）是阿尔

瓦萨崇拜者的一个聚集地。

其他特性：静默嚎叫者持续地产生人类无法听到的嚎



叫声。动物们则对这种异形嚎叫声极为敏感，一听到就会在恐惧中迅速逃离。这种嚎叫声能

被几英里半径内的所有动物所听到。

攻击方式和特效：阿尔瓦萨每轮都能用四条触手进行攻击。触手可以造成伤害，也可以选择

抓住受害者，下一轮将其囫囵吞下。那些被吞下的受害者会立即完全地分解。

阿尔瓦萨，山峰上的静默嚎叫者（ARWASSA, The Silent Shouter of the Hill）
力量 50 体质 50 体型 100 智力 26 意志 35
敏捷 19 移动 12 悬浮/飞行 耐久 75
伤害加权： +8D6
武器：触手 100%，4D6+伤害加权 或抓取

吞噬 抓取后自动命中 伤害为彻底分解

装甲：无。

咒文：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目睹阿尔瓦萨1D10/1D100，此外，每5分钟在1英里范围内的所有人会由于阿

尔瓦萨的静默嚎叫而自动损失1点理智值。

阿特拉克·纳查（Atlach-Nacha）（译者：Setarium）

旧日支配者

“那黑暗的形体有如一个蹲下的人一般大小，却长着蜘蛛一般的肢臂……他看见藏在那黝黑

矮小的躯体下，扭曲多节的肢臂中有一张人脸，正好奇地打量着他。恐惧在他体内扩散开来，

因为这位鲁莽的猎人发掘那些遍布毛发，狡诈的小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看。”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七诅咒》

阿特拉克·纳查形同于一只臃肿而丑陋的蜘蛛，长着奇怪

的，类似于人类的脸，以及血红色布满毛发的微小眼睛。

它深居于地下，在不可估测的深渊之上永远地编织着一张

巨大的网。一些古书记载着这样的传说：当它完成这张网

时，世界末日便会到来。 在远古时代，阿特拉克-纳查居

住在终北大陆(Hyperborea)（现在的格陵兰）的地下深处，

而当今它的巢穴则位于南美洲。它的隧道有些也通往幻梦

境。

教团：可能由于它与蜘蛛普遍的相似之处，阿特拉克-纳
查被迷信地认为是所有蜘蛛的统治者。在人类中并没有崇

拜它的邪教，但它有时会赠与施法者一些法术，或增强他

们的意志。 巫师们有时会以古老的法术召唤阿特拉克-纳查，但这样做十分危险：这位蜘蛛

之神憎恨干扰自己织网的人。阿特拉克·纳查的子嗣，居住于幻梦境的冷蛛，是其已知的唯

一信徒。

攻击与特殊效果：不论是谁，只要踏上阿特拉克-纳查的网便会受困。被困之人必须以自身

的力量值成功对抗蛛网的30点力量值才得以逃脱。如果他的朋友决定帮助解救被困之人，则

使用力量值总合来通过鉴定。如未成功逃脱，在一小时至一天之内，阿特拉克·纳查会亲自

降临处理受害者。

蜘蛛之神会首先掷出数缕蛛丝裹住受害者，而后对其撕咬；抑或是直接撕咬受害者，在其体

内注入麻痹毒液使其无法行动。之后它会以每战斗回合1D6力量值的速度吸取体液直至受害

者死亡。如果此时被成功救出，幸存者的力量值则于游戏内时间每月1D4点速度恢复，其间

必须卧床休息；而在此期间其耐久不会高于力量值。



阿特拉克·纳查，蜘蛛之神（Atlach-Nacha, the Spider God)
力量 30 体质 75 体型 25 智力 15 意志 30
敏捷 25 移动 15 耐久 50
伤害加权： +2D6
武器：触手 60%，药效35的麻痹毒液&每轮1D6力量吸取

蛛网投射 80%，蛛网拥有30点力量值并附带缠绕效果。

装甲：12点几丁质硬壳与皮毛。如果耐久归零，它会穿过它复杂的蛛网，到其中一个秘密的

巢穴来治愈自己的伤势。

咒文：所有接触咒文。

理智值损失： 1/1D10

阿撒托斯(Azathoth) （译者：玖羽，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外神

“在那深渊奥底的混乱的最后，出现的是不定型的黑影，它位处无穷的中心，吐骂着亵渎的

言辞。那就是无限之魔王阿撒托斯，没有任何生物胆敢提到它的名字。它在远远超越时间、

根本无从想像的暗黑洞窟中，被低沉、疯狂、不祥的鼓声和长笛那令人作呕的单调音色包围，

饥饿地撕咬着。”

——H．P．洛夫克拉夫特，《梦寻秘境卡达斯》

阿撒托斯是外神们的疯狂总帅，从宇宙诞生之初就

已存在。它身处超越了一般时空的宇宙中心，在吹

奏长笛和敲打锣鼓的那单调的乐曲中，它那不定型

的身躯一刻不停地翻滚着，低级的神祗们也和着节

拍、围在阿撒托斯周围跳着疯狂的舞蹈。阿撒托斯

被描写为一个盲目而痴愚，身为“像怪物般的混沌

源核”的存在。它的所有愿望都会由奈亚拉托提普

负责满足。一些资料声称乌波·萨丝拉是阿撒托斯

的“双胞胎”。

教团：因为即使崇拜也无法取悦它，所以基本没有

生物崇拜阿撒托斯。一般来说，人类只有在意外的

情况下才会唤出阿撒托斯，并因此在一无所知中遭

到毁灭和恐怖的冲击。会崇拜阿撒托斯的人，都是

精神不正常的罪犯；他们大概对宇宙的法则——亦

即宇宙的起源、宇宙的力量、宇宙的意义——有着

特殊的洞察力吧。所以，他们的精神绝对不可能是

正常的。在英格兰的羊木镇（Goatswood）有一个

小规模的阿撒托斯的魔女崇拜教团，夏盖虫族也崇

拜着阿撒托斯。

马纳·伊伍德·苏夏（MANA-YOOD-SUSHAI）（阿

撒托斯的另一个名字）在幻梦境，特别是在皮加纳

（Pegana）的土地上被虔诚地供奉着。在现实世界它

似乎完全不为人所知，虽然它的传说故事应该在早期

人类身上有着影响。



战栗黑洞（The Mouth of Madness）：阿撒托斯的宇宙之廷——有时被称为战栗黑洞——是

原初的疯狂沸腾之地。在腐朽泡沫的环抱之中，盲目愚蠢的魔神之首与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外

神和下级藩神一起起舞着。成群的外神仆役用古怪的长笛和鼓来奏出怪诞的乐曲以迎合异形

们的狂乱舞蹈。夏塔克鸟围绕着舞台拍打和嚎叫着，将那些忠于它们那位痴愚之主的疯子驮

运而来。奈亚拉托提普临近地等候在一旁，轻蔑地注视着它的主子们并满足它们的所有要求，

在看到这样一个外星恐怖和足以毁灭理智的神经错乱的场景之后，没有一个正常人还能够免

于完全的疯狂或是死于极度的恐惧。

其它特性：每当阿撒托斯降临的时候，身边都一定会跟着一名负责吹笛的仆役，以及1d10-1
名下级藩神。召唤阿撒托斯的人，都要冒着它无端发怒的危险；它发怒

的机率以100%为基础，跟随它的低级异形之神每多一名，机率减少10%，

召唤者也可以消耗魔力值以安抚它，每消耗1点魔力值，机率减少5%。

为安抚它而消耗的魔力值每轮都要贡献一次。当阿撒托斯发怒的时候，

它的身躯会不断膨胀。在它开始攻击的第一轮中，它会从召唤时限定的

大小膨胀开来，其伪足可以覆盖方圆50码的范围，第二轮覆盖100码，第

三轮覆盖200码，如此每轮加倍，直到无限。

阿撒托斯一旦发怒，就只有等待它自行从地球上离去。其机率每轮增加

[10-(跟随它的异形之神x1)]%。

凡是被伪足覆盖的地区，都会在阿撒托斯的力量下枯萎，被毁坏殆尽。

比如岩石碎裂、水变成碱池、树木变成干枯的破片等，都可以用来描述

它造成的后果。但调查员只有在被伪足的攻击命中的情况下，才会受到

伤害。

马纳·伊伍德·苏夏（MANA-YOOD-SUSHAI）根据传说，马纳·伊伍

德·苏夏在万物初生之前便已存在。它创造了神祗们（外神和下级藩神

们），而后这些神祗又创造了剩余的生命（包括旧日支配者？）。尽管在

绝大多数早期地球的典籍中，马纳·伊伍德·苏夏都被描绘为一个有着

胡须和头巾的沉睡巨人，但它本质是生命和物质的搅拌混合与增殖分裂

之源——这就是阿撒托斯。

马纳·伊伍德·苏夏永远地长眠着，一旦它苏醒，它会毁灭所有的造物并开始新的创造。据

说，一个被称为斯卡尔（Skarl）的生物在雾气中坐在马纳·伊伍德·苏夏的脚上敲着鼓，

如果斯卡尔停止了敲鼓，强大的神明就会苏醒，宇宙因此而终结。斯卡尔是外神们一位巨大

而古老的仆从，被外神们交付的唯一任务就是一直敲鼓，以保证长眠的马纳·伊伍德·苏夏

永远沉睡。如果马纳·伊伍德·苏夏苏醒，它会立刻开始猛烈的攻击，毁灭它周围的所有东

西。在阿撒托斯的王座，星球，或者其他地方的下级藩神和外神侍臣和奴仆们，都会被粉碎

并吸收到马纳·伊伍德·苏夏的狂暴的混沌原核之中。如果不加抑制，宇宙的一切——所有

的存在——都会被压碎并吸收到起泡的混沌之中，以便开始一个新的“宇宙大爆炸”。成功

释放“送离阿撒托斯”的咒文，可以让马纳·伊伍德·苏夏重新沉睡。

阿撒托斯，沸腾的混沌源核（AZATHOTH, Seething Nuclear Chaos）
力量 N/A 体质 300 体型 可变 智力 0 意志 100
敏捷 N/A 移动 0 耐久 300
伤害加权： N/A
武器： 伪足100%或更小， 1d100(*)+ 腐蚀表面

(*)在每轮战斗结束时掷1d6，其结果决定阿撒托斯在本轮中攻来的伪足数

量（即攻击次数），及其攻击的命中率。



1＝100% 2＝50% 3＝33%
4＝25% 5＝20% 6＝16%
伪足极其巨大，调查员根本不可能回避。如果存在多个目标，攻击也会各

自分散。

装甲： 无。当耐久度降到0时，阿撒托斯就会被驱走。它不可能被杀死，在1d6
小时内，就会恢复到原来的大小。“旧印”可以对它造成3d6点伤害，但“旧印”也会因此损坏。

咒文： 它可以命令所有的低级外星神明，以及宇宙中的大部分存在。幸运的是，

阿撒托斯的智力值是0。
理智值丧失： 1d10/1d100

撒达·赫格拉（Xada-Hgla）
阿撒托斯的化身

“它由两瓣壳支持着无数对柔软的腿所构成。从半开的壳内升起几只多节的圆柱状伪足，其

尖端是水螅状的触肢；在壳内的黑暗中，我想我看到了一张恐怖凶残的无嘴面容，它有着深

陷的双眼，被闪亮的黑色毛发所覆盖着。”

——拉姆齐·坎贝尔《夏盖妖虫》

撒达·赫格拉是魔神之首阿撒托斯唯一已知的化身。这是盲目的混沌原核的一个很少被提到

的怪诞形貌。

教团：只有夏恩族和米·戈才崇拜这种形态的阿撒托斯。

其他特性：和沸腾原核形态不同，阿撒托斯的这个化身被召唤时并不会跟随着任何外神或者

仆役。如果撒达·赫格拉完全张开了它的两瓣壳，阿撒托斯的真实形态会瞬间在刺眼灼热的

光芒中爆炸出来。任何在50码半径内的人都会立即遭到核爆引发的1D100耐久损失。之后的

情况与遭遇发怒的阿撒托斯相同，它会每轮加倍自己的体型直到无穷大。

攻击方式和特效：撒达·赫格拉通过从体内放出灼热的绿色附肢来进行攻击，以此来压碎受

害者，或是将他们拉入壳内。在壳内，他们将会被外神粘稠燃烧的血肉所溶解。

撒达·赫格拉，混沌摇篮（XADA-HGLA, the Cradle of Chaos)
力量 120 体质 230 体型 120 智力 0 意志 100
敏捷 10 移动 15 耐久 175
伤害加权： +14D6
武器：附肢 100%，14D6或下一轮即死

装甲：50点硬壳。但是其贝壳内粘稠的血肉没有护甲

咒文：无。

理智值损失： 1D10/5D10

鲍特·祖卡莫格（Baoht Z’uqqa-Mogg）
旧日支配者

“鲍特·祖卡莫格是一个被古怪的绿黑色闪亮分节角质外壳覆盖的蝎子状怪物。这个旧日支

配者的头部不过是一个覆盖着僵硬分节触须的身躯的球状有疣延伸结构。极多不同大小和形

状的泥状黄色眼睛在触须间凝视着，几对流淌着脓液的下颌则大声地发出噼啪和嘶嘶的声

音。鲍特·祖卡莫格有一对巨大的类似蝎子的螯钳，一条带有凶辣毒刺的尾巴，数不清的蜘

蛛般的脚，和三对坚硬锐利的翅膀。渗出的疮痍和起泡的溃疡不断从旧日支配者的体表各处

爆开。一大群携带着病原体的寄生虫、蠕虫和昆虫蹦跳和蠕动着，发出嗡嗡的声音，不停地

挖掘、爬行和冲入到鲍特·祖卡莫格周围的大部队中。”

——斯科特·大卫·安尼奥罗斯基《布鲁德哈文》



鲍特·祖卡莫格一般只会在污秽或者腐朽的地

方才会遇到或者召唤出来。下水道，沼泽，墓

地，垃圾场和瘟疫爆发之地对于这位旧日支配

者来说比较理想，一旦被召唤，它会从地底爆

出，抛撒出所有的污秽、脏物和剧毒的脓液。

教团：瘟疫使者没有已知的人类信徒。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这位旧日支配者会使用

其螯钳或是下颚来夹住受害者，或是用能滴下

剧毒的尾巴进行刺击。如果鲍特·祖卡莫格的

毒液在与受害者的体质对抗中获胜，受害者将

会在1D100分钟内遭受猛烈而痛苦的死亡。两

次连续成功的医学鉴定可以抵消这种外星猛

毒，在此情况下受害者活了下来，但是会受到1D6耐久和1D4体质的永久损失。

虫群（SWARM）：被虫群包围的受害者，每轮都会受到刺击和撕咬，直到死亡或是虫群被

驱散。可以通过让受害者没入水中或其他液体，抑或是对受害者喷射灭火器、杀虫剂或其他

化学药剂来驱散虫群。这样的化学喷雾有可能对调查员的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每轮被虫群

包围的受害者会受到1D6耐久损失并自动被感染。外星感染的效果并不累加。

感染（INFECTION）：鲍特•祖卡莫格的脓液和包围着它的虫群，具有着大量的致命毒素。

任何被这位旧日支配者的感染脓液喷洒到，或是被虫群叮咬到的人，必须尽快接受一个成功

的医学检定。未接受治疗的受害者由于瘟疫的蹂躏，每天会受到1D10体质的损失。受害者

会很快在恐怖的类似麻风病的症状下死亡。任何由于这位旧日支配者的脓液或是虫群导致的

体质损失是永久的。

鲍特·祖卡莫格，瘟疫使者（BAOHT Z’UQQA-MOGG, The Bringer of Pestilence)
力量 35 体质 77 体型 43 智力 18 意志 28
敏捷 17 移动 8/16 飞行/ 5 挖掘 耐久 60
伤害加权： +4D6
武器：螯钳 90%，1D6+伤害加权

下颚 55%，1D4+2D6
刺击 85%，1D6+毒素效力24（见上）

虫群 75%，1D6+感染（见上）

装甲：15点坚硬几丁质外壳。这位旧日支配者不能被任何非穿刺武器伤害。如果耐久降为0，
鲍特·祖卡莫格会挖掘到地底深处，在地面留下一个污秽蒸腾的池子，其中充斥着冒泡的呕

吐物和蠕动的腐烂爬虫。

咒文：它知晓所有召唤，驱使，接触和呼唤咒文，其他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8/2D20

巴斯特 (Bast) （译者：Setarium，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旧神

“美丽，沉着，高贵，自持，拥有哲学般的宁静却又不失野性——除了猫，还有哪一种生物

能如此典则俊雅，超凡脱俗？”——H. P. 洛夫克拉夫特 《猫与狗》

洛 夫克拉夫特独爱猫，那么猫之女神巴斯特，或巴斯提特 (Bastet)、乌巴斯提 (Ubasti) ，

理应在重要的神祗中占据一席之位。 通常她有两种形态：或是猫，或为长着猫头的女性人

形。 在古埃及，她通常被描绘为左手持镶有狮子脑袋的盾，右手持叉铃（sistrum)，左肩头

挎着一张小口袋的女神。 巴斯特仅统治地球和其幻梦境内的猫与猫科动物，而自土星和天



王星幻梦境中而来的猫则公开与地球的猫为敌。

教团：巴斯特原为古埃及城市布巴斯提斯(Bubastis)的守护神。对于她的崇拜曾一度盛行于

古罗马主城之间，包括庞培。当她还是多数人崇拜的主神时，她既是庇佑家舍的家庭之神，

又是如母狮般凶猛的战争之神，而她的信徒常充满爱慕地敬仰她。可惜的是，人类对她的崇

敬未能在存活至今，只有幻梦境中仍存在少量信徒。 不过她可能对此并不关心，因为在猫

们狂野的心中，她始终是它们的守护女神。

其他特性：如同其他旧神一般，巴斯特很少参与凡间之事。 但如果有人对猫非同寻常的残

忍，她会通过她的臣民——猫们惩罚此人；除非猫们对此束手无策，不然她绝不会出面干涉。

当她决定亲自现身时，优美的猫科侍从会伴其左右——主要是家猫，但包括至少一只母狮，

母虎，或其他种类的大型猫科动物。她可以号令所有的猫科动物，无论它们在世界何处。她

可以召唤任意数量的猫，不过被召唤者必须正常的跋涉到他身边。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如果巴斯特必须参战，她可以变化其修长的双臂，使它们成为狮子的

前爪用以挥击敌人。巴斯特可在一回合内同时爪击并撕咬其目标。她的攻击能穿透任何护甲

并无视其防御；其造成的淌着鲜血的伤口无法自然愈合，只可用法术或成功通过相应的医疗

技能鉴定治疗。由于她如猫般灵活和极高的敏捷，巴斯特每轮可以回避三次攻击，同时每轮

仍能使用一次爪击和撕咬。

巴斯特，猫之女神 (Bast, Goddess of Cats)
力量 48 体质 25 体型 12 智力 35 意志 30
敏捷 45 外貌 21 移动 40 耐久 19
伤害加权： +3D6
武器：爪击 100%，1D8+伤害加权

撕咬 100%，1D10
装甲：无，但是她可以通过使用1点魔力来转化为损失的1点耐久，来治愈自己或一只猫的伤

害。

技能：闪避100%，躲藏100%，潜行100%，追踪100%
咒文：任何与旧神、旧神仆役及盟友有关的咒文

理智值损失： 无

来自群星的黑暗（Blackness from the Stars）（本段整理引用自模组“芝加哥之王”，译者：

mizi）
外神

“‘来自群星的黑暗’，是一个不动的水滴状的生物，在黑暗中十分敏感，划破位于宇宙中心

的宇宙原始结构而来。在黑暗中只能靠它微弱的已经油状的痕迹而辨识。虽然具有智能，但

这个生物说的是未知的语言，也会无视所有交流的尝试。”

——加里·萨姆特《芝加哥之王》

教团：“来自群星的黑暗”有一个规模较小的崇拜者教团。“黑暗”的人类仆从正走向毁灭；

他们都有可怕的伤疤、自残的伤口。遇难者在被祭献给那个东西之前都会先被弄残。

其他特性：“来自群星的黑暗”无法忍受光亮：直接照到阳光会让它化为尘土；暴露在阳光

之下让它承受每轮1D10+2的伤害；人造的强光（比如汽车车灯）可以造成每轮1D6的伤害；

弱一些的找平（手电灯光、提灯光等）造成每轮1D4伤害；甚至极其昏暗的光线（比如一盏

蜡烛）也能造成每轮1D2的伤害。如果有谁带着光源进入到“黑暗”的巢穴，它会使用旋风（见

下文）来灭掉这个伤害它的照明，以及拿着它的人。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来自群星的黑暗”具有三个独有攻击方式。

迷惑：当意志对抗成功后，目标会被这个存在所迷惑。每天被控制的对象损失 1D6的理智；



一旦 SAN值归零，他会就会迷失自我，成为这个东西的奴隶。这个实体要为控制的每一个

对象每天消耗一点魔力；如果控制被打断了，第二天可以继续尝试重新支配目标。

心灵传输：目标会被有关这个存在的梦所折磨。那些有过心理不稳定历史的人类看起来更脆

弱——或许是因此导致的——会成为典型的目标。目标必须睡在“黑暗”20英里以内。理

智损失 0/1D3。
旋风：在“黑暗”附近的空间被控制迅速形成有着强劲力量的旋风。在 10码的区域内生效

需要消耗 20点MP。所有在旋风范围内的人受到 1D20的伤害。

来自群星的黑暗，下级外神（THE BLACKNESS FROM THE STARS, Lesser Outer God )
力量 N/A 体质 40 体型 60 智力 19 意志 35
敏捷 N/A 移动 N/A 耐久 50
伤害加权： N/A
武器：特殊（见上）

装甲：无，但是免疫非附魔武器。魔法能正常作用。每轮它会恢复3点耐久。热能、寒冷、

酸蚀和电击对其无效，但是光照可以导致它受伤乃至死亡（见上）

咒文：无

理智值损失： 1D3/1D10+4

波库鲁格（Bokrug) （译者：Setarium）
旧日支配者

“但他们确实崇拜一尊用海绿色石头雕就的偶像，这尊

偶像模仿伟大的水蜥蜴波库鲁格的样子雕刻而成。 当

满月之时，它们会在偶像面前跳着可怕的舞蹈。”

——H. P. 洛夫

克拉夫特 《降临在萨尔纳斯的灾殃》

波库鲁格是一只体长十二英尺蜥蜴般的怪兽。 它通体

覆盖着蓝绿相间，有金属质感的鳞片，眼里闪着明亮的

的黄绿光。 与一般蜥蜴不同的特征不止于此：其下颚

上生长的并非皮肉，而是数根触须，而它脊梁上生长的

背刺也十分锋利。 它趾间的蹼与扁平的尾部则使它在

水中来去自如。 波库鲁格居住在位于幻梦境米纳尔之

地的萨尔纳斯废墟中，有传说则证明它于现实世界的中

东地区首次出现。

教团：身为在居住在幻梦境中为数不多的旧日支配者之一，伊伯那臃肿丑陋的居民曾经是它

唯一的信徒。 而它们被来自萨尔纳斯的人类屠杀殆尽之后，他则接纳了来自伊拉尼克

(Ilarnek) 的崇拜者——在伊拉尼克人得知波库鲁格仅凭一己之力，在一夜之间便毁灭了强大

的萨尔纳斯后对其顶礼膜拜，祈求同样的灾祸不会降临于自己头上。

其他特性：波库鲁格通常由 D100只伊伯鬼魂伴随。

攻击与特殊效果：成功咬住后，波库鲁格可以尝试抓住并每轮进行 3D6耐久的吞噬，直到

目标被完全咽下去。通过扫尾攻击，波库鲁格可以抓住受害者；此时受害者被束缚住，只能

通过力量对抗来挣脱。抓住之后，波库鲁格可以丢出受害者，撕咬他，或是仅仅抓住不放。

波库鲁格每轮可以使用一或者两种武器攻击。

波库鲁格，旧日支配者（Bokrug, Great Old One)
力量 30 体质 65 体型 25 智力 10 意志 24
敏捷 20 移动 18 耐久 45



伤害加权：+2D6
武器：撕咬，80%，伤害 3D6+伤害加权

扫尾，80%，伤害 2D6+伤害加权+抓住

护甲：9点，鳞片与硬皮

咒文：所有接触咒文；召唤伊伯之鬼魂（每召唤 1D10只消耗 1点法力值），与其他下级咒

文，具体由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0/1D8。

巴格·沙斯(Bugg-Shash)
旧日支配者

“到处爬行，留下粉化的圆圈痕迹之后，它来了：一堵闪亮的震动着的墙，由胶状的软泥构

成，其上有许多的嘴裂开，许多的眼在其中怪物般的注视着。这就是“溺者”巴格·沙斯，

漆黑者，空间填充者……那些眼睛难以言表，但是绝对比那些嘴巴更糟糕。在厚重黏稠的嘴

唇吮吸和吹哨中，嘴巴闪亮着流下口水，从这些孔窍中不断贪婪地倾吐出疯狂的声音，那是

外星之歌——巴格·沙斯之歌。”

——布莱恩·拉姆莱《巴格·沙斯之吻》

巴格·沙斯以充满眼睛和嘴巴的一团可

怕黑暗出现。它来自遥远的维度，每次

出现都和外神伊波·兹特尔（Yibb-Tstll）
有关，两者都在《水神克塔亚特》（Cthaat
Aquadingen）一书中被称为“依附于古

老者的寄生虫”（parasites attached to the
Old Ones）。
教团：巴格·沙斯没有已知的有组织的

教团。可能有单独的巫师和疯子会出于

残酷复仇和谋杀的目的而搜寻它。

其他特性：自从被召唤到地球，这位旧

日支配者将它的力量全部集中于抓取受

害者。由于不会心甘情愿地听从召唤者

的命令，巴格·沙斯会立刻攻击任何召

唤它的人，除非它被画在地面上，被特别附魔过的五角星形图案所束缚，并提供了作为祭品

的受害者。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召唤者就会受到袭击。

它能被光所驱散；他选中的受害者在日光下相对是安全的。然而，如果被觊觎的受害者在任

何时间踏入了一片黑暗的领域，巴格·沙斯就会立即出现。一旦被召唤，巴格·沙斯绝不会

回到它的外星巢穴，直到它找到并杀死了至少一个受害者，这个受害者既可以是被选中的祭

品，也可以是召唤者。

如果要驱散巴格·沙斯，要么将其耐久削减至0，要么使用一个仅仅记录在《水神克塔亚特》

或《死灵之书》中的咒文。当光照赶走它时，实际上它并没有被真正驱散。

驱使尸体（ANIMATE CORPSES）：巴格·沙斯通过将尸体浸没于其粘滑的分泌物中而获

得驱使尸体的能力。这样的僵尸完全处于巴格·沙斯的控制之下，直到巴格·沙斯被永久驱

散，或是巴格·沙斯厌倦了它们从而允许它们死亡。一个巴格·沙斯的不死奴隶表现为一个

覆盖着粘稠黏液的自走尸体。巴格·沙斯的奴隶，可以参照使用僵尸的属性值。

巴格·沙斯之吻（THE KISS OF BUGG-SHASH）：巴格·沙斯的攻击一般是包覆受害者然



后授予它的“吻”。它抓住的受害者越多，它的疯狂度越低，它的攻击也就更加低效。每增

加一个受害者，巴格·沙斯的包覆成功率就会下降10%。一个被包覆的受害者只能通过自己

和巴格·沙斯的力量对抗获胜来逃脱。如果一次包覆住了多个目标，巴格·沙斯必须将自己

的力量分摊出去。一旦有被包覆的受害者，巴格·沙斯就会授予它的吻，用粘液将倒霉者捂

住。受害者每轮按溺水窒息的规则受到损伤。

巴格·沙斯，来自黑暗者，黑体(BUGG-SHASH, He Who Comes in the Dark, The Black One)
力量 50 体质 45 体型 65 智力 15 意志 25
敏捷 10 移动 6 耐久 55
伤害加权：+6D6
武器：包覆，90%，6D6或抓住

吻，抓住后自动命中，按溺水计算伤害

护甲：无，但只有魔法、附魔武器、火焰或电击能伤害巴格·沙斯。寒冷、酸蚀、爆炸和非

附魔武器对其无效。

咒文：接触伊波·兹特尔，其他由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目睹巴格·沙斯 1D6/1D20，目睹其不死奴隶 1/1D8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溺者（the Drowners）
某几本神话书籍称呼一群生物为“溺者”。巴格·沙斯和伊波·兹特尔都被认为属于这个分

类。根据疯狂的伯克利的书籍（Mad Berkley’s Book）所述，它们来自于“位于最为遥远领

域的最为黑暗的深渊”。

乍一看上去，这两者之前的联系十分可疑。巴格·沙斯被描述为一团漆黑令人窒息的黑暗团

块，而伊波·兹特尔则是一个类人生物。这种看法我觉得是忽视了伊波·兹特尔的本质。伊

波·兹特尔的血液被称为是黑血，会带来黑暗和窒息的死亡。伊波·兹特尔的类人形态只是

一层躯壳，黑血才是它的本质。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

溺者在其他特性上也有着相似之处。在《水神克塔亚特》中有着更加深入的信息。

它们的名号都在这个世界上从最早的人类文明开始就久为流传。

它们都是阴险而不可信的。

从个人层面上说，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赐予死亡。只有探求死亡的时候它们才会从它们的黑

暗维度被召唤出来。

它们可以被特定的咒文操控。伊波·兹特尔可以被纳克·提特之障壁（Barrier of Naach-Tith)
所束缚，巴格·沙斯的弱点则是五角星形的咒法力量。

似乎很可能存在其他的溺者，也就是其他从同一个黑暗地狱中诞生的死亡和破坏的化身，如

同巴格·沙斯和伊波·兹特尔一般。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以自己的方式体现出黑暗的死

亡。我们必须保证，决不能把这些力量召唤到自己的家园中来。

比亚提斯（Byatis）
旧日支配者

“它有着独眼巨人般的惟一眼睛，螃蟹般的螯钳。他说它还有着大象般的鼻子，脸上还长着

像巨蛇一般垂挂下来的胡须，就像某些海中怪兽一样……他们听到了就像大蝙蝠扑腾着翅膀

的声响……这些靠近到我的蛇一样的东西，有一个人那么粗，难以想象的长,应该就是那令

人憎恶的比亚提斯的面部触须。”

——拉姆齐·坎贝尔《城堡中的房间》



在大不列颠的塞文谷，有一座古老的城堡，其中

一个房间的门上被描上了旧印，比亚提斯目前就

被囚禁于这个房间之中。

教团：尽管没有任何已知的人类教派与比亚提斯

有关，在几本与不列颠群岛有关的神秘学书籍中

还是提到了它。根据路德维希·蒲林（Ludvig Prim）
所著的《蠕虫之秘密》（De Vermis Mysteriis）一

书中记载，深潜者将比亚提斯的象征带到了地球。

现在几乎没有深潜者再信奉比亚提斯了，因为比

亚提斯被囚禁从而无法四处漫游。可能一些蛇人

还在崇拜比亚提斯。

其他特性：如果被释放，比亚提斯的力量、体质

和体型会随每次进食增加1D3点。其力量增长的

上限为98，体质上限为85，体型上限为175。若耐

久被降为0，比亚提斯会化为一团蟾蜍状的云雾形

态，在下次召唤或再次从那扇门后被释放才能恢

复原状。再临的比亚提斯数据回复到初始的状态。

通过接触众多比亚提斯雕像的一座，可以召唤出

这位旧日支配者。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比亚提斯在任何一轮可以

使用双爪、长鼻触须或一次撕咬进行攻击。其伤

害加权随着现存的力量和体型而变化。长鼻触须

的攻击范围的英尺数等于比亚提斯现存的体型

值。被比亚提斯的长鼻抓住的受害者只能在力量

对抗中获胜才能挣脱。如果对抗失败，被比亚提斯抓住之后的每轮，受害者都会自动受到撕

咬伤害。

催眠（HYPNOSIS）：凝视比亚提斯的独眼的人会被这位外星神祗的催眠所操控。为避免直

视这个旧日支配者的独眼，在这个怪物面前的调查员必须每轮进行一次1D100，不大于意志

X5的情况下视为成功。

比亚提斯，蛇须(BYATIS, The Serpent-Bearded)
力量 35* 体质 60* 体型 30* 智力 20 意志 32
敏捷 15 移动 8/10 飞行/8 潜游 耐久 45*
伤害加权：+3D6*
*为比亚提斯初始数据，每次进食后都会增长 1D3
武器：爪击，85%，1D10+伤害加权

长鼻，80%，1/2伤害加权&下一轮撕咬自动命中

撕咬，55%或长鼻抓住后自动命中，1D8
护甲：10点带鳞兽皮。

咒文：比亚提斯可以召唤或接触所有神话种族和神格，除了旧神与旧神的仆从以外。其他由

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6/1D20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Chaugnar Faugn）（译者：Setarium）



旧日支配者

“那一对巨大的蹼状耳多生长着触手，大象一般的长鼻末端有一张一英尺宽，喇叭状的吸

盘......前臂僵硬地于肘部弯曲着，它的手——一双人类的手——半张着，手心朝上平放于腿

上。它的肩膀矮且宽，袒胸露脐，向前伸出巨大臃肿的腹部，上方歇着那长蛇般的鼻子。”

——弗兰克.贝纳普.朗《山岭中的恐怖》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栖居于亚洲的山岭中，仅仅由类人的奴隶守护着，日夜举行着令人难以

启齿，极度罪恶的仪式，而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则通常会仅如一尊雕像 一般静坐于自己的基

座上。 传说则称有朝一日“白色侍僧”们会接其前往新的土地。夏乌戈纳尔.法格恩也会时常

到访幻梦境。

教团：缯之高原上的丘丘人绝大部分是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信徒，而他在中亚的人类里也

有零散的邪教。一些异教，如十八世纪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心之血教（The Blood of the
Heart），已经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其他特性：在夜间，夏乌戈纳尔.法格恩会苏醒并饥饿地吃掉献给他的祭品；如果没有祭品，

他则会转向它附近的任何人。 但无论何时，他会扑向任何进入他的巢穴，但不信仰他的人，

并将之消灭。 象鼻末端的盘型器官可用来吸尽受害者的血液，其造成的伤口则永远无法自

然愈合。

大约有5%的几率夏乌戈纳尔.法格恩会释放一名非同寻常，智勇双全的受害者，通常是角色

扮演中给守密人留下良好深刻印象的玩家人物。当这位旧日支配者并不饥饿时，他只会撕咬

受害者，造成其1D6点生命值损失。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还可选取任何一位人类作为自己的陪护，被选之人会被催眠，并于每日

损失1D10理智值直至疯狂。 当夜晚降临，夏乌戈纳尔.法格恩会将其吸盘置于被他催眠的同

伴之上，催使其面貌发生变异：其双耳与鼻子会逐渐变得与他相同，而期间的心灵连接则会

使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完全操控他的伴侣。 如果未收到贡品，或周围已无任何他人时，夏乌

戈纳尔.法格恩会从其陪护身上汲取血液，造成每次1点的体制值损失。

攻击与特殊效果：作为他的多种攻击方式之一，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可使目标心脏骤停。 目

标须于1D100掷出小于等于自身体质值乘5以抵抗此攻击：如成功，目标仍须通过第二次鉴

定以避免昏迷并损失1D6点生命值；如失败，目标心脏骤停，并由守密人决定具体伤害——
损一定失生命值或立即死亡等。 短时间内的医疗鉴定可被允许用以抢救受害者。

在损失多于90点生命值之后，夏乌戈纳尔.法格恩会变得毫无生息。取决于群星之位，它需

要数月，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活祭与仪式才能被重新唤醒。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山岭中的恐怖 ( Chaugnar Faugn, Horror from the Hills)
力量 65 体质 140 体型 40 智力 25 意志 35
敏捷 30 移动 70 耐久 90
伤害加权：+6D6。
武器：抓握，80%，被抓握的目标无法行动，以便之后撕咬。

撕咬并吸血，100%，目标损失1D6生命值。

传梦，100%，目标入睡后开始做关于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梦，在梦中崇敬他的伟大。

感官敏锐的人很有可能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心脏骤停，100%，伤害由守密人自行决定。（见上文）

催眠祭品*，100%，被俘获的目标自动走向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并于其处等待毁灭。

*目标可于1D100掷出小于等于其意志值乘1以挣脱催眠。

护甲：常规武器无法对夏乌戈纳尔.法格恩造成伤害；特别厚重的硬皮对附有魔法的穿刺武

器具有10点特殊防御，甚至可于15分钟内抵抗最强力的攻击。



咒文：接触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夏乌戈纳尔.法格恩之诅咒；召唤/控制夏乌戈纳尔.法格恩之

弟兄们；其他法术由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静止不动时，直视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将造成0/1D6点理智值损失；直视活动中

的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将造成1D4/2D6+1点理智值损失。目击其陪护变异将造成1/1D6点理智

值损失。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Chaugnar Faugn）
旧日支配者们存在于海量的预言之中。当群星归位之际，终结之时来临，它们就会苏醒。我

们只能对原因进行猜测。旧日支配者和它们的弟兄们真的被时间锁约束么？它们真的预言了

未来的历史么？

被称为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旧日支配者被众多神秘所围绕着，但是缯之高原(The Plateau of
Tsang)上的丘丘人（Tcho-Tcho）确实地有着关于他的预言。他们说一旦夏乌戈纳尔.法格恩

苏醒，“我们的奴仆会将我们送往东边的原初之地，在那里我们会等候白衣侍者（White
Acolyte）的降临。时限消失之际我将会独自登上荣誉的巅峰。在我到达黑暗的祭坛之前，你

们都将被我所吞噬。”

丘丘人相信这个预言标示了夏乌戈纳尔.法格恩从欧洲回到高原的时间，也标示了在那时，

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的弟兄们无论大小都将被这位旧日支配者所抛弃，因为他们此时不再愿

意追随它。

我们确实有证据表明，一些怪物盘踞在比利牛斯山中夏乌戈纳尔.法格恩曾经的居所内。部

分罗马史料记载了几个军团的军队如何被“长着象脸像人一样行走”的怪物所摧毁的事迹。

我的看法是，夏乌戈纳尔.法格恩和它的弟兄们仍在沉睡着。它在亚洲，而它的子嗣们在欧

洲，而冒失唤醒它们的人将会迎来恐怖的灾难。

我们中一些研究者认为许多邪教依然崇拜着这位神祗。传说表明在西班牙西北部和法国东南

部的农民中仍有向夏乌戈纳尔.法格恩献祭祭品的信徒。在加拿大一个被称为鲜血兄弟会的

秘密结社也在期待着它的回归。

似云之物（Cloud-Thing）
外神

“漂浮于距离地面100码以上的空中，那悬停于树顶的无疑是一朵云……我们注意到在那朵

云中闪烁着紫光。在那个东西下面是漏斗状的涡旋云层，几乎接触到了地面。在那漏斗中有

一个尖叫的人，正被云层无情地吸走。瞬息之间那个人就被卷入了云层，他的尖叫也远去无

踪……片刻之后，云下的区域沐浴在一片紫水晶色的光束之雨中。在思忖着怪异的雨时，士

兵苍白干燥的尸体从云中纷纷坠落，在落至地上时骨头碎裂发出巨大的响声。

——凯文·罗斯《血海惊雷》

这位无名外神是居住在阿撒托斯王廷之中诸多下级外神中的一员。

教团：无名的似云之物并没有献身于它的教徒或教团。有时当阿撒托斯被召唤时，它会作为

这位恐怖魔王的随从一员而出现，它的主人离去时它也不会自己留下。似云之物是个胆小的

生物。然而，如果在它离开时它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云层会咆哮着不断爬升到高空直到消

散。任何种类的控制和送离咒文也会把它吓跑。

其他特性：似云之物通过其冗长如龙卷风般的漏斗云将尖叫的受害者们卷入自己的身体内，

以此为食。紫色的云层会一直进食直到它屠杀的猎物体型之和等于其本来的体型值。饱餐之

后，它会随风飘荡。随着进食云层的紫色会越来越深。随着受害者的增加，更多的紫色晶体

——“未代谢”的废物——会如雨般和受害者的尸体一起坠下。每次目睹一个受害者被攫取，



目击者会损失1/1D6理智值。目睹被吸干的受害者躯壳从天而降会导致目击者损失

1D2/1D6+1理智值。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似云之物的漏斗云每次只能攻击一个目标，范围一百码内。一旦被吸

入云中，受害者每轮会被吸取体液直到死亡。受害者可以通过1D100掷出不大于自身力量的

数值来逃脱，但是必然会受到坠地的伤害。

似云之物，无名外神(THE CLOUD-THING, Nameless Outer God)
力量 35 体质 25 体型 75 智力 8 意志 16
敏捷 9 移动 5 耐久 50
伤害加权：+6D6
武器：漏斗云，80%，在 1D4+1轮内吸入云层中

体液吸取，80%，每轮损失 3D6 力量，体质和意志。

护甲：无，但是免疫所有穿刺武器。魔法，爆炸和火焰能正常造成伤害。当耐久降为 0或以

下，这个神格会被驱散。

咒文：无。

理智值损失： 1/1D10

克图格亚（Cthugha） （本段译者：无形的吹奏者，部分来自于《怪物之锤》补完）

旧日支配者

“但即便是我们遮住了眼睛，我们还是看到了那个巨大的、无定形的东西尖叫着从这片邪恶

的地方升上了天，像一片火云一样盘旋在树林的上空。 ”

——奥古斯特•德雷斯，《黑暗住民》

克图格亚的样子像一团不断变化形态的燃

烧火球。它居住在北落师门或者附近的地

方，从那里它会被召唤来。它是最邪恶、

最遥远的旧日支配者之一。

教团： 很少有教团表现得与克图格亚有

关，但古代曾存在过少数与其有关的教团，

比如古罗马时期的梅尔卡斯（Melkarth）
的教团。新千年教团和涅斯托利派崇拜克

图格亚，火焰使者则是另一个可能来自于

终北大陆或是亚特兰蒂斯的古老的克图格

亚教团。这个教团与可怕的自然灾害相联

系，它们或许有某种方法产生这些灾难。

克图格亚由名为炎之精的生物侍奉。在某

些古籍中，这些生物据称由名为弗塔古亚

（Fthaggua）的存在领导者。

其他特性：克图格亚能通过心灵感应与其

他旧日支配者交流，但其似乎不会以任何

方式与人类交流，只能通过召唤与其发生

关系。

攻击与特殊效果：



焦焰攻击：被召唤后，克图格亚会带来D100×10只炎之精，它们会立即将四周点燃。有额外

的10%可能性，弗塔古亚也会追随克图格亚和一大群炎之精一起到来，由守秘人决定。克图

格亚自身会悬浮在空中，烧尽整个区域。自克图格亚降临的回合起，处于该区域内的人类会

由于高温丧失生命值。玩家每轮必须通过一个体质值×5的检定。如果失败，相应调查员每

轮失去1点HP直至死亡。唯一是存活方法就是逃离该区域，大致为一片直径为2D10×2码圆

形区域。在该区域被彻底烧尽之前克图格亚不会离去，除非被某种咒文送离。

伪足攻击：每回合克图格亚能生成1D4只伪足来抽打或紧缠目标，每只伪足可攻击不同的目

标。

爆炎攻击：克图格亚也许会喷射火焰而不是使用附肢。一团爆炎的射程为150码，并以火焰

覆盖方圆20码的区域。目标区域内的调查员必须以自己的体质值与克图格亚的意志值进行对

抗。如果失败，调查员受到等同于克图格亚意志值数值的伤害；如果成功，则减少一半伤害。

身上的护甲没有效果，一堵墙或一道路堤可以提供保护。

克图格亚，活火焰(CTHUGHA, The Living Flame)
力量 80 体质 120 体型 140 智力 28 意志 42
敏捷 21 移动 0（随空气漂流） 耐久 130
伤害加权：+13D6
武器：伪足 40% 1D6+db
爆炎 60% 特殊（见上）

护甲：每轮中，任何近战武器在用于攻击克图格亚前均减去14点耐久。若武器耐久归零，则

无法伤害克图格亚。子弹与其他射弹造成正常伤害，但仍要先减去14点耐久。若耐久归零，

则无法伤害克图格亚。

咒文：召唤弗塔古亚，召唤/控制 炎之精，以及其他与火焰的神格以及自身有关的咒文。

理智值损失： 1D3/1D20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火焰之主（The Lord of Fire）
克图格亚，弗塔古亚和炎之精们的集合被称为火焰之主。这些存在在地球上几乎毫无所闻，

但毫无疑问它们是凶恶的怪物，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关系就像克苏鲁和它的眷族一样。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火焰之主们居住在北落师门之下的燃烧着的灰白世界中。北落师门

是夜空中最为明亮的恒星之一，距离地球不过 23光年的距离。它位于南鱼座。北落师门的

英文单词 Fomalhaut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鱼嘴”。

然而，部分古籍提到克图格亚和其眷族早先也曾居住在地球过，其中最详尽的莫过于波斯人

奥斯坦尼斯的著作《智者来朝》（Sapientia Magorum）。该书指出在地球尚在冷却之际，火

焰之主们到来并居住着，直到与旧神的战争并因此被封印。书中说这就是为何火焰之主居于

鱼嘴之星的原因。早期基督教的少部分资料说克图格亚被一位名叫阿塔（Atar）的旧神所封

印，这位旧神是拜火教的火神。

在人类的时代，被崇拜的火焰之主有着很多名字，包括米勒公（Milcom），摩洛（Moloch）
和梅尔卡斯（Melkarth）。长期以来，火焰被用作工具，武器和神秘，所以邪教徒们被克图

格亚，弗塔古亚和炎之精们所吸引。

另外，地球上的一些人造遗迹和火焰之主有一定联系。古籍中记叙了克图格亚来到地球时最

先接触到的石头，即“永燃石”（ever-burning stone）至今仍然在燃烧，而梅尔卡斯之柱则

是被用作召唤在遥远的北落师门的远古之主们的通道。

最深黑暗的活火焰（Living Flame of Deepest Black）



克图格亚的化身

“黑暗的欲望和恶意的原始力量的大量固态物质集合在一起。难以想象的大量肌肉从其无形

的表面上的暴起与流动之处延伸过去。这肌肉卷起如同火焰般围绕在其略微类似公牛的身体

上，但其高热则是来自体内。七个犄角位于一个巨大黑暗无眼而具有血肉的骷髅之上，无序

地击打着——角如磐石，平如钢铁，锐如水晶。”

——冈瑟•戴姆巴赫梅尔，《克诺索斯的秘密》

活火焰是克图格亚召唤失败的可怕产物——取代旧日支配者来到地球的是其一部分炙热的

本质。从克图格亚燃烧的混沌中撕裂的这个生物，其唯一单纯的想法和目的就是将它周围全

部点燃为一个烧尽的炼狱。即使是暗示了这一生物存在的“伊波恩之书”的作者，也不知道

能够召唤或控制这一生物的详尽咒文。

教团：最深黑暗的活火焰是火焰使者教团崇拜的对象，这个教团是一个被认为源于终北大陆

或亚特兰蒂斯的秘密教派。火焰使者使用它们的恐怖力量来召唤克图格亚从群星间降临来破

坏城市。他们被认为和历史上几次自然灾害有关。一次完全失败的召唤他们炽烈的神明永久

留在地球的仪式，导致了活火焰的诞生。

其他特性： 这个生物被困在希腊地下的某个迷宫之中。它被旧印和一个被称为埃格罗斯之

盘（the Disk of Aiglos）的装置所牵制住。这个怪物的传说流传至今，不断演变，成了家喻

户晓的弥诺陶洛斯神话。很少有人知道弥诺陶洛斯故事之后的真相。

活火焰能够吸收光线，导致其在黑暗中几乎完全不可见，虽然它会在所在区域里产生惊人巨

大的热量。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活火焰每轮使用两只角攻击，或是一次撞击。由于其内部强烈的火焰，

任何在这个生物15英尺内的人每轮都会受到1点火焰/高热伤害。它会放出高热烧毁面前阻碍

它的岩石，点燃一切可以点燃的物体。

最深黑暗的活火焰，来自北落师门阴影的黑暗火焰(LIVING FLAME OF DEEPEST
BLACK, The Black Fire from the Shadow of Fomalhaut)
力量 45 体质 26 体型 45 智力 7 意志 22
敏捷 9 移动 15 耐久 36
伤害加权：+5D6
武器：犄角（x2） 50% 1D8+2+db+可燃物体被点燃

撞击 60% 1D10+db+可燃物体被点燃。

内部火焰自动对15英尺半径内造成每轮1点伤害

护甲：5点护甲肌肉。

咒文：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1D8

克苏鲁 (Cthulhu) （译者：Setarium）
旧日支配者

“它刻画的是一个怪物，隐约带有人的轮廓，却长着一个像八爪鱼似的有众多触须的脑袋，

身体像是覆着鳞片的胶状物，长着巨型的脚爪，身后还有一对狭长的翅膀 ......它有着臃肿肥

胖的身体.......淌着粘液，巨大的绿色身躯蹒跚着从那黑暗的开口中拥挤而出，走进人们的视

野......好似一座山岭行走于天地之间。”
——H. P. 洛夫克拉夫特《克苏鲁的召唤》

伟大之克苏鲁的形体并非固定不变。他可随心所欲地改变身体构造：创造新的肢体，同时回



收旧的肢体；延伸翼展并缩减体型，使其大大地提高在空中飞行的能力，抑或延长手臂和触

须以探知狭长的隧道。但不论如何变化，其具体形状则与以上所描述类似，都能被立刻认出

是克苏鲁；即便他可随意伸展自己双翼的大小，也无法将其完全吸收。

克苏鲁栖息在沉没于太平洋深处，漆黑死寂的拉莱耶

城。在那里，他处在不生不死的休眠状态。但有朝一

日，这座海底城市将会升至海面，那时克苏鲁也会苏

醒，并将肆无忌惮地吞噬屠躏着地球上的生灵。拉莱

耶内同样埋藏着克苏鲁一族的其他成员，而克苏鲁明

显的是他们的统治者与大祭司，并且是他们中最强大

的。

虽然克苏鲁与他的族群——索斯人 (Xothans) ，或叫

星之眷族—— 并不会造访地球的幻梦境，他们却拥有

自己怪异恐怖的独特梦境。据称，克苏鲁在地球的幻

梦境中维持着众多所谓的 “梦魇工厂 (nightmare
factories)”，日夜不休地创造着恶梦，成为一切梦魇的

源头，并由他疯狂的信徒们日夜守卫着。

据某些资料称，克苏鲁曾经有过三个配偶，分别是诞

下 佐 斯 - 奥 姆 格 (Zoth-Ommog) 、 加 塔 诺 托 亚

(Ghatanothoa) 、 克 希 拉 (Cthylla) 、 与 依 托 格 萨

(Ythogtha) 的伊德-雅 (Idh-yaa)；斯柯塔伊 (Sk'tai) ，

日后被克苏鲁所杀（它是否与克苏鲁育有后代则不得

而知）；与为其孕育了双子恩克托萨 (Nctosa) 与恩克

托鲁 (Nctolhu) 的卡索格萨 (Kassogtha)。

教团：克苏鲁在栖息于地球的旧日支配者中拥有散布最广，最有知名度的邪教。 他的教徒

坚信他在上古时期与他的族人自繁星之中降临于地球，建造了拉莱耶城，并于此统治世界。

当群星之位改变时，他们所在的大陆沉没于大洋之下，整个族群也陷入了死亡一般的长眠，

并从此等待着克苏鲁的人类信徒们将他们唤醒。 每当拉莱耶升至海面，信徒们须于此聚集

并合力开启囚禁着克苏鲁的巨大石门，以唤醒他带领全世界的信徒们一起狂欢作乐。

记录在案的文件证明有的部落全族都是克苏鲁的信徒：如一些住处偏僻、鲜为人知的因纽特

人，或那些退化堕落的路易斯安那沼泽住民。 他的信徒似乎绝大多数居住于海边，或是靠

海为生的人，而他也由深潜者与他的星之眷族——半人半章鱼般的生物所侍奉。 许多对于

克苏鲁的人类信仰均传自上古时代，而克苏鲁本身也有很多化名，并都可追溯至他的正名：

两种较通用的名字为图鲁 (Tulu) 和簌簌 (Thu Thu)。 银色暮光密教团 (The Hermetic Order
of the Silver Twilight) 同时膜拜克苏鲁与尤格-索托斯。

其它特性：虽然克苏鲁在千万年前已陷入了沉睡，他仍可时常向世人传输令人疯狂的恐怖怪

梦。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每回合 1D3名探员将不可避免地被克苏鲁肥硕的手掌抓起，并惨死

于其爪中。如果克苏鲁从洞中探出头来，或弯下腰去，探员们则还会可能被其面部触须攻击。

其面部触须可在一回合内抓取 4人，并可穿入任何开口。

降于 0点生命值时，克苏鲁的身体会爆裂开来，溶化蒸发成一团令人反胃的绿色云雾，并开



始立刻复原。此过程将由 1D10+10分钟内完成，而完全复原的克苏鲁则如同未受伤害一般

拥有 160点生命值。

克苏鲁可试图以其爪攻击、拦截及抓握飞机或其他类似的飞行物体。 任何此类动作将被自

动视为成功，无需通过鉴定。

伟大之克苏鲁，拉莱耶之主 (Great Cthulhu, Master of R'lyeh)
力量值：140
体质指：110
体型值：210
智力值：42
意志值：42
敏捷值：21
行动值： 步行 24/游泳 20/飞行 16
生命值：160
伤害加权：+21D6
武器：爪击，100%，伤害 1D6+db
触须，100%，伤害 11D6
护甲：21点，包括超维度污泥与肌肉，并于每回合恢复 1D6点生命值。

咒文：知晓上百种咒文，但不包括召唤/控制夜魔与接触诺登斯；他可通过传梦的方式给予

任何人类接触深潜者与接触克苏鲁两种咒文。

理智值损失：1D10/1D100

边栏

克苏鲁的呼唤

一种看法认为克苏鲁的噩梦发送出的目的是特定扰乱或是破坏精神，很少有人觉得沉睡的怪

物发送的噩梦是仅仅偶然被受害者听到的。接收噩梦之后的反应因人而异。艺术家们被启发

创作噩梦般的画作与雕像，其他的人则被逼至疯狂乃至自杀。部分人推测他们是接收到神或

天使发送的讯息，而来自疯狂邪教的人则希望抚慰那个威胁要淹没他们的凶恶魔神。

可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梦境接受者。他们都有着虚幻的相同感受——包含着长眠于梦的克苏

鲁的经历，意义和难以缓和的欲望的可怕展望。绝大多数噩梦都作用于单独的个人，但是有

的有可能会同时作用于一个成员已经共享兴趣的团体。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索斯星传说（Xothic Legends）
当初正是克苏鲁之名吸引我钻研到这个科学界拒绝承认的领域之中。我并不知道它只是众多

旧日支配者中的一位，更糟糕的是它曾是其渎神王朝的首脑。

最初是哈罗德·科普兰教授在其书《史前太平洋》中向我披露索斯星传说的。该书是以更加

古老的《波纳佩宝典》（Ponape Scripture）作为基础的。书中他之处克苏鲁有一位叫做伊德·雅

(Idh-yaa)的伴侣居住在遥远的索斯星。

据说索斯星位于金牛座，但是现代航天技术仍无法确定其准确的位置。其与其他三颗在神话

书籍中提到的星球——阿比斯（Abbith）,依马尔（Ymar）和日奥斯（Zaoth）组成了一个星

团。曾作为克苏鲁巢穴的索斯星紧挨着阿比斯星，后者是奈亚拉托提普诸多巢穴中的一个。

这让人想起遥远的哈斯塔的领域。



克苏鲁来到地球时带着它的四个孩子，克希拉 (Cthylla)、加塔诺托亚 (Ghatanothoa)、与依

托格萨 (Ythogtha) 和佐斯-奥莫格 (Zoth-Ommog)。他们居住于太平洋中初升的姆（Mu）大

陆之上。

有关克希拉的资料很少，她被称为克苏鲁的秘密之女和小东西。

加塔诺托亚是火山之主和石化者，他曾经掌控着姆大陆上的人类，并由罗伊格尔所侍奉着。

依托格萨是深渊的憎恶和梦境发送者。他居住于伊黑深渊（Abyss of Yhe）之中，由于格亚

侍奉着。

佐斯·奥莫格是波纳佩异变和塑像怪物。他被囚禁在波纳佩岛附近，也由于格亚侍奉。

所有索斯的孩子们都能侵入意志薄弱者的精神中，特别是通过他们赐福的塑像。理智的警告

是绝对不要接受这类装置。

比蒙(B'Moth) （译者：Setarium）
克苏鲁的化身

“见证此巨物之全力者寥寥无几，其景亦充斥着诡异之恐怖......奥秘皆源于那恶臭之雾，皆

因吞噬者可现身于任何湿气......死物之磷火皆聚于此屋，充于此室，而吞食者之精魂亦将从

之而来：彼深居大洋，静候返归地表之时。其眼遍观八方，其耳广闻六路。”
——贝尔特拉姆.罗素 《比蒙之祸》

在已知唯一的记录中，比蒙被形容为一团泛

着蓝色，绿色或黄色荧光的云雾。

教团：比蒙的信徒多为非洲与南美洲迷信的

原始居民，而其在世界其它地区也有部分崇

拜。他的信徒们也常通过充斥着暴力的放纵

狂欢来膜拜这位黑暗之神，并将祭品投喂与

鳄鱼或鲨鱼的形式为其献上活祭，比蒙的祭

司们则坚信现代文明终将被毁灭，那时世界

也将回到原初的自然状态，但在那一日到来

之前，比蒙的信徒们将不留余力地以任何手

段协助它，包括各种破坏与恐怖活动。

其它特性：

这个化身没有物理形体，因此无法直接影响

现实世界，但它具备强大的精神能力，并通

过梦境与心灵感应来影响人类。比蒙可以向

世界任何角落传发可怖的梦魇，不过任何靠

近大型水体的沿岸区域更容易受到影响。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

比蒙会将受害者用它泛着荧光的云雾层层包

住，任何在这盘旋着的云雾中的目标将会感到彻寒刺骨的恐惧，并将无法通过抵抗鉴定而自

动受到其心灵效果的影响。



思维操控：比蒙可任意读取任何动物或人

类目标的思维，前者将被轻而易举地控制，

成为比蒙的物理延伸；而人类目标则可使

用自身意志值以抵抗这种影响。 任何未通

过此鉴定的人类将完全受到比蒙的操控，

直到自行通过意志鉴定，或被精神分析法

治愈。 期间目标可与每日尝试以自身意志

值对抗比蒙的意志值以抵抗其控制，但其

可能误将被控制时的经历当作昏迷或模糊

的梦境。

比蒙（比蒙巨兽，巴哈姆特），吞噬者

(B'Moth (Behemoth, Phemaut), The
Devourer)
力量值：无此项

体质指：60
体型值：不定

智力值：42
意志值：42
敏捷值：无此项

行动值：25
生命值：42
伤害加权：无此项。

武器：无。

护甲：无，但其不会受到任何物理攻击的影响；魔法可对其造成伤害，而火焰则将迫使其消

散。

咒文：比蒙知晓任何咒文，但其通常不会使用它们。

理智值损失：直视比蒙阴森的云雾将造成 1/1D10点理智值损失。

克拉辛(Chorazin)（译者：Setarium）
克苏鲁的化身

“他们以传递思维的方式互相沟通，甚至在现在他们也在墓穴中相互交谈着。而当那无尽的

混乱过后，第一批人类行走于地上时，旧日支配者们便与他们之间的敏感之人 交谈；只有

通过捏塑梦境，他们的语言才得以在哺乳动物那肉质的头脑闲传开。”
——H.P. 洛夫克拉夫特《克苏鲁的召唤》

克拉辛是长眠中的克苏鲁本我般的意志，并是克苏鲁思维中最容易接触的部分。 它的真实

形体与雄伟的克苏鲁相同，但是如同在梦中一般模糊扭曲，由闪烁着的线条、静电干扰般的

雪花与闪亮的绿色电弧构成。

克拉辛在梦中会以克苏鲁的形象出现，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会于现实世界现身，不过

其仍可从计算机或电视屏幕，或者其它具有高密度灵能与电能的区域现形。



教团：克拉辛并不会被独立膜拜，它被克苏鲁用于

在梦中影响艺术家或那些对灵能敏感的人，并属于

其意志的一部分。因此上任何梦中遭遇克苏鲁的人

都已接触到了克拉辛。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

当现身于现实世界时，克拉辛会立刻开始吸食周围

所有人的意志，任何在其十英里范围内的人每晚损

失 1点意志值。任何未能通过理智鉴定的人将遭受

强烈心理或情绪冲击，甚至经受灵能攻击；这些受

害者同样将忍受长达 1D20小时剧烈头痛的折磨，

并可能陷入无知觉的狂怒，攻击附近的任何物体；

或是遭遇恐怖的梦魇并损失 1D6 点理智值，甚至

进入暂时性的疯狂，并于之后引发厌恶症。

克拉辛不具备任何物理攻击，但也无法被任何物理

攻击所伤。高压电流则会将其离子化并随后驱散，

遣返其回归大洋之下的拉莱耶城。

物理化身：当 其意志值达到 1130时，克苏鲁的物

理形体会由此现身：克拉辛会以一团白热等离子云

的形式释放其所吸食的意志，任何在此动作路径上

的物体都会被其触肢般电弧与延伸卷至其内，烧成

焦炭。 这团等离子云将在十二小时内形成克苏鲁

的物理化身，克拉辛也会于此时与其合并，而克苏

鲁也将重临于世。 此化身的各项属性均与克苏鲁

相同，克拉辛也将摆脱拉莱耶与海洋的束缚。

克拉辛，伟大之克苏鲁的心灵显影 (Chorazin, Psychic Manifestation of Great Cthulhu)
力量值：无此项

体质指：无此项

体型值：不定

智力值：42
意志值：100*
敏捷值：无此项

行动值：无此项

生命值：100
*此为克拉辛的初始意志值，于每次吸食意志后增加

伤害加权：无此项。

武器：无。

护甲：无，常规物理伤害无法损伤克拉辛，任何高压电流每回合将对其造成 1D10点伤害；

任何损耗智力与意志的咒文则均对其有效。

咒文：无。



理智值损失：直视克苏鲁的克拉辛将造成 1D4/1D10点理智值损失。

群鲨之父，克苏鲁的化身 (Father-of-All-Sharks, Avatar of Cthulhu)

“它与大白鲨的远祖巨齿鲨鱼十分相似，但是至少还要大两倍，并且周身散发着朦胧的白色

光芒，传播甚远，甚至整片海域都会透着白光。 它永不知足，出于饥饿会疯狂地吞噬周围

一切，其所到访的水域将永无安宁。”

——布鲁斯.L.普利迪

据珀纳佩手稿 (The Ponape Scripture)记载，群鲨之父是克苏鲁非凡的的化身之一，并很可能

是圣经中海洋巨兽利维坦 (Leviathan) 的原形。

深潜者们知晓召唤群鲨之父的仪式，但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因而只在会在大群族人受到威胁

时的危急关头才会使用。 它曾被召唤至沿海地区对制造生态灾难的海洋城市加以惩罚，甚

至被用以消灭危及深潜者城市的人类海军，并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活动频繁。为数众多的海船

失踪事件很可能都与其有关。

1D10只攻击性强烈的巨鲨将伴随群鲨之父一同出现。

教团：波利尼西亚人与夏威夷人熟知群鲨之父，并以不同的名称在神话故事中出现。深潜者

是其主要信徒，其他异族也有可能膜拜它。 仅有极少数人类膜拜群鲨之父，但仍有大部分

原始文明与部族为其献上活人祭祀以安抚这为神明，祈求不会遭受灭顶之灾。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这个巨大的野兽有多种特殊攻击方式。

噬咬攻击：群鲨之父的噬咬可造成无与伦比的巨大伤害，并可轻易咬穿鲸鱼的皮肉，甚至小

型船只的船身，也包括人类。

吞噬：它巨大的形体使其能够吞下任何体型值小于等于 45的物体。没有任何活物能从此攻

击中幸免于难。

撕咬：群鲨之父可将目标叼于其巨大的口中，并狂暴地左右摇摆试图将目标撕成碎片，造成

每回合 10D10点伤害。

撞击：它也会使用巨大的身体冲撞，甚至会跃出水面砸向船上或码头上的目标，但此前和此

后一回合内将无法做出任何攻击。

巨浪：群鲨之父可在海面附近翻滚身体或甩动尾部以制造宏伟的浪潮，足以倾覆多数船只并

摧毁沿岸建筑。

群鲨之父，利维坦 (Father-of-All-Sharks, Leviathan)
力量值：120
体质指：80
体型值：140
智力值：15
意志值：25
敏捷值：20
行动值：游泳 15
生命值：110
伤害加权：+15D6 。

武器：

噬咬，80%，伤害 6D6+15D6。
吞噬，80%，即刻杀死目标。



撕咬，抓握目标后立刻开始，伤害 10D10。
重击，50%，伤害 15D6+15D6。
护甲：厚重的外皮提供 15点护甲。当其生命值降于 0时，群鲨之父将四散炸裂，吸引无数

鲨鱼从四面八方前来争食其残尸，之后消失于海洋深处。 群鲨之父将于下次召唤时重新复

原。

咒文：任何与接触海中生物有关的咒文，具体由守秘人视情况而定。

理智值损失： 1D6/2D10。

克希拉（Cthylla）
旧日支配者

“和绝大多数章鱼一样，它的眼睛在头上可以向任意方向伸缩超过2英尺的距离。不同的是

它的眼睛有着三套眼柄，远超过每个眼睛必须的伸缩维度。我们检查发现它的每个触手背面

都有着伸缩自如的爪钩，长约五英尺，弯曲而锋锐。在触手聚集的后腿上还有着微小的突起，

像是翅膀的芽胚。”

——蒂娜·L`延斯，《在他女儿黑暗的子宫之中》

根据神话知识，克希拉是克苏鲁的四

位重要子嗣之一，她的兄弟包括加塔

诺托亚 (Ghatanothoa)、依托格萨

(Ythogtha) 和佐斯·奥莫格

(Zoth-Ommog)。她以巨大的漆黑血红

的章鱼形态出现，有着复数的眼柄，

可变数目的带钩爪触手，以及从她背

后可以展开和收缩的鳍片或翅膀。

在层次分明的克苏鲁神话中她有着

一个特殊的地位。启示预言了当克苏

鲁自身被毁灭时，他的女儿克希拉会

诞下他使他重返人间。以这种方式，

克苏鲁得以永垂不朽。由于克希拉对

于克苏鲁和旧日支配者们如此重要，她被各种神话生物层层严密看守着。她很少有机会远离

达贡与海德拉，星之眷属，深潜者祭司或者其他神话仆从与神祗的保护。

教团：尽管克希拉被许多神话存在所崇敬着，但是她并没有很多的人类信徒，除了少数秘密

的聚焦于伟大克苏鲁的死亡和重生的秘密教团。另外在晦涩的繁殖祭典和与她父亲以及兄弟

有关的仪式上也会祭祀她。由于其重要性，克希拉在神话中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密。比如

说在神话典籍中基本从未提到她，祭坛铭文中也是如此。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每轮克希拉可以使用2D6只触手攻击。每只触手都布满了可伸缩的剃

刀般的倒钩，可以轻易地撕碎血肉甚至于切断金属。除此之外克希拉也能用触手抓住受害者，

选择将其压碎还是送进自己鸟喙形的口中。如果耐久降为0，克希拉会喷出碎石和燃烧的墨

汁状液体组成的烟雾，借此逃脱以便恢复再生。任何在克希拉44码半径内的生物都会被墨汁

状液体击中，导致6D10分钟的目盲和2D10点由于烧伤造成的HP损失。

克希拉，克苏鲁之女 (CTHYLLA, Daughter of Cthulhu)
力量 38 体质 210 体型 44 智力 40 意志 37
敏捷 21 移动 9/50 潜游 耐久 127
伤害加权：+4D6



武器：触手 80% 3D6或抓取受害者进行其他攻击。

压碎，抓取后自动命中，1D6+db
撕咬，抓取后自动命中，2D10
护甲：16点皮肤。另外，克希拉每轮恢复1D6耐久

咒文：所有与克苏鲁、加塔诺托亚、依托格萨、佐斯•奥莫格、乌博（Ubb）、达贡与海德拉、

深潜者、克苏鲁的星之眷属，于格斯和其他水生神话恐怖有关的咒文。其他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6/1D20

克赛克修克鲁斯（Cxaxukluth）
外神

“痴愚之神通过类似分裂的方式，解离成无数的存在。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

星系至高无上的领主而存在着。我们星系的统治者就是克赛克修克鲁斯（Cxaxukluth），这个

怪物外型上是雌雄同体的，不断吞噬着自身的怪异子嗣。少数的子嗣成功逃离繁殖出它的怪

物，尽可能地生存下去。”

——理查德·I·蒂尔尼，《未应之神》

克赛克修克鲁斯是阿撒托斯的种子或是子嗣中的一位，已经长成并拥有了强大的身躯和力

量。外观上克赛克修克鲁斯像是阿撒托斯和乌波·萨丝拉结合的产物，是一团不断翻滚冒泡

的不定形原生物质。一般它独自栖息于时空之外的无名之地，除非被打扰或是被召唤。

教团：克赛克修克鲁斯没有多少崇拜者或是追随者，除了少数外星种族和单独的疯子可能会

用难以想象的仪式来向这位外神致敬。克赛克修克鲁斯对这些祈祷者或极为少数的追随者毫

不在意，只会像它对其他生物的态度一样，将他们汲取并吞噬。

其他特性：这位外神的小部分身躯不断被抛弃，蠕动，飞行，或是滑动，如同活着的噩梦中

的怪物一般。这些克赛克修克鲁斯的子嗣绝大多数在逃离它的巢穴前就被凶残的外神抓起并

吞食。然而，那极少数恐怖的成功逃脱的子嗣会继续加入到其他在阿撒托斯王庭之中其他的

外神子嗣之中。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克赛克修克鲁斯攻击时会从它的躯体中盲目地长出塑料般的伪足，抓

住和拿起任何能够够到的东西。任何被克赛克修克鲁斯解除的东西立即开始燃烧和熔化，受

到10D6伤害。下一轮受害者会被拉入外神沸腾起泡的躯体中，在此会被凶残地燃烧，分解

和吸收。无生命的物体也会受到相同的伤害。克赛克修克鲁斯的冒泡躯体可以触碰到半径300
码内的一切物体。

克赛克修克鲁斯，阿撒托斯的双性后裔 (CXAXUKLUTH, Androgynous Offspring of Azathoth)
力量 200 体质 150 体型 300 智力 0 意志 100
敏捷 N/A 移动 0 耐久 225
伤害加权：N/A
武器：伪足 90%，10D6，下一轮自动被吸收

护甲：无，但任何攻击这位外神的武器，在伤害作用于它之前都会受到10D6的伤害

咒文：无

理智值损失： 1D10/1D100

赛伊格亚 (Cyaegha) （译者：Setarium）

旧日支配者

“一只巨大的眼睛正从上空注视着他们。 在那巨眼周围天空开始四分五裂：巨大的裂缝向

四周蔓延，渗出比夜晚更加浓厚的黑暗，如同粘滑的触手一般向他们爬去。它逐渐变换着形

体，使其轮廓更加清 晰......有一样东西正立于他们面前，长着漆黑的触肢与闪着绿光的



巨眼。”

——艾迪. C. 贝尔汀 《黑暗，吾名曰》

赛伊格亚是长着一只绿色球形巨眼的巨大

的黑色形体。 它的另一种形态很有可能仅

是一只由细长触肢所围绕的巨眼。赛伊格

亚可能与另一位旧日支配者，形象同样是

触肢环绕的巨眼的欧图伊格 (Othuyeg)

有某些联系。

教团：赛伊格亚的信徒仅为德国西部一座

偏僻村庄的村民。 信徒们为它定期举行活

人祭祀，而它对此漠不关心，只期望着它

被解放的那一天。主眼之仆(Dienstboten

das Auge Herr/Servants of the Eye

Master) 是其中一个分支。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如果被释放，赛伊

格亚会漂逐于一片区域之上并四处环望，

随意碾压挤碎任意人类目标。 赛伊格亚会于每回合伸出1D10根触肢用以攻击。

赛伊格亚，旧日支配者 (Cyaegha, Great Old One)
力量 80 体质 120 体型 200 智力 20 意志 35
敏捷 14 移动 25 飞行 耐久 160
伤害加权：N/A

武器：触肢，100%，8D6

护甲：无。任何穿刺武器对其造成的伤害一律取最小值。当其生命值低于0时，赛伊格亚会

逃往地下。

咒文：任何召唤/接触咒文，具体由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10/1D100。

赛诺索格里斯（Cynothoglys）
旧日支配者

“一个黑暗巨大的物体缠绕着无形的什么，这完全在我的类比之外。然而似乎有什么在它的

轮廓中——一种精神力，就像是蟹足从地面伸出……靠近顶点的破碎雕像处，一个弯曲的如

同手臂般的附肢延伸出来冷酷地抓取，

似乎它在这个位置保持了不知多少个时

代，任何时候都会继续或结束其动作。”

——托马斯·里戈利《梦境征兆》

教团：没有任何已知的赛诺索格里斯的

教团存在，多半因为任何它的追随者都

会迅速被引向死亡吧。赛诺索格里斯是

一个和死亡相联系着的古老模糊的存

在。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接触这位旧日支



配者或是其雕像的人，若是在和这个存在的意志对抗中失败，将会进入梦幻般的催眠状态。

在送葬者之神的催眠力量作用下的人会感受到自己死亡的幻觉或是白日梦。最后这位旧日支

配者会亲自到访。被催眠者将平静地等待自己的终末，欣然走向神明等候的双手。浓雾昭示

着送葬者之神的降临，在其出现的几天前开始凝结。在这位旧日即将降临的地区，动物会出

现异常行为，比如捕食者猎杀猎物后会整齐地排列起来，而不是将其吃掉。

一个在赛诺索格里斯影响下的人不会因为这位存在而受到理智值损失。如果一个受害者得到

成功的心理分析治疗，旧日支配者的心灵操控将会被破坏，不论赛诺索格里斯是否在场，受

害者都将受到1D10/1D100的理智值丧失。赛诺索格里斯的浓雾模糊不清还会使周遭寂静无

声，对隐藏的检定增加50%效果。

赛诺索格里斯，送葬者之神 (CYNOTHOGLYS, The Mortician God)
力量 85 体质 78 体型 152 智力 30 意志 30
敏捷 12 移动 9 耐久 115
伤害加权：N/A
武器：接触 100%，自动死亡

护甲：无，但是普通武器无法伤害赛诺索格里斯，魔法可以正常对它造成伤害。

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技能：潜行100%
理智值损失： 1D10/1D100

达贡&许德拉（Dagon&Hydra）
唯一存在（深潜者，上级仆从种族）

“它身材高大，面目可憎，酷似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它如同恶梦中的巨大怪物一样飞快地

奔向独石柱，然后在独石柱旁猛烈地挥动其一双巨大的带鳞手臂。”

——H·P·洛夫克拉夫特《达贡》

（本段译文译者：milk，链接 http://trow.cc/board/index.php?showtopic=15626）

父神达贡和母神许德拉是极其巨大和古老的深潜

者，两者都有20英尺高和可能数百万年的年纪。

它们统治着深潜者并领导着它们对克苏鲁的崇

敬。和克苏鲁及其奴仆们不同，这两位非常活跃

和易变，但是几乎从不碰面。根据洛夫克拉夫特

的《达贡》一文，很有可能深潜者中有除了这两

位以外，也存在着拥有如此巨大的身形和强大的

力量的个体。

教团：尽管并非真正的神明，父神达贡和母神许

德拉仍然被深潜者以及他们的人类奴仆们崇拜

着。“达贡秘教”（The Esoteric Order of Dagon）是

其中最有名的邪教。

达贡和许德拉属性完全相同。

父神达贡&母神许德拉，深潜者的统治者

(FATHER DAGON &MOTHER HYDRA, Rulers of
the Deep Ones)



力量 52 体质 50 体型 60 智力 20 意志 30
敏捷 20 移动 10 耐久 55
伤害加权：+6D6
武器：爪 80% 1D6+db
护甲：6点皮肤。

咒文：二者都知晓所有召唤/控制克苏鲁神话中下级仆从种族的咒文

理智值损失： 1/1D10

道罗斯（Daoloth）（译者：saint13611，部分为怪物之锤补完）

外神

“不是没有固定的形体，但那复杂得无法描述的外形构造绝非肉眼所能够辨识的。在那里，

是被塑料质地的长杆耦合的半球体与闪光金属。长杆呈浅灰色，因此他无法判明更深处的状

况；它们从凸出的单独圆柱体融合为平坦的团聚物。当他凝望着它时，不自然的感觉到似乎

有眼眸于长杆的空隙中闪烁着微光；但无论他从何处巡视那个造物，他都只能望见构架间的

纯粹虚空。”

——拉姆塞·坎贝尔,《面纱粉碎者》

作为一个有着奇异几何学构造的存在，道罗斯并未表现出显着的恶意。它居住在超然于我们

宇宙之外的某个空间，然而它能够被召唤至此间。

教团：道罗斯通常在犹格斯或其它异星世界被崇拜，但它似乎并没有多少地球信众。它的占

星学祭司能够阅览过去与未来，并且感知物体如何扩展延伸至最终维度。他们通过前往其他

纬度的旅行与亲历另外类型的真实来获取力量。目睹道罗斯是灾难性的，因为人类的眼尝试

遵循神明的轮廓，而这将迅速地导致疯狂。道罗斯极少的人类教团只会在全然的黑暗中召唤

他们的神祇。神圣之光引导者和道罗斯教团是少数两个信奉道罗斯的人类教派。

其他特性：这位神祇的显现可于人类中酿造灾祸。如果他没有被小心的隔离在某些魔法牢笼

之中，他的形体将会无限扩展，将周遭的一切吞噬。那些被吞噬者会由道罗斯迅速传送至偏

远而凄凉的世界或是额外的维度，他们罕有回归。

道罗斯的移动方式异乎寻常，他通过扩展躯体及空间滑行而实现这种移动。他的半径每轮都

会延伸8米，并可持续扩展至任何大小。

道罗斯，面纱粉碎者（DAOLOTH, The Render of the Veils）

力量 N/A 体质 100 体型 可变 智力 50 意志 70
敏捷 30 移动 8 耐久 100



伤害加权： N/A

武器：吞噬，100%，将受害者送至其他位面。

装甲：任何对道罗斯的打击与穿刺之物将被传送至另外次元，但是一切守秘人认为合适的咒

文皆能够对其造成伤害。

咒文：它可能知悉任何涉浏览或旅行至其他世界、位面及维度的咒文，或者其它守秘人认为

恰当的咒文。

理智值丧失：目睹这位神祇的首轮将导致1D10/1D100的理智值丧失；若处于它的附近，则随

后回合中会自动丧失1D10的理智值丧失。

神圣之光（Scared Light）
道罗斯的化身

“一道明亮的窄光以平稳的速度从天而降。这道光束由迥异于这个宇宙的怪异颜色缠绕交错

而成。它的下降速度很慢，仿佛这道光是活着的，或者说是管道中渗出的液体那样。到达地

面之时，这道光扩张成了一个光锥，以便于停留或移动到其他区域。”

——布鲁斯·巴隆《真理将使你自由》

教团：一个叫做“神圣之光教团”的

小教派崇拜道罗斯的这种形态。

真理的礼物：触碰到这束光的人会感

受到一个带着棱镜光芒的活生生的异

形存在。这种接触一开始会使人感到

愉快，眩晕和强大，但是几秒钟之后

接触者的脑中会被塞入太多的知识，

恐怖开始攫取他们的灵魂，即他们接

受了“真理的礼物”。当真理的礼物分

散和达到了光芒的最大半径，神圣之

光会闪耀而后消散。

真理的礼物会将地球幻影的面纱撕

碎。得到启示的人会发现群星和银河

间可怕的深处，了解到潜伏在这深处

的恐怖。他们将能看到最终维度，看

到恐怖怪物的外形，触碰和气味——

所有都是可视的。只有盲人才能免疫

这件礼物。接触真理的礼物的人会立

即损失1D10/1D100理智值，之后每天损失1D6理智值，除非他们自己挖出自己的眼珠或是用

其他的方法使自己永久失明，因而停止接触到这可视的理智值丧失之源。接触到道罗斯的塑

像或是期望真理的礼物消失可能能移除恐怖的场景，由守秘人决定。

神圣之光，黑暗粉碎者 (THE SACRED LIGHT, the Render of the Darkness)
力量 N/A 体质 70 体型 可变 智力 44 意志 50
敏捷 20 移动 8 耐久 80
伤害加权：N/A
武器：真理的礼物 接触到此光线时自动命中 损失1D10/1D100理智+之后每天1D6理智

护甲：无。但是只有附魔武器和魔法可以伤害神圣之光



咒文：所有有关其他世界、位面和维度的观察和旅行的咒文，其他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6/1D10

多伊之眷属（Dho-Spawn）
旧日支配者

“多伊之子嗣是不可见的，除了在空气中会让人感到‘油腻感’。这令人厌恶的存在是巨大

而没有固定形状的，它铅灰色搏动的身躯在超过三个维度上不断地平移和旋转。在其中间是

由鞭子般的触手组成的翻腾的森林。”

——马里昂·安德森&菲尔·安德森《僵硬的空气》

多伊之眷属是一个旧日支配者的幼体阶段。裸眼无法看见它。穿过具有这种存在的空间时会

感到空气有些加厚的感觉。如果戴上特殊的护目镜，或是使用伊本·卡兹之粉，或是使用同

样效果的咒文，这个生物可怕的形态就能被完全展现出来。多伊之眷属的触手只会和它所希

望接触的固体物体接触，比如受害者的头骨。其中十只触手的末端有圆头组织，能够发出令

人晕眩的刺耳呜咽声。

多伊之眷属在1920年代早期通过一个空间门被引入这个维度。最初这个生物看上去只是一个

细小的晶状物体。最后这个晶体成长和转化成了多伊之眷属。这个怪物可能很快就能成熟，

完成最终的蜕变成为一个完全成年的旧日支配者，也可能在这个阶段花上数万年之久。

教团：多伊之眷属是一个未成年的旧日支配者，并没有成长到其拥有完全的力量——因此它

并没有大规模的教团崇拜。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多伊之眷属会放出迷走的触手来穿刺和控制——或者强迫——环绕其

周边的生物。它通过将其无形的触手插入受害者的大脑来操纵这些它的奴仆。这些受害者之

后就和多伊之眷属保持着极为贴近的联系。

多伊之眷属通过吸收奴仆的知识和记忆来增强自身思考的力量。它通过将触手移植到受害者

的脑干来控制他们。如果受害者不愿意受制，它还需要在和受害者的意志对抗中获胜才能如

愿。被操控的受害者如同多伊之眷属额外的肢体和感官，它也能远距离操控这些奴仆说话与

行动。一旦被植入，如果这些触手从受害者体内移除，受害者会立即凄惨地死亡。

多伊之眷属也可以侵袭未被植入的受害者，如果在意志对抗中获胜，它的目标会在1D10轮中

被控制。每次多伊之眷属通过这种行为只能控制一个受害者。

当多伊之眷属切断与一个奴仆的联系时，它剪断自己的触手回到自己的身体，将受害者的脊

柱拉出躯壳而导致其死亡。如果任何多伊之眷属的奴仆被杀或是因失血或震惊而昏迷，它会

继续操纵这些奴仆的神经系统，这样死亡或是无意识的奴仆会变成带血的操线木偶，继续痉

挛地攻击。目击到如此可怕的一幕会导致0/1D6的理智值损失。

如果多伊之眷属耐久降到一半以下它会逃跑，并切断所有和它的奴隶的联系——由于它将他

们的脊柱从骨架中拔出，因而立即会导致这些奴隶的死亡。

多伊之眷属，幼体旧日支配者 (DHO-SPAWN, Larval Great Old One)
力量 50 体质 26 体型 50 智力 17 意志 25
敏捷 15 移动 8 / 12 飞行 耐久 38
伤害加权：+5D6
武器：触手穿刺 15% 特殊（见上）

心灵控制（见上）

护甲：无。但是只有附魔武器和魔法可以伤害神圣之光

咒文：所有有关其他世界、位面和维度的观察和旅行的咒文，其他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6/1D10



艾霍特 (Eihort) （译者：Setarium）

旧日支配者

“从那井口中隐约可见有苍白的东西在向上爬动。 一个由无数瘦骨嶙峋的腿支撑起的臃肿

肉团从黑暗中缓慢地爬出，数个眼睛开始于那胶状般的形体内浮现，并凝视着他。”

——拉姆齐. 坎贝尔 《风暴来临之前》

艾霍特是居住于深埋在英国塞文山谷下，迷

宫般的管道系统中巨大的存在。这个管道系

统很有可能与其它地下系统相连，包括密斯

卡托尼克河谷下的洞穴与幻梦境中的洞穴

系统。

教团：塞文谷内的居民是艾霍特唯一的信

徒。他们中的大多数定居布里切斯特城

(Brichester) 与坎姆希德城 (Camside)，

精神恍惚错乱，并通常由一群聚集在一起，

伪装成人类的艾霍特之子（Eihort's Brood)

们所带领。 艾霍特对儿童的影响尤为显著，

受其感召的孩童们通常会自发组成小型团

体以对其膜拜。

艾霍特的契约：当 艾霍特成功困住任何人

类时，他会审问此人并提出此契约。 拒绝

此契约会被艾霍特当即杀死。

唯一幸存的方法是接受此契约，使其将一群

艾霍特之子幼虫植入体内。 在接下来的数个月内，令人疯狂的噩梦将开始折磨契约者，造

成其损失1D4理智值并获得1D3点克苏鲁神话技能。 而快速生长中的艾霍特之子们将与契约

者争夺对其身体的控制。 在1D100月之后，可怕的幻觉冲击着契约者的大脑，最终契约者的

身体崩裂开来，艾霍特之子们将从中蜂拥而出，迅速逃离。

艾霍特之子： 为小型球状的蠕虫或蜘蛛般的生物。 杀死它们十分简单，但对其大规模的屠

杀会招致艾霍特的愤怒。 在它们令人恐惧的降生后不久，艾霍特之子们会进入潜伏直至旧

日支配者们重现天日。 到时候它们会变化为艾霍特的模样并侍奉于他。 个体的艾霍特之子

并非智慧生物，通常也并无攻击性，但仍可群起而攻，将静止的目标啃咬至骨架。一群艾霍

特之子在1D10分钟内可对毫无防备的目标造成1点伤害。

有时一大群艾霍特之子会聚集在一起，化零为整成为一个整体，并以人类的形态藏匿于市井

之间。

艾霍特，迷宫之神 (Eihort, God of Labyrinth)
力量 44 体质 80 体型 50 智力 25 意志 30
敏捷 12 移动 8 / 1 挖掘 耐久 65
伤害加权：+5D6

武器：

噬咬，70%，伤害5D3 + 15点效力(POT) 的麻痹毒液。

重击，85%，伤害5D6， 范围为半径10英尺的圆形。

护甲：无。所有物理攻击对其造成的伤害一律取最小值，艾霍特将于战斗中每回合恢复3点

生命值。0点生命值时，艾霍特将渗入土中，并于地下深处缓慢复原。



咒文：掩盖记忆，所有接触神灵咒文，创造空间门，召唤/控制钻地魔虫，召唤/控制食尸鬼。

理智值损失： 1D6/1D20

下级旧神 (Lesser Elder Gods) （译者：Setarium）

旧神

“于是他们便于地上阔步而行，燃烧着怒火，如同燃着烈焰的巨塔般行走于世间。”

——林.卡特《佐斯-奥姆格》

未被命名，鲜而人知的旧神统称为下级旧神。 他们通常以不同颜色的火柱或是光柱现身与

地球，但其中一些也可变幻为其他形态，并常常作为已命名的更强大的旧神 — —如诺登斯与

克坦尼德 (Kthanid) 的士兵。 当任何人类乞求旧神的帮助时，通常是这些神明前来协助其

对抗旧日支配者或外神及其奴仆。

这些下级神明们很有可能是各种天使临凡或不明飞行物目击传闻的来源。

教团：这些神明的信徒们 — —如果他们真的有信徒 — —十分稀少，并通常零星的散布于宇宙

各个角落。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

下级旧神可以挥出火焰或光芒组成的肢臂以攻击敌人。这些纯能量攻击无法被躲闪，并且无

视任何护甲。

下级旧神也可将其敌人抛至外层空间以驱逐他们。为此，任何下级旧神须用其意志值总和对

抗对手的意志值与力量值总和。 如成功，目标则会被包裹于烈焰或强光之中，之后抛向太

空深处。 此攻击方式对旧日支配者们的伤害微乎其微，但仍可消灭其仆役，或任何独立种

族成员，包括人类。 而被这种方法驱逐的旧日支配者或外神等同于被法术驱散，必须经过

召唤才能再次归来。

一些下级旧神可使用其它方式攻击，如以自身形态所附带武器攻击，或使用其它武器攻击。

此项具体由守密人决定。

下级旧神，戈利尤-乌霍之王 (Lesser Elder Gods, Lords of Glyu-Uho)

能力值 掷骰 平均值

力量 5D6+10 27-28
体质 7D6+10 34-35
体型 4D6+20 34
智力 3D6+18 28-29
意志 5D6+20 37-38
敏捷 6D6 21
移动值 10/飞行 30

生命值 34-35

平均伤害加权：+3D6。

武器：烈焰鞭笞 75%，伤害同伤害加权。

护甲：除非附有魔法效果，一切物理攻击均取伤害最小值。 任何下级旧神可消耗法力值以

充当类同于护甲的防御，1点法力值等同于1点护甲，或消耗每1点法力值以恢复1点生命值。

法术与魔法武器可正常对下级旧神造成伤害。

咒文：具体由守密人视情况而定。 下级旧神所知咒文一般与旧神及其仆从有关，而决不会

知晓任何关于旧日支配者、外神或其仆役的咒文。

理智值损失： 0/1D3

弗塔古亚（Fthaggua）
唯一存在（炎之精，上级仆从种族）



“之后他们看到了那个——奇怪的放出青色光芒的彗星从东面飞来，带着日冕般的光晕，它

的彗尾在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弧线……这个恐怖的东西停在猎物的头顶，收缩。”

——唐纳德·旺德莱《炎之精》

弗塔古亚是炎之精的领导者和国王，与它们

以及它们的神明克图格亚一起居住在北落师

门或是这颗星球附近。有一种推测认为这个

具有智慧的炽热气体是旧日支配者克图格亚

的后裔，而且总有一天它也会进化成旧日支

配者。

教团：由于不是真正的神格，弗塔古亚有时

会被一些希望利用它的力量的蠢人所召唤。

炎之精们受弗塔古亚支配，听从其指令。

攻击：弗塔古亚以1100摄氏度的高温燃烧着，

并且会点燃所触及的一切可燃物。它攻击时

会向受害者投下蓝色闪电般的巨大火圈，造

成8D6的严重烧伤。被弗塔古亚杀害的死者只

会留下钙化的骷髅。如果受害者在此攻击下

幸存，但是他的体质和所受的伤害对抗失败，

他会陷入休克，需要一个成功的急救或是医

学鉴定。未接受治疗或是治疗失败的受害者

会陷入深度昏迷，无计可施。在数小时内深

度烧伤的受害者若是没有得到治疗就会死

亡。

弗塔古亚以每天一光年距离的速度在诸多世

界间漫游，总是跟随着1D4*10 只炎之精。弗

塔古亚可能会通过在空气中吐出炽热的词汇

来和人类交流。

弗塔古亚，炎之精之主，克提恩加之王 (FTHAGGHUA, Lord of the Fire Vampires, Lord of
Ktynga)
力量 N/A 体质 35 体型 87 智力 18 意志 21
敏捷 60 移动 100 飞行 耐久 61
伤害加权：N/A
武器：火圈 40% 8D6烧伤

护甲：无。然而没有任何材料的武器能够伤害弗塔古亚。扔向弗塔古亚的每一加仑的水能造

成2点伤害。手持灭火器能造成1D6点伤害，一桶沙子能造成1D3点伤害。超高压电流也能对

弗塔古亚造成伤害，每10万伏特能对弗塔古亚造成1D6损伤。

咒文：召唤克图格亚，召唤/控制炎之精，其他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1D8

加达蒙（Ghadamon）
旧日支配者

“这个东西在人类大脑的血肉中产下，躲藏在一个可怕的黑暗世界的大湖之中。在这里它可

能会永恒存在着，并觅食，成长和等待着。”



——大魔法师伊波恩《伊波恩之书》

幼体旧日支配者加达蒙是一个兰褐色黏液状的存在。它步履蹒跚地在大地上移动，从它的身

体射出粘稠线状的伪足，粘在附近的物体上来拖着自己的身体前进。加达蒙的躯体覆盖着脓

疱，这些脓疱会迅速膨胀，然后爆裂放出毒气或是喷出污秽的粘液，粘液会迅速被旁边的孔

窍吸收。几个像是头部的畸形物体在加达蒙的身躯上浮动，有时会为了看外面而伸出表面。

和波克鲁格（Bokrug）一样，加达蒙是少数居住于幻梦境的旧日支配者。它栖息在地下世界

的斯特莱尔湖（Sterile Lake），等待着成熟之后前往现实世界。

教团：这位幼体的旧日支配者没有任何追随者，是由于某个未知的原因由犹格斯真菌们的外

星科技所创造的。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加达蒙花费了漫长的世代来做梦。除非被攻击，加达蒙不会造成直接

的威胁。只有在它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它才会醒来开始杀戮。

如果加达蒙开始攻击，它会每轮放出1D10只伪足射线，粘附到接触的任何人。下一轮，加

达蒙就会将受害者拉入自己浮动的多个头部之中。如果受害者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和粘附的10

力量对抗成功，就能从伪足射线中挣脱。如果被多于一条的伪足射线黏住，对抗中就需要战

胜所有伪足射线的粘附力之和。例如两条射线就是20力量。

一旦受害者被拉入加达蒙体内，每轮有1D6个脑袋会撕咬，各自造成1D3的耐久伤害。这些

脑袋只能在受害者接触到加达蒙时才能触及他。

加达蒙，幼体旧日支配者 (GHADAMON, Larval Great Old One)
力量 45 体质 41 体型 35 智力 20 意志 40
敏捷 18 移动 2 / 6 潜游 耐久 38
伤害加权：N/A
武器：伪足射线 55% 抓住

撕咬 100% 抓住后自动命中，每个脑袋1D5伤害

护甲：无。但是所有武器对加达蒙只造成最小伤害。加达蒙每轮可以恢复5点耐久。其黏液

的体表能够防护住几乎所有热能或火焰攻击，只有最强烈和持久的热能能够伤到加达蒙。

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3/1D20

加塔诺托亚（Ghatanothoa）
旧日支配者

“我所瞥见的那个从巨型地穴中的敞开活门下渗涌上来的东西是一个不可思议而又畸形丑

恶的庞然大物。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仅仅看一眼那个影像的原型就会死于非命。直到现在，

我依旧无法有条理地组织词句去描述它的模样。我或许可以称它硕大无朋——生有触须——

长鼻——章鱼样的眼睛——半不定形的——柔软——部分生有鳞片部分满是皱纹——啊！任

何我所说出的任何东西甚至都不足以暗示那个在黑暗混沌与无尽夜幕中诞下的禁忌子嗣所

展现出的、令人嫌恶、污秽不洁、极其浩瀚无尽、非人类可以想象的恐怖、憎恨与邪恶。”

——H·P·洛夫克拉夫特&海泽尔·希尔德《超越万古》

（本段译文译者：竹子，链接http://trow.cc/board/index.php?showtopic=22841）

http://trow.cc/board/index.php?showtopic=22841


加塔诺托亚据信极为恐怖，它有

着无数的触手，锯齿，感受器官，

以及确实可怕的轮廓。在古代的

姆大陆，加塔诺托亚栖息在一座

由犹格斯真菌建造，古代人类居

住的城市的地下洞穴中。这个洞

穴被平顶火山群所环抱着。姆大

陆沉没时，这位神明的住所被波

浪所吞没，它也被囚禁其中。有

时地质变化会使加塔诺托亚的居

所浮出水面，犹如准备着在某一

天会与拉莱耶一起重新升起降临

世间，永不沉没。调查员在新西

兰和智利之间注意到的任何小岛

都有可能和加塔诺托亚的居所相

吻合。

加塔诺托亚有时被称为“甘塔”（Ghanta），被描绘成一个具有触手和上千眼睛的蟾蜍状怪物。

教团：有时加塔诺托亚回合被称为罗伊格尔（Lloigor）的种族联系在一起。现代没有任何人

类教团知晓它。在古代，姆大陆上的祭司们被迫定期提供人类的活祭给加塔诺托亚，以免它

从其死火山的居所中出来并制造血腥的大屠杀。当然，犹格斯的真菌们在那个时代也侍奉着

加塔诺托亚。

加塔诺托亚的诅咒：任何近距离目睹了加塔诺托亚的完整形态的人都会受到这个诅咒。每轮

只要加塔诺托亚的形象出现，人类目击者就必须进行体质X5的1D100检定。如果失败，调查

员会损失1D6的敏捷，肌肉僵直和神经麻痹的症状开始出现。如果调查员的敏捷降为0，那

就被完全固定住了，石化的过程将不可逆转。

短短几分钟内，受害者的血肉和筋脉迅速硬化至与皮革和骨骼类似。在坚硬固定的躯壳中，

大脑和其他内部器官保持着鲜活，能够感受到自身陷入无法忍受的囚笼之中。只有大脑的毁

灭能够停止受害者的苦难。目盲麻木的受害者每天损失1D6理智值，直至到达永久疯狂或是

得到宽恕般的死亡。

当加塔诺托亚的耐久降为0或以下时，它的诅咒将失效。一旦其恢复到最少1点耐久，石化就

能正常进行。

加塔诺托亚，火山之主 (GHATANOTHOA, Lord of the Volcano)
力量 90 体质 80 体型 140 智力 20 意志 35
敏捷 8 移动 9 耐久 110
伤害加权：N/A
武器：触手 80% 7D6
护甲：10点皮肤。另外，每轮恢复10点耐久

咒文：所有召唤/控制的咒文，以及与旧日支配者们，钻地魔虫，深潜者，飞水螅，食尸鬼，

克苏鲁的星之眷属和潜砂怪的接触咒文。

理智值损失： 目睹加塔诺托亚1D10/1D100，然而这只是调查员麻烦的开始。

基兹古斯（Ghizghuth）
旧日支配者

“基兹古斯（Ghizghuth）是克赛克修克鲁斯（Cxaxukluth）的孩子，与茨泰尔贞格米



（Zstylzhemgni）结合诞下了旧日支配者撒托古亚（Tsathoggua）。在他的兄弟赫祖尔夸伊耿

扎（Hzioulquoigmnzhah）因无法忍受其父同类相食的残虐习惯而离开犹格斯星后，基兹古

斯和他的家族在犹格斯继续居住了很长的时间，藏在克赛克修克鲁斯无法触及的地底深处的

洞穴之中。”

——丹尼尔·哈姆斯《克苏鲁百科全书》

基兹古斯从未在任何的神话典籍中被提到过。它以一团类似胶质的巨大起皱袋子的形态出

现。单独的一张宽阔巨嘴像是在它胶质的身躯上开了一个口子，一对小眼睛则从皮肉的褶皱

里探出。基兹古斯没有腿脚，虽然它身体的四面有几条长有螯钳的类似藤蔓一般的触须。

教团：基兹古斯没有人类教团，它可能在犹格斯的真菌们那里被崇拜。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基兹古斯每轮通过它的四条触须进行攻击。受害者有可能被螯钳砸伤，

也可能被缠住并压碎，或者被抓住。被抓住的受害者会被拉入旧日支配者的巨嘴之中，下一

轮被囫囵吞下。被吞下的受害者将会被基兹古斯庞大的凝胶身躯所压碎，被消化液腐蚀殆尽。

基兹古斯，撒托古亚之父 (GHIZGUTH, Sire of Tsathoggua)
力量 44 体质 77 体型 47 智力 18 意志 28
敏捷 10 移动 8 耐久 62
伤害加权：+5D6
武器：螯钳 90% 3D6

缠绕 90% 5D6压碎伤害

抓住 90% 被固定握住

吞噬 抓住后自动命中，每轮5D6
护甲：所有物理武器只能造成1点伤害，每轮恢复1D6耐久。

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8/1D20

格罗斯 (Ghroth) （译者：Setarium）

外神

“它如同生锈了一般通体棕红，除了山丘一般的

球状凸起物以外并无其他特点 ......当然，如果

他从这里望去就会发现那些凸起并非山丘大小，

而应该更为巨大。它毫无生气地浮在那里，散发

着压倒性的气息，犹如翻滚的闷雷......它突然

开始移动....但是行星的表面怎么会移

动？......行星的表面也不会随意开裂，更不会

散开几千英里，漏出地表下那苍白泛光的物质。”

—

—拉姆齐.坎贝尔 《牵引》

这位外神被称作“审判之星 (Nemesis Star)”：

有如行星一般的外观与大小，由气体、灰烬与炙

热的液态铁构成。它通常以锈红色的巨大球体出

现，外壳上遍布断层与裂谷，并时常会以其下广

阔的液态铁海洋形成一只巨眼。永恒的职责迫使

它无法加入其他神明们在阿萨托斯的宫殿里翩翩

起舞：因为格罗斯是毁灭的先驱，无情的群星与

沉睡中的旧日支配者们将听从于它的歌声。任何



它所经过的星系都将受到这种歌声影响，群星将逐渐到达正确的位置，而旧日支配者们也会

随即从沉睡中苏醒。

教团：格罗斯的信徒寥寥无几，大多是占星师或是其他对星体感兴趣的人。格罗斯的信徒主

要聚集在英国山羊林地区，通常是格罗斯密教 (Cult of Ghroth) 的成员。世界其他地区也

可能存在着膜拜格罗斯的邪教。

其他特性：格罗斯是不祥之兆 (Harbinger)，更是世界毁灭者 (Maker of the Doom of

Worlds)。当这位外神经过某个行星时，行星上的潮汐将被改变，火山将集体爆发，而巨大

的风暴、地震与海啸也会随之而来；甚至连整个星系也会因为它的到来遭受巨大的灾祸：它

将迫使行星改变轨道，同时以它诡异飘渺的歌声唤醒在其中任何沉睡着的黑暗之神。

据称夏盖虫族的母星便是由于格罗斯的经过而被毁灭。

格罗斯，审判之星，毁灭之先驱 (Ghroth, Nemesis, The Harbinger and Maker)
力量 N/A 体质 无法计算 体型 行星级 智力 14 意志 100
敏捷 N/A 移动 N/A 耐久 无法计算

伤害加权：N/A
武器：N/A
护甲：N/A。理论上说格罗斯可被极大的伤害所驱散。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其生命值降至0

时，格罗斯的躯体将崩裂四散，变成一团毫无声息的岩石与灰尘。不过它仍会完好如初地在

另一个银河系，或者另一个位面中重新出现。当其意志值被削减至0时，它也将被驱散。

咒文：无。

理智值损失：目睹格罗斯将造成1D10/1D100点理智值损失。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世界末日（The end of the world）
死灵之书中这样写道：“那永久的存在不会死去，而在怪异的永恒中连死亡也会死去。”这

是最广为人知的末日预言，在预言的时刻地球将会毁灭，不过地球不会是唯一一个被毁灭的。

预言很简单：那将是休眠和封印的旧日支配者和外神们的觉醒之日。

末日来临之前会有一系列信号作为征兆。《格拉基启示录》描绘了最重要的一点，格罗斯的

降临。“当冬眠的时代过去，觉醒时代的再临近在咫尺，宇宙本身会放出毁灭之先驱，格罗

斯，它将会驱使行星和世界各归其位。这将会唤醒洞穴和坟墓中沉眠的怪物，也将唤醒坟墓

本身；这也将引起那些狂信者认为掌管着它们的世界的注意；这些世界将会带来统治，直至

确保所有人的推断，让其顶礼膜拜。”

无名的教团则这样阐述另一个信号：“一个阿拉伯人偷偷告诉我一个关于‘脓汁之母’（the
Mother of Pus）的预言，它的父母皆是莎布·尼古拉斯，将会迎来一个神明的子孙，附于一

个凡人女性身上……”

其他还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每个都描述了另一种不可避免的降临和觉醒，统合在一起就能推

导出世界的末日。如果我们继续无知地徘徊，我们必将迎来毁灭。

最后，所有征兆降临之时世界末日就会开始，人类就会真正的灭亡。

一首特别的启示录诗文这样写道：“最终，诡异的黑暗者自埃及来到弯腰的崇信者面前；它

沉默着倾下身子，露出隐约的愉悦，包裹在如日落红光般的织锦之中。簇拥而至的人群为它

的指令而疯狂。然而离去之后人们无法描述他们究竟听到了什么。”这段话描述了奈亚拉托

提普如何在此出现，而且人类会在末日来临之前崇拜它。



之后的事情只会更加糟糕，灾厄接踵而至。最后，如死灵之书中所记述的：“纳格（Nug）
和耶布（Yeb）从地底钻出，撕裂冰层，点起熔炉和火炬，它们的黑炎将会荡涤整个地球。”

继之的灾难在那同一首启示录诗文中：“冷原那高耸入云，在冰寒星辰之下，荒凉赤裸的高

山遮盖了人们的视线。它射出一道幽暗的光芒。这遥远的蓝光将使牧羊人哀怨地祷告。”这

段话描绘了冷原灯塔（the Pharos of Leng），根据死灵之书，在地球的清洗之后它就会被点

亮来唤醒所有的旧日神明。

地球看上去就这样毁灭了，可能宇宙也难逃此劫，因为我们的星球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天体。

只有我们一直留意这些信号，防止其发生，我们才可能有幸存的机会。我觉得这机会十分渺

茫。

格拉基 (Glaaki) （译者：Setarium）

旧日支配者

“无数尖锐细长，散发着炫目的金属光泽的脊刺从那橄榄状的形体中生出；在那形体较圆的

一头，一张有着肥厚嘴唇的大嘴圆张着，与三只由细长茎杆支撑着的黄色眼球 组成了它蓬

松的面部。 在那形体的腹部长着一排排金字塔状物体，据推测那些可能是用来移动的器官。

那形体宽阔庞大，仅宽度就一定有十英尺......细长的茎杆在其上扭结 着......那形体立

了起来，振动着身上的脊刺，发出震耳欲聋的相声......一只脊刺笔直地刺出。”

——拉姆齐.坎贝尔《湖中居民》

格

拉基现今栖宿于英国斯维尔恩河谷之中一

座湖的湖底，并以 “梦境牵引 ” — —向潜

在的信徒们传送具有催眠效果的梦 — —的

方式来召集新的信徒。格拉基目前十分虚

弱，因为没有新的教徒作为能量来源，其

无法向远方传送牵引之梦。但任何居住于

其所在的湖畔的人则仍会受到梦境牵引的

影响，并会被其派出的仆从捕获或引导成

为新的教徒。

通向地球上任何水体的异界之门很可能存

在于格拉基作栖居的湖底，其中一些甚至

可能与其它星球相连。此外，它偶尔会出

没于幻梦境，并在其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格拉基可能与一位名为乌特乌尔斯-赫尔

埃尔 (Ut'ulls-Hr'ehr) 的旧日支配者有

某些联系。

教团：格拉基的信徒大多是令人嫌恶的不

死怪物。 其居所周围的人类曾经信奉过

它，但如今那座湖的沿岸已被荒废，无人

居住。

梦境牵引：格拉基主要通过梦境牵引召集

新的信徒。 目标被梦境牵引支配的几率等

同于格拉基的魔法点数减去目标自身魔法

点数，并须于D100掷出小于此值以保持不



被此梦影响。目标每接近格拉基的巢穴半英里，则增加1点于此计算中的目标魔法点数。格

拉基可于每晚对目标施放梦境牵引。

入教仪式：入教仪式于格拉基所居之湖开始。 新的教徒将立于湖畔等候格拉基自湖水深处

浮现，而后格拉基会将一只脊刺戳入其胸膛，并于下一回合注入一种液体，通常此人会死于

此过程。 之后此脊刺会从格拉基身上脱落，受害者全身于此长出突出物。 一至两夜后突出

物生长完毕，脊刺将自动脱落，并于受害者胸口处留下一块向全身散布着红色网络但不流血

的伤口。 此时受害者将会成为完全臣服于格拉基的不死奴隶。

特殊情况：如脊刺未能在注射液体之前杀死目标，目标仍会沦为不死怪物，但不受格拉基掌

控。 如有可能，格拉基会操控其奴仆搜捕此人，之后试图重新注入液体以迫使其臣服。 如

受害者于被脊刺所刺时挣脱束缚，但并尚未被注射液体，则此人当即死亡。 十分罕见的情

况则是脊刺未能杀死受害者，并于注射液体之前就挣脱束缚，则此人可保持其人类状态。通

常格拉基的仆从会将新入教之人紧紧束缚以防止任何上述情况发生。

格拉基，湖中居民 (Glaaki, Inhabitant of the Lake)
力量 40 体质 60 体型 90 智力 30 意志 28
敏捷 10 移动 6 耐久 75
伤害加权：N/A
武器：脊刺，100%，伤害7D3。

护甲：外壳提供40点护甲；每根脊刺拥有4点护甲与6点生命值。

咒文：格拉基知晓绝大部分咒文，并通常会授予其奴隶信徒。

理智值损失：1D3/1D20

格鲁恩（Gloon）
旧日支配者

“在甲板上发现了一名船员的尸体，他用很奇怪的方式抓住了栏杆。这可怜人很年轻，长着

一头黑发，看起来颇为英俊……我艇的水兵为寻找纪念品，搜了他的外套，结果在上衣口袋

里发现了一个形状极其奇特的象牙雕像，那是一个戴着月桂冠的年轻人头像。我的同僚认为

这雕像是个古董，而且具有美学价值。”

——H·P·洛夫克拉夫特《神殿》

（本段译文译者：玖羽，链接

http://trow.cc/board/index.php?showtopic=21250
）

对其崇拜者而言，格鲁恩常常以一个英俊的青

年裸男的形象出现，有超过十英尺高，在他的

眉宇之上精心地戴着一顶桂冠。然而实际上格

鲁恩的真实形态是一个长有肉垂的蛞蝓状怪

物。

教团：格鲁恩被封印在沉没的亚特兰蒂斯大陆

上的一个神庙中，在此它守护着一座通往某些

未知异次元的大门。尽管它曾经被亚特兰蒂斯

人以及其他可能的古代文明所崇拜，现代没有

任何人类信徒崇拜格鲁恩。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格鲁恩的触碰能够穿透

任何装甲和织物，使受害者的皮肉爆成一堆糜



烂的疮痂，使受害者受到极大的痛苦。在触碰结束后，受害者会受到1D6轮的持续伤害，每

轮损失1D3点耐久。剧痛会使受害者所有技能降低10%，直到伤口痊愈。

一旦耐久被削减至0，格鲁恩会变形为其肉垂蛞蝓的真身，而后分解消散回到它本来的位面。

格鲁恩之抓握：任何持有格鲁恩年轻俊男形态雕像的人，都会梦见波涛之下诡异的泰坦都市。

海水浸没的花岗石高塔和爬满藤壶的神庙时常浮现于睡眠者的仪式中。这样离奇的景象出现

约一周后，一个新的场景会取而代之——无数门窗中放出令人眩晕的光辉，从中一座巨大的

黑暗玄武岩神庙浮现出来。神庙路口之上是一座十英尺高的年轻裸男的浮雕。每晚做到这个

梦都会导致0/1的理智值损失。一旦一位调查员损失了10%的理智值，他将会痴迷于找到那

座水下的城市，将持有的雕像归还到神庙中。仅仅破坏掉格鲁恩的雕像并不能阻止噩梦。

格鲁恩之奴仆：它们看上去就像小型的旧日支配者佐斯·奥摩格（Zoth-Ommog），在格鲁恩

的指示下行动，满足其一切需求。

一个格鲁恩的奴仆每轮可以用触手或是撕咬攻击一次。如果使用触手，它会在首轮抓住受害

者，在之后的回合中开始将受害者压碎。受害者可以通过和格鲁恩的奴仆进行力量对抗来尝

试挣脱。

格鲁恩，血肉堕落者 (GLOON, The Corruptor of Flesh) 格鲁恩的奴仆

属性 人类形态 蛞蝓形态 掷骰/平均值

力量 40 40 3D6+6/16-17
体质 60 60 6D6+2/41
体型 22 30 4D6+6/20
智力 14 14 3D6/10-11
意志 50 50 3D6+6/16-17
敏捷 17 12 2D6+6/12-13
外貌 18 N/A N/A / N/A
移动 8 6 6
耐久 41 45 30-31
伤害加权 +3D6 +3D6 +1D6
武器：接触（格鲁恩），60%，1D6轮每轮1D3伤害+10%的所有技能减值。

撕咬（格鲁恩的奴仆）45%，1D6+db
触手（格鲁恩的奴仆）45%，抓住并且之后每轮1D6挤压伤害

护甲： 格鲁恩的人类形态没有护甲，蛞蝓形态有4点脂肪。格鲁恩的奴仆具有3点厚脂皮肤，

每轮自动回复3点耐久

咒文：格鲁恩知晓的咒文由守秘人自行决定。格鲁恩的奴仆知晓1D6种咒文，由守秘人自选，

但是这些咒文一般与其他的水生恐怖有关。这些奴仆都知晓召唤格鲁恩。

理智值损失：一般没有，但目睹格鲁恩的真身损失1/1D10。目睹格鲁恩的奴仆1/1D10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亚特兰蒂斯（Atlantis）
我最初是在柏拉图的“提迈奥斯” （Timaeus）中读到这个失落的大陆的，这是一本被认为

并非是克苏鲁神话书籍的书。书中提到一个远大于小亚细亚的岛屿位于“海格里斯之柱”

（Pillars of Hercules）对面，在被遗忘的久远的过去曾有一个巨大的王国坐落于此。这个王

国征服了所有地中海的国家，只剩下了伟大的雅典城，然后它沉没于汪洋之中。

亚特兰蒂斯的真实性在其他古代文献中得到了佐证，埃及人提到“海中人”入侵了他们的领



土。直到中世纪，人们都相信亚特兰蒂斯的存在，就像福佑群岛（Isles of the Blest）或幸运

岛（Fortunate Islands）一样。由于缺乏证据，现代科学家已经把亚特兰蒂斯归类为神话，

如果他们阅读了这些神话书籍，他们就能得到新的领悟，因为这些典籍里记录了大量亚特兰

蒂斯的历史。金门之书（Book of the Golden Gates）阐述了亚特兰蒂斯在它因其对邪神的信

仰沉没之前的辉煌文明。透特之书（Book of Thoth）中展现了一幅荒凉的图片，描绘了一个

曾经伟大的文明因自然灾难沉没毁灭的图景。印拉诺克纸草书（Ilarnek Papyri）中提到了

11500年前亚特兰蒂斯最后的岁月，写到它受到了冥王星的折射。

我们对亚特兰蒂斯文明一无所知。他们信奉邪神，包括克苏鲁，加塔诺托亚（Ghatanothoa）
和格鲁恩（Gloon）。我们只能猜测他们和深潜者，于格（yuggs）一起其他海底怪物有所联

系。

今日亚特兰蒂斯的黑暗秘密依然存在。海洋的深处仍能找到被长久废弃的废墟，这些废墟城

市中充斥着古代的遗物。对于亚特兰蒂斯人来说，许多现在地球上的人类仍存续着亚特兰蒂

斯的血统。古籍中写到导致亚特兰蒂斯沉下的邪教仍在计划着使他们的老家重新从汪洋中浮

上。

诺弗刻斯（Gnophkehs）
旧日支配者

“诺弗刻斯白色浸湿的身躯倒在前方……它长有长毛的手臂如同诉求一般伸出。”

——彼得·坎农&罗伯特·普莱斯《海上的内格罗斯》

诺弗刻斯是克苏鲁神话中的一个谜。我们对这个存在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其是否是兰·提戈

斯（Rhan-Tegoth）或克苏鲁的化身（两者都被怀疑），还是一个独立的生物。本文我们将其

当做一个单独的旧日支配者，当然守秘人也可以决定其是一个化身。

诺弗刻斯是一个覆盖着白色厚重毛皮的六足巨型类人生物。其额前长有独角，宽大的嘴中满

是锋利如剃刀的利齿。有时诺弗刻斯会两足直立行走，其他时间则会四足乃至六足行走。这

个存在被冰封在格陵兰某处的冰层之中。

关于这个生物的少量文献中的一本就是罕见的布利斯·科纳普所著的《诺弗刻斯之书》。此

书中描述了这一生物的崇拜，栖息地，知识，以及提供了如何唤醒这个沉睡的神祗的仪式。

在此诺弗肯斯被认为是克苏鲁的“化身”和“副官”。其他一些文献猜测诺弗刻斯是兰·提

戈斯的化身，还有一些典籍则认为其是独立的存在。

教团：在冰封的遥远北方，一些因纽特人部落崇拜着诺弗刻斯。他们通过烧死活人，或是残

忍地宰杀活人并将他们的鲜血浸润冰原，以此来向邪神献上活祭。长毛的诺弗·刻

（gnoph-keh）们也有可能崇拜这个生物。

攻击：冰封长眠于格陵兰冰盖之下的诺弗肯斯需要特殊的仪式和至少相当于30体型的人类受

害者作为祭品来唤醒。作为活祭的受害者需要被活烤，或是宰杀后将鲜血覆盖冰面。一旦诺

弗刻斯从长眠中苏醒，它立即需要进食。如果未能提供合适的人肉盛筵（活人或烤熟的），

它会立即攻击和吞噬任何靠近者。

战斗中，每轮诺弗刻斯会用它四只带爪的肢体猛击，或是尝试用它的角顶一个目标。它也会

选择抓住受害者，在下一轮撕咬他们。

暴风雪和寒冷攻击：和诺弗·刻类似，诺弗刻斯有着召唤暴风雪的力量。暴风雪以诺弗刻斯

为中心，影响直径为30码，区域内的能见度会降至1码。诺弗刻斯会自动在身体四周形成一

层严寒。这一生物30码半径内的空气会降低50度。在诺弗刻斯影响区域内的调查员，如果没

有对冰冷和寒风做好准备的话，每五分钟都要进行1D100检定，大于体质X5的结果会造成1
点冻伤伤害。

嚎叫攻击：诺弗刻斯的嚎叫响彻云霄，令人毛骨悚然。这声音听上去介于火车呼啸而过声和

尖锐的风声之间。任何在这一生物10码内的人一旦听到它的嚎叫，都必须将自己的理智值和



诺弗刻斯的意志X2(60)进行对抗。对抗失败的话，调查员会损失1D10理智值，暂时性失聪，

并在2D10轮内被惊呆。此时的调查员只能站在原地，茫然呆视，无法移动，思考或进行任

何其他行动。在对抗中获胜的调查员仍会受到0/1的理智值损失，所有与听觉有关的技能都

会在2D10轮内受到50%技能惩罚。

诺弗刻斯，冰封北极的长眠恐怖 (GNOPHKEHS, Slumbering Terror of the Frozen North)
力量 41 体质 97 体型 29 智力 17 意志 30
敏捷 18 移动 12 耐久 63
伤害加权：+3D6
武器：爪击75% 1D6+db

角顶85% db
撕咬 抓住后自动命中 2D6
嚎叫 自动命中 伤害特殊（见上）

护甲：10点厚皮和肌肉。

咒文：所有与天气有关，与诺弗·刻以及其他北极生物有关的咒文。其他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1D8/1D20

高格·霍尔（Gog-Hoor）
旧日支配者

“它的头颅十分巨大。一打以上的蓝色宽大眼睛亲切、慈爱、富有耐心地看着他。子弹状的

嘴巴更像是一个喙，进行着有规律的开合运动，仿佛在向他说话。在巨大的头颅之下是消失

在永恒中的身躯。”

——韦斯顿·奥荷赛《一人的景观》

高格·霍尔是一个居住于相反维度的不可思议的巨大生物，有时通过反射的表面譬如水中漩

涡或镜子能够看见它。它以人类的疯狂为食。

教团：没有人类崇拜高格·霍尔。它只在那些遭受精神疾病和疯狂的人们面前现身。

攻击和特殊效果：高格·霍尔找到适合作为饵食的疯子之后，首先它会向目标发送恐怖的梦

境。每晚受害者都会损失0/1理智值。一旦受害者损失了20%的理智值，高格·霍尔就会开

始攻击。它通过水洼或是其他反射表面出现，抓住受害者，用无数的触手包裹他，有些触手

带有眼睛，有的带有刺尖，有的则长有牙齿。

高格·霍尔会用其触手上的眼睛检查受害者，而后2D6只带刺和带牙齿的触手开始切割受害

者，鲜血飞溅，骨肉横飞。聚集的血肉会被吸入高格·霍尔所在的维度，为其所吞食。

高格·霍尔，疯狂食者 (THE GOG-HOOR, Eater on the Insane)
力量 100 体质 380 体型 无法计算 智力 18 意志 35
敏捷 16 移动 0 耐久 380
伤害加权：N/A
武器：触手90% 1D6每轮

护甲：无。每条触手有2D6点从高格·霍尔的耐久中分离的耐久值，破坏后也会反映到总耐

久中。

咒文：它可以使用任何咒文，不过一般是和梦境，梦魇和疯狂有关。和其他克苏鲁神话中的

生物或种族关系不大。

理智值损失：1D10/1D100

戈尔·格罗斯（Gol-Goroth）
旧日支配者



“一个巨大如蟾蜍般的怪物蹲坐在巨石顶上……从那些恐怖的眼睛中倒映出所有的不洁之

物和邪恶奥秘，它们与海中城市的长眠者和史前洞穴黑暗之中的潜伏者有关 安静的山上，

亵渎的仪式，虐待狂和鲜血诱导着这个可怕的生物，它因此闪烁着斜视它那些残暴的崇拜者

们……”

——罗伯特·E·霍华德《黑石》

这位旧日支配者形似一只巨大流涎不

停嗤笑的蟾蜍，它有着粘滑鳞状的皮肤

和一张长满毒牙的大嘴。戈尔·格罗斯

的后腿长有蹄子，本该长有手臂的位置

则被从颈部和肩膀长出的触手所取代。

一般戈尔·格罗斯都是蹲坐或是爬行，

不过可以短时间内进行直立行走。据信

它居住在地球深处的地底神庙或是异

形城堡之中。

教团：许多野蛮的人猿邪教在世界各地

（尤其是匈牙利和尤卡坦群岛）崇拜着

这位旧日支配者。崇拜仪式往往包括狂

欢的舞蹈，交合，鞭打和人类活祭。黑

石教派崇拜着戈尔·格罗斯。

攻击和特殊效果：每轮戈尔·格罗斯会

使用1D4只触手攻击，一次使用蹄子的

践踏/踢/踩踏，或是一次撕咬。被触手

抓住的受害者下一轮自动受到撕咬，除

非他在1D100检定中掷出不大于自身力

量的数值，才能逃脱戈尔·格罗斯的掌

握。

。

戈尔·格罗斯，黑石之神(GOL-GOROTH, The God of the Black Stone)
力量 50 体质 65 体型 45 智力 17 意志 30
敏捷 15 移动 6 / 9 潜行 耐久 55
伤害加权：+6D6
武器：1D4只触手45% 3D6每只或是抓取

蹄 50% 3D6
撕咬 30%或抓取后自动命中 1D6

护甲：由于戈尔·格罗斯非地球生物的本质，所有物理攻击都只能造成最小伤害值。戈尔·格

罗斯免疫穿刺。它免疫寒冷伤害但不免疫其他魔法。

咒文：创造空间门，按守秘人需求可以增加其他与地底存在的种族与神格有关的魔法。

理智值损失：1D4/2D8

绿神（Green God）
旧日支配者

“它在潮湿的地面上耸立着，就如同一个绿色的复活节岛塑像，过度生长到了无法辨清形状

的地步，其顶点消失于黑暗的穹顶之中……它展开自己的躯体想我逼近，微微发光的绿色附



属物，看上去就像从茧中伸出的巨大羽翼，当它触碰到我时我听到没有嘴的它发出了诱惑般

的低语。”

——拉姆塞·坎贝尔《沃伦唐地下的恐怖》

绿神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旧日支配者。这个

有知觉的植物存在栖息在地底的洞穴中，

总有5D10个突变的追随者跟在它身边。

教团：这位植物型的旧日支配者通过让弱

小生物吃自己身躯的小部分以获得新的追

随者，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在英国沃伦唐

村以外并没有已知的崇拜它的教团。

攻击和特殊效果：战斗中，绿神会用长满

树叶的触须抓住受害者，将他们压碎或是

控制住他们以便让他们吞入这外星植物的

碎片。

转化：一旦受害者吞下绿神哪怕极其微小

的一部分，他都会开始痛苦的转化，以变

成变异的兔子状的绿神子嗣。如果受害者

能够在最初1D10小时内接受到3次成功的

医学检定，他就能获救，否则变化就将开

始并且不可逆转。转化会在1D3天内完成。

绿神，植物型旧日支配者 (GREEN GOD, Botanical Great Old One)
力量 30 体质 130 体型 70 智力 28 意志 35
敏捷 1 移动 0 耐久 100
伤害加权：+5D6
武器：触须 80% 5D6或1D4+抓取

护甲：无。然而任何普通武器都无法伤害绿神。附魔武器，咒文和化学武器能够正常伤害这

位旧日支配者。另外每轮它会恢复4D6耐久

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1D4/1D10

格罗斯·高卡（Groth-Golka）
旧日支配者

“那是一个恐怖巨鸟般的怪物，有着凝视着的眼睛和一个被利齿填满的张开的鸟喙。”

——林·卡特《星海钓客》

格罗斯·高卡居住在南极一座被称为“安塔克托斯的黑锥”的山峰之下。这位旧日支配者是

一个巨大的鸟形恐怖，它有着闪烁的眼睛和一个长满锋利锯齿的残暴鸟喙。她的躯体和翅膀

上覆盖着锋利的黑色鳞状羽毛，还有一条恐怖的如同龙或蜥蜴一般的带刺尾巴。一些文献认

为格罗斯·高卡是居住于月球的恐龙型旧日支配者诺姆夸尔（Mnomquah）的兄弟。

教团：在津巴布韦，格罗斯·高卡和它的仆从星海钓客们，曾经有着一个强大的教派，追随

者们建造了巨大的石制高塔和建筑，按照他们的怪物神祗及其仆从的样子制作了粘土塑像。

在古代的巴尔·刹古斯，亚特兰蒂斯和终北大陆上也有崇拜它的教团。现代这位旧日支配者

则已经无人知晓，只在非洲和南美一些离群索居的隐世原始部落中还会崇拜它。星海钓客这

一种族一直忠诚地服侍着格罗斯·高卡。



其他特性：任何人目睹或是接触到格罗斯·高卡或是其仆从星海钓客的偶像或是代表之后，

每晚都会有75%的机会感受到这位鸟形旧日支配者及其仆从的恐怖梦魇。每次梦魇需要进行

一次理智值检定并造成0/1的理智值损失。要摆脱噩梦，只有摧毁艺术品，直面并击溃格罗

斯·高卡，或是在连续的五天里每天接受一次成功的心理分析检定。如果其中一次心理分析

失败，患者会立刻损失1D2理智值，而且整个治疗过程必须重新开始。即使治疗成功，如果

保罗在塑像下，患者会收到与之前一样的影响，治疗也必须重新开始。

攻击和特殊效果：格罗斯·高卡攻击时，每轮可以使用其强有力的鸟喙，扫尾和两只爪子，

亦或是一次撕咬，尾巴攻击和一次爪子攻击。值得注意的是，格罗斯·高卡尾部锋利的刺钉

可以像切开裸露的肉体一般轻易地撕开绝大多数金属和护甲。这位旧日支配者也可以通过大

力摇晃自己的尾巴来射出像夺命飞镖般的刺钉。每轮它可以向一个方向射出1D10只锋利的

尾钉。被瞄准的调查员可以闪避这个攻击，但是每轮每只尾钉都必须做成功的闪避检定。任

何命中的尾钉在移除时都会导致1点的额外耐久损伤。这位旧日支配者无法在同一轮同时使

用尾钉射击和扫尾攻击。

格罗斯·高卡，恶魔鸟神 (GROTH-GOLKA, The Demon Bird-God)
力量 38 体质 43 体型 53 智力 23 意志 23
敏捷 23 移动 8 / 45 飞行 耐久 48
伤害加权：+5D6
武器：撕咬 65% 3D6

爪击 75% 1D6+db
扫尾 85% 2D6+db
尾钉射击 50% 1D2(移除射中的尾钉导致1点额外伤害)

护甲：18点厚鳞片与兽皮

咒文：格罗斯·高卡能随心所欲地召唤1D6只星海钓客。其他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1D8/1D20

哈格阿格·莱昂尼斯（Hagarg Ryonis）
梦境诸神

“梦境诸神一般有着人类的形态，但是不包括哈格阿格·莱昂尼斯。它由黑色的角质鳞组成，

六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不规则地分布在其身体上。她的体型大小和马相似。”

——桑迪·彼得森《幻梦境生物指南》

哈格阿格·莱昂尼斯毫无疑问和她那些梦境诸神的伙伴类似，和他们一样有着清秀的人形。

然而她的雕像总是展现她“等待埋伏者”（Lier-in-Wait）的形态，一个覆盖着黑色角质鳞的

可憎的爬虫生物。在此形态下她有着六只炯炯有神的绿色眼睛，不规则地分布在其躯体上。

她的牙齿和爪子由剃刀般锋利的黑曜石构成。

教团：除了乞求不引起哈格阿格·莱昂尼斯注意的人，几乎没有幻梦境的原住民会崇拜她。

很罕见的场合下，不敬或堕落的行为会猖獗到让梦境诸神不悦，哈格阿格·莱昂尼斯会被释

放出来大杀特杀，直到这些人开始忏悔。如果梦境诸神自己受到威胁（而非仅仅是感到不快），

奈亚拉托提普会赶来保护它们。

攻击和特殊效果：被放出的哈格阿格·莱昂尼斯会以“等待埋伏者”的形态在陆地上徘徊。

她喜欢伏击（因此而得名）。她能够任意缩小自己的体型，可以缩小到家猫乃至昆虫的体型，

以此在裂缝中潜行或是不引起注意。

攻击时，哈格阿格·莱昂尼斯会同时使用两只前爪和撕咬。她的爪子能注射一种罕见的毒液。

如果受害者在和毒液12的效力进行对抗时失败，他会陷入长达1D6小时的沉睡中。若获胜则

受害者会感到异常的恶心，在之后的1D6小时内所有技能受到10%的惩罚。如果受害者被抓



多次，恶心导致的技能惩罚也会叠加，沉睡和恶心的持续时间也是如此。

哈格阿格·莱昂尼斯，等待埋伏者 (HAGARG RYONIS, The Lier-in-Wait)
力量 35 体质 32 体型 33 智力 15 意志 20
敏捷 35 外貌 N/A 移动 15 耐久 33
伤害加权：+3D6
武器：爪击 90% 1D4+db+12效力毒素

撕咬 70% 1D8+db
护甲：10点角质化鳞片

咒文：所有关于梦境诸神同伴的接触类咒文，以及接触奈亚拉托利普。

理智值损失：1/1D10

汉（Han）
旧日支配者

“我回忆起有关那些神明预言的典故，例如父神伊格，黑暗汉和蛇须比亚提斯。”

——罗伯特·布洛奇《外星怪物》

汉是一位从属于伊格崇拜的较弱的旧日支配者。这个生物被包裹在一层浓雾之中。最初一团

雾开始形成，几秒之内雾就浓密到将可见范围缩小到几英尺之内。所有被冰冷浓雾包围的人

都会听到可怕的呼啸和哀鸣之声，并看到鬼祟模糊的面孔和诡异的人形。在浓雾的中央正是

这位旧日支配者。汉被自己的浓雾所遮盖，即使对于那些离这个生物只有几英尺的人也是如

此。这些目击者只能看到粗略有十英尺高的模糊类人幽灵形状，包裹在如波浪般汹涌翻滚的

黑色带帽斗篷之中。这位旧日支配者显现为仅仅一团浓雾中的阴影，其黑暗的覆盖物在无法

察觉的幽灵般的风中不断翻腾。它的脸像是一副骷髅或是万圣节南瓜灯，邪恶的鬼火在其空

洞的眼窝，鼻孔以及宽阔锯齿形的嘴巴里熊熊燃烧。汉移动时，它罩袍的一小部分会掉落，

化为蝙蝠或蜥蜴阴影的形状，在黑夜中飞行或是滑动着，带来它们的噩梦。据说黑暗汉居住

在冰封的冷之高原之上或附近的某处。

教团：尽管黑暗汉曾经被蛇人崇拜，至今可能还有昆扬（K’n-yan）人崇拜着它，然而地球

上崇拜它的教团少之又少。由于它可能也出现在幻梦境，那里也有一些它的崇拜者。

其他特性：作为崇拜的回报，汉会授予它的追随者预言未来的能力。预言可能通过幻觉，做

梦或是其他方式实现。这些被汉所影响的预言往往非常准确，但也往往冰冷而恐怖。这种预

言会使占卜者每次至少损失1点理智值。如果占卜者看到一些对自己来说恐怖的事情，比如

自己朋友或所爱之人的死亡，他会受到1/1D6的理智值损失。预见自己的死亡会损失2/2D10
理智值损失。守秘人必须决定黑暗汉导致的预言内容和理智损失，需要牢记它们必然会发生

一些恐怖的事情。如果预言者的理智值降为0，他会变得又聋又瞎。从此时开始他的视觉和

听觉被提供给了黑暗汉的占卜。

汉的迷雾范围为半径50码，它居于迷雾的中心。所有在迷雾范围内的人都会看到听到恐怖的

东西，比如寒冷刺骨的悲啼和嚎叫，怪物的面容等等。每个人感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些

人可能会看到听到已经死去的朋友或爱人，有的人可能看到怪物般的非人面孔，另一些人则

可能会在雾中彻底地失明和耳聋。无论如何，所有在汉的迷雾中的人每轮会损失0/1理智值。

只有那些在十英尺内的人才需要进行目睹这位旧日支配者的理智值检定。否则会因为其太过

模糊而不引发理智丧失。

所有在汉的迷雾内进行的视觉与听觉有关的行动都需要一个减半的成功的侦查或聆听检定。

一旦这个检定成功锁定了目标，任何攻击检定也需要在减半的情况下成功，以攻击到目标。

失败的攻击检定有可能会误伤在迷雾中的调查员同伴，这一点由守秘人决定。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汉的攻击是用一只阴影中的骸骨之手触碰受害者并吸取意志值。汉可



以触碰到迷雾中的任何人，每轮可以攻击任意数量的目标。一旦受害者的意志降到0或以下

他就会死亡，他的灵魂被吸尽。这样的受害者枯萎如同木乃伊一般，肉体干皱，毛发花白易

碎。那些从汉的攻击下生还的人会根据被吸取的每点意志值苍老1D10岁。这些吸取的意志

值损失是永久性的。

汉，黑暗者 (HAN, The Dark One)
力量 N/A 体质 31 体型 25 智力 28 意志 41
敏捷 16 移动 10 耐久 28
伤害加权：N/A
武器：接触 75% 2D10意志吸取

护甲：作为活着的阴影和黑暗，只有魔法和附魔武器能够伤害汉。

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1D8/2D10

哈斯陶吕克(Hastalyk)（译者：玖羽）

旧日支配者

“作为最阴险而强大的旧日支配者之一，哈斯陶吕克是疾病的具现化。无论是大规模的流行

病疫情还是地方的瘟疫爆发，都可能归结到哈斯陶吕克身上。哈斯陶吕克本身不能致病，它

是当地传染病的一个放大器，会迅速扩大它爆发的规模。”
——乍得·J.布鲁泽(Chad J. Bowser)

哈斯陶吕克以微生物的形态存在，这柱旧日支

配者在宇宙各处及其它次元中广泛传播。它可

以与其它微生物——通常是致病的——建立

联系，扩大它们引起的感染和混乱。所有哈斯

陶吕克个体的精神都联结在一起，它是导致成

千上万人死亡的14世纪腺鼠疫和20世纪初流

感大流行的元凶。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埃博

拉病毒爆发也被视为它的杰作，这次它是被人

为地召唤出来以动摇别的国家，并摧毁反对自

己政权的游击队。

教团：哈斯陶吕克没有有组织的教团，渴望复

仇的单个巫师或阴谋团体有时会召唤它。被召

唤的哈斯陶吕克无法控制，它常会将召唤者和

他意欲毁灭的目标一起杀死。

攻击方式及特殊效果：哈斯陶吕克不会进行物

理攻击。它会召唤附有其它自己的微生物，并消耗自身的意志值，加到致病微生物的毒性值

(POT)上。例如，腺鼠疫 的毒性是15，哈斯陶吕克支付20点意志值，把它的毒性加到35；
这一疾病开始传播时，它的毒性就会一直维持在35。不过，同一地区下次爆发的腺鼠疫的毒

性又会回落到15，除非哈斯陶吕克重复进行上述步骤。被疾病折磨得十分憔悴的患者会通过

哈斯陶吕克，在幻觉中实际“看见”异界的景色，在极罕见的情况下， 这柱旧日支配者会通

过一个被自己感染的患者讲话。

如果哈斯陶吕克的意志值降到0，它就会被驱离，在恢复全部意志值前无法再被召唤。

哈斯陶吕克，传染病 (HASTMYK, the Contagion)
力量 N/A 体质 N/A 体型 N/A 智力 28 意志 53
敏捷 N/A 移动 N/A 耐久 N/A（等于意志）



伤害加权：N/A
武器：传染病 特殊（见上）

装甲：无，但哈斯陶吕克只会被魔法伤害。

咒文：无

理智值丧失：目睹哈斯陶吕克，1D4/1D8。但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它

不可名状者哈斯塔 (Hastur the Unspeakable) （译者：Setarium）
旧日支配者

完全不属于这个星球的景观......正前方是一座湖。哈沥之湖？五分钟后湖中升起层层涟漪，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浮于水面，背对着我。一只长着触手的巨大水栖生物，好似章鱼一般，但

甚至比西海岸的巨型章鱼还要大十倍，不，二十倍。 光是它的颈部就有十五杆粗.......不敢

直视它的脸。

——奥古斯特.德雷斯 《破风之窗》

不

可名状者哈斯塔居住于金牛座的参宿五附近，并与神

秘的哈沥之湖，黄衣之印，和卡尔科萨与其居民有绝

对的关联。他也可能与在太空中飞行的能力有联系。

他的容貌则是被不断争论的话题：被哈斯塔的附身的

尸体变得臃肿多鳞，四肢如同被抽去了骨骼一般柔

软；哈沥之湖里的怪物从背后看类似于章鱼。但是，

它们都具有令人无法想象的恐怖面庞，这是它们唯一

的共同点。其具体相貌可由守密人决定。 哈斯塔由

可在星际闲飞翔的拜亚基一族侍奉。

教团：哈斯塔的各种邪教，如黄衣之印兄弟会

(Brothers of Yellow Sign)，广泛分布于人类社会中，

其令人发指的恶行则使它们广为人知。据称令人嫌恶

的丘丘人也是其信徒。通常信徒们称呼哈斯塔为“不
可命名之神”，这很可能是出自对其“不可名状”称号

的误解。

其它特性：哈斯塔只可于夜间被召唤至地球。 哈斯

塔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信徒或盟友，当哈斯塔成功现

身后，在其 2码之内的三个敌人必须于每回合初成功

通过闪躲鉴定，如失败，则会被其抓住，并于下一回

合被其杀死。 当参宿五沉于地平线之下时，哈斯塔

则无法逗留于地球。

哈斯塔，不可命名之神 (Hastur, He Who Is Not to Be
Named)

力量 120 体质 200 体型 100 智力 15 意志 35
敏捷 30 移动 20 / 50 飞行 耐久 150
伤害加权：+13D6
武器：触肢/利爪 100%，即死。



护甲：30点厚重多鳞，橡胶般的肿胀外皮。

咒文：酿制太空蜂蜜酒 (Brew Space Mead)，所有召唤/接触咒文，召唤/控制拜亚基，其他

由守密人视情况而定。

理智值损失： 1D10/1D100

远方饕噬者 (The Feaster fromAfar) （译者：Setarium）
哈斯塔的化身

“他感到它正在逼近，那股股阴风如同来自漆黑的外层空间一般寒冷，似乎连四周的空气都

在凝结......那凝聚了所有非人之恐惧的漆黑形体终于从天滑翔而下，生 满皱纹的古老身躯好

似一只弓着背的巨猿。 一种奇异的光晕似乎在它周围舞动着，而它的眼里射出的光芒却完

全不属于这个世界......当它接近这座山丘时，生着利刃般钩爪的触肢缓缓伸展开来。”

—— 约瑟夫.·贝恩·布雷曼 《远方饕噬者》

邪教：这个怪异的化身在地球上鲜有信徒。

其它特征：当参宿五位于地平线上时，其可在夜间被召唤，并将随时造访召唤地点。 任何

拥有一点及以上克苏鲁神话等级的人将遭受噩梦的侵袭，在梦中被隐形的跟踪者不断追逐于

异星的土地上。 这些逼真的梦魇将对受害者的心智造成强烈的冲击，并于每次造成 0/1D2
点理智值损失。

饕噬者会伴着夜空中的寒风而来，数只拜亚基有时也会随之而来。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饕噬者会使用利刃般的钩爪戳穿受害者的头盖骨，之后吸食其大脑，

而其身体则不会受到伤害。 饕噬者可以每回合 2D10只钩爪攻击一个目标，每只钩爪将造

成 1点伤害并吸取 1点智力值。 当目标智力值降至 0时，饕噬者将会转向下一个目标或就

此离去。 如果受害者此时仍有生命值剩余，其将不会立刻死亡，在一小时之内连接至生命

维持系统即可挽救受害者的生命，但此后将成无法思考、移动或出声的植物人直至终生。

远方饕噬者，大脑吞噬者 (The Feaster fromAfar, Devourer of Brains)
力量 49 体质 105 体型 33 智力 10 意志 25
敏捷 33 移动 10 / 30 飞行 耐久 69
伤害加权：+4D6。
武器：钩爪，90%，伤害 1点并于每回合吸取 1点智力值。

护甲：布满皱纹的厚皮提供 20点护甲。

咒文：由守密人决定的任何咒文。

理智值损失： 1D8/1D20

翡翠喇嘛（Emerald Lama）
哈斯塔的化身

“翡翠喇嘛是一个身着闪烁着光芒的绿色破烂长袍的神秘圣人，周身环绕着神圣的光晕。喇

嘛行走时，只能隐约看见模糊的有着绿色褶皱皮肤的躯体。罩袍紧紧包裹他的全身，除了裸

露在外的人类的头颈。它那类似于干枯秃头人类的脑袋常常包着阴影般的头巾，呈蛋形且引

人注目地巨大。深入观察阴影的人会发现其中没有鼻子或嘴巴，只有闪闪发亮的无瞳绿眼。

此外唯一的面部器官就只有第三只眼，这是一块嵌入前额的拳头大小的反光翡翠。在应该是

臀部的位置，躯干逐渐变细形成三只残余的触手，总是盘旋离地大约三英尺的位置。喇嘛的

双手是看不见的，除非它进行攻击。在人类应该是肩膀的位置有两条细长的附肢。这两条‘手

臂’的末端是五只尖细分节的触手——这样的‘手指’，并在‘指尖’上长有七鳃鳗般的嘴。”

——迈克尔·德兹恩辛斯基《日本之诡秘》



翡翠喇嘛在西藏被称为“贡波”（Gong Po）——

一个邪恶的精神体或巫师，他象征着自我的

执念，邪恶的诱惑，入魔的欲望。在巴利语和梵

文中，他被称为大见（Mahaditthi），意为强大的

骗子。

在被层层搅乱的隐秘知识中，这个化身很少在外

来者面前出现，更是从来没有主动搜索受害者。

取而代之的，探求者可能会消耗一生的时间，来

通过神秘学作品或二手材料的筛选，最终在着迷

的驱动下理解了翡翠喇嘛的存在意义，以及宇宙

的真谛。任何提到或和翡翠喇嘛有关的事物都会

充斥着神秘诱人的“求知”光环。那些博学者和

神秘主义爱好者会自然而然地被知识果实和预

言的许诺所吸引。最为吸引神秘学人士前往探究

翡翠喇嘛的一点莫过于翡翠曼荼罗（Emerald
Mandala）。用于冥想的这个东西看上去是很简单

的几何图案，实际上却异常复杂。每次这个图案

的持有者使用它沉思时，他的研究冲动越强，他

就能深入了解到更多神秘学的奥秘，发现更多曼

荼罗之中的资源。

翡翠喇嘛并非不朽，它的物理形态可以被毁灭。

每200年它必须更换一次新的凡人躯壳。通过消

耗一名无罪孽的藏人的灵魂，它能通过精神形式

进行转生，化身在地球之上。化身之间的阶段是

它最易受到攻击的时候，此时东巴的追随者会在

乡下搜寻有着喇嘛印记（在额前的一个绿色胎

记）的小孩。在八岁时，转化会开始。

这个化身的面孔和上世纪出现的“小灰人”极其相似，这并不是巧合。小绿人的秘密实验中，

无数的人类被强迫实验，而实际上是被这个化身所吞噬。东巴人尝试引发无意识的荣格收集，

以适应一个崭新的宗教模型。在新千年将翡翠喇嘛作为世界中心的神明。

教团：这个化身最初何时出现并不清楚，但是据推测至少在终北大陆时期它就已经为人所知，

通过将自己隐藏在支配的宗教之下，扮演着术士，巫师祭祀和虔诚神秘教徒的引诱者和导师

的角色。据信这个化身和几个伟大文明的陨落有关，这些文明包括姆大陆，利莫里亚和亚特

兰蒂斯。这个化身在印度次大陆上被当做一个印度教的神明来崇拜。在佛教中，它伪装成一

个活佛，一个升天的英灵。翡翠喇嘛常常被一群虔诚的僧侣和祭祀所环抱，担当着全世界神

秘学的秘密领袖。亚洲是翡翠喇嘛的基本盘，尽管它会远足前往西方：记录最为详实的例子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翡翠喇嘛，当时被称为绿衣僧侣，告诉了希特勒终北极乐世界的存在。

在日本，它以黑衣僧侣的身份进行自己的阴谋诡计。它的信徒经常使用《禁佛经》（Forbidden
Sutra）来诱惑佛教徒堕落，管理秘传的组织。

翡翠喇嘛最为闻名之处莫过于香巴拉。被认为是升天导师所在的世外桃源之地的香巴拉由成

群从利莫利亚，亚特兰蒂斯和姆大陆前来的祭祀和巫师建立，还有在亚狄斯人指挥下由地底

昆扬人建立的隧道。这个类似虚构的城市同时存在于西藏，幻梦境和一个横跨100000光年宇

宙之外的一个外星星球的已毁灭文明的焚烧废墟之中。在亚洲这座神秘都市被认为是金三

角，在此种植着大量的鸦片远销世界各地。



供应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辽丹”，即冥王星之药也都来自于香巴拉城，在此种植和收获着

着广阔无垠的黑莲花田地。辽丹是香巴拉和冷原诸多贸易的基础，它能轻易通过隧道和秘密

通道进行交易。作为贸易商的丘丘人令香巴拉社会都无法容忍，但是他们有助于帮助本地人

解决到外界世界旅行的不便之处。在喜马拉雅地区，旅行者常常把这些丘丘人错认为当地的

夏尔巴人。

在世界上有很多受到这个生物污染的造物。“佛陀之泪教义”，是一个由黑莲兄弟会建立的现

代邪教，能够通过吟唱一本小册子上的咒文来召唤翡翠喇嘛。《神秘之路》，一本由这位化身

的侍僧黑衣武僧撰写的粗鄙书籍，也能布道翡翠喇嘛的荣光。但是最为污秽扭曲的表现原作

者企图的书籍莫过于《禁佛经》，这是翡翠喇嘛的教规。

攻击和特殊效果：翡翠喇嘛拥有许多独有的能力。

密宗腐化之启示（TANTRIC CORRUPTER OF ENLIGHTENMENT）：它搜寻引诱那些研

究者和神秘主义者的知性弱点。那些堕入圈套的知识探求者，会在冥想启示中日益衰弱，沉

迷于达成的幻觉愉悦之中。他们化为活着的木乃伊，每个人活着的大脑都被困在不朽的干枯

躯壳之中。早期的症状是排斥其他一切东西只剩下与日俱增的对神话知识的畸变渴求。之后

探求者会痴迷于通过密宗的血腥仪式来获得神秘力量和能力，沉浸于神话秘藏中的原始能

量。

翡翠曼荼罗（THE EMERALD MANDALA）：翡翠曼荼罗会创造对知识和启示的无意识渴

求。它能在选出的秘传典籍的抄本中被找到，通过几何图案的配置来开启通往疯狂和冰寒的

启迪道路。每次使用翡翠曼荼罗冥想时，调查员都必须进行智力X4的检定。失败的检定会

强制进入曼荼罗的冥想领域。如果失败累计3次，调查员会获得1点克苏鲁神话知识，和对曼

荼罗之中知识进行深入研究的渴望。在他的梦境和冥想之中，翡翠喇嘛悬浮在空中的形态会

现身来指引他前往禁佛经，香巴拉或其他隐秘的神话秘境。翡翠喇嘛的出现会使入梦者丧失

1D3/1D10理智值。在调查员坚持或是被翡翠曼荼罗的冥想所驱使下，这一过程可能会不断

反复循环。

闪光长袍（THE SHIMMERING ROBES）：它的长袍是其肉体的一部分。由于它存在于三

个位面，作为香巴拉，幻梦境和一个外星废墟的出口而存在，如同那些之间的缓冲区域一样

（涅槃之境，就像阿撒托斯的王庭在神话中那么知名）。那些被长袍攻击的人会被闪亮的黑

暗所吞噬，随机出现在这些区域中的一处。造成的伤害可能来自于宇宙真空，高处坠落等等。

第三只眼（THE THIRD EYE）：通过其头上的翡翠器官，翡翠喇嘛能在一团绿色迷雾中形

成一个三维的景观。目击者必须在1D100检定中掷出不大于智力X5的结果来抵御，失败的检

定意味着他们立即陷入了催眠。受害者会沉迷于所见的场景或事物，无法抵抗翡翠喇嘛的召

唤。迷雾中的场景描绘了涅槃之境，混沌之庭中起舞的阿撒托斯，香巴拉的幻视，佛陀的陨

灭之时，神秘的哈利湖，卡尔克萨和其他的恐怖和外星事物。有些场景，比如阿撒托斯，可

能会引起理智的检定；此时的理智损失是平时的10%（举例：在喇嘛的第三只眼中看到阿撒

托斯损失1/1D10理智值）。

喇嘛的翡翠（THE EMBRACE OF THE LAMA）：这种攻击是毁灭性的；对于佛教徒（或

任何相信轮回的信仰者）则是双倍的，因为受害者的转世灵魂会被翡翠喇嘛所扑灭。它会使

用四条“手臂”中的一条，范围可达10英尺，手臂上的五张七鳃鳗般的嘴会尝试粘附到受害

者的头骨或脊柱上，每轮汲取1D8意志和1D8体质，在此过程中吞噬受害者的灵魂和体液。

分节的触手可以被10或更高的力量来挣脱，但是所有都必须移除。吸取会一直持续到接触者

崩坏为止。一旦受害者的体质或力量降为0他就死了，灵魂也丧失了，不可能再有转生，复

活或是其他的“回归”途径。这个化身一轮能以这种形式攻击四个人。受害者的所有记忆都

会被翡翠喇嘛所获取。在这种攻击下生还的人被永久地改变了。损失的意志和体质会以1点
每周的速度恢复，但是受害者会获得和失去的意志数值相同的克苏鲁神话知识。沉迷于只是



的渴求的人会消耗他们的生命来获得失去的意志和克苏鲁神话知识的平衡，继而产生出搜寻

翡翠喇嘛的强烈欲望。

翡翠喇嘛，精神散布者 (EMERALD LAMA, Infector of the Mind)
力量 20 体质 50 体型 14 智力 80 意志 35
敏捷 25 移动 15 悬浮 / 随心所欲 耐久 32
伤害加权：+1D6
武器：闪光长袍 85% 伤害特殊（见上）

翡翠 55% 伤害特殊（见上）

第三只眼 75%，伤害特殊（见上）

护甲：无

咒文：以长袍祭祀形象出现时直视不会丧失理智值，以其他形式出现时1D3/1D10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哈斯塔与群星（Hastur & the Stars）
在 50光年之外有一颗恒星毕宿五（Aldabaran），其得名于阿拉伯语的“al Dabaran”，意

为追随者。如果它不是因外神哈斯塔的居所而闻名的话，它恐怕并不会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

星球。对于愚蠢到接触那颗恒星的星际旅行者来说，这可是够悲哀的。

哈斯塔也和另外两个宇宙地点有着特殊的联系：毕星团（Hyades）和昴星团（Pleiades）。

从地球上看这三个地点似乎在空中非常接近，都在金牛座中。然而实际上它们中更远的昴星

团距离毕宿五有 350光年之多，而毕星团恰好位于两者之间。这种特别的结合出现的原因，

在地球上的我们是明显不知道的。可能哈斯塔控制着一个包含着这三个形体的巨大球体空

间，也可能有对于地球来说更加阴险的原因。

毕星团包括数百个恒星，距离地球大约 130光年。其名称来源于希腊文，意为“多雨的地方”。

在我们的讨论中毕星团如此显眼，因为其遮蔽着那失踪多年的行星卡尔克萨（Carcosa），

哈斯塔的一个化身黄衣之王的居所。

昴星团也包含着数百个恒星，距离地球大约 400光年。其引人注意之处在于环绕着恒星塞拉

伊诺（Celaeno）的一颗行星上有着宇宙最大的图书馆。一个巨大的触手怪物“湖中休眠者”

（Sleeper in the Lake）守护着这座图书馆，据信这个怪物要么是哈斯塔的另一个化身，要么

就是这位外神的子嗣。

众所周知黄衣之王曾出现在地球上，有可能湖中休眠者也一样。所以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一直

充满危机地居住在哈斯塔的王国附近，那里和我们的故乡之间存在着通路，我们必须因此提

高警惕。

黄衣之王 (King in Yellow) （译者：Setarium）
哈斯塔的化身

“他庄严地立于阳台之上，无颜无面，足有两个人高，身着褴褛破烂但颜色鲜亮的长袍。 袍

下那双鞋的鞋尖向上翻翘着，而一缕丝绸则从他兜帽的顶尖垂落于地面......有时他似乎背生

双翼，而有时则又似乎头戴光环。”

——詹姆斯.布理什 《光芒万丈》

黄衣之王看上去与人类相似，通常穿着黄色或杂色的褴褛长袍，并戴着一张苍白的面具。实

际上那件旧袍是它身体的一部分，是其血肉的延伸，而面具之下则隐藏着丑恶的触须，用来

贴在目标身上以吸取意志。 最重要的是，它具有令人惊恶的易塑性，可以随意改变身体形

状。它是哈斯塔最常见的化身。



教团：它的信徒多为孤独的狂人，通常

是在阅读一出名为《黄衣之王》的诡异

剧本后疯狂的诗人和艺术家，并常常从

其残酷的美中汲取灵感，创作出表现人

类存在的无价值、充满虚无主义的作

品。 印于这本诡秘的邪书之上，被称

作黄衣之印的奇特印记是其对人类心

智影响力的源泉，并会通过扭曲梦境潜

移默化地将读者其引向疯狂。

黄衣之王的舞蹈：黄衣之王会通过一支

怪异的舞蹈将目标催眠。 任何看见此

舞蹈的人都必须于抗性列表内通过意

志检定以抵抗催眠效果，被催眠的目标

将会在随后的一回合中承受黄衣之王

的攻击：褴褛长袍上的布条将变得无比

锋利，并伴随着它的舞蹈如同一股黄色

旋风般飞速袭向被催眠的、无法行动的

目标，使之每回合损失 1D4点生命值。 目标每回合都有一次机会尝试挣脱催眠状态。

黄衣之王的凝视：通过抓握与凝视，黄衣之王将使任何目标惊恐异常，使其每回合损失 1D6
点理智值，同时造成抓握伤害，并于每回合消耗黄衣之王 3点法力值。 目标可于 1D100掷
出小于等于自身理智值乘 2以躲避这次攻击。 此间造成的理智值损失将叠加致效果结束，

并由掷骰一次的结果来鉴定目标是否陷入疯狂。

黄衣之王，王座形态 (The King in Yellow, Throne Form)
力量 25 体质 106 体型 14 智力 30 意志 35
敏捷 27 移动 15 /或是随心所欲 耐久 60
伤害加权：+1D6
武器 ：舞蹈，须于抗性列表中通过意志鉴定，每回合 1D4点伤害，详见上文。

面部触须，100%，每回合 1D6点伤害，附带吸取 1点意志值。

抓握，90%，1D6+1D6点伤害，凝视效果见上文。

护甲：无。

咒文：一切呼唤，接触与召唤/控制咒文，其他由守密人自行决定。

理智值损失：直视王座形态下正戴面具的黄衣之王不会造成理智值损失；直视任何其他形态

将造成 1D3/1D10点理智值损失。

边栏

黄衣之印

黄衣之印被认为是潜意识中疯狂和邪恶的集合，特别是在哈斯塔崇拜的教团中。它会将目击

者的梦境歪曲，从而将理智的人导向疯狂和毁灭。看到黄衣之印的人会损失0/1D6理智值。

这个恶毒的符号看上去在缠绕盘旋和扭曲着，饥渴地等待目击者。这一幻象只会持续一轮。

看到黄衣之印导致理智值丧失的人在睡眠时必须进行另一次理智检定，否则他们就会被黄衣

之印、黄衣之王和哈斯塔的恐怖梦魇所萦绕。这样的梦魇会导致1点理智值丧失，这一过程

会在他每次入眠时持续发生，直到受害者成功在理智检定中对抗了黄衣之印，或者完全被疯

狂所压倒。



海德拉（Hydra）
旧日支配者

“这看上去像是一片灰色粘液的海洋，如同原生质体而毫无特点。但是那黑暗的斑点仔细辨

认就像是头颅……数以千计的人类头颅在灰色的海洋中摆动沉浮，然而更多的是非人类的头

颅……这些脑袋还活着。它们的眼睛凝视着难以名状的痛苦，它们的双唇诉说着无声的悲恸，

泪水从沉没的面颊上滑落。即使是那些恐怖的非人头颅——鸟形的，蜥蜴的，由活着石头和

金属构成的怪物，还有植物生物——都表现出了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折磨的无穷苦痛。”

——亨利·库特纳《海德拉》

请不要把这个海德拉和那个同名的深潜者巨大

女族长搞混。这是一个通过吸收智慧种族的头

颅和大脑来生存的吸血鬼般的存在。它生活在

传统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异形维度之中。

精神投射（Astral projection）是唯一已知能够

接触到海德拉的途径。在小册子《发送的灵魂》

中提到了一个能够旅行到海德拉所在维度的特

别的仪式，任何尝试灵魂出窍体验的人都可能

不经意间失足进入海德拉的怪异位面。进入海

德拉的维度后，精神旅行者首先感到令人麻木

的寒冷，看到的只有无处不在的浓厚灰雾。这

个位面的特异性令人难以忍受，旅行者会被麻

木的恐惧所充斥。不久后浓雾消散，精神旅行

者会发现他在灰色粘液的汹涌大海上漂浮。当

他看到这个生物的无尽头颅时，他已经被沉重

的海洋所淹没。

教团：没有任何种族崇拜这个极为怪异的存在。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海德拉不能攻击那些来

到其位面的人，然而它的意志会和来访者的进

行对抗。如果海德拉在对抗中获胜，它的一部分会尾随旅行者离开异形的位面——往往不幸

的来访者并没有察觉到。当通灵的旅行者离开海德拉的领域回到自己本来的位面时，任何他

魂魄遇到的人都会被海德拉攻击。

受害者首先看到精神旅行者的幽灵形态，然后是海德拉翻腾的灰色团块。海德拉会吞噬受害

者，将其卷入翻滚的躯体中，在此将他斩首。这位旧日支配者会带着已经成为其躯体一部分

的受害者依旧存活的头颅返回其位面。受害者死去的无头尸体则被丢弃，灰色的粘液覆盖着

这尸体以及所有临近的东西。海德拉扫除了其死去的受害者返回自己的位面之后，精神旅行

者会随之醒来，返回自己的肉身。唯一能够防护海德拉攻击的方式只有旧印。

访问过海德拉的维度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返回。每次访问这位旧日支配者的领域会花费额外

的理智值，而且会迎来这个存在尾随进入旅行者的本位面。

海德拉，千面之月 (HYDRA, The Thousand-Faced Moon)
力量 N/A 体质 59 体型 783 智力 100 意志 50
敏捷 N/A 移动 0 耐久 421
伤害加权：N/A
武器：吞噬 90% 斩首



护甲：无，但是作为一个活着的粘液团块，物理武器无法造成伤害。魔法、附魔武器、火焰、

电击和化学药品能对海德拉造成正常伤害。

咒文：尽管海德拉能够使用任何咒文，但是它一般不会使用。

理智值损失：1D8/5D10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精神位面（Astral Plane）
我在接手有关精神位面时有些迟疑，因为这个领域比起克苏鲁神话更接近于通神学

（Theosophy）.然而著作于 18世纪的《发送的灵魂》似乎证明了这个地方确实存在。因此

我决定在此讨论一下精神位面。

《发送的灵魂》中解释了如何从肉体中分离出灵体，这本八页小册子的第八页包含了需要的

完整仪式。通过使用这一仪式，魔法师可以将自己发送到精神位面。

以上带来的问题是精神位面究竟是什么。对此我并没有确定的答案，只能给出一系列的可能

性。

通神学家认为精神位面由比我们自己世界更为精纯的物质所又称。他们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

有一个精神躯体，在死后就能获得自由。

卡尔·荣格提出了“集体意识”，这提供了精神位面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一个由世界的

梦境所创造的地方。

最有趣的看法来自于凯尔特德鲁伊。他们将精神位面称为“联合领域”，认为它将物质位面

的不同层级相互连接。通过它可以瞥见整个多元宇宙并获得一些随机的知识。

这将我们引导到下个问题，精神位面如何和克苏鲁神话联系到一起？

我在少数的文献中看到，有一个确定的恐怖旧日支配者海德拉居住在那里。因此精神位面对

于其他旧日来说有可能也是居所那样的存在。德鲁伊们的“联合领域”是意面让我们理解尤

格·索托斯的镜子。精神位面看上去也可能是空间门发挥功用的原理，一个奈亚拉托提普漫

步于宇宙的手段。因此，精神旅行者请多加小心，那里存在着怪物们。

修浦诺斯 (Hypnos) （译者：Setarium）
旧神

“ 它的青春超越了时间，颊上生着美髯、唇边带

着微笑、额头宛如奥林匹斯之神、头发浓密而鬈

曲。”
—

—H. P. 洛夫克拉夫特 《修浦诺斯》

修浦诺斯的真身则如同最可怖的噩梦般扭曲蔓

延，令人恐惧。 作为睡梦之神，他的本体与幻

梦境和真实世界之间的结界有着紧密联系，所有

梦中的眠者都将穿行于他的领域之中。

教团：虽然修浦诺斯有时会造访醒者的世界，但

自古希腊之后他便不再拥有人类信徒。 在幻梦

境中他则被某些非人类生物所崇拜。

其他特性：如果任何入梦者做出了任何非比寻常

的事并吸引了修浦诺斯的注意，他则会使其变幻



为自己喜好的模样。 被变形的入梦者的基本数值由睡神修浦诺斯定夺，但各项均不得超过

50点；入梦者可能将被授予新的技能或失去某些原有技能，除此外其他种技能及等级保持不

变，但入梦者新的形态则可导致某些技能被加强而另一些无法使用。 这位入梦者通常将永

远伴随修浦诺斯，再也无法回到地球。

修浦诺斯，旧神，睡梦之王 (Hypnos, Elder God, Lord of Sleep)
力量 20 体质 100 体型 12 智力 80 意志 85
敏捷 30 外貌 30 移动 8 耐久 56
伤害加权：+1D4
武器：变形 100%，使目标变形。

护甲：对一切不同时存在于真实世界与幻梦境之内的伤害免疫；所以仅会被梦中的入梦者以

及其它神明所伤害。

咒文：变形咒文。

理智值损失：直视修浦诺斯本体将造成1D6/1D20点理智值损失。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幻梦境（Dreamlands）
很久以前，我有关克苏鲁神话的研究从克苏鲁开始，然后是索斯星的传说，亚狄斯星，以及

成千上万其他的东西。民俗学家和科学家的分析，远古遗留的人工造物，以及无法用我们现

有知识解释的现象，以上这些形式的证据足以让我确信克苏鲁神话传说的存在。

对于被称为幻梦境的地方我就无法提供那样充分的信心了，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必须在此提到

它，因为它在很多分散的神话典籍中被提到了。

幻梦境被认为是一个魔法和冒险的奇幻国度，只有最娴熟的入梦者才能在入睡后到达此处。

这是一个完全独立存在的国度，可能是完整的一个“他维”——一个之前我写过的话题。

有些怪物在其他地方从未听闻，只生活在幻梦境。冷原住民，冷蛛，和卡拉卡尔(Karakal)
的仆从是其中最为知名的。

当然，我之前写过的一些神话神格也被认为生活在幻梦境。奈亚拉托提普在此扮演着一个重

要角色，它守护着那些被称为“地球本土诸神”的存在，这些神明在我们的世界中闻所未闻。

旧神修普诺斯则被认为保卫着幻梦境和现实世界的通道。

还有克拉辛（Chorazin），这个克苏鲁的化身统治着梦境的国度，所以我们只能猜测幻梦境

是它的秘密避难所。资料记载是它将梦魇发送到幻梦境，是它创造了在地面上游走的黑暗卑

劣的魔鬼。我们只能希望它无法找到能够跨越现实和梦境之间鸿沟的桥梁。

赫祖尔夸伊耿扎(Hzioulquoigmnzhah)
旧日支配者

“。这个东西很难形容。它长着滑稽的短腿，手臂却非常细长；圆圆的头看起来昏昏欲睡，

却挂在身体的下端，就像发生了某种诡异的倒转。不过在观察了一会并发现它那厚厚的毛发

与昏昏欲睡的表情后，伊波恩发现它与佐撒瓜之间有某些模糊又不太一样的相似之处。”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通往土星之门》

（本段译文译者：无形的吹奏者，链接 http://tieba.baidu.com/p/2280891170）
这个看上去身份怪异的生物被认为是撒托古亚（Tsathoggua）的直系亲属，实际上它看上

去就像撒托古亚的倒立版本。赫祖尔夸伊耿扎居住在土星的一个洞穴中，饮用着融化的金

属。和撒托古亚一样，它对于入侵者毫不在意，一般不会发动攻击，除非因为某种方式被



激怒或是被打扰。

教团：赫祖尔夸伊耿扎的崇拜者主要是塞克拉诺修星（Cykranosh），即土星上的奇怪的原

住民们。它是土星上的主神，但在地球上无人知晓。古代终北之地的居民知晓其存在，但

是并不崇拜它。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赫祖尔夸伊耿扎攻击时会使用抓取并压碎受害者，或是使用它巨大

并滴着酸液的嘴巴撕咬。一旦被咬到，调查员每轮都会持续受到酸液腐蚀造成的烧伤，直

到他或是同伴将赫祖尔夸伊耿扎的酸液洗去为止。

赫祖尔夸伊耿扎每轮也能锁定一个目标向其喷吐其腐蚀性的唾液。被命中者每轮会受到

2D6点来自于伤口裂开的灼烧伤害，直到死亡或是酸液被洗去。调查员可以尝试躲避赫祖

尔夸伊耿扎的喷吐攻击，但是这会导致这一轮不能做任何其他的行动。这位旧日支配者喷

吐的攻击范围可达42码。

赫祖尔夸伊耿扎，土星之主 (HZIULQUOIGMNZHAH, the God of Cykranosh)
力量 55 体质 130 体型 42 智力 30 意志 30
敏捷 25 移动 20 耐久 86
伤害加权：+5D6
武器：手臂 100% 抓取，之后每轮5D6挤压伤害

撕咬 100% 1D6+之后每轮2D6酸液灼伤伤害

喷吐 90% 每轮2D6酸液灼伤伤害

护甲：10点厚皮，另外每轮恢复20点耐久。对火焰，电击，化学药品和其他这样的特殊攻击

免疫。

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0/2D10

伊德·雅（Idh-yaa）
旧日支配者

“这个来自双星索斯的怪物，在波纳佩手稿中被记载为克苏鲁的配偶。伊德·雅和克苏鲁的

结合诞下了旧日支配者佐斯·奥摩格，加塔诺托亚和依托格萨。这份古代文稿并未说明伊

德·雅是否与自己的丈夫一起来到地球。”

——丹尼尔•哈姆斯，克苏鲁百科全书

在双星索斯的地下居住着一个巨大搏动翻滚着的蠕虫状生物——伊德·雅。伊德·雅是克

苏鲁三位配偶中的第一任。克苏鲁和他们的子嗣克希拉，佐斯•奥摩格，加塔诺托亚和依

托格萨离开索斯前往地球，而伊德·雅留在了索斯星。

教团：无疑的索斯星本土住民以及那些在双星上的奇怪存在都崇拜伊德·雅。尽管她在波

纳佩文稿中提及，但是地球上没有已知的崇拜她的教团。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在伊德·雅被祈祷着和接触咒文安抚后，她会蠕动着敲碎召唤者脚

下的星球表面。部分召唤者会坠落到她乳白色并非完全固态的身体中被吸收。在她消耗完

那些不幸失去自己平衡的倒霉蛋之后，她会向前射出粘性的伪足以抓取更多的猎物，将他

们拉入她的体内。对于伊德·雅的信徒来说，这样的选择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落选则令他

们懊丧羞愧。接触到伊德·雅的受害者被黏住慢慢吸收。想要逃脱就必须与伊德·雅进行

力量对抗，成功则可以离开粘滑的黏液。

受害者每轮会被吸收5体型。被吸入怪物的体内可以适用于溺水的规则。被吸收的受害者

可以通过在伊德·雅胶黏的肉体上扎一个洞来尝试逃脱。

伊德·雅，克苏鲁的配偶，索斯星女主 (IDH-YAA, Cthulhds Mate, Xothic Matriarch)
力量 54 体质 45 体型 68 智力 38 意志 75



敏捷 14 移动 3 耐久 57
伤害加权：+7D6
武器：吸收 100% 每轮5体型直到完全吸入

溺水 完全吸收后自动命中 溺水开始后每轮1D8
伪足 75%，抓取和抓住来吸收或压碎 1D8+7D6

护甲：10点湿滑的黏性皮肤。另外，每轮恢复5点耐久

咒文：伊德·雅知晓一切咒文。

理智值损失： 1D8/1D20

伊欧德（Iod）
旧日支配者

“这玩意映入眼帘的样子就是刺眼的一道光……这个邪恶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匀质的存在，而

是由可怕的各种不协调元素所构成。奇特的矿物和晶体通过鳞状半透明的肉体释放出它们凶

恶的光芒，整个躯体则沐浴在粘稠蠕动的光芒中，这光随着怪物诡异地搏动着。一小片粘液

从膜状的血肉上滴落……在粘液飘落之时，如同植物一般的恐怖附肢在空中盲目地摇摆着。

微弱的吮吸声昭示它的饥饿。一个巨大的复眼无情地注视着。”

——亨利•库特纳，《猎手》

这是一个动植物和矿物的怪异糅杂。伊

欧德出现时，一团巨大的阴影或迷雾首

先出现在空中，紧接着就是一道由这位

旧日支配者放出的刺眼的光。

提及过伊欧德的书籍包括《伊沙克沙亚》

（Ishakshar），《伊欧德之书》（Book of
rod）以及蒲林所著的《蠕虫的秘密》（De
Vermis Mysteriis）。
教团：早期人类曾崇拜过它，但现在它

已经无人知晓。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伊欧德会将受害

者麻痹，然后降下蜿蜒的触手在他们身

上，以每轮2D10意志的速度吸取他们的

灵魂。当受害者的意志到达0时，他就死

了，尽管他们的大脑还存在，但已经和

尸骸一起被永远地捕获了。

麻痹：伊欧德为了固定住受害者，首先

必须在意志对抗中获胜。为了摆脱麻痹状态受害者必须在意志对抗中获胜。每轮受害者都

能尝试从伊欧德的精神控制中摆脱，直到成功，死亡或是伊欧德被驱散。一次伊欧德可以

麻痹任意数目的受害者。

狩猎：那些从伊欧德手下逃脱的人会发现他们在梦中就像在现实世界一样被伊欧德追猎

着。一个有准备的受害者可以通过驱散伊欧德来摆脱其追猎，或是通过其他神秘手段对这

个存在造成80点耐久伤害。站在旧印，五芒星阵或是大卫之星中可以防御伊欧德的攻击。

伊欧德，灵魂猎手，闪光追猎者 (IOD, The Hunter of Souls, The Shining Pursuer)
力量 75 体质 60 体型 100 智力 25 意志 30
敏捷 16 移动 20 飞行 耐久 80
伤害加权：N/A



武器：触手 对于麻痹的受害者自动命中，否则85% 每轮吸取2D10意志

护甲：20点护甲

咒文：所有的召唤，控制，呼唤和接触咒文，所有的幻梦境咒文，其他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6/3D10

伊西斯（Isis）
旧神

“这是一个迷人的无法猜到年纪的女性。她的身躯如同20岁的运动员，但深邃的眼神显示了

她来自极为古老的年代。她穿着老式占卜师的服装，却戴着新时代的装饰物例如珠宝之类。

尽管看上去像个平民，但是她的一举一动总是透露出不寻常的优雅。”

——布鲁斯•巴隆，《时代的来临》

伊西斯一般以环绕着标志性神秘学造

物和物品的极美丽女性的形式出现。她

从不泄露自己的身份，常常伪装为预言

师，精神治疗师，塔罗牌解读者，白衣

女巫等等。不论她伪装成什么，她总是

带有着威严，强力和冷静。

教团：这位旧神在古埃及有着广泛的人

类信徒，但是现在已不复盛况。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伊西斯一般不会

直接参与到战斗中。她会以命运指示一

类的形式向调查员提供信息或线索。她

的触碰可以将一个人的斗争意识移除

2D20轮，平复受害者使其冷静下来。对

神话生物或其他超自然存在使用这一

力量时就需要进行意志对抗的检定。

伊西斯，旧神 (ISIS, Elder God)

力量 31 体质 50 体型 10 智力 20 意志 38
敏捷 20 外貌 25 移动 12/20 飞行 耐久 30
伤害加权：+2D6
武器：拳头 70%，1D3+2D6

安抚触碰 70%，特殊（见上）

护甲：无，但是每点魔力可以恢复1D10点耐久。如果耐久降为零，她会被驱散知道下个满

月的夜晚，此时她可以重新显形

咒文：所有的治疗，保护和古埃及仪式魔法咒文，其他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无

伊塔库亚 (Ithaqua) （译者：Setarium，部分《怪物之锤》补完）

旧日支配者



“头顶的星空被乌云遮盖......这朵巨云有着人形的轮廓......尽管乌云密布，在它的顶层，那人

形的头部，闪耀着两颗明光烁亮的星，如同两只巨眼。”

——奥古斯特.特雷斯 《乘风行走之物》

在伊塔库亚的数个外形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一个趾闲生脯、长着火红双眼、瘦骨嶙峋的巨大

人形。它的面庞扭曲可怖，如同一张被拉扯变形、充满痛苦的人脸；它也常于狂风中闪现，

枯槁的长发将随着身躯如鬼魂般在风中摇曳。

伊塔库亚另一个常见的外表是一个生着巨大犄角，布满毛发的人形，双爪如刀般锋利，口中

长着凶恶的獠牙，双眼也闪着火亮的光泽。 它会从口中呼出大团云雾，而雪花则会奇异地

环绕在它身旁；这一化身很有可能是史前人类所信仰、长角的自然之神的原形。

伊塔库亚的脚步声有如闷雷般响亮，常常可在寂静的冬夜里被听见，而巨大的脚印也会在之

后被发现于雪中。脚印之间的距离通常在半英里左右，任何跟踪者在沿着这条踪迹行进一段

距离后会发现它突然消失，一般意味着伊塔库亚已在此处飞入天际。

据当地的印第安土著与爱斯基摩人称，伊塔库亚出没于北极与亚北极区域。 他以跟踪冰原

上的旅人，并将他们劫走而令人熟知。 这些倒霉鬼们被发现时可能尚且幸存，无法解释究

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受害者残缺不全的尸体将会在数周或数月后被发现，

从姿势看死前受过极 大的痛苦，并如同从高处坠落般悬挂于枝头，或半埋在土中。

教团：伊塔库亚的信徒少之又少，但他在北方仍令人生畏。 虽然赛伯利亚与阿拉斯加的居

民时常留下祭品以防止食人雪怪 (Wendigo) 光顾他们的营地，但有组织性的膜拜则十分罕

见。 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风行者密教 (The Secret Order of the Windwalker) 膜拜伊塔库亚，

而对他的供奉在遥远的玻利亚 (Borea) 则更为广泛。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伊塔库亚可于数十码之内唤起大风将目标卷至空中。 受此攻击的目

标须于抗性列表中以自身力量值成功对抗伊塔库亚的力量值，方可停留于地面。 如果目标

多于一人，则为此鉴定等分伊塔库亚的力量值。

伊塔库亚可试图用其强大的手臂抓取在其范围内的任意目标，并握于爪内。 此行动无须通

过鉴定，一律视为自动成功。

这位旧日支配者也会激起巨大的暴风雪，伴随着嚎叫的强风和暴虐的降雪。在亚北极地区，

伊塔库亚能够降下强力的雷暴，龙卷风或飓风。，尽管它自己基本不出现在这些区域。暴风

雪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完全取决于伊塔库亚的判断，既可能持续长达几小时，也可能只在几分

钟内结束，完全看伊塔库亚的心情。

伊塔库亚，风行者，食人雪怪 (Ithaqua, the Wind-Walker, the Wendigo)
力量 50 体质 150 体型 100 智力 10 意志 35
敏捷 30 移动 10 / 100 飞行 耐久 125
伤害加权：+8D6
武器：强风 100%，卷起目标并摔落*。
利爪 80%，伤害 6D6，无视一切护甲。

*高度 1D10 *10英尺，每 10英尺相当于 1D6点伤害。

护甲：冰冷结冻的厚重皮肤为其提供 10点护甲。

咒文：所有呼唤/接触咒文。伊塔库亚可以召唤 1D6只食人雪怪跟随。

理智值损失：直视伊塔库亚将造成 1D10/1D100点理智值损失；听闻北风中食人雪怪的嚎叫

将造成 1/1D6点理智值损失。

死亡行者(Death-Walker) （译者：Setarium）



伊塔库亚的化身

“那夹杂着雨水的旋风继续狂啸着。而刻于上空，刻于那波涛汹涌、如硫黄般色泽的云体之

上的则是一张狂怒扭曲的印第安巨脸，一张恶魔般的面庞，好似从地狱而来一般邪恶。”

——约瑟夫.培恩.布雷南，《简狄克沼泽》

此化身会以剧烈的风暴出现，而在其中时常可

见一张带有北美印地安人特征的巨脸，扭曲变

形，充斥着愤怒。

教团：死亡行者在北美原住民中有少数信徒，

不过并不是出于对它的崇拜，而仅仅希望通过

祭祀与膜拜取悦这位恶灵，以避免被毁灭的厄

运。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它会驱使强劲的龙卷

风、夹杂硕大冰雹的狂风暴雨，甚至引导闪电

从天而降攻击它的敌人。 任何在当时处于空

旷之处的人都需牢牢紧抓附近牢固于地表的

物体，或以某些其他方式将自己固定于地面；

而其必须以自身力量值于抗性列表中对抗死

亡行者的力量 值以保证不被狂风卷走。 若未

通过此鉴定，目标将会被吸进风暴之中，而其

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尸体将在之后于数英里

外发现。任何为固定自身所用的物品，如绳索

或铁链，其力量值将与 使用之人的力量值汇

总，用以通过此鉴定。

此外，无论何人，只要置身于死亡行者的狂风之中必将遭受风中的石砾岩屑与巨大冰雹的冲

击，并于每 回合承受 1D4 点伤害。死亡行者同样会以闪电攻击目标，凡是被闪电击中之人

将被当场击晕，在等同于伤害值的回合数内无法行动；而此人也必须于抗性列表中以自身生

命值对抗闪电造成的伤害，如未通过，则其将死于心脏骤停。

于建筑物内躲避风暴时，守密人可自行决定此藏身之所的力量值与耐久度。 车辆将在狂风

中如玩具般被四处抛掷，并对其中之人造成伤害；一些建筑也无法完全承受死亡行者风暴的

巨力，其屋顶与墙壁将坍倒塌陷，之后被卷于空中，有时整个建筑都会被连根拔起。

死亡行者，狂怒风暴之神 (The Death-Walker, God of the Angry Storm)
力量 35 体质 N/A 体型 N/A 智力 10 意志 30
敏捷 50 移动 100 耐久 30
伤害加权：N/A。
武器：风暴 100%，特殊伤害（见上文）。

闪电 90%，伤害 2D10，使目标无法行动；有几率即刻杀死目标 （见上文）。

护甲：无，但只有伤害智力/意志之咒文对其有效。

咒文：通常不会使用咒文，不过当其使用法术时，具体咒文由守密人自行决定。

理智值损失：1D4/1D20

雪之怪(Snow-Thing) （译者：Setarium）
伊塔库亚的化身

“在祭坛上突然出现了一团雪，一团不断变化、无型的雪团——不仅仅是旋风夹杂着飞雪，



虽然无数雪花此刻在它周围上下飞舞....那团东西渐渐消失，如同溶解在 纷纷落下的雪中，

直到最终祭坛上空无一物。但我却不由得心惊胆寒：那东西便是我周围的雪花，四处纷飞，

无处不在。”

——奥古斯特.德雷斯 《雪之怪》

此化身为一团有自我意识的雪，而一双闪闪发光的巨眼时常会出现于雪团之中。

教团：雪之怪没有任何信徒。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雪之怪以低温对其敌人造成伤害。虽然受害者身上不会有明显的冻伤，

但是骨骼与内脏会遭受严重的冻伤。任何幸存者须被立刻送与就医，之后通过长期护理方能

痊 愈；成功的急救鉴定可使幸存者恢复 1点体制、力量与生命值，但其间任何外表值损失

则不会恢复，而任何成功的医疗鉴定则会使幸存者恢复 1D3 点体质、力量、外表与生命值。

如此鉴定之可被尝试一次，而之后幸存者必须住院就医，每周恢复 1点生命值与 1点各项能

力值。

雪之怪，寒冰之现身 (The Snow-Thing, Icy Manifestation)
力量 N/A 体质 N/A 体型 38 智力 14 意志 35
敏捷 35 移动 30 飞行 耐久 38
伤害加权：N/A
武器：低温攻击 100%，伤害 1D6，附加每回合吸取 1D10 体质值，1D10力量值与 1D4外
表值。

护甲：无。旺盛的火焰与高温将对其造成 1D6 点伤害，除此之外只有伤害智力/意志值之咒

文对其有效。

咒文：通常不会使用咒文，不过当其使用法术时，具体咒文由守密人自行决定。

理智值损失：1D4/1D20

朱克·夏博 (Juk-Shabb)
旧日支配者

“在最高的那一层是一个紫色的圆锥。一股蓝色的烟雾从圆锥的顶端升了起来，飘向一个悬

浮在空中的球体——那个球体如同半透明的象牙般散发着光泽。”（注）

——H·P·洛夫克拉夫特，A·梅里特，

罗伯特·E·霍华德，C·L·摩尔，弗兰

克·贝尔纳普·隆《彼方的挑战》

（ 注 ： 本 段 译 者 ： 竹 子 。 链 接 ：

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
4464）

这个怪异晦涩的旧日支配者通常以一个

有知觉的精神或能量球出现。

教团：朱克·夏博被耶库伯星上那些蠕

虫一样的生物所崇拜。它通过心电感应

与变色和其追随者进行交流。

其他特性：它会向其最欣赏的仆从提供

自己可怕的力量，获得智力，意志和咒

文的加成。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朱克·夏博不会

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4464
http://trow.cc/forum/index.php?showtopic=24464


使用任何的物理攻击手段，是旧日支配者中最没有恶意的之一。它拥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

可以使用任何咒文。

精神爆震（MINDBLAST）:如果朱克·夏博在和受害者的魔力对抗中获胜，受害者会损

失2D10理智值，陷入1D100小时的昏迷之中。朱克·夏博每次使用这一力量需要消耗1D6
魔力值。毫无疑问它还有其他独一无二的精神能力。

朱克·夏博，耶库伯之神(JUK-SHABB, God of Yekub)
力量 N/A 体质 N/A 体型 20 智力 30 意志 50
敏捷 N/A 移动 0 耐久 100
伤害加权：N/A
武器：精神爆震 命中为魔力对抗 2D10理智值损失和1D100小时昏迷

护甲：无。但朱克·夏博免疫一切物理攻击，附魔武器可对其正常造成伤害。

咒文：任何它想用的。

理智值损失： 0/1D4

卡拉卡尔 (Karakal)
梦境诸神

“被火焰包围着的卡拉卡尔，可以随心所欲地释放火焰，它是被称为‘卡拉卡尔的仆从’的

这些存在的主宰。”

——桑迪·彼得森《幻梦境生物指南》

卡拉卡尔的形象是一个微笑的英俊男子，腰间缠绕着闪耀的火焰。他很少离开他位于遥远

的卡达斯（Kadath）的流石神殿。

教团：卡拉卡尔是幻梦境的火神，经常被巫师们所供奉。居住在火山阴影下的人们会对卡

拉卡尔表示特别的敬意。卡拉卡尔的神庙保有着长明的火焰。祭司们会专心注视火焰的闪

烁，因此而能够解读卡拉卡尔的旨意。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极少的情况下卡拉卡尔会离开卡达斯，他经常隐姓埋名地旅行，当

然据说，一个机智的观察者从一个老补锅匠用手指接触点亮油灯的举止中就猜出了神明的

真实身份。通过花费1点魔力，卡拉卡尔可以从手中释放出一个爆炎，这样的爆炎不仅能

造成伤害，还能点燃目标的毛发和衣物。他也可以创造固定的火墙，每十分钟1码的火墙

就要消耗1点魔力。任何想要穿过卡拉卡尔的火墙的人都会受到2D6点伤害。

卡拉卡尔，炎之主(KARAKAL, Master of the Flames)
力量 35 体质 50 体型 15 智力 14 意志 30
敏捷 15 外貌 16 移动 15 耐久 33
伤害加权：+2D6
武器：爆炎 90% 3D6+点燃目标

拳头 95% 1D3+db
护甲：如果想的话，可以以圣光创造10点装甲。他免疫任何形式的热量和寒冷伤害。

咒文： 知晓任何与梦境诸神接触的咒文，以及“接触奈亚拉托提普”。可以创造一堵不动的

100码火墙，对于任何穿过者造成2D6伤害

理智值损失： 无

卡索格萨 (Kassogtha)
旧日支配者

“它在黄褐色脉络的云气中缓慢旋转，宛若在混沌的子宫中漂浮的畸形儿，患病卷曲的利维

坦……包裹在带电的云气中，伴随着模糊的蒸汽，一个一个灰蓝色肢节在滑行移动。一里一



里的翻转和挪动，肢节从一个溢出到另一个。”

——约瑟夫•普尔弗，《噩梦门徒》

在一些神话古籍中，卡索格萨被认为是克苏鲁的姐妹和第三位配偶，并诞下了双胞胎女儿

恩克托萨 (Nctosa) 与恩克托鲁 (Nctolhu)（被认为囚禁在木星一个有地球三倍大的风暴圈

中）。

教团：尽管卡索格萨在地球上没有有组织的信徒，但是她确实引起了一些精神错乱者的关

注，包括至少一个连环杀人狂。单独行动或是小组织活动的卡索格萨信徒醉心于用恐怖和

血腥的性、毒品和拷问的仪式来唤醒它们的女神。

其他特性：像许多其他的克苏鲁神话神格一样，卡索格萨通过心灵感应和人类以及其他下

级种族进行沟通。那些与她交流的人会听到一个尖锐而隆隆作响的恐怖声音直刺脑中，其

中粗鲁的词汇胡乱拼凑在一起，还混合着非人的语言。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卡索格萨通过用它长达数里的盘节身躯压碎受害者来攻击。一旦被

抓住，受害者很快就被拉入翻滚蠕动的无数触手中，在此他会被挤压至粉碎。受困的调查

员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抓住他，并将集合的力量和卡索格萨进行对抗来尝试救出受害者。这

样的营救只能尝试一次，因为下一轮不幸的受害者就会被拖入卡索格萨蠕动的身躯深处。

卡索格萨，克苏鲁的新娘(KASSOGTHA, Bride of Cthulhu)
力量 119 体质 89 体型 189 智力 27 意志 30
敏捷 25 移动 20 漂浮 耐久 139
伤害加权：+18D6
武器：触手 90% 抓取

触手挤压 抓取后自动命中 9D6
护甲：无。但是非附魔的物理攻击只会造成最小伤害。

咒文：接触克苏鲁，所有和克苏鲁以及其子嗣的一切咒文。除去和旧神以及其眷属的咒文以

外，其他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10/1D100

克塔尼德 (Kthanid)
旧神

“他突然觉察到他被一个原始的恐怖所盯着，这个亵渎的怪物形状类似于克苏鲁，但是它并

非克苏鲁而是克塔尼德，背后周围应该是黑暗的凹坑的地方，此时却闪耀出星辰的光芒……

周身的宝石和闪光仿佛像是钻石星尘一样，他以灼热如熔化黄金一般的巨大眼睛凝视着眼前

的大殿。”

——布莱恩•拉姆利，《梦境之钟》

克塔尼德一般以珠光宝气，有着明

亮的金色双瞳的克苏鲁双胞胎兄

弟形象出现。它居住于水晶珍珠之

殿，这是位于异世界“极乐净土”

（Elysia）一座古老冰川之下的卓

绝宫殿。虽然此处和现实世界几乎

完全隔绝，但是幻梦境有些人知晓

如何从地球航行到极乐净土。

部分克苏鲁神话传说认为克塔尼

德和克苏鲁是“双生子”，“兄弟”，



两个同一种族的个体，或者存在着其他方面的联系。

教团：克塔尼德没有人类信徒，尽管有时它会召唤那些被选定的有价值者到达自己的宫殿。

他会协助这些人来对抗克苏鲁和其他旧日支配者的阴谋诡计。一般克塔尼德的协助是某些

知识，一个道具或是咒文之类。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克塔尼德也会亲自上阵和旧日支

配者正面对决。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克塔尼德通过其严谨里射出的耀眼光束进行攻击。光束既可以束缚

目标也可以造成伤害。若要束缚目标，克塔尼德需要和受害者的意志进行对抗并获胜。被

束缚者每轮都可以通过意志对抗来尝试真托。如果克塔尼德想要对受害者造成伤害，光束

会自动造成10D6的耐久损失，并且这光束无视任何自然或人工造物提供的装甲或是伤害

减免。

克塔尼德，卓越者(KTHANID, the Eminence)
力量 100 体质 98 体型 210 智力 75 意志 100
敏捷 21 移动 20 迈步行走/ 18 潜游 / 20 飞行 耐久 134
伤害加权：+18D6
武器：激光 100% 10D6或抓取

拳头 100% 1D6+db
护甲：15点皮肤。另外每轮恢复10点耐久。

咒文：克塔尼德知晓任何他需要的咒文。

理智值损失： 1D8/5D10

引用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极乐净土（Elysia）
与极乐净土有关的故事都很奇怪，我只能描述一下我在少数文献中读过的部分，并且我并没

有确认过这些材料的准确性。

极乐净土是旧神的家园，一个爱与和平的世界，只有那些真正有资格的人才能进入。这地方

看起来如同天堂，在由外神和旧日支配者统治的黑暗宇宙中存在着这样的地方简直令人怀

疑。

这个名称来自于希腊语中的天堂（Elysium），一个精神永存不朽，只有神眷之人能够进入

的地方。两者之间的联系很明显，也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对此的怀疑。

我认为有关把极乐净土比作天堂的那些故事，追本朔因都来自于远古之时，旧神与它们的死

敌外神和就支配者们之间战争的传说。由于外神和旧日支配者很明显是邪恶势力，自然而然

旧神就被归为正义一方。然而这并非真相，在一些克苏鲁神话书籍里记载的隐秘事实是，人

类在旧神眼里如同草芥尘埃般毫无意义，它们并不关心人类的命运。

旧神把很多旧日支配者封印在地球上，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神秘，它们会关心么？旧神会毁

灭整个星球以对抗敌人，它们会关心么？它们杀死，致残，永久封印它们的敌人，它们会关

心么？

对于旧神而言，我们仅仅是工具：帮它们击败敌人，帮它们达成自己奇异的目的，来满足它

们黑暗时光中的好奇心。它们可能并不厌恶与轻视我们，但是仍然要当心！它们所作所为都

是仅仅为了它们自己的目的而已。

库潘格亚（Kurpannga）
旧日支配者



“一个恐怖的‘魔鬼野犬’在澳洲中部被发现。库潘格亚几乎完全没有毛发，除了沿着脊椎

方向上一排直立的毛发和尾巴末端的一撮以外。其牙齿极多极锋利，比起野狗更像是鳄鱼或

是食肉恐龙。”

——桑迪·皮特森，《未知的南方大陆》

库潘格亚居住于幻梦境中的“梦幻时光”（Dreamtime），即本地居民的梦境区域。那著名

的围栏木种之林（Mulga-Seed wirrunnen）创造了梦幻时光中的库潘格亚，在它的躯壳中

灌注了足以持续到永久的怨恨。

教团：没有教团崇拜库潘格亚。因为它是一个毁灭的化身。它常常漫步于地球上，散播着

毁灭与死亡。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在库潘格亚的10码范围内，每人每轮都会损失1点体质。除了撕咬，

一轮内它还能发出狗吠，嚎叫或是哀鸣声，听到它发出的这些声音的调查员必须将自己的

魔力和库潘格亚进行对抗，失败就会损失1D6点魔力。

荒芜：库潘格亚能够将走过之处变为荒芜之地。所有在他经过轨迹10码范围内的土地会在

下一个生长的季节含有剧毒。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植物会扭曲畸变，任何食用了这些作

物的动物都会患病死亡。

库潘格亚，恶魔野犬(KURPANNGA, The Devil-Dingo)
力量 65 体质 52 体型 28 智力 12 意志 28
敏捷 20 移动 30 耐久 40
伤害加权：+5D6
武器：撕咬 90% 1D6+5D5

恐怖存在 自动命中 每轮1体质损失

犬吠 自动命中 魔力对抗，失败则损失1D6魔力

护甲：8点兽皮。

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1D10

雷姆（Lam）

旧日支配者

“在阿雷斯特·克劳利的绘画中，它被描绘具有宽额头，斜缝眼和小嘴巴。雷姆被证实是一

位旧日支配者，它与‘未被描述的崇高祭祀’（High Priest Not to Be Described）和UFO绑架

事件中目睹的‘小灰人’有关。”

——丹尼尔·哈姆斯，《克苏鲁百科全书》

作为一个实力难以估量的生物，雷姆长得很像现代UFO传说中的“小灰人”——有大前额，

杏仁状眼睛，小嘴巴，没有鼻孔。雷姆居住在火星的背面，但有时会来地球研究地球上动

植物，并绑架拐走任何它感兴趣的生物。当雷姆被召唤或是决定出现，它会在一列明亮的

光芒中降临，对选中者释放幻觉以迷惑他们。

教团：没有任何已知的人类教团将雷姆当做一个旧日支配者来崇拜，但是许多个人和组织

将它当做地外智慧生命体来崇拜。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由于雷姆的肉体相对虚弱，它更多依赖于它的精神力量和能力来控

制其他人的精神以俘获战利品。雷姆会和受害者的意志进行对抗以控制受害者。如果雷姆

成功，受害者会完全处于雷姆的控制下任凭使唤，乃至于自杀或杀人都可以。如果雷姆失

败，受害者能逃过被控制的厄运，但是会“失去时间”，明显地患上短时间的失忆症，导

致他完全回忆不起和雷姆的接触。雷姆可以在其30码的范围内使用精神力量大量催眠。一

旦受到雷姆的影响，调查员只有在它离开或是驱散的情况，或是成功得到精神分析治疗的



情况下摆脱。

雷姆通过心电感应进行交流。它也有念动力，可以用念动力移动物体，每5体型1魔力。

雷姆，小灰人(LAM, The Grey)
力量 15 体质 23 体型 14 智力 38 意志 65
敏捷 19 移动 12 耐久 19
伤害加权：+1D4
武器：支配 意志对抗 伤害特殊（见上文）

大量催眠 自动命中 特殊（见上文）

念力 自动命中 每5体型物体移动耗费1魔力（见上文）

护甲：无。但雷姆会花费1点魔力来治疗2点伤害。攻击者必须首先在意志对抗中成功，方能

正常攻击雷姆。在意志对抗中失败的话，攻击会自动偏离雷姆，看上去就像在雷姆周身有不

可见的护罩一样。

咒文：由守秘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1D6

莉莉丝（Lilith）
梦境诸神

“无比深重的罪孽[注 1]从这里登陆，邪恶不洁的仪式让死亡开始狞笑着不断行进，罪孽在

这些不洁的仪式中溃烂，将我们腐化成真菌般的畸形——就连墓穴也不愿意容纳的恐怖畸

形。撒旦在这里建立了他的巴比伦王庭，散发磷光的莉莉丝在纯洁孩童流淌出的鲜血里洗浴

着自己长着麻疯的肢体。”（注）

——H·P·洛夫克拉夫特《雷德胡克的恐怖》

（注：本段译者：竹子。 链接：https://trow.cc/board/index.php?showtopic=25774）
莉莉丝有一系列的存在形式。她一般以一个白肤似雪，青丝如波的具有邪恶魅力的不老女

性的形象出现。她的双眸如闪亮的煤块，双唇鲜

红明媚，身材婀娜举世仅有。有时她则是一位有

着异域风情的沉默的黑人女性，如同黑圣母一样

（Black Madonna）。有时则是一个类似女性的灼

热不洁形象。此外她也有被人知晓的恐怖怪兽形

象。

教团：现实世界基本没有莉莉丝的崇拜组织，尽

管她在古代人类中广为知晓和被人恐惧。只有那

些涉及黑暗艺术或是沉浸于生殖、生育和性有关

的魔法的巫师和小组织教团才会招出她的资料。

在真实世界，一些宗教认为她是亚当的第一任妻

子，背叛了她的丈夫和上帝，投入了撒旦的怀抱。

在所有的梦境诸神之中，莉莉丝是到访现实世界

最多的。为何奈亚拉托提普容许莉莉丝在现实世

界中肆意妄为而不发怒，这并不清楚。

有些材料认为，莉莉丝曾经是一位强大而神秘的

远古者，当她的信仰和力量衰落之后，被放逐到

了幻梦镜成了梦境诸神。作为远古者，莉莉丝据

说经常以一个凶暴的雌性古革巨人形象出现在



物质世界。如果这是真的，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奈亚拉托提普会给莉莉丝往来于现实世界

的自由，也因此能解释莉莉丝或许有朝一日能取回自己的力量，重新回到远古者跨越位面

的神庙中来。她可能一直都能够使用雌性古革巨人的形态。

拉丁文的一本罕见典籍《犹大之书——悲哀诗篇》（Psalms de Sorrow Book Judas！）记载了莉

莉丝的详细情况。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所有被女神唤醒者都会在她面前陷入敬畏的恍惚之中。这些受害者

必须与莉莉丝进行意志对抗来摆脱。对抗失败者将惊讶地注释着莉莉丝的美丽。成功抵抗

者则能逃脱她的咒文。莉莉丝可能会驱使那些屈从于她意志的人执行命令。被催眠的受害

者会不折不扣地服从他们的女主人。催眠效果会持续到莉莉丝被驱散或是以一次成功的精

神分析检定破坏了她的心理操控。

莉莉丝具有穿越任何例如门、墙之类的障碍的能力。她经常造访睡梦中的人，引诱他们进

入梦游的交流中。在莉莉丝的梦游诱惑下的受害者会被吸取1D10魔力值，疲惫地醒来却

丝毫不记得发生了什么。这位梦境神明也有可能暗中偷窥房事。当受害人睡着后，她就会

盗取男性的精液。通过收集的精液，莉莉丝产出了游荡于夜晚的怪物和畸形生物。莉莉丝

的子嗣是夜晚的生物，因此她也具有号令任何非克苏鲁神话的怪物的能力。

莉莉丝也可以通过与受害者接吻并在意志对抗中胜出，来吸取对方1D10的魔力。莉莉丝

将偷取的魔力用来补充自己的消耗。如果她并不需要魔力，这些吸取的魔力就浪费了。战

斗中她可能使用她如同指甲的爪子进行抽打。

《犹大之书——悲哀诗篇》

该书作者不详，以拉丁文写成，被认为是圣经中遗失的断章的一部分。它详细记述了犹大的

背叛，夏娃的诱惑，撒旦的多罗，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以及地狱的恐怖。亚当的第一任

妻子莉莉丝在蜀中得到了详细的描述，包括她的背叛和最终成为了撒旦的伴侣。至少有两个

“邪恶力量”在本书中被提到：红衣女王（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和旧日支配者苏马努斯

（Summanus）。该书原本的成书日期不可考，但是抄本在现代世界广为传播，已知现存最早

的是15世纪的版本。

理智值丧失：1/1D6。“克苏鲁神话”技能+3%。读解平均所需时间：13周。

咒文：无。

莉莉丝，夜之女王 (LILITH, The Queen of the Night)
属性 女神形态 古革巨人形态

力量 30 30
体质 53 53
体型 9 72
智力 25 25
意志 35 35
敏捷 20 20
外貌 25 N/A
耐久 31 63
移动 10 10
伤害加权 +1D6 +5D6
爪击 85%/1D6+db 85%/2D6 (x4)
吻 100%/吸取 1D10MP N/A
撕咬 N/A 100%/1D10
践踏 N/A 50%/1D6+db



护甲：如果她愿意，可以唤起相当于10点护甲的圣光环抱她身体周围。夜间，任何物理攻击

都无法对莉莉丝造成伤害。白天的时间里莉莉丝则能被正常攻击。莉莉丝可以通过耗费每1
点魔力来回复1点耐久。

咒文：由守秘人自行决定，此外还有号令任何非克苏鲁神话怪物的能力。

理智值损失：看到女神形态不会有理智值丧失，看到古革巨人形态时损失0/1D10。

洛本（Lobon）
梦境诸神

“这长矛是洛本的个人，但是他并不是战神。”

——桑迪·彼得森《幻梦境生物指南》

洛本被描述为一个优雅卷发蓄须的年轻男子。他身着白色锦缎的长袍，头戴常春藤的桂冠。

长矛是他的个人象征，因而他雕像的右手常常手持一柄长矛。

教团：曾经洛本和他的兄弟塔马什（Tamash），佐·卡拉尔（Zo-Kalar）被广为崇拜。在

萨尔纳斯（Sarnath）毁灭之后，他的教团逐渐缩小了。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洛本不喜欢战斗，当面对自己或是眼前追随者的危机时，他会尝试

撤退到另一个维度，同时带上他的忠仆们。只有面对的敌人能够穿越维度追击他时，他才

会选择战斗。洛本通过从他双手中放出明亮黄光的射线来战斗。这种射线会对任何射中的

目标造成3D6的魔力损伤。

洛本之矛：洛本之矛具有几个特殊能力。每使用1点魔力可以抵御3点伤害。它每轮还能提

供4点不可储存的魔力给使用者。长矛的拥有者还能在自己的精神方向上让其任意飞行，

还能够搬运大约体型4的物体或动物。

洛本之矛并非武器而是一个象征物。如果它被鲜血乃至于任何异形种族的脓液所玷污，它

将因不纯污染而丧失所有力量。其力量无法恢复，除非洛本在卡达斯（Kadath）的阿拉斯·赞

（Alath-Zann）圣泉亲自清洗它。有时洛本会将长矛借给看重的仆从，甚至会借给仆从用

一辈子。这把长矛是洛本本身的延展，如果洛本自己失去了力量或是被毁灭，这把长矛也

会随之湮灭。

洛本，萨尔纳斯的失落神明(LOBON, Lost Deity of Sarnath)
力量 45 体质 48 体型 12 智力 16 意志 22
敏捷 21 外貌 21 移动 10 耐久 30
伤害加权：+3D6
武器：射线 100%，3D6魔力伤害

护甲：无。但他的长矛可以在持有者的需求下放出光芒，每消耗1点魔力减免3点伤害。

咒文：洛本可以召唤幻梦境的任何本土生物，或阻断和其他任一神明的联系，每个召唤生物

的1体型花费1魔力。他也知晓所有的接触其他梦境诸神的咒文，以及接触奈亚拉托提普。

理智值损失： 无

伟大之不可言及者（Magnum Innominandum）

唯一存在

“无名之雾由阿萨托斯所创造，来填满组成宇宙的球体之间的空隙，由此产出了尤格·索托

斯。”

——斯蒂芬尼·吉斯波特《克苏鲁黑暗时代》

伟大之不可言及者由古革巨人所侍奉，漆黑者们所崇拜。当某些条件得到满足时，它就将

侵入物质世界。这些散发着外域气息的迷雾在同一名号的咒文下保持云雾的形状，被寒冰



之风所吹动。被无名之雾所吞噬的生物会失去除了接触以外所有的感觉（适当地修改技能

检定）。知识技能——特别是神秘学技能——能够正常发挥。这古怪的经历会丧失0/1D4
理智值。

守密人可以自由裁定伟大之不可言及者中隐藏的生物。比如，1只空鬼，1-2只古革巨人，

1只黑山羊幼崽，1-10只漆黑者，等等。

伟大之不可言及者，无名之雾，虚空乳汁(THE MAGNUM INNOMINANDUM, The Nameless Mist,

Milk of the Void)
力量 N/A 体质 N/A 体型 无限 智力 0 意志 24
敏捷 N/A 移动 24 耐久 N/A
伤害加权：N/A
武器：无，但是有可能被“其中隐藏的东西”所袭击（参见上文可能隐藏的生物存在）

护甲：N/A
咒文：N/A
理智值损失： 被伟大之不可言及者吞没，损失0/1D4理智值。

姆西斯哈（Mh’ithrha）
外神

“诺斯神话中描绘的巨狼芬里尔，是姆西斯哈最负盛名也最具代表性的形象，这位外神多次

尝试打破界限侵入我们的世界，每次都在逐渐逼近成功。在神话中，芬里尔被神明们所欺骗，

束缚于一条魔法的银链之中，直到诸神的黄昏（Ragnarok）之时才会被释放。此时它会会吞

噬奥丁，吞没月亮。这一传说掩盖的是以下的真相——线性是将现实世界和廷达罗斯的细微

屏障，而诸神的黄昏就是世界末日。奥丁代表着人类的灵魂，而月亮代表着曲线世界中廷达

罗斯即将征服世界的标志。”

——布鲁斯·巴伦《野性狩猎》

所有廷达罗斯领主之中，最强大的莫过于廷达罗斯

的霸主姆西斯哈。虽然没有其他外神这么做过，但

它的举止和强大的力量公然对外神的等级制度进

行反抗。其与尤格·索托斯永无止境的争斗已成为

传说。

“超级视觉”（Hyper-Sight）：处于四维空间里，姆

西斯哈能看到半径为10英里内整个区域的情况—

—所有方向，墙壁之后，在遮挡器内，等等都能在

一瞬间看到。它不能看清被魔法保护的区域或者在

圆圈和球体空间里的情况。

“单步穿越”（Step-Through）：在10英尺内的锐角

状区域，姆西斯哈可以一次性从高维空间从一个穿

越到另一个。打开角度需要一轮时间，此时迷雾开

始渗出。第二轮则用于步入想要进入的角落。

“时空扭曲”（Twist-Space）：每轮需要消耗5魔力值。时空扭曲能够让周围1英里的时空产

生扭曲的波纹。那些在区域以外的人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扭曲和在奇怪的方向上被拉伸。在

区域内的人发现他们被扭曲和拉伸，损失1/1D4理智值。为了抵抗扭曲和拉伸造成的2D6轮
中无力化，区域内的人必须1d100掷骰出意志或体质的数值（取较大的）。那些在区域外使用

火器对区域内对象进行的攻击必须承受75%的减值，区域内的攻击会承受85%的减值。无论



内外的人，可以通过进行一次成功的克苏鲁神话检定（或减半的数学或物理学掷骰）和1点
理智损失来避免攻击命中减值。（成功的掷骰之后，观察者可以理解区域内角度的变形）

攻击：除了它的时空能力以外，姆西斯哈每轮可以进行一次爪击、撕咬或者舌头。爪击会留

下和廷达罗斯猎犬一样的蓝色脓液（直到擦去之前都会受到2D6的毒素伤害）。在撕咬攻击

中，姆西斯哈可以吞噬任何小于300体型的东西。

姆西斯哈，廷达罗斯的霸主(MH’ITHRHA, Arch-Lord of Tindalos)
力量 80 体质 80 体型 80 智力 44 意志 80
敏捷 35 移动 无限 耐久 80
伤害加权：+9D6
武器：爪击 99%，伤害1D6+脓液（见上文）+DB

撕咬100%，完全吞噬（300体型以下）

舌头100%，1D10意志吸取+全身血液吸取*

腐烂和死亡的阴森气味100%，导致恶心**

*这一过程会在胸口留下环绕着蓝色脓液凝块的伤口。姆西斯哈每增加一点魔力能够

多吸取1点意志，最高80点。
**所有闻到气味的人都必须做一个体质X1的成功检定，否则将会因呕吐在1D6轮内无

法行动。

护甲：8护甲皮肤。普通武器无法造成伤害，附魔兵器和咒文可以正常伤害。此外，姆西斯

哈每轮回复8点耐久

咒文：任何守密人希望的，特别是那些和时空有关的。

理智值损失： 1D10/1D100

姆纳加拉（M’nagalah）
旧日支配者

“肿胀的、长着触手的一大堆眼球和鲜活内脏。”

——拉姆齐·坎贝尔《牵引》

教团：姆纳加拉是一个没有已知人类教团的隐蔽的旧日支

配者，尽管可能在其他世界里被异型种族所崇拜着。

其他特性：它的出现以嘶嘶咯吱的湿滑翻滚声为信号。一

旦遭遇或是召唤，姆纳加拉会病态地拖曳自己的身躯向地

面，使用自己湿淋淋颤抖如脏器般的触手抓取和触及受害

者。即使是那些召唤了这位旧日支配者的人也会被这癌变

般的神明所攻击，除非他们得到了什么保护，或是隐匿于

姆纳加拉的视线之外。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那些被姆纳加拉抓住的受害者会被压

碎，或是被滑腻的触手伸入体内任何孔窍之中，下一轮触手

则从体内喷涌而出。这些受害者的身躯将被拉入姆纳加拉浮

肿内脏般的身体内，在渗血和颤抖中成为这位异形存在的一

部分。

姆纳加拉，吞噬者(M’NAGALAH, The Devourer)



力量 55 体质 80 体型 50 智力 21 意志 30
敏捷 25 移动 16 耐久 65
伤害加权：+6D6
武器：触手 80%，伤害 1D6+db或是下一轮死亡

护甲：无。姆纳加拉每轮回复25点耐久。

咒文：所有与旧日支配者以及其下仆有关的咒文，其他视守密人而定。

理智值损失： 1D8/3D10

诺姆夸（Mnomquah）
旧日支配者

“他蜥蜴般的脑袋和松软垂肉的颈部……带着爪和蹼的前肢……他有着奇怪的感觉器官—

—被肿胀搏动的膜层覆盖的空洞眼窝。”

——布莱恩·拉姆利《梦中狂月》

诺姆夸以一个类似于巨大恐龙的蜥蜴状生物形象出现。它栖息于幻梦镜的月球中心的乌波斯

（Ubboth）湖中，有些人推测它可能也出现在现实世界的月球上。

教团：诺姆夸被恐怖的月兽以及其奴隶冷原人所崇拜。这个教团一直努力推进诺姆夸从其

牢笼脱困，与自己被困在萨孔蒙德（Sarkomand）废墟的伴侣乌恩（Oorn）重逢。教团的

统治阶级由月兽组成，但是有一些特别受宠的冷原人被允许作为侍僧来侍奉。

其他特性：诺姆夸是远古与伟大克苏鲁一起从太空而来的旧日支配者之一。它在乌波斯湖

中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地下避难所。当月球从地壳分离之时，诺姆夸与它的巢穴也随

之而去。旧神们发现诺姆夸潜伏于月面之下洞穴之中，遂将它封印在那里。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自旧日支配者大多离去后，诺姆夸力量不再，仅限于差不多一个巨

大怪兽的程度了。它有着一条粘滑的长舌头，可以攻击到1英里范围内的任何目标，而它

的巨嘴可以毁灭整艘巨轮。它的舌头包裹着强力的粘液，受害者必须以自己的力量与粘液

的30力量进行对抗。如果在对抗中失败，受害者会在下一轮被拉入诺姆夸的血盆大口之中。

诺姆夸，月之凶兽(MNOMQUAH, The Monster in the Moon)
力量 100 体质 90 体型 200 智力 20 意志 31
敏捷 18 移动 20 / 18 潜游 耐久 145
伤害加权：+18D6
武器：舌头80%，抓取

撕咬50%（如果被抓取，自动命中），吞噬

爪击或践踏75%，伤害1D6+db
护甲：10点皮肤。诺姆夸可以花费30点魔力在它周围制造一层能量护壁，免疫一切物理攻击。

这一屏障可以持续1D10小时。

咒文：接触月兽，接触奈亚拉托提普，接触乌恩，召唤/控制修格斯，其他由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3/1D20

莫尔迪基安（Mordiggian）
旧日支配者

“一个并非房间内任何东西投射而成的巨像般的影子勾勒出轮廓。从一边到另一边，它充塞

着整个大门，高耸过门楣——然后，一下子，它变得不止是一个影子：它是一团块黑暗，黢

黑且不透明，带着一种奇特的眼花缭乱之感令人目盲。它似乎从红色的骨灰瓮中吮走了火焰，

以一种完全如死亡和虚空一般的彻骨严寒充盈窖室。它的外形是一条爬虫般的影柱，大如巨

龙，后方蜷曲的躯干依旧源源不断地从走廊的晦暗中钻爬进来；然而它瞬息万变，转动、回



旋，好似充溢着黑暗太古的能量涡流。刹那间，它化为某种身无四肢，头无双目的恶魔巨人；

而后，如同冒着浓烟的火舌，它跳跃着、伸展着，拖着身体向前进入窖室。”（注）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藏骸所之神》

（注：本段译者：Azoth。 链接：https://trow.cc/board/index.php?showtopic=26982）
莫尔迪基安以一团活着的死亡与黑暗出现，可以跳跃，伸展

或随性所欲地变形。这位旧日支

配者的出现伴随着死亡的寒冷和腐臭。所有的火焰或者其他

形式的光热之源都会伴随着藏骸所之神的降临而熄灭，只留

下寒冷和死寂。

教团：现在并没有什么人类或者食尸鬼崇拜莫尔迪基安，但

是在遥远的未来，它会成为失落大陆佐西克（Zothique）上

的城市祖尔巴哈萨尔（Zul-Bha-Sair）的守护神。幻梦境一些

死灵法师和食尸鬼也崇拜着它。在祖尔巴哈萨尔或是其他信

奉莫尔迪基安的地方，所有的尸体都被供给藏骸所之神，若

不这么做就是异端的罪恶，即使当事人不是莫尔迪基安的信

徒。莫尔迪基安的食尸鬼祭司们将自己隐藏在葬仪紫色的富

贵长袍和银制骷髅面具之下。在信仰莫尔迪基安的地区，将

死者复生是最大的亵渎和侵犯，必然会受到食尸鬼祭司乃至

于莫尔迪基安亲临的攻击。藏骸所之神教团是一个供奉莫尔

迪基安的教派。食尸鬼抄本（The Ghoul’s Manuscript）中详

细描述了莫尔迪基安及其教团。

其他特性：攻击藏骸所之神的所有人每轮都必须进行一个成

功的闪避检定，以避免直接注视莫尔迪基安，导致因为其古

怪炫目的变形姿态而失明。这些目盲者首先得进行一个幸运

检定以确定能够攻击莫尔迪基安，之后攻击的成功值为正常

值的1/4。对于目盲者来说所有其他与视觉有关的技能全部失

效。那些没有目盲的调查员也要进行一个幸运检定，但是攻

击成功值为正常值的1/2，同时可以正常使用他们的其他视觉

有关技能，只要他们不直视莫尔迪基安。这一目盲效果只会在调查员位于莫尔迪基安面前

时持续，一旦离开藏骸所之神，失明者会在1D10分钟内完全恢复视觉。

莫尔迪基安并非一个恶意的神明，有可能会宽恕那些没有亲自冒犯它或它的食尸鬼信徒的

人。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莫尔迪基安攻击时会吞噬受害者，吸走他们的生命力并溶解他们的

身躯。莫尔迪基安的猎物什么都不会留下，除了自己的衣物和无生命的随身物品以外。被

藏骸所之神所食的受害者在现实世界和幻梦镜都将无影无踪，他们的生命力和灵魂都被莫

尔迪基安所吞噬。

莫尔迪基安，藏骸所之神(MORDIGGIAN, The Charnel God)
力量 35 体质 77 体型 可变 智力 20 意志 25
敏捷 20 移动 16 耐久 77
伤害加权：+6D6
武器：吞噬75%，即死

护甲：非附魔兵器无法造成伤害。

咒文：由守密人决定，特别是与食尸鬼和死亡有关的咒文。

理智值损失： 1D8/1D20



《食尸鬼抄本》（The Ghoul’s Manuscript）
这是一本可憎的以人皮编纂的书讲述了莫尔迪基安和其追随者的详情。研读食尸鬼抄本的一

个恐怖效果是读者会最终转化为食尸鬼。每周读者都必须在1D100检定中掷出不大于意志的

数值。如果成功他就能避免转化为食尸鬼。一旦有一次检定失败，转化立即开始并不可停止

或逆转。一旦开始，读者每周会永久地损失1点外貌和1D10点理智值。一旦外貌达到0即代

表转化完成。如果在转化中受害者理智值归0或是由于其他原因陷入疯狂，他会跑去潮湿的

墓地加入其他食尸鬼的行列。如果受害者并没有发疯，还保有少量的理智值的话，他将会继

续留在人类的世界，当然他必须将自己很好地隐藏与伪装起来。他的同伴将会因为看到每天

在一起的伙伴变成食尸鬼而发生理智值丧失。此外，一旦完全转换成食尸鬼，受害者将会实

践食尸鬼的进食喜好，乃至于食人。目睹朋友恐怖的进餐时每次将会导致0/1D2的理智值丧

失（如果目击者知道食尸鬼的食物为何物，1/1D4）。简单略读一下这本书并不会引发诅咒，

但是每次略读会累计增加10%的机会，导致读者进行意志检定乃至承受诅咒，这本污秽的书

籍是以促狭的非英语母语作者写的。

理智值丧失：1D2/1D8。“克苏鲁神话”技能+2%。读解平均所需时间：6周。

咒文：呼唤/驱离 莫尔迪基安，接触食尸鬼。

脓汁之母（Mother of Pus）
外神

“它令人厌恶的液态形体覆盖了其下的一潭死水，浸入的粘液和恶臭的泥浆。它已经露出了

无数眼睛，正在长出嘴巴和更多的触手……在那儿做梦与成长，它的触手微弱地波动着仿佛

睡着了一般。它在等待着它的祖母们来到地球，以歌声将它完全唤醒。”

——理查德·沃兹《目见母亲》

脓汁之母是一位由粘液以及一堆触手、眼睛和嘴巴组成的低级外神。它来自于人类和万千黑

山羊之母莎布·尼古拉斯的一次淫秽的交合。一旦被召唤到地球，脓汁之母会在恶臭的污水

池中寻求庇护。

教团：目前没有信奉脓汁之母的组织。

其他特性：脓汁之母的恐怖力量有一系列特殊的表现形式。没完，在其为中心的20英里半

径的所有人都必须进行理智检定。成功损失1，失败则损失1D10。许多人因此而发疯。有

些人会选择自杀，有的则会变成喋喋不休的流涎傻瓜，有的则会变成杀人狂。那些短时疯

狂的人最终能够恢复理智——其他不幸的人则只能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

在之后的九个月里，无数的女性和雌性动物会发现，在面对脓汁之母之后神秘地怀孕。获

孕的往往是死胎或是畸形儿，有的甚至在子宫里已经腐烂，因而在分娩时产出的胎儿往往

以一滩液状的血肉污泥。

那些在脓汁之母最近区域内的人们会因脓汁之母的“哀泣诅咒”（Weeping Curse）而患病。

溃疡性的毒疮将会出现在受害者全身。在适当的治疗下需要几周时间来治愈这些散发恶臭

的痛苦毒疮，治好之后也会造成1D3点外貌的永久丧失。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脓汁之母每轮可以用它的10条触手进行攻击。一旦被触手抓住，受

害者将会以每轮1D3点的速度流失意志——被脓汁之母所吞食。为吸取意志，脓汁之母必

须在意志对抗中战胜受害者。一次脓汁之母可以同时攻击四个目标，那些被抓住的调查员

可以尝试用自己的力量对抗脓汁之母的力量（平分给每个受害者）。那些意志被吸干的受

害者将会恐怖的死去，只留下干枯萎缩的躯壳。

脓汁之母，下级外神，莎布·尼古拉斯的孙女(MOTHER OF PUS, Lesser Outer God, Granddaughter

of



Shub-Niggurath)
力量 60 体质 85 体型 64 智力 20 意志 45
敏捷 19 移动 15 耐久 75
伤害加权：+7D6
武器：触手90%，伤害=DB+1D4 意志吸取

护甲：所有物理攻击对脓汁之母只能造成最小伤害。另外由于它攻击和躲藏在污秽泥水之中，

所有对它攻击命中减半。攻击和毁灭它暴露的触手是可能的，但是基本上是无用功，因为它

可以简单地长出一个新触手来弥补这一损失。如果攻击者能将它从污水的巢穴中诱出，就能

正常地攻击。

咒文：召唤纱布·尼古拉斯，召唤/控制 黑山羊幼崽，其他由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3/2D10

纳斯·霍萨斯（Nath-Horthath）
梦境诸神

“纳斯·霍萨斯，塞勒菲斯之神……总是伴随着最少一头狮子。”

——桑迪·彼得森《幻梦境生物指南》

纳斯·霍萨斯以一个皮肤墨黑，头发棕黄，双眼银白无瞳的人类形象出现。他骑着并伴随着

一头狮子。纳斯·霍萨斯穿着微妙设计的银质锁子甲，外罩一件天蓝色敞开的丝绸长袍，头

戴配有黑色蛋白石的黄金王冠。

教团：纳斯·霍萨斯是塞勒菲斯的神，尽管他在幻梦境其他地方几乎没有神庙。对于纳斯·霍

萨斯来说，狮子是神圣的，其信徒不会伤害狮子，除非处于性命危难之中。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纳斯·霍萨斯很容易被激怒，除了他的信徒——他需要向他们彰显

自己至高无上的耐心。他偶尔甚至与和他的同伴诸神争吵。如果他被激怒，他会留下来至

少作战五个战斗轮，即使他正在惨败。他优先打击敌人中最高意志的那个，其他更弱的则

交给他的信徒或者侍奉的狮子。

每轮纳斯·霍萨斯会从手中扔出拳头大小的火球，每一点魔力造成1D10点伤害。火球可

以打击到任意范围，除非目标回避检定成功。

如果纳斯·霍萨斯需要近战，他会从空气中抽出一把银制战锤。战斗结束时战锤也会随之

消失。这是一柄附魔兵器。

纳斯·霍萨斯，塞勒菲斯之神(NATH-HORTHATH, God of Celephais)
力量 60 体质 45 体型 21 智力 14 意志 20
敏捷 24 外貌 18 移动 12 耐久 33
伤害加权：+4D6
武器：火球100%，每1点魔力造成1D10伤害

战锤 90%，3D6+db
护甲： 纳斯·霍萨斯的锁子甲能抵御15点伤害。此外，纳斯·霍萨斯能消耗相当于咒文消

耗的2倍的魔力来抵挡攻击性咒文。

咒文：纳斯·霍萨斯能够召唤出一头龙出现在他的身边，每轮花费1点魔力。他知晓所有与

其他梦境诸神有关的咒文，也包括接触奈亚拉托提普。

理智值损失： 无

恩克托萨&恩克托鲁 (Nctosa&Nctolhu)
旧日支配者

“恩克托萨与恩克托鲁是卡索托萨和她的兄弟克苏鲁结合所诞下的双胞胎女儿。她们被囚禁



在木星一个地球三倍大小的暴风圈（被称为木星大红斑）中。”

——约瑟夫•普尔弗，《噩梦门徒》

恩克托萨和恩克托鲁是克苏鲁和他

的姐妹卡索格萨结合所生的双胞胎

女儿。尽管她们和她们的父亲毫不相

似，但是她们两位确实是难以区分。

学者们认为恩克托萨具有更淡的蓝

色甲壳，但是没人可以确定。她们都

有着八条分节的腿和六个末端有着

螯钳的手，藏在一个了类似于帽贝的

甲壳之下。两位目前都被封印在木星

大红斑之中。

教团：目前没有任何地球教团崇拜恩

克托萨或恩克托鲁。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恩克托萨和恩

克托鲁常常一起攻击，通过心灵感应

交流她们的计划。她们每位都能在战

斗中每轮使用三只如剃刀般锋利的

螯钳进行攻击。

恩克托萨和恩克托鲁的属性完全相

同。

恩克托萨&恩克托鲁，克苏鲁的双子后

裔 (NCTOSA & NCTOLHU, Twin Spawn
of Cthulhu)

力量 98 体质 65 体型 182 智力 46 意志 38
敏捷 27 移动 20 行走 / 20 潜游 / 8 飞行 耐久 139
伤害加权：+16D6
武器：螯钳 85% 1D10+db
护甲：15点软骨质甲壳。

咒文：恩克托萨和恩克托鲁知晓除了召唤/控制夜魇以外的所有召唤/控制咒文，以及除了接

触诺登斯以外的所有接触咒文

理智值损失： 1D8/1D20

诺登斯（Nodens）（译者：saint13611，部分《怪物之锤补完》）

旧神

“于海豚们脊背之上，与锯齿状大型贝壳之间，灰色而威严的原初者诺登斯——崇高深渊之

主骑乘着……灰白发丝的诺登斯，向前伸出枯萎的手掌，帮助 Oleny与他的主宰进入宏大的

贝壳。”

——H.P.洛夫克拉夫特，迷雾中的奇异高屋

他总是表现为正常人类的形态，胡须灰暗，发丝灰白。诺登斯通常骑乘着由非尘世的魔物或

地球神话中的幻想存在及其拖曳的巨型贝壳所组成的战车，

教团：有些时候，诺登斯对人类来说几乎可用友好来形容。他偶尔会造访地球，并因援助

某些被旧日支配者或奈亚拉特霍提普追踪与困扰的人类而著名。在地球上诺登斯并没有教



团，不过他在幻梦境广为人知。夜魇侍奉着

它。

攻击方式及特殊效果：诺登斯从不会对一位

敌手进行物理攻击。遭遇脆弱的对手，他会

召唤足够夺取目标性命的数量的夜魔。遭遇

强力的对手，诺登斯会尝试驱散敌人：在此

场合，投掷D100与敌手之意志点数比较。

若是其豁免成功，则敌手存留而诺登斯自主

离开以避免一场艰难争斗。如果诺登斯因为

某些存在抵抗住他的驱散而被迫离开，据称

他将在中途携带上一位幸运的人类，于不确

定的某地放置下。依照记载，他曾携带一名

人类经历前往银河系之外的旅途（然后回

返）。

诺登斯，崇高深渊之主（Nodens ，Lord of
the Great Abyss）

力量 42 体质 45 体型 15 智力 70 意志 100
敏捷 21 外貌 21 移动 12 耐久 50
伤害加权：+3D6
武器：手杖100%，伤害4D6+DB（手杖伤害无视防护甲胄）

装甲：起始时没有，但其可能会选择通过使用一点魔法值换取一点护甲来增加装甲——该护

甲将持续至月落时分或日出之刻。

咒文：能够以支出一点魔法值对应1D10只夜魔的比率召唤夜魔来援助他；诺登斯可以用一

点魔法值一只的比率召唤其它仆从；他能够以一点魔法值对应一点耐久来治疗自身；守秘人

应该增加其它符合这位神祇特征的咒文。

理智值丧失：无。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旧神（Elder Gods）
在我有关极乐净土（Elysia）的论文中，我提出要当心旧神们的警告，因为他们并非某些人

所期望的那样，是人类仁慈的保护者。这引发了一个疑问：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在此

想要深究这一点，但是请注意，下文中基本上都是我的猜测，尝试苦苦思索弄清楚旧神们的

动机，就如同尝试摸清全人类的动机一样，他们都是庞大而多样化的族群。

他们厌恶旧日支配者和外神。许多文献记载旧日支配者和外神要么是和旧神敌对，要么就是

背叛了旧神。旧神在战役中获胜，因而封印了许多的旧日支配者与外神。有些文献将这场战

役和昴星团的知识窃取联系在一起，，但这些文献都很可疑因而我们可能无法确信。无论如

何，我们必须相信这点：旧神们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保证他们的旧日敌人被封印和惩处，不惜

任何代价。

他们守护着宇宙的某些角落。我们知道修普诺斯守护着现实世界和幻梦境的边界。克坦尼德

似乎保卫着极乐净土的世界。拉西斯（Rathis）守卫着我们宇宙最外层的边境。为何这些存

在会有守护这些地方的义务，我们不得而知。



他们按他们的自我利益所驱使行动，这是最基础的动机，也是最易忘却的一点。旧神们死生

物，很多是各种伟大种族的佼佼者。尽管他们不嗜好于毁灭我们，但他们终究不是我们的朋

友。他们希望昌盛自己的种族，发展崭新的技术、哲学和生活，他们希望发掘古旧的秘密，

探索全新的科学。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着了他们的道。

纳茜·卡姆波尔（N’tse-Kaambl）
旧神

“祭司们……手持卷轴、神圣的护符和光彩能够粉碎世界的女神纳茜·卡姆波尔的咒文而

来。”

——加里·迈尔斯《约尔克的死灵法师》

纳茜·卡姆波尔以一个身着冗长流动的长袍，头戴希腊式头盔，手持巨盾和长矛的女性形象

出现。她的盾牌以旧印作为纹章。

教团：在幻梦境，纳茜·卡姆波尔被广泛地崇拜，所有主要的神殿都有她的祭坛。她的主

要信徒是尤斯（Yuth）的黄头祭司。这些祭司是强力护符的持有者，他们能够通过给其涂

油来崇圣他们的女神。据说这个护符是强有力的护身符，可以保佑他们免于被外神所玷污。

她在现实世界无人知晓。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纳茜·卡姆波尔是一位过去与旧日支配者的战争中出力甚多的强大

女神。是她创造了强力的旧印来将那些恐怖的神祗封印在它们的墓穴之中。只要有可能她

就会战斗在对抗旧日支配者和外神的第一线。与普通的长矛不同，她的神兵可以放射出强

大能量构成的爆炸，效果等同于咒文“皱缩术”。每次爆发消耗她1点魔力，但是受到的伤

害等同于她目前的意志。她的盾牌可以像一个旧印一样发挥效果，保护任何处于盾牌之后

的生物。

纳茜·卡姆波尔对人类漠不关心，她唯一关注的是和外神以及旧日支配者的终极之战。她

有时可能会救助某些在和污秽神明搏斗中呼唤她的人。只有那些怪物确实地显形后她才会

直接介入。如果威胁足够大，她还会叫上她那些旧神同伴来一起战斗。

纳茜·卡姆波尔，世界粉碎者(N’TSE-KAAMBL, Shatterer of Worlds)
力量 70 体质 45 体型 20 智力 70 意志 100
敏捷 25 外貌 21 移动 12 耐久 33
伤害加权：+5D6
武器：长枪100%，伤害4D6+db
护甲： 25点护甲，来自她的盾牌和头盔。

咒文： 所有接触旧神和梦境诸神的咒文，旧印，光与暗之眼。和诺登斯一样，能够以一点

魔法值对应一点耐久来治疗自身。

理智值损失： 无

努格&耶布 (Nug&Yeb)
旧日支配者

“我在也门与一个活着从深红沙漠里回来的老人说过话——他见过千柱之城埃雷姆，还曾在

努格与耶伯的地底神殿里进行过朝拜——耶！莎布•尼古拉斯！”（注）

——H·P•洛夫克拉夫特&阿道夫·德·卡斯特罗，《最终测试》

（注：此段翻译：竹子，链接 https://trow.cc/board/index.php?showtopic=26438）
努格和耶布是尤格·索托斯和莎布·尼古拉斯的双胞胎后裔。它们以翻滚溃烂的蒸气与固

体的混合体出现，气泡状的躯体上无数眼睛和嘴巴不断开闭，形成与分解，滴落唾沫和汁

液。盘旋的蒸气和滴落的脓液组成各种各样的肢体，并在末端长出爪子和蹄子。肢体，眼



睛，嘴巴和其他的器官不断形成，收缩，而后分解进入噩梦般的躯体内。

教团：地下世界的昆扬人在恐怖可怕的纵欲仪式中祭祀着这对怪物。少数人类和非人类生

物也在地底的圣殿中崇拜着它们。在纵欲仪式中，亵渎双子会不分祭品的男女进行交合。

在接受男性祭品的精子之后努格和耶布会活活吞噬掉他们，之后产出一些恐怖的生物。女

性祭品会因亵渎双子而受孕，之后死于生产异形后裔的过程中。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努格和耶布攻击时，会用它们巨大的触肢压碎受害者，或是用它们

的无数嘴巴撕咬受害者。

亵渎双子的属性完全相同。。

努格&耶布，亵渎之双子(NUG &YEB, The Twin Blasphemies)
力量 90 体质 173 体型 89 智力 31 意志 37
敏捷 17 移动 25 耐久 131
伤害加权：+10D6
武器：触肢压碎90%，1D6+db

撕咬 80%，5D6
护甲：无，然而普通的物理武器无法伤害努格和耶布。附魔兵器和魔法能正常伤害这对双子

旧日支配者。

咒文：努格和耶布可以自动呼唤彼此，也包括呼唤莎布·尼古拉斯和尤格·索托斯。其他由

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每见到两者中的一个，1D10/1D100

奈亚拉托提普（Nyarlathotep） （译者：saint13611，部分《怪物之锤》补充）

外神

“奈亚拉托提普，那个有着无限身形的恐怖存在，那属于外神们的灵魂与信使”（注）

——H.P.洛夫克拉夫特，梦寻秘境卡达斯

（注：此段译者：竹子。 链接：https://trow.cc/board/index.php?showtopic=21628）

奈亚拉托提普是外来神的使者，中心与灵魂。他是其中唯一一位具有真正个性的存在，被断

言有一千种不同的形态。对他而言，促使癫狂和精神错乱远较给予单纯的死亡与毁灭重要及

令人愉悦。他同时也是幻梦境诸神——那些主要栖息于幻梦境的神格的保护者和表面上的看

守。奈亚拉托提普极为蔑视梦境诸神在现实世界的干预行为，被抓现行的梦境诸神往往要承

受伏行之混沌的滔天愤怒。据说奈亚拉提托普因此毁灭了因为好奇心而前往现实世界从而惹

怒他的梦境神明。

只有很少数的几个奈亚拉托提普的形态曾被描述记载。[黑法老]是埃及式模样的人类。[血



腥之舌]为庞大而有着爪状附肢的怪物，独

一的血红长触须生长在本应是面孔的位置。

当其

向月球嗥叫之时，那触手将会舒展延伸。[暗

之拜谒者]则黑色而有翼，睁着三裂叶片状

的赤色双眼，无法禁受住光的照耀。[肿胀

之女]是一位猛犸般硕大的女性，她的躯体

与无法计数的众多触须一并震动。[野兽]借

用了埃及斯芬克斯的形态，但那脸庞为群星

所缀满。[钟表匠]是一个人工智能。[憎恨

雕像]是个恐怖的图腾。某些证据表明，巫

术典礼上的[黑色男子]同样是奈亚拉托提

普的一个形态。

教团：奈亚拉托提普通过他的任一形态或者

说面具而被专门崇拜。这类教团数不胜数，

纵横传播遍布整个 地球。[黑法老的兄弟会]

以开罗为中心，同时在伦敦设立者一个强有

力的支部。[血腥之舌教团]则闻名于肯尼亚

和纽约。而类似澳大利亚的[沙蝠教团]，普

罗 维登斯的[星耀之智教团]敬奉着[暗之

拜谒者]。其它著名的教团则包括上海的[浮

肿之女修道会]，[黑色兄弟会]以及全球性

的[野兽兄弟会]。

此外，那些外来神的崇拜者，亦经常会献上同样的礼敬，希冀以之荣获奈亚拉托提普恩赐。

对忠诚信徒的回馈惯常由伏行之混沌所负责，因为其它外来神都过于盲目痴愚以至无法对此

顾念。奈亚拉托提普也许会授予崇拜者关于一种魔法的知识，告知某些破坏性的真相或分裂

的宗教信仰，抑或赐予一名作为助理的仆从妖物。奈亚拉托提普的赠礼永远像是要在人类中

挑起骚乱，同时很可能为礼物的接受者带来特别的磨难与恐慌。

除[外神之仆役]外，奈亚拉托提普有些许特殊的追随者，包括夏塔克鸟及恐怖猎手。许多它

的化身有着特殊的仆从。譬如肖格阮的肖格阮生物，赛特的堤丰之兽，憎恨雕像的仆从等。

他可能会赠与崇拜者任何种类的生物 — —如果他认为这合适。这样的赠与，至少需要接受者

对奈亚拉托提普和其他外来神进行意志或其他属性的永久性贡献。

其它特性：奈亚拉托提普颁布外来神的意愿，并被确切地视为是祂们的灵魂。他总是试图在

人类中引发疯狂，个别预言，诸如 “伏行之混沌 ”、 “奈亚拉托提普 ”等 事，以及诗歌 “来

自犹格斯星的真菌 ”，似乎声称奈亚拉托提普将于某日亲自毁灭人类甚至整个行星。奈亚拉

托提普始终是嘲弄者的形象，明显地藐视他的主宰们。

一切向外来神的祈祷都包括奈亚拉托提普的名讳，也许是因为他被公认为祂们的信使。他被

所有神话物种所知悉与恐惧，偶尔会索要他们的贡奉。

化身：以下是大量已知的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存在着几百更多未知的。守密人可以创造出

更多奈亚拉托提普的“面具”来惊吓自己的调查员们。

阿图 (Ahtu)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比最高的树木还要高大的森林，一列大约有十五英尺厚……长出了一环的触须，发红发黄，

闪烁出内容物石英的光芒。它们在战斗中拉伸柔顺如丝绸；一旦合拢，它们宛若磨盘一般聚

合，将鲜血溅射到数十码之外。”

——大卫·德雷克，《咒怨黑暗》

阿图并非一个特别重要的化身，但是它得

到了详尽的观察。

教团：在非洲，崇拜这个恐怖之物的人

类大多是绝望的，他们在统治者与剥削者

的侵略与

虐待下走向疯狂。自残是其教团的标志：

所有成员都有来自于几近致命的鞭打和

殴打导致的断肢和恐怖疤痕。新世界对其

的崇拜则更接近于伏都教。

其他特性：死灵之书记录了阿图，阐述

了其是万古之前坠落到地球的“种子”之

一，之后便扎根于此。阿图终将占据整个

星球。那本书的里的咒文可以召唤或驱除

阿图。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当它出现时，它会从地底爆裂而出，以灼烧的能量和爆炸的冲击炸

飞10码以内所有人。它8条200英尺长的触手能够一轮攻击8次。

阿图可以压碎10码半径内的一切。成功进行一次闪避检定时，目标可以减免3D6的耐久丧

失。阿图需要4轮来准备下一次的压碎攻击。

。

阿图，畸变之主(AHTU, Lord of the Deformed)
力量 150 体质 200 体型 100 智力 10 意志 50
敏捷 25 移动 24 耐久 150
伤害加权：+15D6
武器：吞噬 100%，即死

爆裂 100%，4D6冲击伤害+6D6灼热伤害

触手 80%，6D6+db来自触手的碾压

压碎 100%，12D6
理智值损失： 1D10/1D100

惡心影（Aku-Shin-Kage）（译者：傻豆）

奈亚拉提托的化身

“ ……此型为人身，着大铠。然无甲缚之处，首，足，臂，皆蠕蠕而动之幽影也。有勇而愚

者，敢一窥其黑帽子下真颜面，唯得见细口无数，张牙舞爪于昏黑中。其身常滴血，涓涓而

不止。”

——迈克尔·德兹恩辛斯基《日本之诡秘》

只有当新月在夜空最为黑暗时升起才能召唤出这具化身。对于不知情的召唤者，惡心影是隐

形的存在，它会融入夜色的昏暗中悄悄尾行毫无察觉的受害者。

除去它兜盔之下骇人听闻的面目以外，奈亚拉托提普的这具日本化身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将

军，一个曾经被人称作漆黑霸王的男人。他的影响力不但出于手握的军势，更在于他对宗教

道门的巨大压力。在日本的每次纷乱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个化身的影子：在战国之末，



它以织田信长的名号，用鲜血铸造天下布武的大印；在现代，它投身财阀军人之间，正是“信

长之鬼”一步步将日本的民族意识催化异变成皇国共荣的怪梦。只有在被杀死时，惡心影的

真容才会被人们发觉。这个“信长之鬼”同样还在以重建日本帝国的黄金时代利用极端国家

主义者来挑起祸端

邪教：在20世纪之前，惡心影曾经是神道教体系内的一个掌管战争与混乱的神，它的信者常

向这尊神祈求为自己的敌人带来毁灭 — —不过，它慢慢体现出的不稳定性也让惡心影的香火

日益衰退。在现代，一些佛教密宗的伪派和邪道仍然在祭拜这尊恶神，希望通过它传授的神

秘知识击败自己的敌人。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和所有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一样，惡心影可以召唤任何仆从或独立种

族的神话生物。欲召唤的生物每有1点意志值，惡心影就要支付1点魔法值。

伪足攻击：惡心影可以每轮使用两只漆黑的伪足发动攻击，或是挥舞它的太刀砍杀。在触碰

到目标时，它伪足上的无数小口会自动撕咬不虔者，而伪足本身极低的温度足以使生物冻硬

碎裂，如同遭受到液氮的攻击一样。

强蚀血液：惡心影铠甲间持续不断低落的猩红血液对人体具有高度的腐蚀性。惡心影的邪教

徒常搜集这些物质作为武器。这些无法洗去的强酸可以在1d4轮内对接触的人每轮造成1d6

点伤害。这种粘稠的酸蚀血液无法被洗掉。

惡心影，漆黑霸王 (AKU-SHIN KAGE, The Dark Warlord)
属性 怪物形态 人类形态

力量 60 12
体质 40 19
体型 35 11
智力 86 86
意志 100 100
敏捷 19 19
外貌 N/A 14
耐久 38 15
移动 15 12
伤害加权 +5D6 +0
伪足 75%/1D8+db（见上） N/A
撕咬 15%/1D6 N/A
血液 25%/1D6(见上) N/A
太刀 100%/1D10+db 100%/1D10+db
护甲 4点 无

咒文：惡心影知晓所有的咒文。另外，它可以随意召唤生物，召唤而来的生物每有 1点意志

值，惡心影就需要支付 1点魔法值。

理智值丧失：看到人类形态的惡心影不会损失理智值，看到惡心影的真身会损失 1/1d20点
理智值。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奈亚拉托提普

对于奈亚拉托提普，我几乎不知道从何谈起。它是有着一千种不同外在和内驱的千面之神。

在它无数的形态之中，宇宙各处都在信奉着它，从阿比斯到夏尔诺斯再到天王星，无处不在。



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列出奈亚拉托提普某些最常见的内驱，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难以

知晓的生物。

它侍奉着外神们。奈亚拉托提普被成为外神们的“信使，心脏和灵魂”。外神们被囚禁之时

它反而是自由的，因而可以在宇宙中执行外神们的任务，可以将外神们的信息传递给它们的

同伴或信徒。

它为世界末日准备着。外神们处于封印之时，奈亚拉提托普在准备着它们的最终回归。很多

预言书认为它会引导世界的末日，即通过它的行动引发毁灭。我知道毫无疑问世界上它的那

些教团们正在如此行动着。毋庸置疑其他世界的教徒们也在如此行事。

它观察着宇宙的阴暗面。奈亚拉托提普的视角是黑暗的。它看到的宇宙并非其原貌，而是其

能变成的最糟糕的梦魇。所以它一直尝试引诱和玷污，将我们的视角变成它的。

它显现出自然的力量。野蛮和愤怒。奈亚拉托提普会暴击那些惹怒它的人，在它的兽性回应

之中，理智不复存在。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奈亚拉托提普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狡猾睿智的有感情生

物，它策划了成千上万年的计划，因而对于卑微凡人来说它是那么异常和不可理喻。

萨麦迪男爵（Baron Samedi）（译者：傻豆）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一个无关善恶的死亡化身，萨麦迪男爵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戴着墨镜和高顶礼帽的阴郁男

人，无时不刻地抽着一根雪茄。”

——弗雷德·范·伦特，新奥尔良指南

萨麦迪男爵是传统巫毒教信仰中的死神，他掌管死

亡，死灵魔法，以及所有关于死的事务。萨麦迪男爵

总是以一个脸上涂着怪异的骷髅纹面的黑人形象出

现，穿着高顶黑礼帽和长长的黑燕尾服——很少有巫

毒教信徒质疑过男爵真实的外神身份。

教团：萨麦迪男爵是广受崇拜的巫毒教众神灵（loa）
之一。杀手和死灵师——通常是那些制造巫毒僵尸者

要在动手之前请示萨麦迪首肯。萨麦迪男爵爱好的祭

品是雪茄和朗姆酒，并且只会在墓地中响应召唤。

其他特性：狂热的巫毒教徒常通过仪式召唤神灵附

体，萨麦迪男爵也不例外。被萨麦迪附身的人会立刻

变得呆滞木然，而又会在转瞬之间变得异常活跃。被

附身者的嘴角会夸张地后拉，形成一张疯狂的笑脸，而他们的话语也常常透着一阵破碎，低

沉而寒冷的笑声。通过附体萨麦迪男爵可以控制他忠诚地信徒们，被附身的人会获得萨麦迪

男爵的智力值，意志值和咒文——其他状态保持不变。如果宿主被杀，萨麦迪男爵可以寻找

附近的另一个自愿者附身。如果在周围找不到自愿附身的人，萨麦迪男爵会主动寻找一个躯

体，目标生物需要和萨麦迪男爵进行意志对抗否则将被萨麦迪男爵占据。

如果他愿意的话，萨麦迪男爵也可以以人的形态出现。

攻击方式和特殊能力：男爵的接触是致命的，任何被萨麦迪接触到的生物都需要和他进行一

个意志对抗否则将立刻死亡。

除此之外，萨麦迪男爵还可以控制所有的死者，任何在他身周30尺内的尸体都会被活化为僵

尸由他操控。



萨麦迪男爵，死墓之主（BARON SAMEDI, Lord of the Cemetery）
力量 28 体质 41 体型 19 智力 18 意志 30
敏捷 18 移动 8 耐久 30
伤害加权：+2d6
武器：接触80%，即死

护甲：没有附魔的武器对萨麦迪男爵无效，魔法武器和咒文可以正常伤害男爵。

咒文：守密人可以自由给予萨麦迪男爵以合适的咒文，不过最好是与死者沟通或者是与死亡

有关的咒文。

理智值丧失： 0/1d4

野兽（The Beast）（译者：傻豆）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奈亚拉托提普，那无面的疯神在黑暗里随着两个愚笨无定形的长笛乐手吹奏出的笛声

漫无目的地咆哮。”
——H•P•洛夫克拉夫特《墙中之鼠》

野兽是奈亚拉托提普的一个强大，野蛮而近乎毫无心

智的化身。据说，将合适的咒文在埃及吉萨平原的大

狮身人面像附近施放是招来此具化身的唯一办法。虽

然考古学家们一直断言这

巨像是在古埃及时期由大金字塔的建筑者们用石灰

石雕塑的，但在传说中，人类行走在地面上以前这座

古老的雕像就已经在俯瞰世界了——正如它的阿拉

伯名称Abu-Hol——“恐怖之父“所示的一样。

教团：信奉野兽的教团被称为野兽兄弟会。这支邪教

遍及世界各地，他们与著名的跨国公司新世界集团

（NWI）之间的联系使他们得以按照外神的意愿塑造

未来的世界。

其他特性：如果用来召唤野兽的特定咒文施放成功，

随着化身的心魂注入石头，斯芬克斯巨像周遭的地面

会剧烈的颤动。巨像被雕刻成法老胡夫的面庞将脱

落，露出在无尽虚空中旋转的太阳系和银河之景。一

旦完全苏醒，这尊无心智的巨大怪物就会肆意的发动

破坏，毁灭在它巨爪下的一切人类和造物。

野兽，凶蛮巨兽（BEAST, Beastly Behemoth）

力量 200 体质 100 体型 500 智力 1 意志 50
敏捷 20 移动 12 耐久 300
伤害加权：+43D6
武器：爪子50%，12D6
护甲：20点岩石般的厚皮。

咒文：无。

理智值丧失： 1D6/1D20

黑公牛 (Black Bull)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它真实的形态是其无限恐怖的壮丽，如夜般的漆黑，如巨人般庞大，如满天星辰般的躯体。

在其头上两只角高高耸立，无休止地抵抗着宇宙的黑暗——因而它们看上去比那还要黑暗。

但是它已经等待了许多个世代，等待着金牛座的星辰归位。然而这莎草纸中描述了它会以近

乎人类的形态到达地球。它头颅似火，红色的右眼充满鲜血，绿色的左眼似猫双瞳。它的眼

睑是白色的，下嘴唇突出，小腿较细，在胸口纹有哈比神（Hapi）的印记。”

——史蒂芬·舒特，《金牛座的符文》

黑公牛，全称为来自星辰背面的黑公牛，

在古老的莎草纸中有着很多个名字，如

果古埃及文献所述无误，它的到来与世

界末日无异。然而，这仅仅是末日的先

驱，人类的堕落者，为即将光临的外神

的铺路者和使节。黑公牛可能会展示它

巨大的公牛形态，也有可能是近乎人类

的形态。

教团：对黑公牛的崇拜从史前人类就开

始了，甚至有可能来自于人类之前的种

族。这个信仰教团的核心被发现位于南

部埃及的群山之中，在古埃及人建立起

他们的文明和帝国之前就已经存在。此

外，它们将教团的秘密铭刻在其文化之

中，因而有些类似于木乃伊化的内容进

入了埃及人的宗教之中，将其视为永恒

生命的许愿，即使这许愿从未兑现。因

此从史前开始，不死的灵魂就被引导到

了黑公牛那里，而埃及木乃伊留下的残

骸则被不敬地陈列展出。黑公牛的教团

总是将他们的主人描绘为具有一条淫荡

肿胀的阳具，一只眼睛血红，另一只则有双瞳。它在等待它的启示完成，与它的主人们降

临地球之时。据说它将重生为一位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因而毫无疑问很多世界历史上很多

的著名的统治者，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凯撒再到拿破仑，都表现出了对埃及的病态痴迷。

黑公牛教团和黑法老兄弟会有着贯穿历史的强烈仇恨。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在其怪物形态时，黑公牛每轮能够像对待烦人的虫豸一般，一次践

踏十个目标。

在其类人形态时，它会通过向人类许愿力量而让他们自相残杀，以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

为此，黑公牛会传授它的强化咒文出去，比起死亡和毁灭，它更喜爱传播疯狂和苦痛。

另一个它喜爱的战术是通过观看宇宙的真实而使人陷入疯狂。黑公牛每花费5点魔力，就

能制造一个持续5分钟的幻象，造成1D6/1D20的理智值丧失。

黑公牛，外神的铺路者和使节 (THE BLACK BULL, Ambassador and Preparer of the Way

of the Other Gods)
属性 类人形态 巨大黑公牛形态

力量 12 250
体质 19 150



体型 15 350
智力 86 86
意志 100 100
敏捷 19 15
耐久 17 250
移动 12 25
伤害加权 +1D4 +3D6
武器：任何武器（类人形态） 100%，伤害为武器伤害+1D4

巨蹄践踏（黑公牛形态）85%，10D6+3D6
护甲：两种形态都没有。只有附魔武器或者咒文可以伤害怪物形态的黑公牛。在类人形态时

它周身环绕着灵光，导致很难瞄准这个化身。远程武器命中减半。

咒文：黑公牛知晓所有的咒文。如果被攻击，它能够召唤任何仆从种族，花费为以每 1点魔

力 1点召唤生物的意志。

理智值丧失：目睹类人形态 1/1D6，目睹怪兽般的巨大黑公牛形态 1D10/1D100。

黑色恶魔 (Black Demon)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这个生物有着黑色的皮毛，像猪一样的鼻子，绿光闪闪的眼睛，以及和野兽一般的尖牙利

爪。”

——道格·里昂，《黑暗中的一人》

黑色恶魔有时回合另一个类似而更为强大的化身“暗之恶魔”搞混。尽管外表类似，但是

暗之恶魔是个更加狡黠恶毒的存在。

教团：黑色恶魔没有有组织的教团。大多数情况下，它被召唤出来进行复仇或是谋杀的行动。

其他特性：要召唤或者驱离黑色恶魔需要特殊的仪式。通过特殊人士给予的红色护身符，

可以来锁定受害者。每次使用护身符，会增加5%的几率导致黑色恶魔转而杀死操控者。

如果黑色恶魔毁灭了原来的召唤者，它会立即被释放回它外域的王国。通过特定仪式或是

将其耐久降为零也能将其驱离。黑色恶魔厌恶和躲避亮光，尽管亮光不能伤它分毫。

红色护身符：这些魔法护身符以等边三角形的红色皮革制成的，每面大概4英寸。内切有

魔法符号。红色护身符可以将黑色恶魔以魔法锁定受害者。一旦受害者接触到护身符，就

确定了目标。如果护身符被丢弃或者毁掉，它会魔法般地重现在受害者身上或者身边。黑

色恶魔链接护身符时，护身符会缓慢地从血红转为漆黑。创造和附魔红色护身符的仪式在

某几本神话书籍中有记载。这样的仪式至少需要1点意志的奉献，以及一只小到中型动物

的鲜血献祭。

攻击方式：这个化身使用它野兽般的利爪和尖牙攻击。每轮可以进行两次爪击和一次撕咬。

它没有其他超常的能力或者攻击手段，是一个相对较弱的伏行之混沌的“面具”。

黑色恶魔，奈亚拉托提普的较弱化身(BLACK DEMON, Lesser Avatar of Nyarlathotep)
力量 21 体质 19 体型 19 智力 6 意志 20
敏捷 15 移动 8 耐久 19
伤害加权：+1D6
武器：爪击 80%，1D8+1D6

撕咬 75%，1D4+1D6
护甲：没有，但是物理武器无法伤害，除非是附魔兵器。

咒文：一般没有。

理智值损失： 1/1D10



黑狮子 (Black Lion)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从破碎的建筑底部最深的凹陷处，传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叫声。我们在恐惧的敬畏中一起看

到了，一个庞大如猛犸般的四足动物将它的躯体从奈亚拉托费斯巢穴的灰烬和烈焰中浮现而

出。我知道，这是那个变形术士自己，但是我无法确定他究竟化为了怎样的恐怖生物。巨兽

从燃烧的残骸中大步走出，吓得我们逃得更远了。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头畸形的巨大狮

子，奈亚拉托费斯的黑暗密友中诞生的常见形象。他拥有的这黑狮子和他一起来自沙漠。但

在它的头部，被野兽的条纹褶皱和尼米斯头饰所包裹的——匪夷所思的，这狮子长者奈亚拉

托费斯自己的脸！这怪物的邪恶外貌嘲讽着保卫着下埃及大金字塔的斯芬克斯巨石。这不休

的雕塑甚至还长着陈旧的胡子。”

——斯坦利·C·萨金特，《奈亚拉托费斯，古埃及的一个寓言》

奈亚拉托提普的这一形象在埃及第11王朝时出现在非洲东北部，几乎完全毁灭了古埃及。

破译由法老阿蒙涅姆赫特(Amenemhat)亲手撰写的卷轴得到结果指出，他通过将其掩埋在

卡纳克（Karnak）平原而击败了黑狮子，不是杀死了这个邪神而是将其困在了哪里。有些

人推测黑狮子依然被掩埋着，一旦被释放，它会继续它毁灭世界的任务。

教团：现代没有已知的教团崇拜黑狮子。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它可以一轮践踏1D20个人。做出成功闪避检定的调查员可以避免

被压碎——那些失败的人就比较倒霉了。它也可以选择用两只爪子一轮分别攻击两个不同

的目标，或是使用撕咬攻击一轮撕碎一个目标。一个成功的闪避检定可以避免被吞食，黑

狮子可以吞噬的受害者数目没有上限。

黑狮子，埃及毁灭者(BLACK LION, Destroyer of Egypt)
力量 90 体质 70 体型 100 智力 86 意志 100
敏捷 28 移动 10 耐久 85
伤害加权：+11D6
武器：爪击 75%，1D10+11D6

撕咬 40%，命中后自动吞噬，即死

践踏 50%，11D6
护甲：5点毛皮，肌肉和筋腱。如果耐久降为0，它会在地面崩毁，变形，渗入地下。

咒文：黑狮子知晓所有的咒文。它能够以1点魔力兑换1意志的比率召唤怪物。它能够以仅仅

1点魔力召唤一只夏塔克鸟，恐怖猎手或外神之仆役。

理智值损失： 1D6/1D20

黑色之人（Black Man）（译者：傻豆）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她还提到了“黑暗之人”；提到了她的誓约；提到了她的诅咒以及她的新秘名——“奈哈

比”。后来她将这些东西涂抹在了关押她单间的墙上，然后消失了。”
——H•P•洛夫克拉夫特，《魔女屋中之梦》

黑色之人是奈亚拉托提普诸多人型化身之一。这是一个人类男性，不过他的整个身体都是完

全的黑色——皮肤，牙齿，头发，眼睛——全部都是。虽然浑身漆黑，但黑色之人毫无一丝

非洲人的特征——他的肤色更接近与完全的墨黑，或玛瑙黑色。

教会：在数世纪以来，黑色之人的形象都和巫术活动脱不了干系。黑色之人出席女巫的污秽

集会，教授她们黑魔法和不洁的知识，带来魔鬼的令谕并参与其他不可名状的渎神祭仪。黑



色之人出现时一定会携带着阿撒托斯之书（Book of Azathoth），他的追随者将签上自己的姓

名并将灵魂献给这柱恶魔。在传说中，黑色之人的形象也常常和魔鬼等同起来，他为神话中

的古代神格享用信徒的祭祀，赋予这些人以咒文和其他诡秘知识，并授予那些特别忠诚的信

徒奇异的野兽作为使魔和护卫，或是帮助自己的教徒散播毁灭与混乱。阿卡姆曾经的女巫教

团就信奉黑色之人，他也经常在幻梦境出没。

特殊攻击和能力：黑色之人的接触会吸取目标1d6点意志值。

黑色之人，女巫魔宴之神（BLACK MAN, God of the Witches’ Sabbath）
力量 23 体质 35 体型 17 智力 86 意志 50
敏捷 20 移动 9 耐久 26
伤害加权：+1d6
武器：接触90%，伤害1d6+db附加1d6意志值吸取

咒文：守密人可以给予黑色之人任何合适的咒文，包括只有在幻梦境才能使用的咒文——黑

色之人在现实世界同样可以使用这些咒文。

理智值丧失： 0/1d2

黑法老（Black Pharaoh）（译者：傻豆）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奈亚拉提托的另一个化身乃是全身漆黑的古埃及法老王，

残忍恶毒而光辉照人，充满魅力而辐射着诱人的邪恶。”

——拉里·迪泰利奥&里

昂·威利斯，奈亚拉托提普的面具

黑法老看上去就像一个高大，英俊而黝黑，身着一袭古埃及

衣袍的男人。他残忍而庄严，只会在邪神的晦暗胜利时满足

地俯瞰凡人的不幸或是对敢于调查古老秘密的人发出警告时

才会出现。黑法老与古代的埃及魔术师涅弗伦-卡
（Nephren-Ka）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系——他们可能是同

一人，也可能是涅弗伦-卡曾借用过黑法老的名字威吓他的敌

人。

教会：黑法老受到黑法老兄弟会——一个基本只在埃及与英

格兰活动的教团的崇拜。不过他也可能与其他地区的奈亚拉

托提普崇拜活动存在联系。

特殊攻击和能力：黑法老常常和一对隐形的恐怖猎手

（Hunting Horror）一起出现，这使得他身边的空气看起来总

是扭曲和盘旋，不过除非它们的主人下令否则这两只猎手绝

不轻易现身。

如果恐怖猎手仍然不足以抵敌黑法老的敌人，他也会亲自用

自己的权杖和牧杖进行攻击。黑法老每轮可以用这对权杖之

一发射出一发剧烈燃烧的能量束，自动对一个目标造成20点
伤害，化身不需要做出特定的动作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权杖进

行攻击，而被能量命中的人会立刻被燃烧殆尽，只留下焦枯

的残躯。

黑法老，古埃及之王（BLACK PHARAOH, Lord of Ancient Egypt）
力量 21 体质 15 体型 15 智力 86 意志 100



敏捷 18 移动 8 耐久 15
伤害加权：+1D6
武器：权杖轰击自动命中，伤害20
护甲：无。不过黑法老可以治疗自己，每消耗1点魔法值可以恢复1d6点生命值。

咒文：黑法老知晓任何守密人认为合适的咒文。

理智值丧失： 0/1d2

黑风 (Black Wind)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奈亚拉托提普很多次都使用了这一形态，黑风，一场能够毁灭农田，森林和数英里内房屋

的巨大风暴、”

——丹尼尔·哈姆斯，克苏鲁百科全书

黑风最相近的描述来自于圣经典籍中的地狱风暴。倾盆大雨，惊雷灼电，咆哮狂风，以及

龙卷风和飓风，地震，沙尘暴，暴风雪，泥石流——取决于地理位置。狂风中总是夹杂着

扭曲灵魂的哀嚎和呻吟，翻滚的云中则浮现出模糊的恶魔面容。这样的暴风雨之后往往带

着携带病原体的害虫。被黑风所侵袭的地区只会留下被毁灭的荒原。

教团：血舌教团崇拜着黑风。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每年奈亚拉托提普会释放一次黑风。这一邪恶的力量会席卷农村，

带来瘟疫，饥荒和灾难。强烈的暴风雨震颤了整个区域，携带疾病的昆虫和小型动物随之

而来，吞食农作物并在它们所过之处散播可怕的疾病。被感染者会生病，每小时-1体质，

之后每天损失1D10体质直到死亡。这些疾病有很多种，但一般都是很恐怖的譬如黑死病，

埃博拉，天花等等，由守密人决定。守密人可以统一，在感染后最初的几个小时内一次成

功的医学检定可以拯救被感染的调查员。

由于是无形的力量，对于黑风几乎无计可施。特定的仪式和驱逐可能能阻止它。守密人必

须视情况妥善分配黑风的地狱暴风雨带来的伤害。调查员可以通过一次成功的体质检定抵

御住瘟疫的侵袭，由守密人决定是否修改（举例：面对一只肥老鼠或昆虫的叮咬时体质

X5检定，被一大群带病叮咬蚊虫蜂拥而上时体质X1或者更小的检定）

黑风，饥荒与瘟疫的带来者(BLACK LION, Destroyer of Egypt)
力量 N/A 体质 N/A 体型 N/A 智力 86 意志 100
敏捷 N/A 移动 无限 耐久 N/A
伤害加权：N/A
武器：强大暴风雨，自动命中，被风造成的区域伤害

龙卷风，闪电，倾盆大雨等等，由守密人决定。

瘟疫，自动命中，每天1D10体质损失直到死亡

护甲：N/A
咒文：N/A
理智值损失： 0/1D8

边栏：

汉森 波布兰爵士的日记

埃及的历史

如果曾经有个国家是建立在克苏鲁神话基础之上，那就只有古埃及了。因此我在此详述一下

她的高度，可能也包含了深渊作为警示。



17000年前乃至更早，斯坦吉亚（Stygia）国就已经建立。它深受蛇人习俗的影响，因而在

建国之初崇拜着那些黑暗神明。我们只能祈求没有斯坦吉亚的巫师存活至今，它们的亵渎造

物毁灭殆尽。

斯坦吉亚大约在 11500年前毁灭。但在其灰烬之中建立起的克黑穆（Khem）国，可能从斯

坦吉亚的黑暗污秽中获得了解放。

然而克黑穆开国伊始就被摧毁了。来自群星间的新的怪物将他们半人的后裔扶上了克黑穆的

王座。9000年前一场规模庞大的巫师战争爆发了，克黑穆得到了解放，而曾经肥沃的这块

土地却惨遭毁坏。

古埃及从克黑穆的废墟之上建立。看上去他们清除了古老的斯坦吉亚的污秽痕迹，但是很多

邪恶的法老仍尝试恢复那古老的道路。

涅弗伦·卡，即黑法老，唤回了所有斯坦吉亚的神明，建造了那些可能时至今日都未能重见

天日的神庙。

尼托克利斯（Nitocris），即食尸鬼女王，她所创造的用于崇拜克苏鲁神话存在的黑暗造物

至今依然存在。

诺夫鲁·卡（Nophru-Ka），即疯法老，他崇拜着奈亚拉托利普，谣传他的血脉至今仍然存

在，这是奈亚拉托利普毁灭世界计划的核心部分。

阿肯纳顿（Akhenaton）是日轮的祭司。他崇拜着尤格·索托斯的化身阿顿神（Aton）。他

的预言依然在揭示未来。

今日的埃及似乎已经从过去的巨大污秽中走了出来，然而我们必须记得：秘密仍埋藏在那沙

丘之下。

肿胀之女（Bloated Woman）（译者：傻豆）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 …这头重达 600磅，高 7尺的雌性异怪裹

在绛红黑底的缎子里，疯狂地挥舞着六条触手

而非手掌，而它黄绿色的粘稠血肉中还有更多

触须在翻滚着抽芽。它肥硕的下巴同样覆满蠕

动的触须，脸孔的每一面都开着一张鲜红而利

齿横生的大嘴。她身穿着黄黑相间的真丝旗

袍”

——拉里·迪

泰利奥&里昂·威利斯，奈亚拉托提普的面具

教团：这个奈亚拉托提普的骇人化身在东方广

受崇拜，祂的信徒以渎神的仪祭镰刃肢解与斩

剁人牲作为祭祀。少数时候，肿胀之女也在幻

梦境现身并接受祭拜。

其他特征：如果在此形态下被杀，奈亚拉托提

普将化为一大团快速萎缩溶解的触手抽打着

消失在地面上。而肿胀之女会在1d6+2个月后

在这污秽的土壤中再生。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肿胀之女可以同时以两

束触手发动攻击，首先，被这些触手缠卷到的

生物会承受3d3点伤害。在此之后，每轮邪神还可以用它的大嘴吮吸被纠缠的目标——臃女



之吻——以对目标每轮再造成1d6点智力伤害。只要目标还有智力值存在，他每轮就能够和

肿胀之女进行基于对抗表的力量值对抗以挣脱擒抱。而一旦目标的智力值被降为0，他的颅

腔会在邪神的拥吻下爆开，剩余的脑组织也将被吞噬殆尽。

除此之外，肿胀之女还生有无数细小的触手，每轮中这些触手里会有1d6条挥舞着镰刀发动

攻击。

黑扇：肿胀之女的长袍带上挂有六把镰刀，如果把它们合为一束遮住自己的脸，肿胀之女就

可以将自己的外貌化成一个曼妙迷人的中国仕女——奈亚拉托提普慑人精魂的异界魅力将

通过浮肿女的双眼施放出来，而它无可名状的怪异身躯则会被遮蔽起来。只有放下黑扇子时

肿胀之女的怪物形态才会浮现出来。在黑扇子的掩蔽下，肿胀之女可以轻松地勾引男子，赋

予他们非人的极致欢愉后再作为食物吞噬掉。普通人类无法使用具有魔力的黑扇子。

肿胀之女，黑扇女神（BLOATEDWOMAN, Goddess of the Black Fan）
力量 31 体质 44 体型 26 智力 86 意志 100
敏捷 19 移动 12 耐久 35
伤害加权：+3d6
武器：触手85%，伤害3d3附加擒抱和拥吻

镰刀50%，伤害1d4+3+db
拥吻自动命中，1d6智力值伤害

护甲：无

咒文：肿胀之女知晓所有的克苏鲁神话咒文。

理智值丧失： 1d8/1d20

血舌 (Bloody Tongue)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血舌是一个巨大的怪物，有着带爪的附肢，在面部长着一条巨大的血红触手。当它向月亮

嚎叫时，这触手会向前伸张。”

——莱昂·威利斯，克苏鲁的呼唤 5.5
血舌是奈亚拉托提普最常见的化身之一。这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类人怪物，有三条腿，一双

带爪的双臂，和一条长在脸上的巨大血红触手。

教团：血舌教团是最大最有名的奈亚拉托提普教团。他们的日常活动是谋杀和人类活祭。

攻击方式：血舌每轮使用双手进行攻击，抓取和压碎受害者，或是使用它的巨爪撕碎受害

者。它可以每轮使用其巨大的血红面部触手抓取和压碎受害者。

嚎叫：血舌也有着能够让人恐惧到血液凝固的嚎叫，听到嚎叫声并在意志对抗中失败的调

查员会损失1点理智值。它每轮可以嚎叫一次。

血舌，向月而嚎者(BLOODY TONGUE, The Thing that Howls at theMoon)
力量 80 体质 50 体型 90 智力 86 意志 100
敏捷 19 移动 16 耐久 70
伤害加权：+10D6
武器：爪击 85%，10D6+DB

面部触手 80%，伤害=DB
嚎叫自动命中 ，意志被压倒后损失1点理智值

护甲：无，但耐久归零时它会崩碎到地面，变形（通常变为更加恐怖的怪物形态，导致目击

者损失理智值），之后飞向星际空间。

咒文：奈亚拉提托普知晓所有的咒文。它能够以1点魔力兑换1意志的比率召唤怪物。它能够

以仅仅1点魔力召唤一只夏塔克鸟，恐怖猎手或外神之仆役。



理智值损失： 1D10/1D100

伏行之雾 (Crawling Mist)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伏行的混沌溶解于潮湿的雾气之中，这雾气翻滚着进入西边坑道的裂缝之中消失无踪、”

——布莱恩·拉姆利，极乐净土

这个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以一个病态色彩的烟雾毫无征兆地出现。烟雾能移动到它想到的

任何地方，即使面对最迅猛的强风也一样。烟雾中的漩涡乌云非常浓厚，以至于任何进入

的人都无法看清几英尺以外的情景，无论热和方向。这一化身主要出现在幻梦境。

教团：无论幻梦境还是现实世界都没有崇拜伏行之雾的有组织教团。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在这一形态下，奈亚拉托提普可以将那些进入者在很短时间内传送

到极为遥远的地方。被如此传送的人会对移动毫无印象，就像他们刚刚踏入一样。当烟雾

消散时他们已经位于另一个地方。

伏行之雾，病态乌云(CRAWLING MIST, Sickly Cloud)
力量 N/A 体质 N/A 体型 可变 智力 86 意志 100
敏捷 19 移动 18 飘行 耐久 30
伤害加权：N/A
武器：传送自动命中，伤害特殊（见上文）

护甲：无。但耐久归零时它会崩碎变为更加恐怖的怪物形态，之后飞向星际空间。

咒文：由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0/1D3

暗之恶魔 (Dark Demon)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他看上去像是中世纪观念中的恶魔阿斯莫蒂尔斯。周身黑色的皮毛，有着像猪一样的鼻子，

绿眼睛，还有着野兽的利爪和尖牙。”

——罗伯特·布罗奇，《暗之恶魔》

教团：暗之恶魔是奈亚拉托提普的一个较弱化身，常常

出现出来被它的追随者所支配驱使。一般而言只有最疯

狂的狂人才会崇拜暗之恶魔，因为他们必须将自己献祭

于它。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幻梦镜暗之恶魔都小有名气。

其他特性：那些试图占据的候选者必须在身躯被暗之

恶魔占据前几夜梦见这个恶魔。这个从人类变为暗之

恶魔的过程持续1D4+2轮。这是这个化身是最为虚弱

时候——只有完全变形后暗之恶魔才能利用它的力量

和咒文。目睹这个从人转变为暗之恶魔的过程会损失

1/1D6理智值。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如果耐久减为零，暗之恶魔会

喊出一声恐怖的悲鸣，然后化为具有恶臭的黑烟所组

成的炽热云雾。这有毒的烟雾至今五码。所有在翻滚

烟雾中的人每轮损失1D6耐久，还必须抵御住翻腾云雾

中的剧毒否则就会死。烟雾的毒性等于暗之恶魔被杀

时的意志。这炽热剧毒的云雾会在1D4轮中消散。



暗之恶魔，黑暗者(DARK DEMON, The Dark One)
力量 21 体质 79 体型 19 智力 30 意志 25
敏捷 17 移动 9 耐久 49
伤害加权：+1D6
武器：爪击 80%，1D8+DB

尖牙刺击 65%，1D4
蹄踢 75%，1D10+DB

护甲：没有，但暗之恶魔可以花费1点意志完全回复任何伤害。降到0耐久时这一化身会分解

为炽热的有毒黑烟云雾，1D4轮后消散。任何在烟雾里的人每轮都会受到1D6伤害，并且必

须在和毒雾的毒效对抗中获胜。

咒文：全部。

理智值损失： 1D2/1D8

暗之住民 (Dweller in Darkness)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一团巨大无比的原生质似的东西……它没有脸，只有着锥形古怪的头颅……这流体状的东

西令人惶恐不安，更可怕的是这个生物同时有着触手一般的附着物和手——或者说长出来的

像是手的玩意，不止两只而是有好几只；因而它在结构上似人而非人。”

——奥古斯特·德雷撕，《暗之住民》

这个奈亚拉托提普的恐怖化身栖息于恩凯（N’gai）的森林之中，恩凯是奈亚拉托提普的圣

地之一，据说位于北美的某处。

教团：暗之住民并没有多少有组织的崇拜者，特别是在人类中。有些神话种族可能会崇拜它

以换取知识或是力量。

其他特性： 这个化身一般会伴随着一对外神之仆役出现。只要愿意它也能以人类的形式

呈现。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暗之住民可以随心所欲地用触肢攻击，长出触手或是手臂一样的附

肢，可以到达半径60英尺的距离。一旦被打倒，受害者会被抓住并在之后的回合被挤压。

守密人投掷1D8+1，这是每轮受害者受到的伤害。要从暗之住民的紧握中逃脱，受害者必

须和暗之住民进行力量对抗并获胜。被抓住的调查员如果进行了一个成功的幸运检定，他

就会有意志或者两只手可以活动，因而可以使用武器攻击。

嚎叫：暗之住民有另一种攻击方式，它能够放出令人不安的异常嚎叫。每轮调查员必须因

为这位神明的恐怖嚎叫而进行理智检定，损失0/1D3理智值。

暗之住民，暗夜嚎叫者(DWELLER IN DARKNESS, The Howler in the Night)
力量 76 体质 53 体型 81 智力 37 意志 100
敏捷 15 移动 12 耐久 67
伤害加权：+9D6
武器：触肢压碎 80%，1D8+1D6

嚎叫 自动命中，损失0/1D3 理智

护甲：无视每轮最初受到的10点伤害，不论伤害性质或来源。

咒文：由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10/1D100

憎恨雕像 (Effigy of Hate)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缠结的尸骸组成的高塔……接近石碑的顶部，有巨大的一对蝠翼覆盖着碑尖。碑底则随地

放满了骷髅，环绕着纪念碑周围的花圃中的植物已经枯萎发黑。”

——杰夫·基兰，《恐怖军团》

只有特殊召唤时，外神才会以这个形态出现。一旦被成功召唤，雕像会栖息于高耸的战争图

腾，方尖石碑，或是其他代表死亡的纪念碑上。任何召唤雕像的人都必须提供来自特定受害

者的3点意志作为牺牲的祭品。随后的两个夜晚雕像会从受害者身上吸取比3点更多的意志，

直到最后一夜聚合完毕。憎恨雕像是奈亚拉托提普怪异的一个形态，它是一座由翻腾扭曲的

尸体组成的高塔，塔顶有一对巨大的蝠翼。尸体身上往往穿着他们献身的那场战争或战役时

的制服。

目睹图腾或石碑转化为憎恨雕像，损失的理智值有所差异。第一天，这东西还是普通的雕像，

尽管会出现裂缝，渗出黑色粘稠的物质，0/1；第二天，建筑物表面会覆盖上一层的由琥珀

状透明物质组成的厚重坚硬外壳，壳层之下可以看到雕像的外表已经转化成了尸体缠结的高

塔，顶端出现了包覆的蝠翼，1/1D4（此时靠近检查会发现这些尸体正在翻滚缠绕，额外再

损失 1/1D2理智）。当彻底完成以巨大恐怖的双翼向天空飞去时，1/1D6。
教团：憎恨雕像没有现存的教团。召唤它的一般是想要再现过去战争或是想要向过去战争的

敌人复仇的战士。

其他特性： 憎恨雕像会重现召唤者渴求的战斗。调查员首先听到雕像双翼拍打的声音，

这个怪物在空中盘旋然后降临地面。然后浓雾开始侵入，士兵在其中为特定的战抖而着装

装备完毕。这些士兵是安静冷酷的僵尸，无情地扮演着他们最终一战中的角色。

憎恨雕像的奴仆：雕像有着特殊的奴仆，按外神的旨意行事并收集战争的受害者。所有的

奴仆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也具有着相同的属性。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憎恨雕像攻击时，会猛扑向受害者。以巨大的蝠翼包覆，而后完全

吞没。这些受害者会变成雕像的一部分（目击者损失1/1D4理智值），他们的耐久会附加到

雕像上。

憎恨雕像，活战争图腾(EFFIGY OF HATE, LivingWar Totem)
力量 80 体质 50 体型 可变 智力 18 意志 50
敏捷 10 移动 10 飞行 耐久 可变

伤害加权：N/A
武器：吞没 80%，完全吞噬

护甲：15点护甲外壳。

咒文：由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第一天目睹雕像 0/1；第二天、1/1D4（此时靠近检查会发现这些尸体正在翻滚

缠绕，额外再损失 1/1D2理智）。当彻底转化完成时 1/1D6。

憎恨雕像的奴仆：憎恨雕像的奴仆是八英尺高的恐怖类人生物，他们头部扭转着非人的颅

骨。他们成对移动，填补在军队制服的死尸大军中。尸体是完全的僵尸，会听从奴仆的号

令来前进和追逐调查员。任何被僵尸杀死或是捕获的调查员会被填补到死尸大军之中病转

化为死者。对于死尸大军请使用僵尸的属性。

憎恨雕像的奴仆，死灵指挥官(SERVITORS OF THE EFFIGY OF HATE, Commanders of the
Dead)
力量 20 体质 17 体型 20 智力 6 意志 16
敏捷 11 移动 7 耐久 19



伤害加权：+1D6
武器：带爪拳头 75%，1D6+1+DB
护甲：6点厚重骨骼。

咒文：无。

技能：聆听65%，侦查50%，追踪77%
理智值损失：目睹憎恨雕像的奴仆 1/1D8，目睹死尸大军 1/1D8。

无貌之神 (Faceless God)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一只原尺寸的斯芬克斯，长着秃鹫的双翼和鬣狗的身躯。它们有着爪子和螯钳，而且在蹲

下的野兽身躯上长着一颗巨大的似人头颅，戴着不祥的三重冠，那头冠的恐怖设计奇特地取

悦了本地居民。不过目前最糟糕的是，这个无比丑恶的生物在它凶怖的头上，没有脸部。”

——罗伯特·布洛克《无貌之神》

无貌之神是沙漠之王和狂乱之主。

教团：没有人类教团。潜沙怪可能在世界的某些区域信奉着它。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尽管能够进行物理攻击，无貌之神还是偏好于对受害者进行精神上

的折磨。若它在意志对抗种获胜，受害者将会陷入现实恐惧的幻觉之中。典型的幻觉包括

被黑暗和不祥的生物尾随，被恐怖的怪物追逐，或是迷失于沙漠之中。理智值丧失取决于

是否将幻觉视为现实。成功的心理分析检定可以打破无貌之神的心灵控制。那些被驱使到

疯狂死亡的受害者，将会以自己最后一息向奈亚拉托提普献上效忠的低语。

无貌之神，沙漠之王(FACELESS GOD, Lord of the Desert)

力量 70 体质 58 体型 88 智力 63 意志 80
敏捷 24 移动 12/12飞行 耐久 73
伤害加权：+9D6
武器：爪 80%，1D6+DB
护甲：无，普通武器伤害只造成最小值。

咒文：全部。

理智值损失：1D8/1D20

憎恨雕像 (Effigy of Hate)
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

“缠结的尸骸组成的高塔……接近石碑的顶部，有巨大的一对蝠翼覆盖着碑尖。碑底则随地

放满了骷髅，环绕着纪念碑周围的花圃中的植物已经枯萎发黑。”

——杰夫·基兰，《恐怖军团》

只有特殊召唤时，外神才会以这个形态出现。一旦被成功召唤，雕像会栖息于高耸的战争图

腾，方尖石碑，或是其他代表死亡的纪念碑上。任何召唤雕像的人都必须提供来自特定受害

者的3点意志作为牺牲的祭品。随后的两个夜晚雕像会从受害者身上吸取比3点更多的意志，

直到最后一夜聚合完毕。憎恨雕像是奈亚拉托提普怪异的一个形态，它是一座由翻腾扭曲的

尸体组成的高塔，塔顶有一对巨大的蝠翼。尸体身上往往穿着他们献身的那场战争或战役时

的制服。

目睹图腾或石碑转化为憎恨雕像，损失的理智值有所差异。第一天，这东西还是普通的雕像，

尽管会出现裂缝，渗出黑色粘稠的物质，0/1；第二天，建筑物表面会覆盖上一层的由琥珀



状透明物质组成的厚重坚硬外壳，壳层之下可以看到雕像的外表已经转化成了尸体缠结的高

塔，顶端出现了包覆的蝠翼，1/1D4（此时靠近检查会发现这些尸体正在翻滚缠绕，额外再

损失 1/1D2理智）。当彻底完成以巨大恐怖的双翼向天空飞去时，1/1D6。
教团：憎恨雕像没有现存的教团。召唤它的一般是想要再现过去战争或是想要向过去战争的

敌人复仇的战士。

其他特性： 憎恨雕像会重现召唤者渴求的战斗。调查员首先听到雕像双翼拍打的声音，

这个怪物在空中盘旋然后降临地面。然后浓雾开始侵入，士兵在其中为特定的战抖而着装

装备完毕。这些士兵是安静冷酷的僵尸，无情地扮演着他们最终一战中的角色。

憎恨雕像的奴仆：雕像有着特殊的奴仆，按外神的旨意行事并收集战争的受害者。所有的

奴仆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也具有着相同的属性。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憎恨雕像攻击时，会猛扑向受害者。以巨大的蝠翼包覆，而后完全

吞没。这些受害者会变成雕像的一部分（目击者损失1/1D4理智值），他们的耐久会附加到

雕像上。

漂浮恐怖，海地显现(FLOATING HORROR,Haitian Manifestation)

力量 75 体质 60 体型 40 智力 86 意志 100
敏捷 25 移动 10 耐久 50
伤害加权：+6D6
武器：吞没 80%，完全吞噬

护甲：15点护甲外壳。

咒文：由守密人决定。

理智值损失：第一天目睹雕像 0/1；第二天、1/1D4（此时靠近检查会发现这些尸体正在翻滚

缠绕，额外再损失 1/1D2理智）。当彻底转化完成时 1/1D6。

尼约格达 (Nyogtha)
旧日支配者

“一个巨大不定形的生物……它没有脸，。”

——奥古斯特·德雷撕，《暗之住民》

教团：暗之恶魔是奈亚拉托提普的一个较弱化身，常常出现出来被它的追随者所支配驱使。



一般而言只有最疯狂的狂人才会崇拜暗之恶魔，因为他们必须将自己献祭于它。无论是现实

世界还是幻梦镜暗之恶魔都小有名气。

其他特性：那些试图占据的候选者必须在身躯被暗之恶魔占据前几夜梦见这个恶魔。这个

从人类变为暗之恶魔的过程持续1D4+2轮。这是这个化身是最为虚弱时候——只有完全变

形后暗之恶魔才能利用它的力量和咒文。目睹这个从人转变为暗之恶魔的过程会损失

1/1D6理智值。

攻击方式和特殊效果：如果耐久减为零，暗之恶魔会喊出一声恐怖的悲鸣，然后化为具有

恶臭的黑烟所组成的炽热云雾。这有毒的烟雾至今五码。所有在翻滚烟雾中的人每轮损失

1D6耐久，还必须抵御住翻腾云雾中的剧毒否则就会死。烟雾的毒性等于暗之恶魔被杀时

的意志。这炽热剧毒的云雾会在1D4轮中消散。

暗之恶魔，黑暗者(DARK DEMON, The Dark One)
力量 21 体质 79 体型 19 智力 30 意志 25
敏捷 17 移动 9 耐久 49
伤害加权：+1D6
武器：爪击 80%，1D8+DB

尖牙刺击 65%，1D4
蹄踢 75%，1D10+DB

护甲：没有，但暗之恶魔可以花费1点意志完全回复任何伤害。降到0耐久时这一化身会分解

为炽热的有毒黑烟云雾，1D4轮后消散。任何在烟雾里的人每轮都会受到1D6伤害，并且必

须在和毒雾的毒效对抗中获胜。

咒文：全部。

理智值损失： 1D2/1D8

伊德海拉(Yidhra)
外神

“伊德海拉吞噬了章鱼从而习得了长出触手；她吞噬了巨熊从而习得了用毛皮包裹自己来对

抗北方的严寒；伊德海拉确实获得了所有生物的外形，然而没有任何外形能够给予她真正的

美丽，因此她公平地吞噬了所有错误的生物。对于她的追随者来说她总以美丽标致的样貌出

现，但是他们并没有看清她的真面目，只是看到了她想让他们看到的那一面……确实她能够

共享自己的思想，即伊德海拉只有一个灵魂，但是有着很多身体——或藏于南方雨林，或冻

于北方冰盖，或埋于西海之外的沙漠。因此尽管有很多她的寺庙，但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她

将身体们与自己各式各样的信徒们合为一体，从此她的意识将会无穷广大。”



——小沃尔特•C·德比尔，《伊德海拉走过之处》

伊德海拉有很多形态，这些形态通过心灵感应组成完整的外神。她具有的化身包括贪婪的

伊哈斯（Y’hath）；沉睡于地球中一旦醒来就开始吞食的索斯拉（Xothra）；一位叫做尤兰

达的美丽女性人类。她的真实形态无人知晓。

伊德海拉在一部分罕见的神话书籍中被提及，这些书籍包括《远古恐惧》（Uralte
Schrecken），《黑佛经》（Black Sutra），《斯让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rang）和《克索尼

克启示录》（Cthonic Revelations）
教团：伊德海拉在古代被类人的沃米人和早期人类所崇拜，现代则在老挝，新墨西哥，乍

得，西德克萨斯，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被崇拜。阿帕奇族和卡曼奇族将她称为伊托拉

（Yee-Tho-Rah）。伊德海拉的信徒认为他们是永生的，并且通过满足她定期的牺牲活祭要

求，能够让他们的土地带来多产和丰收。

伊德海拉的信徒（有时自称为伊德海拉的孩子）会因为与外神的紧密联系而发生缓慢的基

因变异。一个信徒的组织据说发生了明显的蛇类的变异，但是每个崇拜者的变异特征又各

自不同，有可能是取决于他们和哪一个化身接触。

其他特性：这位外神本质上是一个多变的巨大有机体，她通过吸收各种生物的基因材料不

断进行进化。有时伊德海拉会以一种淫秽的融合吸收受害者，重新排列他们的基因组成，

然后以新的生物形态让他们重生，此时他们外表如同怪兽而且完全陷入疯狂。

伊德海拉是进化上求生主义的具现化。因此她需要定期的活祭来提供新鲜的基因材料，以

满足她无穷的演化。其化身会使祭品枯萎变质，最终吸收到内部的基因池中。饥饿化身的

追随者们也会受到这样相同的命运。

这位外神的智力和意志固定不变，但是其它属性会随形态不同而发生改变。

伊哈斯：伊哈斯是一个巨大的像秃鹫的恐怖怪物，每轮会用它的喙或者爪子进行攻击。

索斯拉：索斯拉是一个凶暴的挖掘者。它没有眼睛但有着一个血盆大口。索斯拉的攻击可

能是用爪子压碎也有可能是将受害者囫囵吞下。

伊德海拉，埋葬者，梦之女巫 (YIDHRA, The Shrouder, The Dream-Witch)
属性 伊哈斯 索斯拉 尤兰达

力量 25 71 20
体质 77 107 40
体型 21 79 12
智力 25 25 25
意志 60 60 60
敏捷 30 14 18
外貌 N/A N/A 18
耐久 49 93 26
移动 8/25 飞行 7/8 挖掘 9
伤害加权 +2D6 +8D6 +1D4
融合 95%基因突变 95%基因突变 95%基因突变

鸟喙 87%/2D6+db N/A N/A
爪击 75%/1D6+db 88%/2D6+db (拳)75%/1D3+db
吞噬 N/A 76%/8D6 N/A
护甲 5点 10点 无

理智值丧失 1/1D8 1/1D20 无

护甲：根据化身不同而不同，如果一个化身被杀死伊德海拉会派出另一个来接替。

咒文：所有召唤和控制咒文以及所有影响精神的咒文，其他由守秘人自行决定。



理智值损失： 随化身不同而不同。看到人类形态不会有理智值丧失，看到外神无法想象的

真实形态时损失1D20/1D100。

易小姐(Madam Yi)
伊德海拉的化身

“伊德海拉，梦之女巫兮，迷诸信众心神矣。

梦之女巫兮，藏其身于幻境。

梦之女巫兮，假其形为异美。

伊德海拉，葬其不信于幽暗，

葬其谬敌于口腹，

为其葬者隐万古。”

——小沃尔特•C·德比尔，《伊德海拉走过之处》

易小姐是外神伊德海拉众多化身中的一个。她的形象为穿着美丽的黑白相间的礼服人类女

性，其礼服不断地被看不见的风所吹动着。她可以在这无形之风中盘旋或是飞行。易小姐

美丽的面颊就像瓷娃娃一样，鲜艳的红唇和紧闭的杏仁眼定在光滑白洁的脸上，黑色的长

发梳成一条马尾辫。她的双手都长着非常长且锋利的黑色指甲。

教团：易小姐几乎只在中国出没，笃信她的女性组成了崇拜她的教团。就像伊德海拉的其

他化身一样，易小姐需要定期的活祭来提供鲜活的基因素材。追随者们还需要频繁地给她

提供年轻男子以供交合。在交合的仪式中易小姐会将她的年轻伴侣用锋利的爪子撕成碎

片。这种仪式会产出一个或多个畸形怪异的后代。有时易小姐会允许其追随者抚养这些怪

物子嗣，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会直接重新吸收掉这些孩子。

易小姐的追随者们也会呈现出瓷娃娃般的外表，指端长出修长尖锐的指甲。这位神明与她

的追随者依靠心灵感应进行沟通。

催眠曲：易小姐会吟唱一首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妙歌曲，来诱惑与催眠她的猎物。如果受害

者的意志在对抗中被易小姐的意志压倒，他就会安静地步入易小姐准备的怀中，被残忍地

撕碎吸收。

攻击：易小姐攻击时用她刀锋般的双爪将受害者撕成碎片。

易小姐，苦痛之母 (MADAM YI, The Mother of Woe)
力量 27 体质 69 体型 17 智力 25 意志 60
敏捷 36 移动 10 / 15 飞行 耐久 43
伤害加权：+2D6
武器：刀锋锐爪 90%或催眠时自动命中 1D6+db
护甲： 无，但是普通武器无法对易小姐造成伤害

咒文：由守秘人自行决定。

理智值损失： 1/1D8

依托格萨(Ythogtha)
旧日支配者

“这个双足怪物后肢类似于两栖类，前肢像恐吓一般高高举起，末端长着吸盘的带蹼手掌张

开扑向观看者。它的头部是一大团沸腾的伪足或触手，其中可以分辨出一只耀眼的眼睛。”

——琳•卡特，《偶然入梦》

依托格萨被封印在沉没的紧挨着拉莱耶的伊黑（Yhe）王国中。他是自遥远的索斯星而来

的克苏鲁的几个子嗣之一。

教团：绝大多数人类对这位旧日支配者一无所知，但可能有一些深潜者会崇拜它。



其他特性：几个世纪以来，由一种怪异的灰绿色石材打造的极少数这位怨恨的魔神的塑像

在世界各地被发现。这些雕像是在地球早期被从群星之间所带来，一直以某种方式保持或

发送着依托格萨的毒电波任何在靠近这些雕像处睡眠的人都会在潜意识中被依托格萨的

“梦境牵引”所诱导。每晚受害者都会梦见沉没的伊黑王国，而且每天噩梦都会变得愈发

恐怖。每晚受害者会因为恐怖而鲜活的噩梦损失1D4理智值。当受害者因为依托格萨的噩

梦损失自身的20%理智值时，他将会在梦中面对面接触到这位恐怖的旧日支配者。这经历

是如此骇人，以至于受害者将会因直面依托格萨而损失1D8/1D20理智。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依托格萨拥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攻击手段。如果它在与受害者的意志

对抗中获胜，它将在对方眼前呈现出一个有可能比自身实际大十倍的巨型怪兽的样子。目

睹了依托格萨巨型幻象的任何人可以尝试1次1D100检定，在检定低于自身意志的情况下

可以识破幻影。若检定失败受害者将会相信依托格萨就是如此庞大。这些被依托格萨的幻

术欺骗的可怜人会受到双倍的理智值丧失：2D8/2D20。识破依托格萨幻象的只要受到

1D8/1D20的损失。依托格萨也可以将自己的幻术作用于人类而非仅仅自己的雕像。

依托格萨，深渊憎恶 (YTHOGTHA, The Abomination in the Abyss)
力量 40 体质 105 体型 55 智力 25 意志 25
敏捷 13 移动 11 / 20 潜游 耐久 80
伤害加权：+5D6
武器：触手 90% 3D6

爪 90% 1D6+db
护甲：8点厚皮，每轮恢复4点耐久。

咒文：所有召唤和接触咒文，其他由守秘人自行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8/1D20

佐斯·奥摩格(Zoth-Ommog)
旧日支配者

“身躯如同无限大的圆锥体，平坦迟钝的楔形爬虫类脑袋在锥形身躯的上方，被漩涡状的长

发所遮盖。那些头发，或者说胡须或是鬃毛，由粗厚缠绕的绳索状物盘旋纠结而成，就像大

量巨蛇或蠕虫……透过这美杜莎般令人不适的绳状卷须，一对凶残的蛇眼中混合着冷酷，非

人的嘲弄与我只能形容为幸灾乐祸的威吓，向我们盯来。”

——琳•卡特，《佐斯·奥摩格》

它有着锥形的身体和蜥蜴状的脑袋。头上长着一大堆如同粗壮的蛇一般的触手。它的脖根

有着四个如海星般的粗厚伪足状手臂，身体的每边各有一只。佐斯·奥摩格显然也被埋在

太平洋底部的废城拉莱耶之中。

教团：人类中没有积极崇拜佐斯·奥摩格的教团。一些深潜者可能会崇拜这个恶劣的存在。

佐斯·奥摩格可以通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描绘自己的雕像来显现自己。

攻击方式与特殊效果：佐斯·奥摩格会攻击任何出现在它视线内的人类，通过其巨大的伪

足或是撕咬。

。

佐斯·奥摩格，旧日支配者(ZOTH-OMMOG, Great Old One)
力量 40 体质 120 体型 60 智力 20 意志 35
敏捷 12 移动 50 耐久 90
伤害加权：+5D6
武器：触手 90% 抓住，下一轮挤压造成5D6伤害

撕咬 90% 1D6+3



护甲：10点厚脂外皮，每轮恢复3点耐久。

咒文：所有召唤和接触咒文，其他由守秘人自行决定。

理智值损失： 1D6/1D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