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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參考

術語表
下面是一份按字母順序排序的遊戲規則條目、術語和在遊
戲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情況的列表。

這份文檔是規則信息的權威性資料，但它並不會指導玩家
如何進行遊戲。玩家需要先通讀《遊戲入門》，若在遊戲
中遇到問題，再查閱這本《規則參考》。

能力

這份指南的主要內容是術語表。我們在這部分裡列出了大
量術語，以及玩家在遊戲中可能遇到的情況。若玩家對規
則有任何疑問，可以首先閱讀這一章。

能力是一張卡牌提供給遊戲的特殊遊戲文本。卡牌能力均
屬於以下類型之一：行動、持續能力、中斷、關鍵詞和反
應。一些中斷和反應能力是强制發動的。

這份指南的後面部分還包含兩份附錄。第一份附錄提供了
詳細的時序圖，它闡明了一個完整的遊戲輪的構成，同時
還講解了如何掌握呈現在這些時序圖中的每個遊戲步驟。
第二份附錄提供了每一種卡牌類型的詳細解析。

◊ 卡牌能力只能影響且只能目標場中的卡牌，除非該能力
特別指出一個場外的區域或元素。角色、附屬、地區、
要塞和行省上的能力只有當其在場上時才能發動或影響
遊戲，除非該能力特別指出其可以從一個場外區域被使
用，或需要該卡牌離場以進行能力結算。事件卡牌和身
份卡牌因為其卡牌類型規則的慣例，使其能在場外區域
間接影響遊戲。

翡翠規則
若這本《規則參考》中的內容與《遊戲入門》出現直接矛
盾，應優先遵循本書內容。

◊ 以下能力類型的使用或發動是強制性的：持續能力、強
制中斷能力和強制反應能力。

若卡牌上的文本與《規則參考》或《遊戲入門》中的內容
出現直接矛盾，應優先遵循卡牌文本。

◊ 任何在關鍵詞描述中使用詞語“可以”的關鍵詞的發動
是可選的。所有其他關鍵詞的使用都是強制性的。

多種模式

◊ 行動，中斷和反應能力的發動是可選的。詞語“可以”
也包含在玩家結算一個能力時的選擇中。控制其上含有
可選能力卡牌的玩家决定他/她是否希望在适当的時機
使用这个能力。

遊戲入門手冊只介紹了遊戲的主要遊玩模式——要塞模
式，但其實還有很多遊玩五輪傳奇的獨特方式，當前一共
有四種模式，每種模式的額外規則都可以在www.L5R.com上
找到。

◊ 一個由加粗的时序觸發詞條及其後的冒號開頭的能力被
稱爲“觸發能力。”

◊ 要塞模式是兩位玩家互相對抗的模式，玩家要嘗試摧毀
對手的要塞。

◊ 對於正在結算中的卡牌能力，其卡牌控制者擁有所有決
斷權，除非能力本文特別提及另一位玩家。

◊ 突襲戰模式也是兩位玩家互相對抗的模式，玩家要嘗試
摧毀對手的三個行省指示物。在這個模式中不使用要塞
和行省卡牌。

關聯詞語：費用，效果，強制，目標，觸發能力。

行動，行動能力

◊ 開悟模式是三位玩家互相對抗的模式，玩家要嘗試收集
五個元素輪來贏得遊戲。

行動能力是一個包含有加粗“行動：”字符為前引的觸發
卡牌能力。一個行動能力可以在任一行動窗口中由其控制
者發動。（參見第19頁“附錄I：時序圖和遊戲流程”）。

◊ 團隊模式是四位玩家分成兩隊互相對抗的模式，玩家要
嘗試摧毀對手團隊的兩個要塞。

◊ 除非該能力另有標明，每個行動能力每輪只能被發動一
次。

規則參考指南中的規則適用於所有模式，除非另有明確說
明。

◊ 一個已發動的行動必須被結算后才能發動下一個行動。
關聯詞語：能力，觸發能力

活動玩家
在某些階段中，遊戲會創立一名活動玩家，其被授予權限
來執行特定動作的玩家。
◊ 在王朝階段中，活動玩家指被允許從他/她的行省中打
出角色卡牌或發動一個行動能力的玩家。在本階段中活
動玩家的狀態在兩名玩家中輪流交替直到一位玩家讓
過，在此之後剩下的那位玩家持續成為活動玩家直到所
有玩家讓過。
◊ 在衝突階段中，活動玩家指擁有發起一次衝突的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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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或指正在結算由他/她發起的衝突的玩家。

限1个战场附属”）。這表明只能將特定類型卡牌的一
個實例附屬到同一張卡牌或遊戲元素上。如果該特定類
型的第二張卡牌移動到了這張卡牌或遊戲元素上。因為
已經超過了限制，所以將之前附屬的卡牌棄掉。

額外衝突
一些卡牌能力允許玩家在衝突階段宣告額外的衝突。這種
效果創造的額外衝突在玩家的兩個正常衝突機會之外。
它不能代替玩家在每個衝突階段中正常的和衝突機
會。

附屬卡牌解析，參見第25頁“附錄II：卡牌解析”。

攻擊者，攻擊角色，攻擊玩家

額外費用

術語“攻擊角色”指一個參與到衝突中發起衝突的玩家一
方的角色。術語“攻擊者”為“攻擊角色”的縮寫。

一些卡牌能力要求額外的費用才能被打出，打出一張卡
牌，觸發一個能力，或是框架步驟。如果額外費用不能被
支付，該遊戲動作不能被發動。

術語“攻擊玩家”指發起當前正在結算的衝突的玩家。

基礎數值

◊ 所有費用必須被同時支付，包括額外的費用。
關聯詞語：費用

指應用其它修正之前的數值。對於大多數數值而言，它也
指印刷數值。

對抗

出價數值

在一次衝突中，攻擊玩家和防禦玩家均被視為該次衝突中
的一部分并互相對抗。

如果一個名譽出價的數值被修正，將修正後的數值視為該
玩家的出價來結算該次出價。出價數值可以高於5（名譽轉
盤上的最大值），也可以被減至0。

家傳

◊ 當名譽出價數值被修正時，轉盤上設定的數值並沒有被
調整。

家傳是一個出現在附屬上的關鍵詞能力。如果一個附屬有
家傳附屬的卡牌或遊戲元素離場，該家傳附屬返回其擁有
者的手牌作爲被棄掉的代替。

◊ 如果一張卡牌能力引用了一個玩家的名譽出價，這個能
力將引用玩家當前名譽轉盤上設定的數值。

附属卡牌

空白

附屬卡牌代表了武器、盔甲、物品、技能、咒術、狀態和
頭銜。一個附屬卡牌以重置狀態進入場中并附屬給另一張
卡牌或遊戲元素，且附屬卡牌持續留在場中除非其被一個
能力移除或被其附屬的卡牌離場。

如果一個能力導致一張卡牌的印刷文本框被視為“空白”
。該文本框即被視作沒有任何印刷屬性和卡牌能力。從另
一個來源獲得的文本不會被視爲空白。

◊ 一個附屬如果沒有合理的可附屬卡牌或遊戲元素便不能
進場。

摧毁一個行省，被摧毀行省

◊ 一個附屬只能附屬給一名角色，除非該附屬文本另有特
別說明。

如果攻擊玩家以等於或高於防禦方被攻擊行省耐久的總能
力差值（攻擊玩家和防禦玩家之間）贏得一次沖突，則該
行省被摧毀。

◊ 一張卡牌或一個遊戲元素上的附屬數量沒有限制。

◊ 將被摧毀行省卡牌旋轉180度或者棄掉一個行省指示物
來表示其已被摧毀。

◊ 如果一張附屬卡牌違規附屬的情況出現，棄除該附屬。

◊ 當一個行省被摧毀時，攻擊玩家可以選擇棄掉該行省中
任意數量的王朝卡牌。如果選擇這樣做，則面朝下地重
新填充該行省。

◊ 如果被一個附屬所附屬的卡牌離場，同時棄除該附屬。
◊ 一位玩家控制的附屬始終由他/她控制，即使被其附屬
的卡牌或遊戲元素由其對手控制。

◊ 被摧毀行省卡牌上的能力文本不能被激活。

◊ 一張附屬卡牌的橫置或重置均獨立於被其附屬的卡牌。

◊ 王朝卡牌仍然可以從被摧毀行省中打出，且被摧毀行省
仍然按照標準的遊戲規則來重新填充。

◊ 如果一個附屬提供能力修正，將這些修正應用于被附屬
角色的能力。即使該附屬被橫置該項修正依然能被應
用。

◊ 如果一位玩家的三個非要塞行省被摧毀，該玩家的要塞
變為一個可攻擊的合理行省。如果一位玩家的要塞行省
被摧毀，則該玩家輸掉遊戲。

◊ 在一個行省上的附屬卡牌不視為在該行省中。

◊ 如果一名角色卡牌作為附屬進場，該作為附屬的角色上
的能力值不被視為對被附屬的角色的能力修正（因為在
數值前沒有“+”或“-”符號）。

h

如果玩家沒有要塞行省，那麼當他的所有行省被摧
毀時他被淘汰出局。

◊ 如果一個行省出於任何其他原因而不是通過一般衝突結

◊ 如果一張附屬卡牌上寫著“限用”（例如：“每个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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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牌類型

算而被摧毀，控制該行省的玩家的對手被認為摧毀了該
行省。
h

本遊戲的卡牌類型包括：角色、附屬、地區、事件、行
省、要塞和身份。每種類型卡牌的詳細解析均記錄在第25
頁“附錄II：卡牌解析”。

如果玩家有多個對手，這些玩家都被視為摧毀了這
個行省。

◊ 如果一個能力導致一張卡牌改變其卡牌類型，該卡牌失
去它可能擁有的所有其他卡牌類型，并會作為這種新類
型卡牌來發揮作用。

橫置，橫置狀態
卡牌通常會因以下情況橫置：參與一次沖突後，用來使用
卡牌能力後，作為卡牌或遊戲效果結算的結果。當卡牌被
橫置時，將其旋轉90度。一張處於旋轉後狀態的卡牌被視
為處於橫置狀態。

發起決鬥

◊ 一張橫置狀態的卡牌不能再次橫置直到其被重置。卡牌
通常通過遊戲步驟或卡牌能力來重置。

一些卡牌能力使用詞語“發起決鬥”在兩名角色之間開始
解決一次決鬥的過程。對於如何結算決鬥的規則，參見第
24頁“決鬥時序”。

◊ 在沖突中，橫置狀態的角色不能提供其的能力值。

角色卡牌

◊ 一張提供能力修正的橫置狀態附屬仍然對被附屬角色的
能力值進行修正。

角色卡牌代表了麓雁大陸上所能遭遇的武者、朝臣、修驗
者、僧侶、忍者、軍隊、生物和其他個人或者團體。

◊ 一張横置狀態卡牌上的卡牌能力是激活的且仍然能與遊
戲狀態進行交互。然而，如果一張横置狀態卡牌必須以
橫置作為其费用的一部分来觸發一个能力，由於它不能
再次橫置直到其被重置，所以該能力不能被觸發。

◊ 從玩家的行省里打出角色只能在王朝階段中。從玩家的
手牌里打出角色只能在王朝階段外的任意行動窗口中。
◊ 角色卡牌通常以重置狀態進入場中到一位玩家的故鄉區
域，并一直保持在場中除非被一個能力或遊戲步驟所移
除。

取消

◊ 當一位玩家于一次爭奪中從他/她的手牌中打出一名角
色時，該玩家可以選擇將其直接打出到該次衝突中，以
重置狀態參與到他/她的一方。

一些卡牌能力可以“取消”其他卡牌或遊戲的效果。取消
能力中斷一個效果的發動，并阻止該效果發動。正因如
此，對正在嘗試發動的效果的取消能力的時序優先級高於
所有其他中斷。

◊ 當玩家在團隊征服模式中打出一名角色時，該玩家選擇
其角色是在自己的控制之下，還是在他的隊友的控制之
下。一旦打出，除非受卡牌效果所影響，控制權不能再
轉換。放置在角色上的命運從打出該角色的玩家的命運
池拿取，而不是控制該角色的玩家的命運池。

◊ 如果一個效果被取消，該效果不在發生，而其他針對這
個被取消效果的打斷（包括其他取消）也不能再被發
動。
◊ 如果一個能力的效果被取消，該能力依然被視為已使
用，所有費用依然被支付。

角色卡牌解析，參見第25頁“附錄II：卡牌解析”。

◊ 如果一張事件卡牌的效果被取消，該卡牌依然被視為已
打出，並且它依然要被放置到其擁有者的棄牌堆。

選擇（目標）
詞語“選擇”表示為了結算一個能力一個或多個目標必須
被選擇。

◊ 如果一個因贏得衝突而結算的元素輪效果被取消，該元
素輪依然被贏取。

關聯詞語：目標

不能

氏族

“不能”是絕對的，並且不能被其他能力或效果取消。

基礎包中包含有7個氏族，如下圖表所示。
一位玩家的要塞卡牌標誌著該玩家為他/她的牌組選擇的主
要氏族。氏族及其相關符號均列明于下。
◊ 一張“本氏族”卡牌具有一個與其控制者的要塞卡牌的
氏族符號相匹配的氏族符號。
◊ 一張“其它氏族”卡牌具有一個或多個與其控制者的要
塞卡牌的氏族符號不匹配的氏族符號，并且不具有與其
控制者的要塞卡牌的氏族符號相匹配的氏族符號。
h

4

如果玩家沒有要塞，“本氏族”和“另一氏族”通
過玩家在構築牌組時所選擇的主要氏族來確定。

◊ 如果一個持續能力會導致一張卡牌離場，中斷能力不能
用來替代或阻止該持續能力。

關聯詞語：牌組構築
在文本中

控制權和擁有權

在卡牌上

巨蟹氏族



遊戲開始時，一張卡牌在哪位玩家的牌組中（如王朝牌
組、衝突牌組、行省、要塞、身份）中，他/她就是該卡牌
的擁有者。

仙鶴氏族



◊ 卡牌進場后默認由其擁有者控制。在遊戲中某些能力可
能會導致卡牌的控制權發生變化。

潛龍氏族



◊ 玩家場外遊戲區域（諸如手牌、王朝和衝突牌組、王朝
和衝突棄牌堆）中的卡牌由該玩家控制。

雄獅氏族



鳳凰氏族



毒蠍氏族



◊ 如果一名參與角色的控制權在衝突中發生變化，其被視
為在其新控制者的一方參與到同一次爭奪中。

奇麟氏族



◊ 當一名在場中的角色的控制權發生變化時，它依然處於
與其之前相同的狀態（如橫置或重置，參與衝突或處於
故鄉之類。），並且它現在處於新玩家的控制之下。

◊ 如果一張卡牌將要進入一位非其擁有者的玩家的場外區
域，則將這張卡牌放入其擁有者的相應場外區域作為代
替。（就相關的卡牌能力和框架效果而言，該卡牌依然
被視為進入對手的場外區域，只是物理上調換了該卡牌
的位置。）

沉著

◊ 在控制權發生變化的卡牌上的附屬本身的控制權不會發
生變化。

沉著是一個可變關鍵詞能力。一張帶有本關鍵詞的卡牌獲
得額外能力，在其控制者的名譽出價低於他或她的對手
時。

◊ 除非指定持續時間，否則卡牌的控制權變化只要其在場
中就一直持續。

◊ 大多數使用“沉著”關鍵詞的玩家都能獲得一個修正角
色的能力或榮耀值的持續能力。有些可能會讓玩家獲得
只有在擁有沉著時才可以使用的觸發能力。

副本（卡牌的）
一張卡牌的副本通過名稱來確定：任何擁有相同名稱的卡
牌均被即視為一份副本，不論其卡牌類型、文本、牌組來
源、原畫或任何其他卡牌特征有何不同。

◊ “你擁有沉著”是一個短語，表明一個玩家的沉著關鍵
詞是生效的。它是一段提示文本，表示在玩家的名譽出
價低於一位對手時，他具有來自沉著的能力。

◊ 一張卡牌被視為它自己的一個副本，因為它共享它自己
的名稱。

衝突

副本（角色的）

在衝突階段中，每個玩家針對一個對手宣告一次衝突的機
會有兩次。對於如何結算衝突的規則，請參見第22頁的框
架詳解。

一些卡牌能力可能導致一個角色變成其他角色的副本。當
這種情況發生時，正在改變的角色將失去它的名字、費
用、基礎能力和榮耀值，屬性，氏族歸屬和能力文本。
它獲得卡牌能力所指示的持續時間內副本角色的名字、費
用、基礎能力和榮耀值，屬性，氏族歸屬和能力文本。

持續能力
持續能力指那些文本中沒有黑體字的觸發時點提示來界定
其能力類型的非關鍵詞能力。持續能力從該卡牌一進場時
就被激活並且只要此卡牌在場中就一直處於激活狀態。

◊ 卡牌提及的角色的印刷文本（能力值，屬性，能力，等
等）仍然指的是實際印刷在卡牌上的文本。

◊ 一些持續能力會持續地檢定一個特殊狀態（表現為諸
如“在……中”“如果”“當……時”這類詞）。此類
能力的效果會在任何符合其指定的特殊狀態時段中激
活。

◊ 當一個角色成為另一個角色的副本時，只複製基礎能力
值和印刷的特性。如果正在改變的角色從另一個非-副
本卡牌能力上（例如一個事件或附屬）獲取了特性（例
如屬性或能力文本），則這些特性不會丟失。

◊ 如果多個擁有相同持續能力的實體在場中，每個實體均
獨立地對遊戲狀態造成影響。

◊ 如果一個角色想變成一個獨有角色的副本，只有在該獨
有角色的擁有者和/或控制者不擁有或控制該獨有角色
的副本（根據名字）時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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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另一名角色的副本將取代原角色的基礎能力值和榮

耀值。而不是應用修正（破折號也能被取代）。

於每名他/她宣告為攻擊者且帶有隱秘關鍵詞的角色，該
玩家都可以選擇防禦玩家控制的一名沒有隱秘關鍵詞的角
色。每名被選擇的角色都被視為被隱秘所避開，並且在該
次衝突中不能被宣告為防禦者。

◊ 如果兩個角色名稱相同，則一名角色不能成為另一名角
色的副本。

費用

◊ 當針對一個面朝下的行省的衝突發動時，在翻開該行省
前結算隱秘關鍵詞。

一張卡牌的費用是指從玩家的手牌或行省打出卡牌時所需
支付多少命運的數值。

◊ 卡牌能力可以被用來將被隱秘所避開的角色作為防禦者
移動到一次衝突中。

一些觸發式卡牌能力也有一个能力費用。任何出現在觸
發式能力破折號之前的命令式指令（除了“選擇（目
標）……，”它表示一個或多個必須被選擇的目標，或“
選擇……，”它表示一個或多個必須被選擇的效果）均被
視為該能力的費用的一部分。一些能力費用指令的例子
如：“橫置……，”“花費……，”“犧牲……，”“失
去……，”“使……失去名譽，”和“棄掉……”

◊ 隱秘僅能在角色被宣告為攻擊者時使用。如果一名具有
隱秘的角色在宣告衝突時點之後被移動到或打出到一次
衝突中，則該角色的隱秘能力不能結算。

當前
如果一個能力引用了“當前”能力值或榮耀計數，則在該
能力結算時使用該玩家相應的指定總數。

◊ 除非其他特殊規定，一個修正費用的卡牌效果只修正命
運費用。

◊ 當在一次衝突中結算一個引用了“當前”能力值或榮耀
計數的能力時，計算在當前正在結算的衝突中將要使用
的能力值或榮耀值。

◊ 如果一張卡牌的的印刷命運費用是破折號，那麼該卡牌
不能被打出。對於需要一個數值作為目標的卡牌能力，
該卡牌視的命運費用視為0.

破折號（-）

◊ 當一位玩家支付費用時，必須用其控制的卡牌和/或遊
戲元素來進行支付。詞語“友方”在一些費用中被用來
進行提醒。

在觸發能力的文本中，使用破折號（-）來將能力效果與使
用能力所需的條件分隔開。任何觸發條件、打出限制或許
可、費用和目標要求都在破折號之前表示。能力的效果在
破折號之後表示。

◊ 如果一個費用所需的遊戲元素不在場中，則玩家在支付
該費用時僅能使用他/她的場外區域或指示物池中的元
素來支付該費用。

如果一名角色的一個能力值是破折號（-），則該角色不能
參與、被打出到、或被放入场中到该類型的衝突中。

◊ 如果一個單獨卡牌或能力需要支付多個費用，則那些費
用必須被同時支付。

◊ 如果具有破折號能力值的角色以某種方式最終參與了相
應類型的衝突，則立即將該角色從衝突中移除，並以橫
置狀態放置到其控制者的故鄉區域。

◊ 如果費用的任意部分的支付被阻止，則當所有能支付的
費用被支付後，發動能力或打出卡牌的進程立即結束且
不再進一步執行。（如果本情況是在打出卡牌時發生
的，則卡牌仍在其擁有者的手牌或行省中未打出。）

◊ 如果一名角色有一個能力值是破折號，則該能力值不能
被卡牌能力所修正。
◊ 如果一名角色的能力值為破折號且一個卡牌能力要求該
能力值是一個數值，則將這個能力值視為不可改變的數
值0。

◊ 一個無法改變遊戲狀態的能力不能被發動（其費用也不
能被支付）。
關聯詞語：額外費用

◊ 具有破折號能力值的角色不能卷入該能力值類型的決鬥
中。

計數

關聯詞語：參與中與不能參與

當指示玩家計算一群角色的遊戲總數值時，已橫置的角色
的數值不計入其中。

牌組構築

禮法

為五輪傳奇構築一套自己的牌組：
◊ 玩家必須選擇正好1張要塞牌。

禮法是一個關鍵詞能力。當一張擁有禮法關鍵詞的卡牌離
場時，其控制者獲得1命運。

◊ 玩家可以使用1張身份卡牌。

◊ 禮法關鍵詞在卡牌離場後結算，在以該卡牌離場為條件
的反應觸發前。

◊ 玩家的王朝牌組必須包含至少40張、至多45張卡牌。這
些卡牌必須是本氏族或中立的。

隱秘

◊ 玩家的衝突牌組必須包含至少40張、至多45張卡牌。這
些卡牌必須是本氏族、中立、或使用影響力從另一個單
獨氏族購買的。

隱秘是一個關鍵詞能力。當一位玩家發起一次衝突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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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玩家的要塞上標明了該玩家在構築牌組時可以使用

延時效果

的影響力數量。
◊ 每張卡牌在一位玩家的王朝和衝突牌組中合計不能超過
3份，以卡牌名稱區分。

某些能力包含延時效果。這些能力會指定一個未來時點，
或表明一個未來可能出現的狀態，並且會在該時刻到來時
產生效果。

◊ 玩家的行省套牌必須正好包含5個行省，對於每種元
素，該玩家必須選擇一個行省與該元素相關，如此五個
元素在他們的行省套牌中都有所體現。（每個行省在右
下角都有一個元素輪符號，表示其關聯。）每個行省都
必須是本氏族或中立的。
h

◊ 延時效果會在特定時點或狀態出現或實現時自動且立即
結算，並在此時可能被觸發的所有反應之前。
◊ 當一個延時效果結算時，其不被視為是一個新的觸發能
力，即使該延時效果的產生來源於一個觸發能力。

在玩家的行省套牌中每個行省不能超過1份，以卡牌
名稱區分。

◊ 當一個延時效果結算時，它依然被視為是一個來源於產
生延時效果卡牌的卡牌類型的能力。

◊ 任何額外的構築限制包含在帝國律法中，基於遊玩模式
的不同，也必須遵守。

棄牌堆

◊ 突襲戰模式和其他模式有著不同的構築規則。當構築突
襲戰模式所用的牌組時，使用下列規則作為代替：

棄牌堆是場外區域。每位玩家都有一個王朝棄牌堆和一個
衝突棄牌堆。

h

不使用要塞、行省、和身份牌。

h

玩家的王朝牌組必須包含至少30張卡牌，最多40
張。每張必須都是同一氏族或中立卡牌。

h

玩家的衝突牌組必須包含至少30張卡牌，最多40
張。每張必須都是同一氏族或中立卡牌，或是使用
影響力購買的另外一個氏族的卡牌。

h

在玩家的王朝和衝突牌組中，同一名稱的卡牌总数
不能超過2張，無論如何分配。

h

若用此模式舉行比賽，每位玩家可以最多準備10張
額外卡牌作為“備牌”，在這樣的一次賽事中，玩
家可以在每局對戰開始前用備牌修改自己的牌組。
玩家的牌組在用備牌調整後必須依然遵循上述所有
規則。

◊ 任何時候一張卡牌被棄掉（從場中或場外區域如手牌、
牌組等），將其面朝上放到其擁有者相應的棄牌堆頂
端：王朝卡牌被棄至王朝棄牌堆，衝突卡牌被棄至衝突
棄牌堆。
◊ 每名玩家的棄牌堆中的資訊是公開的，並且可以在任何
時候被任何玩家查看。
◊ 玩家可以改变自己弃牌堆中卡牌的堆叠顺序。

偽裝
偽裝關鍵詞出現在獨有角色上。當使用偽裝關鍵詞打出角
色時，它會替換一個屬性或氏族歸屬相同的非-獨有角色，
繼承該角色所有的附屬、命運和狀態指示物。這是一種替
代方式，通過該方式打出的角色具有許多獨特的規則，不
僅如此，當偽裝角色進場時，還要選擇一名非-獨有角色來
棄掉作為額外費用。

注意：當在使用一盒核心包進行的現開遊戲中構築王朝和
衝突牌組時，每個牌組的卡牌數量下限是30張。使用一盒
核心包來為兩位玩家構築牌組時，雙方玩家平均分配中立
卡牌，並使用所選氏族的所有可用卡牌和影響力點數。

◊ 使用偽裝關鍵詞打出角色時，你可以在衝突階段中打出
該角色，遵循適用於從手牌中打出角色的所有時序規
則。
◊ 要使用偽裝關鍵詞來打出角色，你必須選擇你控制的一
名具有相應屬性和氏族歸屬的非-獨有角色作為打出該
角色的額外費用。降低打出偽裝角色的費用，數值為被
選擇角色的印刷費用，支付費用並將偽裝角色放入場
中，然後將所有附屬和指示物（命運，狀態等）從被選
擇角色移動到偽裝角色。最後，從場上棄掉被選擇角
色。中斷效果不能用於替換或阻止角色被棄掉。

牌組限制
在一位玩家的王朝和/或衝突牌組中，大部分卡牌可以包含
總計至多3份（以卡牌名稱區分），突襲戰模式中為至多2
份。任一牌組中每張卡牌的副本都計入這個限制。
如果一張卡牌有“每个牌組限制X”文本，則不能有多於X
張該卡牌的副本被包含在玩家的王朝和/或衝突牌組中。
◊ 如果X為標準規則所允許的副本數量以下，則本短語的
作用是限制牌組構築。

◊ 使用偽裝關鍵詞打出的角色不能被打出到衝突中，除非
被此關鍵詞選擇的角色正參與在衝突中。並且不能將你
的命運池中的命運放置在其上。

◊ 如果X為標準規則所允許的副本數量以上，則本短語的作
用是允許玩家在牌組中包含超過標準規則的副本份數。

◊ 使用此關鍵詞打出的角色會以重置狀態進場。

防禦者，防禦角色，防禦玩家

毀譽，毀譽狀態指示物

術語“防禦角色”指在控制被攻擊行省玩家一方的參與衝
突角色。術語“防禦者”為“防禦角色”的簡寫。

參見第12頁“個人名譽”

術語“防禦玩家”指當前結算的衝突中與攻擊玩家發生對
抗的對手（就攻擊玩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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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能力指示玩家在多個效果中進行選擇,則必須
選擇有可能改變遊戲狀態的效果。

抓取卡牌
當玩家被指示抓取一張或更多卡牌時，那些卡牌要從他/她
的衝突牌組頂部抓取。

◊ 除非一個效果使用詞語“然後”或者短語“如果你如此
做，”否則一張卡牌能力的所有效果同時結算。決定是
否結算任意可選效果要在應用能力效果的結果之前。

◊ 當玩家因一個單獨的卡牌效果或遊戲步驟而抓取2張或
更多卡牌時，那些卡牌被同時抓取。
◊ 已經抓取的卡牌添加到玩家的手牌中。

著名

◊ 玩家的手牌數量沒有上限。

著名是出現在行省卡牌上的關鍵詞能力。帶本關鍵詞的行
省不能作為玩家的要塞行省，在遊戲開始時面朝上，並且
不能被翻為面朝下。

◊ 玩家每輪中抓取卡牌的數量沒有限制。
關聯詞語：卡牌耗盡

進場
短語“進場”是指任一時點一張牌從一個場外區域或狀態
進入場中所做的轉變。打出一張卡牌進入場中和通過使用
一張卡牌能力放置一張卡牌進入場中是卡牌可以進場的兩
個手段。

決鬥
某些卡牌能力在兩名（或更多）參與衝突的角色之間發起
一次決鬥。關於如何發起和結算一次決鬥，參見第24頁“
決鬥時序”。

事件卡牌

◊ 大多數卡牌能力使用詞語“發起一次【類型】決鬥”來
發起一次決鬥，發起決鬥中的被選角色視為發起決鬥的
卡牌能力所選擇的目標。

事件卡牌代表遊戲期間可能出現的戰術行動和演習、宮廷
陰謀、咒術、超自然現象和其他不可預料的發展。
◊ 事件卡牌可以在玩家手牌或行省中被觸發。一張事件卡
牌的能力類型，觸發條件（如果有的話），和打出許
可/限制（如果有的話），以及最初位置定義了何時和
如何打出這張卡牌。

複製品
複製品是已經在場上的由同一位玩家控制的獨有角色的一
份副本（在一位玩家手牌或行省中）。作為一個玩家行
動，一位玩家可以在王朝階段步驟1.4中從他/她的手牌或
行省中棄掉一張複製品來放置1命運到該角色在場中的副本
上。

◊ 從一位玩家行省中打出事件卡牌只能在王朝階段中。

◊ 玩家可以在任何行動窗口期間從手中打出帶行動能力的
事件卡。

◊ 在從一個行省中棄掉一張複製品后，面朝下重新填充該
行省。

h

◊ 一個不同版本的獨有卡牌（即其擁有同樣的名稱）可以
作為一個複製品從一位玩家的手牌或行省中被棄掉。

在突襲戰模式中，玩家不能在王朝階段中打出手中
帶行動能力的事件卡。

◊ 當一張事件卡牌被打出時，其費用被支付，其效果被結
算（或被取消），并在緊跟著能力結算的反應窗口打開
前將其放到其擁有者的相應棄牌堆上。

關聯詞語：獨有

◊ 事件卡牌創造的持續效果在他們結算的時候影響遊戲狀
態。如果事件卡牌對一組卡牌產生持續效果，則只有在
打出事件時在場中的卡牌（或在受影響的遊戲區域、遊
戲狀態）才會受到影響。在事件結算後進入遊戲（或受
影響的遊戲區域、遊戲狀態）的卡牌不會受到其持續效
果的影響。

效果
卡牌效果是由結算卡牌上印刷或獲得的能力文本而產生的
任何效果。框架效果是由結算框架步驟而產生的任何效
果。
◊ 費用、觸發條件、打出限制或許可,以及/或目標要求可
能會出現在卡牌效果之前，這些要素不被視為是效果的
一部分。

◊ 如果一張事件卡牌的效果被取消,該卡牌依然視為已被
打出,其費用依然要支付,並且該卡牌依然被棄掉.只有
效果被取消.

◊ 能力一旦被發動，玩家必須盡可能多地結算其效果的所
有部分，除非效果使用“可以”一詞。

◊ 除非將事件卡牌放入場中的能力也改變其卡牌類型為允
許在場中的卡牌類型,否則事件卡牌不能進場。

◊ 當非目標效果試圖與一定數量的實體（如“搜尋你衝突
牌組頂的10張卡牌”）進行接觸，但超過了指定遊戲區
域中當前存在的實體的數量時，則該效果將盡可能多地
與實體接觸。

事件卡牌解析參見第25頁“附錄II：卡牌解析”。

面朝下的行省

◊ 持續效果的終結（或持續能力的中止）不被視為由卡牌
效果引發的遊戲狀態變化。

一個面朝下的行省卡除了“面朝下的行省”之外，沒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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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手玩家，先手玩家指示物

何固有的身份。當一個面朝下的行省被翻為面朝上時，該
行省卡牌被認為是被展示。

先手玩家是在遊戲設置中被選定的，先手玩家指示物用於
表示該玩家作為先手玩家的狀態。被選定的玩家作為先手
玩家持續到先手玩家指示物在命運階段傳遞給他們左邊的
玩家為止。

◊ 當一次攻擊宣告對抗一個面朝下的行省時,將它翻為面
朝上。
◊ 玩家可以在任何時候查看他/她控制下的面朝下的行
省。注意:此規則指的是面朝下的行省本身。玩家不允
許查看在他/她行省上的面朝下的王朝卡牌。

◊ 先手玩家在王朝階段和衝突階段首先成為活動玩家。

◊ 先手玩家在所有非衝突結算行動窗口中都擁有發動行動
或動作的第一次機會。在衝突結算中，防禦玩家在每個
衝突結算行動窗口中擁有發動行動的第一次機會。

◊ 如果一個面朝下的行省不是在宣告一次攻擊的方式中成
為被攻擊的省份，立即將其翻為面朝上。
◊ 一个面朝下的行省與他面朝上一面被視為是不同的实
体。在一个行省面朝下时，它的面朝上的一面被視為在
場外。当一个行省翻為面朝上时，“面朝上行省”和“
面朝下行省”同时改變狀態，面朝下的行省現在在場外
而面朝上的行省現在在場中.当一个行省被翻為面朝下
时，情况正好相反。

◊ 先手玩家在每個相應的遊戲時刻都擁有發動中斷或反應
能力的第一次機會。
◊ 對於誰應該首先執行某項行動或作出決定的任何問題，
在沒有任何其他卡牌或規則文本說明的情況下，先手玩
家首先執行，然後是他左邊的玩家，並繼續按順時針的
順序執行。

◊ 突襲戰模式中的行省指示物不被視為面朝下，也不被視
為已展示的卡牌。

◊ 在征服模式中，先手玩家指示物給予一個團隊而不是一
位玩家。該團隊中的每位玩家都是先手玩家。在行動窗
口中，每個團隊有一個行動機會（而不是每位玩家）。
當一個團隊想要執行一個行動時，團隊中的一位玩家執
行行動，然後是另一團隊的一位玩家獲得執行行動的機
會。直到兩個團隊都連續跳過，然後行動窗口關閉。

命運
命運是遊戲的基本資源，是用來支付卡牌和
一些卡牌能力。玩家在任何特定時間所能使
用的命運數量是由在他/她的命運池中的命
運指示物來表示的（視為公開信息）。

h

◊ 遊戲開始時命運在通用指示物池中。當
一位玩家獲得命運時，該玩家會從通用指示物池中得到
相應數量的命運，並將其加到他/她的命運池中。

在命運階段結束時，先手玩家指示物傳遞給對手的
團隊，他們成為先手玩家團隊。

關聯詞語：活動玩家、設置、同時結算優先級、附錄I

強制（強制中斷，強制反應）

◊ 當一位玩家被指示將命運放在一張卡牌上時，除非另有
說明，否則命運將來自通用指示物池。

雖然大多數觸發能力是可選的，但有些中斷和反應能力前
面有“強制”一詞。當其能力文本中指定的觸發條件發生
時，這些能力必須立即被結算。

◊ 當命運被花費或失去時，它通常返回到通用指示物池。
如果命運被花費在一個元素輪上，它就被放在該元素輪
上。

◊ 對於任何給定的觸發條件，強制中斷優先並在非強制中
斷前發動，強制反應優先並在非強制反應前發動。

◊ 每當玩家從他/她的手牌或行省中打出角色時，在支付
角色的費用後，該玩家可以選擇將任意數量的命運從
他/她的命運池中放到該角色上。

◊ 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強制能力（例如关键字）將要在
同一時刻發動，先手玩家決定那些能力發動的順序，無
論承載這些能力的卡牌是由誰控制的。

◊ 在命運階段中，每名其上沒有命運的角色被棄掉。隨
後，從場上的每名角色上移除1命運。最後，在每個未
被贏取的元素輪上放置1命運，從通用指示物池中拿
取。

◊ 在相同觸發條件下，每個強制能力都必須在前一個強制
能力完全結算後才能發動。
關聯詞語:中斷，反應

框架效果與框架步驟

填充行省

框架步驟是強制發生的，取決於遊戲的結構。框架效果是
從框架步驟的結算中產生的任何效果。

如果玩家被要求填充一個行省，該玩家將其王朝牌組的頂
牌面朝下（不能查看）地放在該行省上。

關聯詞語：附錄I

◊ 即使一個行省上已經有1張或更多王朝卡牌，玩家依然
可以填充該行省。

獲得

◊ 如果玩家被要求面朝上填充一個行省，那麼這張王朝卡
牌面朝上放在這個行省上，而不是面朝下。

詞語“獲得”被用在多處上下文中。
◊ 如果一位玩家獲得命運或名譽，該玩家獲得指定數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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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或名譽並放到命運池或名譽池中。除非玩家從一個
指定的來源獲得命運或名譽，指示物從通用指示物池中
拿取。

文本變為活動並且該地區被視為”在場上”。只要地區在
玩家的行省上保持面朝上，該玩家就能使用能力或從該地
區的遊戲文本中獲益。

◊ 如果一張卡牌獲得一個特性（例如屬性、關鍵詞或能力
文本），該卡牌的功能就如同其擁有所獲得的特性一
樣。獲取的特性不視為被印刷在卡牌上。

◊ 許多地區擁有數字數值,該值修正了該地區所在行省的
防禦耐久。

關聯詞語：給予，失去，印刷，拿取

給予
如果一位玩家被指示將指示物給予另一位玩家，那麼這些
指示物將從給予玩家的指示物池（或指定的遊戲區域）中
移除，並加入到該玩家的指示物池中。
◊ 給予指示物的玩家視為失去指示物，而另一位玩家則視
為獲得了指示物。
關聯詞語：獲得，失去，拿取

榮耀
榮耀是一名角色的數據之一，代表一名角色的聲譽，以及
角色有多關心他們的聲譽。
◊ 當一名角色被載譽或毀譽時，該角色的榮耀將修正其軍
事和政治能力值。
◊ 當需要榮耀統計時，玩家可以計算他/她控制的每個重
置狀態角色的榮耀值。
關聯詞語:個人名譽和毀譽，榮耀統計

榮耀統計
當玩家被要求執行一次榮耀統計時，每名玩家或每個團隊
在他/她控制的所有重置狀態角色之中統計總榮耀值,並且
在他/她已贏取元素輪池中的每個元素輪都為總值加1。總
值最高的玩家或團隊贏得榮耀統計。
◊ 衝突階段的步驟3.4.1包括一個榮耀統計框架。這次統
計的勝方贏得公家恩寵，並在適當的情況下可以將其設
定到任何一面。
h

如果玩家有相同的總值，公家恩寵仍然保持其當前
的狀態（要麼未被贏取，要麼在當前擁有它的玩家
之下,保留其當前設定的一面）。

◊ 有些卡牌能力可能需要玩家執行一次榮耀統計。卡牌能
力所要求的榮耀統計以同樣的方式進行，並且能力將詳
解如何執行結果。這樣的統計不影響公家恩寵的狀態，
除非能力文本引起公家恩寵狀態的改變。
◊ 其他卡牌能力可能要求玩家們統計他們的所有角色，或
一組角色的當前榮耀總值。這與榮耀統計不同，玩家已
贏取元素輪池中的元素輪不計入其中。對於卡牌能力
值，玩家以統計當前榮耀值的同樣方法統計當前軍事或
政治能力值。
關聯詞語:公家恩寵，當前

地區
當一個地區在一位玩家的行省中被翻為面朝上時，其遊戲

◊ 在重整階段期間，當從他/她的行省中棄掉面朝上的卡
牌時，玩家可以選擇棄掉一張面朝上的地區。當這種情
況發生時，如常的用玩家王朝牌組頂的卡牌面朝下重新
填充該行省。
◊ 在行省上保留有一個地區時，該行省不重新填充。
行省卡牌解析，參見第25頁“附錄II:卡牌解析”。

故鄉，移動到故鄉
在場上但是沒有參與到當前衝突中的角色卡牌被視為在其
控制者的故鄉區域。
◊ 如果參與到一次衝突中的角色被移動到故鄉，它從衝突
中移除并放置在其控制者的故鄉區域。被移動到故鄉的
角色保持其橫置或重置狀態。

名譽
名譽代表玩家氏族的舉止，以及對該舉止的
外在感知。它用於在抓牌階段(參見第20頁
框架步驟“2.2.榮譽出價”）和決鬥中進行
出價。名譽也作為一種勝利軌跡來衡量名譽
勝利或名譽失敗。任何特定時間玩家所擁有
的名譽數量是由他/她的名譽池中的名譽指示物來代表的(
視為公開信息）。
◊ 玩家的要塞標明了該玩家初始的名譽總數。在突襲站模
式中，每名玩家初始6個名譽。
◊ 每次玩家獲得名譽，該名譽從通用指示物池中拿出，並
加入到該玩家的名譽池。每次玩家失去名譽,該榮譽從
從玩家的名譽池拿出，並放回到通用指示物池。
◊ 如果一個卡牌能力涉及一位名譽數量多於或少於另一位
玩家的玩家，則玩家比較各自名譽池中的名譽總數來決
定能力是否可用，或者能力針對于誰。
◊ 如果一個卡牌能力涉及玩家的名譽出價，這個能力參考
玩家名譽轉盤當前設定的值。
關聯詞語：贏得遊戲

載譽，載譽狀態指示物
參見第12頁“個人名譽”

免疫
如果一張卡牌對一類特定的效果免疫（例如，“免疫元素
輪效果”或“免疫事件卡牌效果”），它就不能被目標或
被該類效果所影響。
◊ 免疫只能保護免疫卡牌本身。與免疫卡牌相關的周邊實
體（如附屬、卡牌上的指示物，和來自免疫卡牌的能
力）本身並不具有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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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張卡牌對某一效果免疫，之前已經應用於該卡牌
的該類持續效果不會被移除。

從手牌到棄牌堆），也是如此。

◊ 免疫僅保護卡牌不受效果影響。並不防止卡牌被用來支
付費用。

◊ 如果一張卡牌將要進入與之不對應的牌組類型（王朝或
衝突）的牌組中，它放入其擁有者的對應類型的棄牌堆
中作為代替。

公家恩寵，爭奪公家恩寵

◊ 如果一張王朝卡牌將要放入一個玩家的衝突手牌中，它
放入其擁有者的棄牌堆作為代替。

公家恩寵代表了哪位玩家目前擁有天皇的青睞。衝突階段
的步驟3.4.1包括一個榮耀統計框架。這個統計的勝方贏得
公家恩寵，並在適當的情況下可以將其設定到任何一面。

◊ 如果一张冲突卡牌将要放入一个玩家的行省中，将它放
到其拥有者的冲突弃牌堆作为代替。

◊ 由公家恩寵給予的+1能力值修正適用於其持有者至少控
制一名參與角色的任何指定類型的衝突中。此修正僅適
用於統計衝突中玩家的總能力值，不修正參與到衝突中
的任何角色的能力值。

關聯詞語：進場、離場、打出和放入場中

影響力，影響力費用
影響力是一種由玩家為其牌組所選的要塞上標明的牌組構
築資源。很多衝突牌組卡牌有一個影響力費用，這使它們
可以合理的作為一張其它氏族卡牌來被選擇。

◊ 一旦公家恩寵被設置為其軍事或政治一面，它必須保持
在該面，直到它被再次贏得或被卡牌能力改變。

在突襲戰模式中，每位玩家不能花費超過6點影響力去將非
本氏族的卡牌加入到他的牌組中。

◊ 如果擁有公家恩寵的玩家在衝突階段的榮耀統計框架獲
勝。該玩家再次贏得公家恩寵並且可以設置它到任何一
面。

◊ 玩家可以花費不超過在他/她的要塞上標明數量的影響
力來將來自另一個單獨氏族的其它氏族卡牌包含在他/
她的衝突牌組中。

◊ 如果玩家總值相同，公家恩寵仍然保持其當前的狀態（
未被贏取或保留在當前擁有它的玩家之下，並保持其當
前設定的一面）。

◊ 所選卡牌的每一張副本都會減少玩家在選擇其他卡牌時
所能支配的影響力數量。

◊ 遊戲開始時公家恩寵未被贏取。

◊ 一張沒有影響力費用的氏族專用卡牌不能使用影響力被
選入一個牌組中。

◊ 如果一個卡牌能力導致公家恩寵被贏取，則將它從其未
被贏取狀態或是一位玩家處贏取。每次公家恩寵被贏
取，都可以將其設置到任何一面。

關聯詞語：榮耀統計

例如:湯姆正在構築一套雄獅氏族牌組，並有10點影響力可
以支付在其他氏族卡牌上，來自雄獅的要塞，八陣之城。
他必須把他所有的影響力都支付在單一氏族的卡牌上。他
選擇仙鶴氏族的卡牌。湯姆決定包括3份甘拜下風（每張花
費2影響力）,3份完美的禮物（每張花費1影響力），和1份
決鬥訓練（花費1影響力）。因為這些是湯姆的所有影響
力，所以她不能再加入任何其他仙鶴氏族的卡牌到他的衝
突牌組中。湯姆衝突牌組中的所有其他卡牌必須來自雄獅
氏族或者中立。

“場上”與“場外”

發動能力/打出卡牌

玩家在他/她遊戲區域內（在故鄉或參與到一次衝突中）控
制的卡牌（通常是角色和附屬）、玩家的要塞卡牌、玩家
面朝上的行省卡牌，和所有在玩家行省上的地區均被視為
在“場上”。玩家面朝下的行省被視為在場上的“面朝下
的行省”，並且這些卡牌上的能力文本不被視為處於活動
狀態，直到其被展示。

當一位玩家想要打出卡牌或發動一個觸發能力時，該玩家
首先宣告他/她的意圖（如有必要，還要展示要使用的卡
牌）。在進程開始之前必須進行兩個初步確認。這些是:

“場外”指所有包含在遊戲環境中的其他卡牌和地區，包
括：玩家行省上的角色卡牌、身份卡牌、玩家手牌、牌
組、棄牌堆和任何被移出遊戲的卡牌。

2. 確定打出卡牌或發動能力所需的費用（或各種費用，如

◊ 如果一位玩家被指示棄掉公家恩寵，該玩家將公家恩寵
放回指示物堆，成為未被贏取的狀態。
◊ 在突襲戰模式中，公家恩寵不像上文所述那樣設定到一
面。而是無論衝突的類型，公家恩寵都會給其控制者在
有至少一名參與角色的每場衝突中+1的技能調整值。

1. 檢查打出限制並驗證是否存在符合條件的目標:是否可

以在此時打出該卡牌或發動該能力？如果未滿足打出限
制，或者能力沒有足夠的合理目標，則進程無法繼續。
果需要多個費用）。如果確定這些費用可以被支付（考
慮修正），則繼續執行此序列的剩餘步驟。

◊ 當卡牌進場時其狀態由在“場外”變為“場上”。

一旦每個初步確認都已成功，按順序進行以下步驟:

◊ 當卡牌離場時其狀態由“場上”變為“場外”。

3. 應用所有修正到費用上。

◊ 玩家的要塞不能離場。

4. 支付費用。
5. 選擇目標（如果適用）。能力中任何效果前指示在多個

◊ 如果一張卡牌進場或離場，任意當前或即將與該卡牌交
互的持續效果，延遲效果，或未生效效果都都不再生
效。如果一張卡牌從一個場外區域轉移到另一個（例如

選項中進行的”選擇”在這時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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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卡牌嘗試進場，或能力的效果嘗試發動。此時取消此發

動的中斷能力可以被使用。此時卡牌被視為“已打出”
或能力被視為“已觸發”。

著名、限用、不受附屬、驕傲、集結、受限、誠實和支
持。
◊ 有時關鍵詞後會有提醒文本，以斜體顯示。提醒文本是
對關鍵詞如何執行的簡略說明，但其並非規則文本，也
不能替換本術語表中該關鍵詞的規則。

7. 卡牌進場或能力的效果(如果未在步驟6中被取消）完成

發動和結算。
8. 此時卡牌被視為“已經打出”或能力被視為“已經觸

◊ 關鍵詞的結算基於觸發條件的出現（例如角色離場），
它在觸發條件出現後立刻結算，在觸發任何反應能力之
前。

發”。
在這一過程中，如果觸發條件出現，中斷和反應可以正常
使用。
◊ 如果一個能力指示一位玩家可以“第二次結算本能力”
，那麼在第一次能力的效果結算後，立即重複步驟的
5-7（也就是說，在第一次效果結算可以觸發的任何反
應之前，再次結算這個能力）。當一個能力被結算第二
次時,費用不需要再次支付。

◊ 一張卡牌會出現擁有多個相同關鍵詞實例的情況。然
而，這種情況的卡牌的功能如同擁有一個該關鍵詞實例
一樣，並且這個關鍵詞在每個觸發條件下只結算一次。
可變關鍵詞（參加下面）是一個例外：如果一張卡牌擁
有一個可變關鍵詞的多個實例，每個實例都獨立作用於
這張卡牌上。

關聯詞語:能力，費用，效果，結算本能力，目標

按玩家順序
如果玩家被指示“按玩家順序”執行一個序列，先手玩家
先執行他/她的那部分序列，接著是先手玩家左邊的玩家並
按順時針繼續。
◊ 如果一個按玩家順序執行的序列在每位玩家執行完他/
她的那部分序列一次後沒有結束，則執行序列的機會繼
續按順時針的次序從玩家到玩家交替直至序列完成。

中斷是一種觸發能力，其文本包含黑體字“中斷:”作為前
綴。一個中斷能力中斷其觸發條件的結算，有時取消或改
變該條件的結算。在結算觸發條件本身的影響之前，總是
要先結算對觸發條件的中斷。

當觸發條件發動時（但在完成其結算之前），針對該觸發
條件的中斷窗口將打開。
在中斷窗口中，先手玩家始終擁有第一次機會來發動一個
合理的中斷（針對打開該反應窗口的觸發條件的中斷），
或者讓過。發動一個合理中斷或讓過的機會在玩家之間交
替直到所有玩家接連讓過，此時中斷窗口關閉。讓過并不
會阻止玩家稍後在同一中斷窗口內發動合理的中斷。
一旦中斷窗口關閉，針對該指定觸發條件的更多中斷不能
再被發動。觸發條件現在完成其結算（只要其效果尚未取
消）。

持續效果
某些能力會在指定的持續時間內創造影響遊戲狀態的情
況。這種效果被稱為持續效果。

中斷

與在行動窗口中結算的行動不同，僅當指定的觸發條件（
中斷能力文本中所述）出現時中斷才能被發動。

◊ 一些關鍵詞，例如沉著，是可變關鍵詞。可變關鍵詞的
運作方式和其他關鍵詞相同，但是他們的效果是基於不
同卡牌而獨一無二的。每個可變關鍵詞的生效條件是相
同的，但是不同的效果基於各個卡牌的文本。

◊ 一個持續效果會在創造它的能力結算後在一個特定時段
中持續生效。該效果繼續影響指定持續時間內的遊戲狀
態，而無論創建該持續效果的卡牌是否在場。
◊ 如果持續效果影響在場卡牌（或一組特定的卡牌），它
只適用於在持續效果確立時正在場中（或滿足特定條
件）的卡牌。在持續效果確立後進入場中（或更改狀態
滿足了特定條件）的卡牌不受該持續效果的影響。
◊ 當達到其持續時間指定的時間點時，持續效果就會終
止。這意味著一個“直到階段結束”的持續效果在一
個“在階段結束”能力或延時效果可以發動前就會終
止。
◊ 在指定时间段结束时終止的持續效果只能在该时间段内
启动。

離場
“離場”一詞是指任何時候一張卡牌從場上狀態過渡到一
個場外目的地。

◊ 除非能力另有說明，每個中斷能力每輪只能發動一
次。(包括強制中斷。）

如果一張卡牌離場,以下結果與卡牌離場同時發生:

◊ 一個具有指定限制使其可以每輪觸發多次的中斷，每次
其指定觸發條件出現時該中斷僅能發動一次。

◊ 卡牌上的所有非家傳附屬都被棄掉。卡牌上的所有家傳
附屬都回到其擁有者的手中。

h

如果多名玩家都能触发一个中断能力，每一个都可
在相同的触发条件下触发。

◊ 卡牌上的所有指示物都返回到通用指示物池中。

◊ 所有在卡牌在場時影響該卡牌的持續效果和/或延時效
果都將終止對該卡牌的影響。

關鍵詞（關鍵字）

限用

關鍵詞是一種卡牌能力，它將特定的規則賦予其所在的卡
牌。遊戲中的關鍵詞有:家傳、沉著、禮法、隱秘、偽裝、

限用是一個關鍵詞能力。每個遊戲輪每名玩家總共不能打
出超過一張帶限用關鍵詞的卡牌。從玩家手中打出的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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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行省中打出的卡牌都受此限制，並計入此限用。
◊ 通過卡牌能力“放入場中”的限用卡牌忽視此限制并被
此限制忽略。

这一短语规定了在指定時段内,一個能力能够从所有具有該
能力的卡牌（包括其本身）的副本（以卡牌名稱區分）中
發動的最多次数。發動一張卡牌上的一個能力要計入所有
該卡牌副本的最多次數中。

限X次（張）每【時段】

◊ 每个最多次數都是玩家專屬的。

此短語規定在指定時段內可使用觸發能力的次數。這取代
了每個遊戲輪使用一次觸發能力的一般限制。

◊ 如果帶最多次數的卡牌或能力的效果被取消,該次卡牌
或能力的使用仍然计入最多次數中。

◊ 具有限次規定的能力的每個副本在指定時段內都可以使
用規定的次數。

◊ 一個能力的最多次數數值不能被修正。

◊ 如果一張卡牌在同一時段期間離場并返回場中，或是一
張卡牌從一個場外區域過渡到另一個場外區域（例如從
手牌到棄牌堆），它被認為是一張新的卡牌實體，並且
在指定時段內對於任意一張新卡牌實體都沒有使用過該
能力的記憶。
◊ 所有限次都是玩家專屬的。

◊ 如果帶限次的能力效果被取消，該次能力的使用仍然計
入限次的次數。
關聯詞語:觸發能力的限制，最多X次（張）每【時段】

觸發能力的限制
除非另有說明，每個觸發能力每個遊戲輪只能使用一次。
這個通用限制適用於任何能力文本中不帶“限X次（張）每
[時段]”的觸發能力。
◊ 如果一張卡牌離場并在同一時段返回場中，或者一張卡
牌從一個場外區域轉移到另一個（例如從手牌到棄牌
堆），它被視為一張新的卡牌。這個通用限制的目的不
包含對已用過的新卡牌的能力的記憶。
◊ 如果一張卡牌從一個隱藏的場外區域觸發了它的能力（
例如手牌或牌組），但是沒有離開該隱藏區域，該能力
可以被再次觸發，因為它被視為一張新卡牌。
◊ 所有限制都是對特定玩家的。

◊ 如果一個能力的效果被取消，針對每個遊戲輪一次的通
用限制仍然會算能力的使用次數。
關聯詞語:限X次（張）每【時段】，最多X次（張）每【時
段】

失去
如果一位玩家失去了命運或名譽，該玩家從自己的命運池
或名譽池中拿取指定數量的命運或名譽並將他們移除。除
非該玩家要將命運或名譽移動到一個指定的目的地，否則
這些指示物回到通用指示物池中。
◊ 當指示物從卡牌上移除時，該卡牌被視為失去這些指示
物。如果指示物沒有被指定移動到一個目的地，將他們
放回通用指示物池中。
關聯詞語:獲得，給予，拿取

最多X次（張）每【時段】

關聯詞語:限X次（張）每【時段】，觸發能力的限制

可以
詞語“可以”表示指定的玩家可以选择执行下面的选项。
如果没有指定玩家，则将该选项授予帶有該疑問能力的卡
牌的控制者。

修正
有些能力可能会要求玩家對數值進行修正。游戏状态會不
斷的检查并(如果需要）更新正在修正的任何可變參數的
量。
每当应用(或移除）新的修正时，整個數值將基於未修正的
基礎值和所有活躍的修正值重新開始計算。
◊ 在计算一個數值時，所有修正视为同时应用。然而，在
执行计算时，所有加法和减法修正應該在加倍和/或减
半的修正計算之前先計算。
◊ 所有修正應用后，分數數值向上取整。

◊ 当一個數值“設定為”特定的数字时，設定修正将覆盖
所有非設定修正（包括在設定值持續期間新加的任何非
設定修正）。如果多个設定修正發生冲突，则最近应用
的設定修正優先級最高。
◊ 一個功能性數字的數值不能被減少到零以下:一張卡牌
不能擁有負數的符號、政治或軍事能力值、榮耀、屬
性、費用、或關鍵詞。可以應用讓數值低於零的負修
正，但是，在應用了所有活躍的修正之後,任何在零以
下的最終數值都被視為零。
◊ 如果一個數值“不能增加或減少，”在“不能增加或減
少”的效果生效期間，任何將要增加或減少該數值的修
正都會被忽略，即使這些修正應用在“不能增加或減
少”效果的應用之前。
h

“設定”修正不能被忽略，因為它們沒有直接增加
或減少數值。

移動
有些能力允许玩家移动卡牌或指示物。
◊ 當一個實體移動時，它不能移動到他所在的相同（當
前）位置。如果移動沒有有效的目的地，則此次移動嘗
試無法執行。
◊ 當一名角色被移動到一次衝突中時，該角色被認為在其
控制者的一方參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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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調

對手

在遊戲設置過程中，每個玩家都有一次機會重調他/她行省
中任意數量的卡牌，並有一次機會重調他/她手上任意數量
的卡牌。當玩家決定重調時,將需要重調的卡牌放在一邊，
從相應牌組頂端替換相同數量的卡牌，然後將它們洗回原
來所在的牌組中。

在要塞模式中，以及多數突襲戰模式的遊戲中，每位玩家
只有一位對手。

◊ 玩家們按玩家順序進行重調（或讓過如此做的機會）。
如果先手玩家讓過了一次重調的機會，該玩家不能在該
步驟中基於其對手的決定後再改變他/她的想法并決定
進行重調。

在開悟模式中，每位玩家有兩位對手，玩家的卡牌能力提
及“你的對手”時，只涉及在一次衝突中參與對抗該玩家
的一位對手。不涉及沒有參與衝突的玩家。
在團隊征服模式中，所有玩家都可以控制參與衝突的角
色，玩家的卡牌能力提及“你的對手”或“一位對手”
時，是指定對手團隊中的任一玩家來結算卡牌的能力。

◊ 在一位玩家重調其行省上的卡牌后，他可以在抓取他的
衝突手牌前查看這些新卡牌。

擁有，所有權

嵌套的能力序列

普通

每次一個觸發條件出現時，遵循以下序列進行：（1）執行
任何針對該觸發條件的中斷，（2）結算該觸發條件自身，
然後（3）執行任何針對該觸發條件的反應。

參見第4頁“控制權與擁有權”

在此序列中，如果一個中斷或反應的使用產生了一個新的
觸發條件，則該序列暫停並且開始一個新的序列：（1）執
行任何針對新觸發條件的中斷，（2）結算新的觸發條件自
身，然後（3）執行任何針對新觸發條件的反應。這就被稱
為嵌套序列，當這個嵌套序列完成後，遊戲返回到之前產
生嵌套序列的位置，繼續進行原觸發條件的序列。

任何在一次衝突中被宣告為攻擊者或防禦者的角色均被視
為在該次衝突結算時參與其中，除非它被一個能力或遊戲
效果移出衝突。

嵌套序列有可能產生進一步的觸發條件（以及更深一層的
嵌套序列）。可能產生的嵌套序列沒有數量限制。但是每
個嵌套序列必須完成后才能返回到產生它的序列中。在這
類效果中，這些序列遵循“後進先出”的原則進行結算。

參見第4頁“控制權與擁有權”

參與和不能參與

◊ 場上的每名角色在每場衝突中總是處於參與衝突或未參
與衝突狀態。
◊ 如果一個能力將一名角色移出衝突或將一名角色移動到
故鄉，則該角色不再參與到該次衝突中並且返回到其控
制者的故鄉區域。

關聯詞語:中斷、反應

◊ 如果一名未參與角色被移動到一次衝突中，則它被認為
在其擁有者一方參與衝突。

中立

◊ 如果一名參與角色被橫置，則其仍然被視為參與衝突，
但在橫置狀態時將不會貢獻其能力值到衝突結算中。

一些卡牌不屬於任何氏族，這些卡牌是中立的。任何牌組
均可以包含中立卡牌。

◊ 如果一名參與角色因任何原因離場，則其不再參與衝
突。

◊ 中立卡牌不被認為是本氏族或其它氏族的
卡牌。

不受附屬
不受附屬是一個關鍵詞能力。一張擁有此關鍵詞的卡牌不
能被附屬卡牌所附屬。
◊ 如果一個或更多屬性出現在詞語“附屬”之前（例
如，“不受武器或盔甲附屬”），則該卡牌不能被擁有
一個或更多指定屬性的附屬所附屬，但其仍然能夠被其
他沒有擁有那些指定屬性的附屬所附屬。
◊ 如果詞語“不受附屬”前出現短語“除……外”以及一
個或多個屬性（例如，除武器外不受附屬），則該卡牌
可以被擁有一個或更多指定屬性的附屬所附屬，但其不
能被其他沒有擁有那些指定屬性的附屬所附屬。
◊ 如果一張卡牌擁有多個包含“不受附屬”關鍵詞的不同
文本內容，則任何一條這樣的文本都能阻止卡牌被一類
指定的附屬所附屬。

◊ 從玩家手牌中直接打出到一場衝突中的角色參與該次衝
突。當該角色被打出時其控制者必須聲明其參與衝突。
◊ 如果一名角色“不能參與”到衝突中，則該角色不能被
宣告為該次衝突的攻擊者或防禦者，不能移動到或被打
出到該次衝突中。在一次衝突中如果一名已參與角色獲
得“不能參與”狀態，則將其以橫置狀態移動到故鄉。
◊ 在開悟模式中，只有兩位玩家可以控制參與角色：一位
攻擊玩家和一位防禦玩家。遊戲中的第三位玩家可以執
行行動影響衝突的結算，但是他不能打出或移動角色到
衝突中的任意一方（除非卡牌效果如此）。
◊ 在團隊征服模式中，所有四位玩家都可以控制參與角
色。同一團隊的玩家控制所有衝突中參與自己一方的角
色，並將他們的技能值加在一起算總和。
◊ 如果一次衝突中沒有兩位參與玩家，這次衝突不能結
算。因此，如果一位玩家在衝突中被淘汰出局，遊戲並
不結束，衝突立刻結束並沒有勝者。將元素輪放回攻擊
者的未贏取元素輪池中（或者公共未贏取元素輪池），
被其他玩家控制的參與角色返回家鄉橫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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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過

打出和放入場中

在遊戲中有些時候玩家擁有選擇權來執行一個動作（如作
出一個行動、觸發一個能力或執行一個遊戲步驟），或讓
過。在這種情況下讓過會使玩家失去在此時刻執行該動作
的權利。

打出一名角色或附屬卡牌需要支付卡牌的命運費用並將該
卡牌放置到遊戲區域。這將導致該卡牌進入場中。卡牌從
玩家的手牌或行省中被打出。任何時候當一張角色卡牌被
打出時，其控制者都可以選擇從他/她的命運池中將額外的
命運放置到該卡牌上。

◊ 在王朝階段中首先讓過使用一個行動或打出一張卡牌的
玩家失去在本階段剩餘的時間中作出動作的機會，並且
獲得一命運。
◊ 在其他遊戲序列中玩家們在讓過後仍然擁有機會獲得選
擇權來作出動作直到雙方玩家接連讓過。在一個序列
中，如果第一位玩家讓過，並且第二位玩家沒有讓過，
則行動機會返回到序列中的第一位玩家處。僅當雙方玩
家接連讓過時才會結束。（換言之，在這樣的序列中讓
過並不會阻止玩家在對手沒有接連讓過時重新進入序
列。）
◊ 當讓過宣告一次衝突的機會時，玩家不需要指明他/她
讓過的衝突的類型。

個人名譽，個人毀譽
個人名譽是用來追蹤單個角色卡牌載譽或毀譽狀態的手
段。每名角色存在以下三種狀態：

一些卡牌能力能將卡牌放入場中。這個動作繞過了支付卡
牌費用的需要，同樣也繞過了將額外的命運放到該卡牌上
的機會。放入場中的卡牌繞過了所有限制或禁止打出該卡
牌的可能情況。一張放入場中的卡牌在其控制者的遊戲區
域進入場中。
◊ 一張被放入場中的卡牌不會被認為是被“打出”的。

◊ 為了打出一張卡牌，其命運費用（修正後的）必須被支
付。
◊ 當卡牌被放入場中時，其命運費用被忽略。

◊ 除非放入場中的效果另有說明，否則以此方式進入場中
的卡牌其所在區域及狀態必須與打出該卡牌的規則相
符。
◊ 當一張事件卡牌被打出時，將它放在桌子上，結算其能
力，並將該卡牌放置到其擁有者的棄牌堆中。

◊ 載譽

◊ 玩家不能從王朝或衝突牌組中打出卡牌，除非一張卡牌
效果特別指明從該牌組中打出卡牌。

◊ 毀譽

打出限制和許可

角色以普通狀態進場。載譽狀態指示物和毀譽狀態指示物
被用來追蹤一名角色的狀態，當其處於非普通狀態時得到
一個指示物。

許多卡牌或能力都包含有它們可否被使用的時機及方式的
明確指示，或為了使用它們必須滿足的特定條件。為了使
用這樣的一個能力或打出這樣的一張卡牌，所有打出限制
都必須被遵守。

◊ 普通

◊ 當一名角色獲得名譽時，其得到一個載譽狀態指示物來
指示其處於載譽狀態。只要一名載譽角色上附有該指示
物，它就將其榮耀值同時加到其軍事和政治能力上。當
一名載譽角色離場時其控制者獲得1名譽。
◊ 當一名角色失去名譽時，其得到一個毀譽狀態指示物來
表示其處於毀譽狀態。只要一名毀譽角色上附有該指示
物，就將它的軍事和政治能力各減去其榮耀值。當一名
毀譽角色離場時其控制者失去1名譽。
◊ 當一名載譽角色失去名譽時，它失去其載譽狀態，棄掉
狀態指示物，並返回到普通狀態。同樣的，當一名毀譽
角色獲得名譽時，它失去其毀譽狀態，棄掉狀態指示
物，並返回到普通狀態。

許可是打出限制的一種變體，它為玩家提供了關於卡牌可
以如何被打出或使用的額外選項，這些選項在遊戲總體規
則書關於如何正常使用卡牌或能力的部分之外。

玩家被淘汰出局
在多數遊戲模式中，在適當條件出現時，玩家從遊戲中被
淘汰出局。一旦一位玩家被淘汰出局，該玩家擁有的所有
卡牌立刻移出遊戲，他的名譽轉盤在剩餘的遊戲中將忽略
不計。如果一位玩家被淘汰出局後只剩一位玩家留在遊戲
中，該玩家是遊戲的勝利者。
◊ 如果一位玩家在開悟模式中被淘汰出局，執下列步驟：

◊ 一名擁有載譽狀態指示物的角色不能再獲得名譽。一名
擁有毀譽狀態指示物的角色不能再失去名譽。
◊ 如果一名角色同時擁有一個載譽狀態指示物和一個毀
譽狀態指示物,則丟棄這兩個指示物。角色回到普通狀
態。
◊ 如果一個角色進場時是載譽或毀譽狀態，以該角色變為
載譽或毀譽為條件的能力不能觸發，因為它進場時已經
是該狀態。

h

被淘汰出局的玩家所贏取的放到其行省上的任意元
素輪指示物，或者在其個人未贏取元素輪池中的元
素輪指示物，都放回公共未贏取元素輪池。

h

如果被淘汰出局的玩家是先手玩家，先手玩家指示
物立刻傳遞給其左手邊的玩家。

h

被淘汰出局的玩家簽訂的任何條約立刻解除。

◊ 在團隊征服模式中，玩家不會被淘汰出局直到其團隊失
敗。如果一位玩家的要塞行省被摧毀了，他仍在遊戲
中，並受到下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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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該玩家的要塞文本框視為空白（除了屬性）。

h

該玩家在名譽出價時出價不能高於2。

h

如果該玩家的任一牌組耗盡，他都不能重洗。

h

如果一位玩家的名譽為零，他的要塞行省立刻被摧
毀。

h

被摧毀的要塞行省免疫所有卡牌效果。

◊ 每位玩家的非-要塞行省在該玩家面前擺成一行。這些
行省之間都左右相鄰。玩家的要塞行省不挨著任何其他
行省。
◊ 每張行省卡牌都與一個或多個元素相關聯。一個帶有多
個元素的行省始終被視為包含這些元素，並且可以在牌
組構築時被選擇來滿足任意這些元素的行省槽位。

驕傲

◊ 在元素歸屬位置上有一個五右巴文標誌的行省，例如
暴亂都（傳承循環，1），被視為與所有五個元素相關
聯。

驕傲是一個關鍵詞能力。在一名擁有驕傲關鍵詞的角色贏
得一次衝突後，使該角色獲得名譽。在一名擁有驕傲關鍵
詞的角色輸掉一次衝突後，使該角色失去名譽。

◊ 在一次衝突中，只有防禦玩家控制的行省才能被視為“
合理”的行省。任何非防禦玩家控制的行省都不是合理
的被攻擊行省。玩家不能攻擊自擁有的行省。

◊ 驕傲關鍵詞在角色贏得或輸掉一次衝突後結算，在那些
以贏得或輸掉衝突為觸發條件的反應之前。

修飾語

印刷
詞語“印刷”指的是在卡牌上實際印刷的文本、特性、圖
示或數值。

同時結算優先級
如果一個單獨的效果同時影響多位玩家，但這些玩家必須
分別作出選擇來結算該效果，則由先手玩家首先進行選
擇，然後輪到他/她的對手。一旦所有必須的選擇被作出
後，該效果在所有受影響的實體上同時進行結算。
◊ 如果有兩個及更多的延時效果或強制能力將要同時結
算，則由先手玩家決定這些能力的結算順序，無論形成
這些互相衝突的能力的卡牌由誰控制。
◊ 如果有兩個及更多的持續能力和/或持續效果可以被同
時應用，則它們被同時應用。如果有兩個及更多的持續
能力和/或持續效果不能被同時應用，則由先手玩家決
定它們應用的順序。

行省，行省卡牌
玩家的行省代表在他/她統治下的土地。當一個行省被攻擊
並翻轉為面向上時，這張卡牌代表著敵軍首次進入該行省
時的發現和遭遇。
在遊玩突襲戰模式時，行省指示物替代了行省卡牌。這些
指示物沒有遊戲文本，沒有元素，3點耐久。也不分正面和
背面，也不考慮是否是翻開的。
◊ 一張面朝下的行省卡牌被認為僅是場上的一個面朝下行
省，並且其面朝上的一邊不能與遊戲狀態發生交互直到
該行省被展示為止。
◊ 一個非-被摧毀、面朝上的行省卡牌被認為是在場上，
並且其與遊戲狀態發生交互。
◊ 一個被摧毀的行省的文本框被視為空白，並且其能力不
能被使用。
◊ 如果一個行省有一張以上卡牌在其中，這些卡牌都被視
為在同一行省中。其上的角色和事件能被打出，地區能
提供他們的加成。直到行省空出后再重新填充。

如果卡牌文本中包含一個修飾語後跟著數個術語，則該修
飾語應用於其後的每個術語（如果可用）。例如，在短
語“每個獨有角色和附屬”中，“獨有”一次同時應用
於“角色”和“附屬”。

集結
集結是一個出現在王朝卡牌上的關鍵詞能力。當一張帶集
結關鍵詞的卡牌在一位玩家的行省上被翻開時，該玩家將
其王朝牌組的頂牌面朝上填充到該行省中。兩張卡牌一起
在該行省上，其中每張都可以在王朝階段作為一個行動被
打出。在行省上沒有牌之前不填充該行省。
◊ 當一個行省被填充或是面朝上再填充一個行省時，或者
當一張卡牌面朝上加到該行省中時，該卡牌不是被翻開
的，因此集結關鍵詞不能因此觸發。

反應
反應是一種觸發能力,其文本包含黑體字“反應:”作為前
綴。在發動針對觸發條件的的反應前始終要先結算該觸發
條件。
與在行動窗口中結算的行動不同，僅當指定的觸發條件（
反應能力文本中所述）出現時反應才能被發動。
在一個觸發條件結算后，一個針對該觸發條件的反應窗口
打開。
在反應窗口中，先手玩家始終擁有第一次機會來發動一個
合理的反應（針對打開該反應窗口的觸發條件的反應），
或者讓過。發動一個合理反應或讓過的機會在玩家之間交
替直到所有玩家接連讓過，此時反應窗口關閉。讓過并不
會阻止玩家稍後在同一反應窗口內發動合理的反應。
一旦反應窗口關閉后，針對該指定觸發條件的進一步反應
不能再被發動。
◊ 除非能力另有說明，每個反應能力每輪只能發動一次。
（包括強制反應）
◊ 一個具有指定限制使其可以每輪觸發多次的反應，每次
其指定觸發條件出現時該反應僅能發動一次。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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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名玩家都能触发一个反应能力，每一个都可
在相同的触发条件下触发。

重置

關聯詞語：發動能力/打出卡牌

一張卡牌處於垂直且其控制者可以從左往右閱讀其文本的
狀態被認為是處於重置狀態。

復原一個行省

◊ 卡牌進場后的默認狀態為重置狀態。

◊ 重置卡牌向一側旋轉90度后即成為橫置狀態。

如果一位玩家被提示復原一個被摧毀的行省，該行省旋轉
180度，其卡牌文本變為可被激活，並不再視為已被摧毀。
但是不翻為面朝下。

重新填充行省

受限

如果一位玩家被指示去重新填充一個行省，該玩家拿取他/
她的王朝牌組最頂部的卡牌，並將其面朝下（不能查看
它）的放置于該行省上。

受限是一個關鍵詞能力。在任何時候一名角色上都不能擁
有多於兩個帶有受限關鍵詞的附屬。

◊ 在一張卡牌因為任何原因被移出行省后（并且在針對該
卡牌離開行省的所有反應機會都被讓過後），如果該卡
牌被移出的行省中沒有卡牌（即，如果沒有王朝卡牌在
該行省中），則玩家自動重新填充該行省。
◊ 如果一位玩家被指示以面朝上的方式重新填充一個行
省，被重新填充的王朝卡牌以面朝上的方式代替面朝下
放置于該行省上。

移出遊戲
“移出遊戲”是一個遊戲區域外的狀態。一張已經被移出
遊戲的卡牌被放置在一旁，並且在移出遊戲期間與遊戲沒
有任何其他的交互。如果没有指定持续时间，那麼已經被
移出遊戲的卡牌將被認為一直保持被移出遊戲的狀態直到
遊戲結束。

◊ 如果在任何時候一名角色上擁有三個或更多受限附屬，
一旦該非法遊戲狀態出現，該角色的控制者必須立刻選
擇并棄掉其中一個受限附屬。
◊ 玩家可以選擇在一個角色上打出第三個受限附属，但必
須在新附属进场时立即選擇並棄掉一張其它受限附属。

展示
當一位玩家被指示去展示卡牌時，該玩家必須向他/她的對
手展示那些卡牌直到該對手滿意為止。如果沒有指定展示
的時段，這些卡牌需要保持展示狀態直到其到達一個新的
目的地（按照能力指示），或在能力結算期間一直處於展
示狀態。
◊ 在卡牌被展示時，其依然被認為處於其被展示出來的遊
戲區域（例如玩家的手牌或牌組）。

◊ 除非另有說明，已從遊戲中移出的卡牌是面朝上的，是
雙方玩家都可以知道的公開信息。

◊ 當一張行省卡牌通過卡牌效果展示時，它保留面朝上直
到一張卡牌或遊戲的效果將它翻回面朝下。

替代效果

元素輪

替代效果是一種將一個觸發條件的結算替換為與原觸發條
件結算不同的結算的效果（通常以中斷出現），但在這種
情況下原觸發條件仍然被視為以支付非-犧牲費用為目的而
發生的。詞語“代替”經常用來指示此類效果。在所有針
對該觸發條件的中斷全部結算完畢且將要結算觸發條件本
身時，替代效果進行結算，作為結算原觸發條件的代替。

以雙面指示物來指示的元素輪用來決定衝突的類型和元
素。每個元素輪存在于以下三種狀態中的一種或多種中，
如下所示：

◊ 如果針對相同的觸發條件發動了多個替代效果，則用最
新發動的替代效果來結算觸發條件。
◊ 如果替换效果導致触发条件的新結算不会改变游戏状
态，则不能發動该替换效果。
關聯詞語：“将要”

結算本能力
一些能力指示一個玩家“結算本能力”或“第二次結算本
能力。”為了結算一個觸發式能力，結算加重詞語後（行
動，反應或中斷）的所有文本，支付所有能力費用，選擇
任何相關目標，並結算能力的效果。
◊ 當結算一張卡牌的能力時，該卡牌尚未被打出，其命運
費用（或者打出這張牌的相關其他費用）沒有被支付。

未被贏取—每個在未被贏取元素輪池中的元素輪就是一個
未被贏取的元素輪，並且其可以合理的被玩家選擇以作為
宣告衝突過程中的一個部分。
爭奪中—在一次衝突結算中，當衝突被宣告時由攻擊者選
擇的元素輪被放置于被攻擊行省上。這個元素輪被認為是
爭奪中的元素輪。
已贏取—一個玩家的已贏取元素輪池中的每個元素輪都是
已贏取的元素輪。
◊ 在執行一次榮耀統計時，每個玩家将他/她已贏取元素
輪池中的每個元素輪都加1到他/她的总值中。
◊ 在命運階段中，在每個未被贏取的元素輪上放置1命
運。
h

在遊玩突襲戰模式時跳過這一步驟。

◊ 當一個元素輪在一次衝突中成為爭奪中的元素輪時，將
所有在該元素輪上的命運移動到攻擊玩家的命運池中。
◊ 當一個元素輪被贏取時，它仍然被認為是在爭奪中，直
到針對贏取該元素輪的所有反應都被結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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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元素]輪”的卡牌效果指任何帶有該元素的輪。
◊ 當一位玩家在開悟模式中贏取一個元素輪時，該元素輪
放置在該玩家的行省上。該元素輪被視為“該行省上已
贏取的”。玩家行省上的已贏取元素輪在命運階段不放
回未被贏取的元素輪池中。它們被視為在該玩家的已贏
取元素輪池中。
h

一位玩家不能擁有多個印製了相同元素的元素輪在
他的行省上。如果他將要如此做，重複的元素輪不
能贏取，並將它放回攻擊玩家的未被贏取元素輪池
（如果是爭奪中的），或是放回防禦玩家的未被贏
取元素輪池（如果是在已被摧毀的行省上的）。

h

水：選擇任一玩家故鄉區域中一名其上有1個或沒有
命運的角色，重置或橫置它。

身份卡牌
身份卡牌被放置于玩家的要塞旁，並為玩家的牌組提供定
制的能力和限制。玩家在構建牌組時可以使用一張身份卡
牌來搭配他/她的要塞。遊戲開始時身份卡牌被放置於其擁
有者的要塞旁，並且在遊戲設置時同要塞一起揭示。
身份卡牌在突襲戰模式中不使用。
◊ 身份卡牌不被視為在場上。當其在玩家的要塞旁激活
時，其文本從遊戲外區域影響著遊戲狀態。

h

一位玩家不能贏取要塞行省上的元素輪，除非該要
塞行省是合理的被攻擊行省。

◊ 印刷為身份卡牌類型的卡牌不能被其他卡牌能力移出遊
戲。

h

如果玩家在衝突中摧毀了對手的行省，他們贏取其
上的每個元素輪，如可能，將所有這些元素輪分配
到自己的行省上。

◊ 在官方認可的錦標賽中，每個氏族被許可使用的守護者
和探求者身份牌可以在氏族身份網頁中找到：https://
www.fantasyflightgames.com/en/op/l5r-lcg/roles/

h

當一張卡牌效果將要導致一個元素輪從玩家的已贏
取元素輪池移動到一個未被贏取的元素輪池中時，
或者相反，兩個元素輪池必須屬於同一玩家。在一
次衝突中，卡牌效果只能將爭奪中的元素輪和攻擊
玩家已贏取或未贏取元素輪池中的元素輪交換。

◊ 每張非-守護者，非-探求者身份可被所有氏族使用，忽
略氏族身份的許可。這是除了守護者或探求者之外氏族
可以使用的身份。

◊ 在團隊征服模式中，每個團隊共享已贏取的元素輪池，
對於卡牌和遊戲效果的目標而言，團隊的已贏取元素輪
池視為團隊中每位玩家的已贏取元素輪池。
關聯詞語：元素輪效果

元素輪效果
每次玩家作為攻擊玩家贏得一次衝突后，他/她可以結算與
爭奪中的元素輪的元素相關聯的元素輪效果。元素輪效果
如下：

風:從你的對手處拿取1名譽，或者從通用指示物池獲
得2名譽。
土:從你的衝突牌組抓1張牌，並從你的對手的手牌中
隨機棄掉1張牌。

◊ 一些卡牌带有文本，“＿＿身份限用”，这是牌组构筑
限制，並且不在遊戲期間激活。

卡牌耗盡
如果一位玩家試圖填充或重新填充一個他的行省，或是試
圖從他的衝突牌組中抓一張牌，但牌組中沒有卡牌剩余，
則該玩家失去5名譽，然後將相應的棄牌堆洗切，並將其面
朝下放置形成新的王朝或衝突牌組。然後該玩家繼續使用
王朝卡牌進行重新填充或抓取衝突卡牌。

犧牲
當玩家被指示去犧牲一張卡牌時，該玩家必須選擇一張他/
她控制的符合犧牲要求的在場中的卡牌，並將其放入他/她
的棄牌堆中。

火:選擇場上一名角色並使該角色獲得或失去名譽。

◊ 如果被選擇的卡牌沒有離場，則本次犧牲將被視為已被
阻止。

水:選擇一名角色並將其重置，或者選擇一名其上沒
有命運的角色並將其橫置。

◊ 犧牲一張卡牌並不能滿足以其他方式（例如“棄掉”）
使一張卡牌離場的要求。

空:選擇一名角色並從該角色上移除1命運。
◊ 每當玩家結算一個擁有多個元素的元素輪的元素輪效果
時，該玩家可以在那些元素中進行選擇。
◊ 當玩家被指示结算多個元素轮效果時，完全结算一个元
素轮的效果（或让过這個效果）后再结算下一個元素轮
效果。
◊ 當遊玩突襲戰模式時，下列三個元素輪用下述效果替
代：
h

風：從對手處拿取1名譽。

h

土：從你的衝突牌組抓1張牌或者你的對手隨機棄掉
1張手牌。

搜尋
當一位玩家被指示去搜尋一張卡牌時，該玩家可以查看被
搜尋區域中的所有卡牌且無需向他/她的對手展示那些卡
牌。
◊ 如果一個效果要在整個牌組中搜尋，則在搜尋完成后牌
組必須被重洗直到對手滿意為止。
◊ 即使被搜尋卡牌中包含符合搜尋條件的卡牌，玩家也不
是必須要找出符合搜尋效果的目標。
◊ 如果一個搜尋效果將要把一張具有特定特征的卡牌加入
到一個隱蔽的遊戲區域，則完成搜尋的玩家必須將該卡
牌向他/她的對手展示以證明該卡牌可以被該次搜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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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下放置於每個空缺的非要塞行省上。按玩家順序，每
位玩家有一次機會來查看每張以此方式放置的他/她的
卡牌并有一次機會將其中任意數量的卡牌重調。

理的找到。
◊ 在一個遊戲區域（或該遊戲區域的一部分）被搜尋時，
被搜尋的卡牌被認為仍然在該遊戲區域中。

h

選擇
一些能力會指示玩家在多個選項中進行選擇。

7. 抓初始手牌。每位玩家從各自的衝突牌組中抓4張牌。

按玩家順序，每位玩家有一次機會來重調其中任意數量
的卡牌。

◊ 如果一次選擇需要在能力結算的效果前進行（例如，在
破折號前），則該次選擇與選擇目標在同一時序步驟中
進行。
◊ 如果一次選擇出現在一個能力文本的破折號之後，則該
次選擇在效果結算期間進行。

注意：在此步驟后，玩家不能查看他/她的行省中的
面朝下卡牌。

h

在突襲戰模式中，每位玩家抓並重調3張卡牌而不是
四張。

8. 獲得初始名譽。每位玩家獲得名譽指示物，數量等於各

自要塞上的名譽值。

◊ 由控制該能力的玩家進行選擇，除非能力另有說明。

h

在突襲戰模式中，每位玩家在遊戲開始有6個名譽。

◊ 对所有選擇来讲，若可能，必須選擇一个有可能影響遊
戲狀態的選項。

現在，遊戲準備好可以開始了。

關聯詞語：發動能力

洗牌

自我參照文本
當一個卡牌文本提及它自身时（“本角色”，“本行省”
等等），此文本僅指示该副本，并不指示此卡牌的其他副
本（拥有相同名称的）。

設定

詞語“洗牌”是被用來指示玩家洗切剛剛搜尋過的牌組的
短語。當一位玩家被指示洗牌時，僅洗切那些被能力所影
響的牌組。
◊ 每次牌組進行洗牌時，其必須足夠隨機以使對手滿意，
並且在洗切完成後，將牌組交給對手進一步洗切并/或
進行最終切牌。

參見第11頁的“修正”。

誠實

設置

誠實是一個關鍵詞能力。當一張擁有誠實關鍵詞的卡牌離
場時，其控制者抓1張牌。

為了進行遊戲設置，請按順序執行以下步驟：
1. 選擇牌組。每位玩家選擇一副使用牌組構築規則构筑的

牌組。參見第5頁的“牌組構築”。
2. 創建指示物堆和未贏取元素輪池。將全部命運指示物、

名譽指示物、狀態指示物和公家恩寵堆成一堆，放在每
位玩家方便拿取的位置。本區域被稱為指示物堆。將元
素輪放置在指示物堆旁。本區域被稱為未贏取元素輪
池。
h

在開悟模式中，取代放置五個元素輪作為一個未被
贏取的元素輪池，每位玩家放置五個元素輪指示物
在其面前作為個人的未被贏取元素輪池。

3. 決定先手玩家。隨機選擇一位玩家。該玩家成為先手玩

家。將先手玩家指示物放在這個玩家面前。
4. 洗切王朝和衝突牌組。每位玩家分別洗切各自的王朝和

衝突牌組，并将它们交給對手進一步洗切并/或进行最
终切牌。然後每位玩家將各自的王朝牌組放在遊戲區域
的左邊，將衝突牌組放在右邊。
5. 放置行省和要塞。按玩家順序，每位玩家從各自的行省

卡牌中秘密選擇一個，將其面朝下放在王朝牌組前方，
並將各自的要塞卡牌放在其上。如果玩家使用身份卡
牌，在本步驟中將其放置于他/她的要塞旁。然後，每
位玩家將各自其餘的四個行省，面朝下以任意順序放在
各自的王朝牌組和衝突牌組之間。

◊ 誠實關鍵詞在卡牌離場後結算，在以卡牌離場為觸發條
件的反應之前。

能力
一名角色在各方面的作用由其能力來體現。遊戲中有兩種
類型的能力，分別是軍事能力和政治能力。
軍事能力（）被用來在军事衝突中決定勝利者。
政治能力（）被用來在政治衝突中決定勝利者。
◊ 總攻擊能力是攻擊玩家一方每名重置參與角色的能力
（匹配衝突類型）加上任何相關修正的總和。
◊ 總防禦能力是防禦玩家一方每名重置參與角色的能力
（匹配衝突類型）加上任何相關修正的總和。
◊ 如果玩家擁有的總攻擊能力或總防禦能力為零，則該玩
家不能贏得衝突。
一名角色的印刷軍事能
力值可以在費用下面的
旗幟上部找到，以紅色
表示。

6. 填充行省。每位玩家從各自的王朝牌組頂將一張卡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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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角色的印刷政治能
力值可以在費用下面的
旗幟下部找到，以藍色
表示。

狀態指示物

換的物品必須存在于被交換的各方。

在遊戲中，狀態指示物可以放在卡牌上來改變他的狀態。
包括載譽狀態指示物和毀譽狀態指示物。放在卡牌上後各
有不同的效果。

拿取

◊ 載譽狀態指示物用於表示角色處於的載譽狀態。帶載譽
狀態指示物的角色的榮耀會加到他的每個技能值上。當
該角色離場時，其控制者獲得1點名譽。
◊ 毀譽狀態指示物用於表示角色處於的毀譽狀態。帶毀譽
狀態指示物的角色的每個技能值要減去其榮耀值。當該
角色離場時，其控制者失去1點名譽。
◊ 毀譽狀態指示物可以通過卡牌效果放在行省上。當毀譽
狀態指示物在行省上時，該行省上的文本框視為空白（
屬性除外）。
◊ 只有當個人名譽出現變化時狀態指示物才能從卡牌上移
除（查看第14頁的個人名譽，個人毀譽），或是卡牌效
果指明移動或移除某個狀態指示物。

如果一名玩家被指示從另一名玩家處拿取一個指示物（例如
名譽或命運），則該元素從另一名玩家的指示物池移除并加
入到拿取方玩家的指示物池中。
◊ 拿到指示物的玩家被視為獲得了指示物，並且另一個玩
家視為失去了指示物。
關聯詞語：獲得，給予，失去

目標
詞語“選擇”表示為了結算一個能力必須選擇一個或多個目
標。結算該效果的玩家必須選擇一個符合該能力目標要求的
遊戲元素（通常是一張卡牌）。
◊ 由需要選擇目標的能力的控制者來為該效果選擇所有目
標，除非卡牌另有說明。

◊ 如果卡牌效果“移動”或“移除”一名角色的載譽或毀
譽狀態指示物，該角色也並沒有因卡牌能力的目標而獲
得或失去名譽，即使它失去了它的載譽或毀譽狀態。

◊ 如果一個能力需要選擇一個或更多目標，並且沒有足夠
的有效目標來滿足其所有的目標需求，則該能力不能被
發動。此發動檢查與能力的打出限制檢查同時進行。

參見第12頁個人名譽，個人毀譽。

◊ 在選擇目標時，任何當前有效的目標都可以合理的被選
擇。（此選擇不限於在發動檢查期間存在的目標。）

要塞

◊ 如果多個目標需要由同一玩家選擇，則同時選擇這些目
標。

玩家的要塞被認為始終在場中。要塞卡牌不能離場或改變
控制權。

◊ 大多數卡牌能力使用詞語“發起一次【類型】決鬥”來
發起一次決鬥，發起決鬥中的被選角色視為發起決鬥的
卡牌能力所選擇的目標。

在突襲戰模式中不使用要塞卡牌。

支持

◊ 要選擇“任意數量”目標，或“最多X個”目標的能力如
果只選擇了零個這樣的目標也能夠成功結算，除非選擇
零個這樣的目標會導致能力的效果在結算后沒有改變任
何遊戲狀態。

氏族戰爭擴展中引入的支持關鍵詞允許多名玩家一起支付
一張卡牌的命運費用。當一名玩家打出一張帶支持關鍵詞
的卡牌時，另一位玩家可以選擇幫助支付卡牌的命運費
用。
◊ 當一位玩家打出一張帶支持關鍵詞的卡牌時，他可以請
求遊戲中的其他玩家，是否有玩家願意協助支付該卡牌
的命運費用。作為一種選擇，另一位玩家可以協助。
◊ 幫助支付了帶支持關鍵詞卡牌的命運費用的玩家視為支
持了打出該卡牌的玩家。
◊ 其他玩家並非必須幫助支付帶有支持關鍵詞的卡牌。而
打出帶有支付關鍵詞卡牌的玩家也不是必須接受其他玩
家的幫助。
◊ 如果一位玩家打出一張帶有支持關鍵詞的卡牌時無法完
全支付命運費用，並且也沒有其他玩家幫助他來支付，
該卡牌留在玩家手牌中視為沒有被打出。不用支付任何
卡牌費用。

交換

◊ 一些能力會要求選擇一個不受該能力直接影響的目標—
這種目標被選為結算該能力的參照點。被稱為“參照目
標”。
◊ 如果一個能力的結算不能對其目標產生任何影響，則該
卡牌不是此能力的一個合理目標。除非它是一個參照目
標。（例如，一個橫置角色不能被選為如下能力的目
標“行動：選擇一名角色—橫置該角色。”）
◊ 只有能力的效果（用於參照目標的）會導致遊戲狀態發
生變化時，一張卡牌才有資格被選為該能力的參照目
標。（例如，不能選擇沒有附屬的角色作為此文本能力
的目標：“行動：選擇一名角色 - 棄掉該角色上的每個
附屬。”）
◊ 一些效果的結算（例如後續效果或延時效果）需要在該
效果發動後選擇目標。當檢查打出限制并決定整個能力
是否可以發動時，此類目標不需要進行驗證。如果在選
擇此類目標時沒有有效的目標，則該部分效果無法結
算。

一些能力會使用詞語“交換”。为了使用此類能力，被交

詞語“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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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議一些他們在遊戲過程中將要做或不会做的事情。這
個承諾必須是一位玩家可以採取的行動或決定，而不能包
含交換遊戲的組件(名譽、命運、卡牌或贏取的元素輪)。

如果一個卡牌能力的效果文本中包含詞語“然後”，那麼
在此詞語之前的文本必須被成功地完整結算（也就是說，
遊戲狀態必須改變以反映該卡牌能力整個效果中在“然
後”之前部分的意圖），接下來詞語“然後”之後描述的
剩餘效果才能被結算。

持續時間:当一個條約簽訂時，雙方必須就條約的持續時
間達成一致。這個持續時間可以是任何長度，從“即時”
到“遊戲的剩餘時間”。一旦條約到期，它要麼被解除(如
果雙方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諾)，要麼被破壞(如果一方沒有
在規定時間內履行自己的承諾)，由違反條約的一方承擔後
果。

◊ 如果“然後”之前部分的效果被成功地完整結算，則“
然後”之後部分的效果也必須盡可能地進行結算。
◊ 如果“然後”之前部分的效果不能被成功地完整結算，
則“然後”之後部分的效果不能尝试进行結算。

價值:簽約玩家必須達成一致的價值堆疊在該條約上(1 5)。如果在遊玩的過程中,兩位玩家中的任意一位破壞了條
約,破壞了條約的玩家受到基於條約上堆疊的價值的懲罰。
預設情況下，是失去等量的名譽，也可能由一張條約卡來
規定。

詞語“來”
如果一張卡牌能力的效果文本中包含帶“來”的句子，那
麼“來”後面的文本只有在其前面的文本全部成功結算後
才能結算。

◊ 一個條約被破壞後，參與者不再受他們在簽訂條約時所
作的承諾的約束。

◊ 如果“來”前面的效果完整結算了，那麼“來”後面的
效果和該卡牌的所有其他效果都同時結算。

◊ 每位玩家都可以與任何玩家同時簽訂條約，但兩位玩家
之間只能保持一個有效的條約。如果兩位玩家之間的一
個條約被破壞或到期接觸，這些玩家之間可以簽訂一個
新的條約。

◊ 如果“來”前面的效果沒能完整結算，那麼“來”後面
的結算取消。

指示物池，通用指示物池

條約卡牌

指示物池（也被稱為通用指示物池）是在設置過程中創建
的，其包含了當前不被任何玩家控制的所有指示物和計數
物。

條約卡牌包含在《氏族戰爭》擴展包中，可以用來增加開
悟模式的變化。要使用這些卡牌，在遊戲開始時將它們洗
切後堆成一疊，並將其擺放在一旁。它將取代在條約上堆
疊名譽的默認方式。

◊ 當玩家獲得命運或名譽時，從指示物池中拿取該命運或
名譽并加入到該玩家的命運或名譽池中。當玩家花費或
失去命運或名譽時，那些指示物被返回到指示物池中。

每當兩位玩家就一項條約達成一致時，他們將條約牌組的
頂牌面朝下放在他們之間，不能查看，作為條約上押注的
價值。當一位玩家打破該條約時，他們翻開這張牌並結算
其文本。請注意，任何提到“未違反此條約的玩家”的條
約卡僅指簽訂此條約的玩家。

◊ 當一張其上有任意數量指示物或計數物的卡牌離場時，
那些指示物和計數物被返回到指示物池中。

指示物，用盡

在一個條約被破壞(並且其效果被結算)或完成(其效果未翻
開)之後，把該條約牌放在條約牌組的底部。

遊戲區域中的命運、名譽和個人狀態指示物在供給時均沒
有數量限制。如果玩家用盡了遊戲提供的指示物，則其他
指示物、計數物或硬幣都可以被用來追蹤遊戲狀態。

觸發能力

屬性

一個加粗的時序命令及其後的冒號表明一個能力是觸發能
力。觸發能力分为以下類型：行動、中斷和反應。一些中
斷和反應能力是強制触发的。

大部分卡牌都擁有一個或多個以斜字黑體印刷的屬性，這
些屬性列在文本框的最上方。

◊ 所有觸發能力的触发都是可選的，除非時序命令前有詞
語“強制”。它們可以在該能力適合的時點被其控制者
觸發（或不觸發）。強制觸發能力會在該能力適合的時
點被遊戲自動觸發。

◊ 屬性在遊戲中沒有內在效果。不過，一些卡牌能力會提
及擁有特定屬性的卡牌。

條約
在開悟模式的遊戲過程中，玩家可能會發現自己身處一種
叫做條約的互惠協議中。除了約定條約的條款外，雙方玩
家都同意在條約上下注一定的價值(預設情況下，是一定數
量的名譽)。如果任何一方違反了條約，該方必須承擔基於
條約價值的後果。
當兩位玩家簽訂一個條約時，必須指定以下參數。這些參
與者可以以任何順序討論和確定這些參數，但每一個參數
必須得到雙方的同意，才能最終敲定條約。參數如下:
每個玩家所承諾的內容:當玩家為一項條約做出承諾時，他

◊ 每個觸發能力每遊戲輪只能被觸發一次，除非能力本身
另有說明。這個限制指特定玩家。
◊ 觸發能力會以“觸發條件（和/或）費用（和/或）目標
要求-效果”的格式書寫。破折號前的能力文本包括觸
發條件（和/或）費用（和/或）目標要求，破折號后的
能力文本包括各種效果。並且有時可能包含有在效果結
算后才會生效的目標要求。
◊ 如果觸發能力沒有破折號，則該能力沒有破折號前的組
成部分，並且該能力的整個文本都被認為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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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觸發能力只能在其效果憑其自身可能改變遊戲狀態
時才能被發動。這個可能性在評定時不考慮費用支付的
結果或任何其他能力互動的結果。

◊ 玩家不能將一張他/她對手擁有的獨有卡牌帶入場中，
如果該對手在場中控制一張相同名稱或印刷了相同名稱
的卡牌。

◊ 一個觸發能力只能在其費用（修正后的）有可能被全額
支付后才能發動。

◊ 作為在王朝階段中的一位玩家行動，玩家可以從他/她
的手牌或行省中棄掉一個獨有角色的副本（以卡牌名稱
區分）來放置1命運到他/她控制的一個該獨有角色在場
中的副本上。

關聯詞語：能力、行動、費用、效果、中斷、觸發能力的
限制、反應、目標

◊ 在團隊遊戲中，上面列出的規則適用於一個團隊而不是
一位玩家(同一團隊的玩家在遊戲中的任何時候，最多
只能擁有一張相同名稱的獨有卡牌)。

觸發條件
觸發條件是指示何時可以觸發某個能力的條件。在卡牌
能力上，觸發條件是參考這種條件的能力中的元素，該
條件通常會以特定時機的形式出現在遊戲期間。它指示
了可以使用該能力的時間點。一個能力的觸發條件的描述
通常夾在短語“當……時”（對應中斷能力）或短語“
在……后”（對應反應能力）之間，或者“如果”短語（
對應行動能力）。

◊ 當一隊中的兩名或兩名以上的玩家控制多於一張的獨有
要塞、行省或地區卡牌時，每一張的印製文本框都視為
空白，並將該牌的耐久或耐久加值視為0。
關聯詞語：複製品

如果一個單獨的時機成為了多個反應或中斷的觸發條件（
例如，一個單獨的土元素輪效果導致一位玩家抓一張牌和
另一位玩家棄掉一張牌），則這些觸發條件共享中斷/反應
窗口，在此窗口中適用於該事件所產生的任何觸發條件的
能力可以按任意順序使用。
以下是一組在遊戲的每個可能出現的觸發條件中存在可能
的中斷和反應機會的序列：
1. 觸發條件即將發生。（意味著，如果該條件沒有被取

消、改變或被其他中斷能力改變，則該觸發條件是遊戲
中下一步將要發生的事。）
2. 可以使用適用於即將發生的觸發條件“將要”發生這一

時刻的中斷能力。（注意：對於效果來講，一個“取
消”類的中斷可以阻止效果的發動，而效果的發動是一
個優先於效果結算的獨立觸發條件。“取消”類中斷是
唯一一種可以適用於效果的發動的中斷類型。）如果即
將發生的觸發條件被取消，則本序列的後續步驟不會再
發生。如果該觸發條件被改變，則原本的條件不再即將
發生，而新的觸發條件即將發生。
3. 適用於即將發生的觸發條件的強制中斷必須被結算，由

先手玩家決定其結算順序。適用於即將發生的觸發條件
的標準中斷窗口開啟。標準中斷窗口在所有玩家接連讓
過后關閉。
4. 觸發條件發生。
5. 適用於觸發條件的強制反應必須被結算，由先手玩家決

定其結算順序。
6. 適用於觸發條件的反應窗口開啟。反應窗口在所有玩家

接連讓過后關閉。

完勝，完勝衝突
在決定衝突的勝利者時，如果攻擊玩家贏得該次衝突並且
防禦玩家沒有防禦角色，則該次冲突為完勝。
◊ 每次防禦玩家在要塞模式中輸掉完勝冲突，該玩家就失
去1名譽。這個失去的名譽被返回到通用指示物池中。
这是在框架步骤3.2.4中发生的。
◊ 在团队征服模式中，只有当防御团队中没有玩家控制任
何防御角色，而攻击团队在冲突中获胜时，冲突才被认
为是无对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防守队的每个球员将
失去1个荣誉。

贏得衝突
在決定每次衝突的結果時，合計為他/她的一方提供與衝突
類型相匹配的最高總能力值的玩家贏得該次衝突。
◊ 玩家的總能力值是由該次衝突中在他/她一方的每名重
置參與角色的與衝突類型相匹配的能力值，以及任何其
他影响玩家在該次冲突中能力數值計數的修正的總和。
◊ 為了贏得一次衝突，玩家的總能力值必須至少為1，并
且在他/她的一方必須至少有一名參與角色。
◊ 如果雙方合計的總能力值以1或更高的數值平局（並且
攻擊玩家控制至少一名參與角色），則攻擊玩家贏得該
次衝突。
◊ 如果沒有玩家能夠達成贏得衝突的條件，則沒有任何玩
家贏得（或輸掉）該次衝突。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將爭
奪中的元素輪返回到未贏取元素輪池中。
◊ 一些卡牌能力會提及一名角色“贏得”衝突。為了使該
角色被認為已經“贏得”衝突，在結算該能力時該角色
必須參與到該次衝突中且在勝利的一方。

獨有卡牌
一張在其名稱前有符號的卡牌是獨有卡牌。每位玩家在
場上最多只能擁有每張獨有卡牌（以卡牌名稱區分）的一
個實體。
◊ 如果一個玩家已經控制或擁有一張獨有卡牌在場中，則
他或她不能獲得控制或帶入場中另一張相同名稱或印刷
了相同名稱的獨有卡牌。

◊ 一些卡牌能力會提及一名角色“輸掉”衝突。為了使該
角色被認為已經“輸掉”衝突，在結算該能力時該角色
必須參與到該次衝突中且在失敗的一方。
◊ 在团队征服模式中，团队中的玩家作为一个团队在冲突
中获胜或失败，而与谁控制参与的角色无关。任何在玩
家赢得(或输掉)冲突时触发的卡牌能力，都可以在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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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赢得(或输掉)冲突时触发。

時”）。

贏得遊戲
在每種模式中，遊戲都有三条通往勝利的主要方式。如果
一位玩家達成了一個(或多個）勝利條件，則遊戲將会立即
结束：

◊ 如果由一個將要發生的觸發條件引發的中斷改變了將要
發生的狀況，則不能對原觸發條件使用更多的中斷，因
為該觸發條件已經不再將要發生。

字母“X”

◊ 如果除了一位玩家以外都被淘汰出局了，那麼這位玩家
是遊戲的勝利者。

除非被一個卡牌能力指定或允許玩家選擇指定，字母“X”
總是等於0。

◊ 如果兩位或更多玩家將要同時達成一個勝利條件，順位
靠前的玩家贏得該次遊戲。

◊ 對於涉及字母“X”的費用，“X”的數值由卡牌能力或
玩家選擇決定，此後總費用可以在不影響“X”值的情
況下被效果進行修正。

◊ 一些卡牌能力能夠為本遊戲提供額外的勝利條件。如果
這樣的一個條件達成時，則遊戲將会立即结束。
◊ 要塞模式的勝利條件：
h

如果一位玩家的要塞行省被摧毀，該玩家被淘汰出
局。

h

首先在自己的名譽池中擁有25或更多名譽的玩家贏
得遊戲。

h

首先名譽池歸零的玩家被淘汰出局。

◊ 突襲戰模式的勝利條件：
h

如果一位玩家的所有3個行省都被摧毀了，該玩家被
淘汰出局。

h

首先在自己的名譽池中擁有12或更多名譽的玩家贏
得遊戲。

h

首先名譽池歸零的玩家被淘汰出局。

◊ 開悟模式的勝利條件：
h

首先在其行省上收集了所有五種元素輪的玩家贏得
遊戲。

h

首先在自己的名譽池中擁有25或更多名譽的玩家贏
得遊戲。

h

如果一位玩家的要塞行省被摧毀，或者如果一位玩
家的名譽池歸零，該玩家被淘汰出局。

◊ 團隊征服模式的勝利條件：
h

如果一個團隊中每位玩家的要塞行省都被摧毀了，
該團隊輸掉遊戲並且對手的團隊贏得遊戲。

h

首先在自己的名譽池中擁有50或更多名譽的團隊贏
得遊戲。

將要
詞語“將要”被用来定义某些中断能力的触发条件，對於
同一觸發條件，含有詞語“將要”的中斷類能力的優先級
高於沒有詞語“將要”的中斷類能力。
所有“將要X”中斷均可以在任何“X”中斷前優先使用。
這意味著在參照一個相同狀況時一個擁有詞語“將要”的
中斷（例如“當一名角色將要離場時”）擁有的時序優先
級高於沒有詞語“將要”的中斷（例如“當一名角色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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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時序圖
與遊戲流程

I. 王朝階段
1.1王朝階段開始。
1.2展示面朝下的王朝卡牌。

本章節詳細介紹了一個完整遊戲輪中的階段和框架步
驟。“階段順序時序圖”描述了在一個遊戲輪中出現的每
個框架步驟和行動窗口。“框架詳解”部分按照框架步驟
在遊戲輪中發生的順序解釋了如何處理遊戲流程圖中出現
的每個框架步驟。

1.3收集命運。

◊ 1.4特殊行動窗口

框架步驟

玩家們輪流從行省打出卡牌和/或觸發行動能力。

深灰色文本框中呈現的數位（或文字）條目被稱為框架步
驟。框架步驟是按照遊戲結構強制發生的事件。紫色視窗
是特殊的框架步驟，它表示遊戲可能會返回到圖表中較早
的框架步驟。這些重複的序列可以以多種不同的方式結
束，例如當所有玩家都執行了該序列中的步驟，或者當玩
家作出一個特定的決定時。每個紫色窗口都會説明遊戲循
環回到較早框架步驟或前進到之後框架步驟的時機和方
式。

1.5王朝階段結束

繼續進行抓牌階段。

II. 抓牌階段

行動窗口

2.1抓牌階段開始。

行動能力只能在行動窗口中觸發。行動窗口呈現在時序圖
中較淺的橙色文本框中。當大多數行動窗口開啟後，擁有
先手玩家指示物的玩家或團隊可以先有機會發動一個行
動，或讓過。唯一的例外是在衝突階段的行動窗口中，防
禦玩家（或團隊）可以先有機會發動一個行動，或讓過。
玩家們將按玩家順序輪流獲得發動行動的機會，直到所有
玩家都接連讓過，此時這個行動窗口關閉並且遊戲進行到
時序圖的下一個步驟。注意如果一位玩家讓過了他/她的行
動機會，但任何其他對手沒有按交替順序接連讓過，則當
行動機會再次輪流交替到這位讓過玩家時，該玩家仍然可
以獲得行動機會。

2.2名譽出價。
2.3展示名譽轉盤。
2.4轉移名譽。

2.5抓牌。

在下一個行動機會前要徹底結算當前的每個行動。

◊ 行動窗口

在每個行動窗口中，允許玩家從其手牌中打出角色卡牌和
附屬卡牌。在步驟1.4中有一個例外，在此期間禁止從手牌
中打出角色卡牌和附屬卡牌。

2.6抓牌階段結束。

繼續進行衝突階段。

反應和中斷
一個針對框架效果的反應能力可以在任何框架步驟完成後
立即發動。
一個針對框架效果的中斷能力可以在該步驟的結算中被發
動，中斷該步驟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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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衝突階段

IV. 命運階段

3.1衝突階段開始。

4.1命運階段開始。

◊ 行動窗口
注意：在本行動窗口后，如果不再有衝突
機會，繼續進行到（3.4.）。

4.2棄掉沒有命運的角色。

4.3從角色上移除命運。

3.2按玩家順序下一位玩家宣告一次衝突（轉到衝
突結算），或讓過（轉到（3.3））。

4.4放置命運到未贏取元素輪上（如果適用）。

◊ 行動窗口

3.3衝突結束/讓過衝突。返回到步驟（3.1）后的
行動窗口。

4.5命運階段結束。
3.4決定公家恩寵。
4.6重置卡牌。
3.4.1榮耀統計。
4.7將元素輪返回（如果適用）。
3.4.2贏取公家恩寵。
4.8傳遞先手玩家指示物。
3.5衝突階段結束。
4.9命運階段結束。

繼續進行命運階段。

繼續進行王朝階段。

衝突結算
3.2宣告衝突。
3.2.1宣告防禦者。

◊ 3.2.2衝突行動窗口
(防禦者擁有首次行動機會）
3.2.3比較能力值。
3.2.4判定完勝（如果適用）。
3.2.5摧毀行省。
3.2.6結算元素輪效果。

3.2.7贏取元素輪。

3.2.8返回故鄉。轉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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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細節

通用指示物池獲得1命運並將其加入到他/她的命運池中。
當一名玩家讓過後，另一名玩家可以繼續使用行動機會直
到他/她也讓過。一旦雙方玩家都選擇讓過，本步驟結束。

下面的每個條目都對應于階段順序時序圖上同一數字的框
架步驟。

1.5. 王朝階段結束
本步驟確定王朝階段正式結束。

1. 王朝階段

階段結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遊戲時刻，它可能會在卡牌文
本中被提到，或是作為一個能力可以或必須被結算的時間
點，也可以作為一個永久能力或持續效果結束或開始的時
間點。

1.1. 王朝階段開始

本步驟確定王朝階段正式開始。由於這也是遊戲輪中的首
個框架步驟，因此它也確定一個新的遊戲輪正式開始。

2. 抓牌階段

階段開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遊戲時刻，它可能會在卡牌文
本中被提到，或是作為一個能力可以或必須被結算的時間
點，也可以作為一個永久能力或持續效果開始或結束的時
間點。

2.1. 抓牌階段開始
本步驟確定抓牌階段正式開始。

1.2. 展示面朝下的王朝卡牌

2.2. 名譽出價

按玩家順序，每位玩家將他/她的每個行省中的每張面朝下
的王朝卡牌翻轉為面朝上。玩家的卡牌一張一張的逐個翻
開，從該玩家最左邊的行省到他/她最右邊的行省。如果在
玩家的要塞行省中有任何面朝下的卡牌，先將這些卡牌翻
開。

每位玩家在他/她的名譽轉盤上秘密選擇一個1到5之間的數
值作為他/她本輪的名譽出價。一旦雙方玩家都確認他們準
備好了，進入下一步驟。

1.3. 收集命運

2.3. 展示名譽轉盤

按玩家順序，每位玩家收集數量等於他/她的要塞卡牌上的
命運值的命運。這些命運取自通用指示物池並加入到該玩
家的命運池中。

玩家們同時展示他們的出價。

◊ 在開悟模式中，先手玩家在王朝階段中額外獲得1個命
運。

◊ 在突襲戰模式中，玩家不能選擇大於3的數字。

一旦一名玩家展示了一個名譽出價，其轉盤就被放置于該
玩家的要塞或衝突牌組旁，並且保持其狀況作為參考直到
下次名譽出價發生。

2.4. 轉移名譽

1.4. 從行省打出卡牌

名譽出價較高的玩家必須給予名譽出價較低的對手一定數
量的名譽，數量等於雙方出價的差值。若出價相同，則在
本步驟中無需轉移名譽。

這是一個特殊的行動窗口，在此窗口中按玩家順序，行動
機會在玩家之間輪流交替。

◊ 在開悟模式中，三位玩家為了轉移名譽而互相比較各自
的名譽出價。

在他/她的行動機會中，玩家可以執行以下動作之一：
◊ 從他/她的行省中打出一名角色。
◊ 觸發一個合理的行動能力。

h

如果每位玩家在各自的名譽轉盤上選擇的數值各不
相同，則選擇了最高數值的玩家給予選擇了最低數
值的玩家名譽。給予的名譽數量等於這兩位玩家選
擇的數值的差值。數值在兩人之間的玩家不會獲得
或失去名譽。

h

如果兩位玩家選擇相同的數值並且剩下的玩家選擇
的數值高於兩位對手所選擇的數值，則選擇較高數
值的玩家會給予兩位對手名譽。給予的名譽總數等
於所選擇的兩個數值的差值，在選擇相同數值的兩
位玩家之間盡可能平均地分配。如果在盡可能平均
地分配名譽之後仍有名譽剩餘，則給出名譽的玩家
選擇將剩余的名譽給予哪位對手。

h

如果兩位玩家選擇相同的數值並且剩下的玩家選擇
的數值低於兩位對手所選擇的數值，則選擇較低數
值的玩家會從兩位對手處拿取名譽。拿取的名譽總
數等於所選擇的兩個數值的差值，在選擇相同數值
的兩位玩家之間盡可能平均地拿取。如果在盡可能
平均地拿取之後仍要拿取名譽，則拿取名譽的玩家

◊ 從他/她的手牌或一個行省中棄掉一名角色的副本來放
置1命運到他/她控制的一個該角色副本上。
◊ 讓過。
注意：在本窗口中，玩家不允許從他/她的手牌中打出角色
卡牌或附屬卡牌。
為了從行省中打出一名角色，玩家從他/她的命運池中移除
與該角色的命運費用等量的命運，並將這些命運返回到通
用指示物池中。角色進場並被放置到該玩家的故鄉區域。
然後該玩家可以選擇從他/她的命運池中將任意數量的額
外命運放置到該角色上。一旦放置額外命運的機會完成或
讓過後，從王朝牌組重新填充卡牌到該角色被打出的行省
上。
當玩家讓過時，在本階段中該玩家放棄接下來所有進行行
動的機會。（讓過的玩家仍然可以對任何合理的條件觸發
中斷和反應。）在要塞和開悟模式中，首先讓過的玩家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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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從哪位對手處拿取剩餘的名譽。

玩家的命運池中。在團隊征服模式中，該命運只給與攻
擊團隊中的一位玩家，而不給團隊中的其他玩家。

◊ 在團隊征服模式中，每位玩家只會將自己的名譽出價與
坐在自己對面的對手進行比較，並依此轉移名譽。

h

2.5. 抓牌

在開悟模式中，一位玩家只能使用他個人未被贏取
元素輪池中或公共未被贏取元素輪池中的元素輪來
宣告一次衝突。

◊ 宣告哪些重置角色（由他/她控制的）作為攻擊者參與
衝突。攻擊玩家可以宣告他/她控制的任意數量的合理
角色作為攻擊者。將這些角色推到遊戲區域的中心，遠
離該攻擊玩家的故鄉區域。為了發起一次衝突，此時必
須至少有一名角色被宣告為攻擊者。如果有任何攻擊者
擁有隱秘關鍵詞，要在此時選擇隱秘的目標。

每位玩家同時從他/她的衝突牌組中抓X張牌。對每位玩家
而言，X等於他/她的名譽出價。

2.6. 抓牌階段結束
本步驟確定抓牌階段正式結束。

3. 衝突階段

h

3.1. 衝突階段開始
本步驟確定衝突階段正式開始。

在團隊征服模式中，攻擊團隊中的每位玩家都可以
在同一衝突中宣告攻擊者，並且這些角色都參與到
同一方。

以上的每個動作都被認為是同時執行的，如果以上動作中
任意一個無法完成，則衝突不能發起。

3.2. 宣告衝突
（與“衝突結算框架”共享3.2詞條）
在衝突階段中，每位玩家都獲得一次或多次宣告衝突的機
會。這些衝突機會按玩家順序將剩餘的衝突機會在玩家之
間交替，直到每位玩家都已經宣告或讓過他/她的每次衝突
機會。在團隊征服模式中，衝突機會給予每個團隊而不是
每位玩家。
在要塞、開悟和團隊征服模式中，每位玩家（或團隊）獲
得一次宣告軍事衝突和一次宣告政治衝突的機會。玩家在
同一遊戲輪中的軍事衝突和政治衝突可以按任意順序宣
告。在突襲戰模式中，每位玩家獲得一次宣告任意一種衝
突的機會。

如果被攻擊行省是面朝下的，一旦針對它的衝突被成功宣
告後將其翻轉為面朝上。這發生在衝突宣告過程中可能觸
發的任何反應之前。
一旦一次衝突被宣告，在下一次衝突被宣告之前結算該次
衝突。
當到達本步驟時如果沒有玩家擁有剩餘的衝突機會，則推
進至步驟3.4。

3.2.1. 宣告防禦者
如果有任意重置角色，防禦玩家宣告哪些重置角色（由他/
她控制的）來作爲防禦者參與衝突。防禦玩家可以宣告他/
她控制的任意數量的合理角色作為防禦者。將這些角色推
到遊戲區域的中心，遠離該防禦玩家的故鄉區域。宣告“
無防禦者”也是一個可選項。

當一位玩家獲得一個宣告衝突的機會時，該玩家可以：
◊ 宣告一次軍事衝突。

◊ 在團隊征服模式中，被攻擊行省的控制者可以選擇宣告
1個或更多防禦者，其團隊中的其他玩家可以最多宣告1
個防禦者。這些角色都參與到同一方。

◊ 宣告一次政治衝突。
◊ 讓過。

如果一次衝突機會被让过,玩家本阶段失去他/她使用這次機會的
權利。

3.2.2. 衝突行動窗口

為了宣告一次衝突，攻擊玩家必須：

這是一個特殊的行動窗口，在此窗口中防禦玩家（而不是
先手玩家）擁有首次行動機會。這些機會然後在玩家之間
輪流交替直到雙方玩家接連讓過。

◊ 聲明該次將要發起的衝突的類型和元素。通過從未贏取
元素輪池中選擇一個元素輪來表示（這個元素輪即被認
為是爭奪中的元素輪，並且確定了該次衝突的元素），
并將其以軍事面或政治面朝上（該爭奪中的元素輪面朝
上的一面確定了該次衝突的類型）放置在對手合理的未
摧毀行省上（這表明了哪個行省正在被攻擊）。

在一個行動機會中。玩家可以：
◊ 激活一個他/她控制的卡牌上的合理的行動能力。

◊ 從他/她的手牌中打出一張其上有行動觸發詞條的事件
卡牌。

在要塞或開悟模式中，除非至少有三個非-要塞行省被
摧毀，否則不能對玩家的要塞行省宣告衝突。在團隊征
服模式中，除非該玩家所在的團隊控制了至少3個被摧
毀的行省，且該玩家的非-要塞行省中至少有一個被摧
毀了，否則不能對該玩家的要塞行省宣告衝突。

◊ 從手牌中打出一張附屬卡牌，並將其附屬給場上的任意
合理角色。

如果玩家選擇了一個其上有命運的未贏取元素輪作為爭
奪中的元素輪，則將那些命運從該元素輪上移動到攻擊

◊ 從手牌中打出一名角色到他/她的故鄉區域。（此時可
以從玩家的命運池放置額外的命運到該角色上。）

◊ 從手牌中打出一名角色到衝突中，在該玩家一方參與衝
突。（此時可以從玩家的命運池放置額外的命運到該角
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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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過。
在使用行動機會之後,如果在冲突结算前没有更多的行动，
则玩家必須宣佈衝突雙方的全部计算在内的相關能力值。

水:選擇一名角色並將其重置，或者選擇一名其上沒
有命運的角色並將其橫置。
空:選擇一名角色並從該角色上移除1命運。
如果防禦玩家或沒有玩家贏得該次衝突，則在本步驟中無
事發生。

一旦玩家都连续让过他們的行動機會，繼續到下一步。

3.2.3. 比較能力值和明確結果

◊ 當遊玩突襲戰模式時，使用下列效果替代三個元素輪的
效果：

衝突類型表明哪種能力值被用來結算該次衝突。在軍事衝
突中使用軍事能力。在政治衝突中使用政治能力。
首先，通過將每名重置攻擊角色的能力（與衝突類型相匹
配的）和其它所有激活的修正相加到一起，來判定攻擊玩
家的在本次衝突中的總能力。然後通過將每名重置防禦角
色的能力（與衝突類型相匹配的）和其它所有激活的修正
相加到一起，來判定防禦玩家的在本次衝突中的總能力。
擁有較高能力值一方的玩家贏得該次衝突。為了贏得一次
衝突，玩家的總能力值必須為1或更高。在平局的情況下，
攻擊玩家贏得該次衝突。如果雙方玩家合計能力均為0，則
衝突結算沒有勝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並將該次衝突的元素
輪返回未贏取元素輪池中。
◊ 在團隊征服模式中，玩家作為一個團隊贏得或輸掉衝
突，而不管誰控制參與角色。任何以玩家贏得一場衝突
時為觸發條件的卡牌能力都可以在該玩家所在的團隊贏
得一場衝突時觸發(輸掉一場衝突也是如此)，因為該團
隊的每位玩家都被視為贏得了這場衝突。

3.2.4. 判定完勝

h

風：從對手處拿取1名譽。

h

土：從你的衝突牌組抓1張牌或者你的對手隨機棄掉
1張手牌。

h

水：選擇任一玩家故鄉區域中一名其上有1個或沒有
命運的角色，重置或橫置它。

◊ 在團隊征服模式中，風和土元素輪的效果只針對被攻擊
行省的控制者，並且只有攻擊團隊中的一位玩家可以獲
得該元素輪的效果。

3.2.7. 贏取元素輪
贏得該次衝突的玩家（在步驟3.2.3中）贏取爭奪中的元素
輪並將其加入他/她的已贏取元素輪池中。
◊ 在開悟模式中，攻擊玩家如果贏得了衝突，就可以在其
一個合理的行省上贏取一個元素輪。如果防禦玩家贏得
了衝突，他們不贏取元素輪，元素輪會返回攻擊玩家的
未被贏取的元素輪池中。

如果攻擊玩家贏得該次衝突並且防禦玩家沒有控制防禦角
色（在步驟3.2.3中），則該次衝突被認為是“完勝”。在
要塞或團隊征服模式中，防禦玩家失去1名譽並且將其返回
到通用指示物池中。

如果沒有玩家贏得該次衝突（在步驟3.2.3中），該元素輪
被返回到未贏取元素輪池中。

如果防禦玩家或沒有玩家贏得該次衝突，則在本步驟中無
事發生。

同時橫置在該次衝突中的每名重置的參與角色。將每名參
與角色返回到其控制者的故鄉區域。這些角色不再參與到
該次衝突中。

3.2.5. 摧毀行省
如果攻擊玩家以等於或超過被攻擊行省耐久的差值贏得該
次衝突（在步驟3.2.3中），則該行省被摧毀。將該行省選
擇180度或棄掉該行省指示物來表示其已被摧毀。

3.2.8. 返回故鄉

3.3. 衝突結束/讓過衝突
本步驟確定衝突正式結束，或一次衝突機會被讓過。返回
到步驟3.1下方的行動窗口。

如果攻擊玩家贏得一次衝突並且摧毀了一個行省，他/她可
以立即棄掉該行省上的任意王朝卡牌。如果行省上因此沒
有了卡牌，重新面朝下填充該行省。

3.4. 決定公家恩寵

如果防禦玩家或沒有玩家贏得該次衝突，則在本步驟中無
事發生。

3.4.1. 榮耀統計

3.2.6. 結算元素輪效果
如果攻擊玩家贏得該次衝突（在步驟3.2.3中），則該玩
家可以結算爭奪中的元素輪的元素輪效果。元素輪效果如
下：

風:從你的對手處拿取1名譽，或者從通用指示物池獲
得2名譽。
土:從你的衝突牌組抓1張牌，並從你的對手的手牌中
隨機棄掉1張牌。
火:選擇場上一名角色並使該角色獲得或失去名譽。

本步驟標誌著公家恩寵爭奪的開始。

每位玩家計算他/她控制的所有重置角色的總榮耀值，將所
有激活的修正計入，並且他/她的已贏取元素輪池每有一個
元素輪便在該總值上加1。
然後玩家們將他們的總值進行比較。擁有較高總值的玩家
贏得該次榮耀統計。如果總值平局，則沒有玩家贏得該次
榮耀統計。
◊ 在团队征服模式中，每个团队将他们所控制的重置角色
的荣耀值加在一起，再加上团队赢取的元素轮数量。将
这个总和与对方团队的总和相比较，如果两队的总和不
相等，多的一方将赢得荣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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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命運階段

D. 決鬥時序

4.1. 命運階段開始

D.1發起決鬥。

本步驟確定命運階段正式開始。

D.2建立挑戰。

4.2. 棄掉沒有命運的角色

D.3決鬥名譽出價。

按玩家順序，每位玩家棄掉他/她控制的其上沒有命運的每
名角色。這些角色被一次一個的棄掉，按照玩家選擇的順
序來進行。只以這種方式棄掉那些在這一步開始時沒有命
運在其上的角色和將要被棄掉時其上沒有命運的角色。

D.4展示名譽轉盤。

4.3. 從角色上移除命運
D.5轉移名譽。

從場上的每個角色上同時移除1命運。

D.6計算決鬥統計數值。

4.4. 放置命運到未贏取元素輪上
從通用指示物池同時放置1命運到每個未贏取元素輪上。
◊ 本框架步驟在突襲戰模式中跳過。

D.7加名譽出價、比較數值、並決定結果

◊ 在開悟模式中，代替在每個未被贏取的元素輪上放置1
個命運，每位玩家選擇對手未被贏取元素輪池中的1個
元素輪，並從公共供給堆中拿1個命運放置在其上。

D.8應用決鬥結果。
D.9決鬥結束。

4.5. 重置卡牌

3.4.2. 贏取公家恩寵

同時重置場上的每張橫置卡牌。

贏得該次榮耀統計（在3.4.1中）的玩家（或團隊）通過獲
得公家恩寵卡牌來贏取公家恩寵，將公家恩寵卡牌設置到
其軍事面或政治面，並將其放置在他/她的要塞旁。除了在
突襲戰模式中以外，贏取公家恩寵的玩家要將其設定到軍
事一面或者政治一面。該玩家被稱為“擁有公家恩寵”，
並且該卡牌可能會影響到隨後的遊戲輪。如果已經擁有公
家恩寵的玩家再次贏取它，該玩家可以將其設置到另一面
（如果適用）。

如果榮耀統計是平局，公家恩寵保持它當前的狀態（
未被贏取、或是仍在目前擁有者的控制下，并依然保
持其當前的面朝上）。

4.6. 從行省上棄掉卡牌
按玩家順序，每位玩家必須從每個他/她的被摧毀行省中棄
掉每張面朝上的卡牌，並且每位玩家也有機會從他/她的未
被摧毀行省中選擇并棄掉任意數量的面朝上王朝卡牌。
以这种方式变空的每个行省都会从其拥有者的王朝牌组顶
部重新填充一张面朝下的卡牌。
◊ 在突襲戰模式中，玩家不是必須棄掉被摧毀行省上面朝
上的卡牌，除非他想這麼做。

4.7. 將元素輪返回

本步驟也標誌著公家恩寵爭奪的結束。

將每個已贏取元素輪同時返回到未贏取元素輪池中。

3.5. 衝突階段結束

◊ 本框架步驟在開悟模式中跳過。

本步驟確定衝突階段正式結束。

4.8. 傳遞先手玩家指示物
擁有先手玩家指示物的玩家將其傳遞給他左邊的對手。該
玩家成為先手玩家。

4.9. 重整階段結束
本步驟確定重整階段正式結束。
由於重整階段是遊戲輪中的最後一個階段，該步驟也確定
這個遊戲輪正式結束。任何激活的“直到本遊戲輪結束為
止”的持續效果在此時終止。
在本步驟完成以後，遊戲繼續進行到下個遊戲輪的“王朝
階段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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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決鬥時序

的統計數值。任何在決鬥發動時已經激活的能力修正在決
鬥中仍然適用。

D.1. 發起決鬥

◊ 如果同一方有多個角色參與到決鬥中，將他們的決鬥統
計數值加到一起。此步驟中計算的統計數值被視為單個
角色的能力值，用於確定決鬥結果。這些角色一起贏得
或輸掉本次決鬥。

為了發起一次決鬥，玩家必須通過選擇兩個角色互相決鬥
來結算卡牌能力：一個由他們控制，一個由一位對手控
制。下列參數提供了那些角色能被選擇進行決鬥：

D.7. 加名譽出價、比較數值、並決定結果

當一個卡牌能力發起一次決鬥時，該能力費用的一部分會
使用這個短語，“發起一次【類型】決鬥。”來打開決鬥
時序窗口。

每位玩家計算他們的決鬥總值，並將其與對手的決鬥總值
進行比較，以確定結果。

◊ 一個角色必須由發起一次決鬥的卡牌能力的玩家控制，
另一個角色必須由該玩家的一個對手控制。

在要塞、開悟和團隊征服模式中，每個玩家將步驟D.6中計
算的統計值上加上他們的決鬥名譽出價來確定他們的決鬥
總值。

◊ 如果決鬥發起在一次衝突中，雙方必須選擇參與角色。
◊ 如果發起一次決鬥來自一張角色卡牌上的能力，該角色
自動參與到決鬥中。一些能力使用短句“本角色發起”
作為這樣的說明。該角色並不被視為決鬥的目標，因為
他已經參與其中。

在突襲戰模式中，在步驟D.6中計算的統計值較高的玩家在
他的名譽出價上加1來決定他們的決鬥總值。另一個玩家的
決鬥總值等於他的名譽出價，不與統計值相加。

◊ 在一次衝突中，只有該角色參與這次衝突時才能發動其
上的決鬥能力。

◊ 控制較低數值角色的玩家是該次決鬥的失敗者。

◊ 控制較高數值角色的玩家是該次決鬥的勝利者。
◊ 如果決鬥總值相等，既沒有角色是決鬥的勝利者，也沒
有角色是決鬥的失敗者。

如果這個過程完成了，則決鬥完成發起。否則，決鬥發起
失敗並且不能結算。

結算決鬥

D.8. 應用決鬥結果

决斗将在成功结算下列任一触发能力期间被结算：指示玩
家“结算决斗”或他们的“角色向对手的角色发起一次【
类型】决斗。”结算一次决斗，执行下列步骤：

發起該次決鬥的能力（步驟D.1中）指定了對贏得決鬥和/
或輸掉決鬥的角色或控制這些角色的玩家（們）的決鬥結
果。在本階段中應用那些結果。

D.2. 建立挑戰

D.9. 決鬥結束
本步驟確定決鬥正式結束。返回到決鬥被發動的行動窗口
中，同時下一名玩家在行動序列中獲得下一個行動機會。

发起决斗的过程(在步骤D.1中)将确定决斗中涉及的两个
角色，以及将要发生的决斗类型。這個統計數據（軍事能
力，政治能力，或榮耀值）將用於確定決鬥的結果。

注意：在一次決鬥中沒有行動窗口，所以在決鬥結算中玩
家們不能發動行動或從他們的手牌中打出角色和附屬。合
理的中斷和/或反應能力可以在決鬥中被觸發。

D.3. 決鬥名譽出價
每位玩家為這次決鬥在他/她的名譽轉盤上秘密選擇一個1
到5之間的數值。一旦雙方玩家都確認他們準備好了，進入
下一步驟。
◊ 在突襲戰模式中，玩家不能選擇大於3的數字。

D.4. 展示名譽轉盤
玩家們同時展示他們的出價。
一旦一名玩家展示了一個名譽出價，其轉盤就被放置于該
玩家的要塞或衝突牌組旁，並且保持其狀況作為參考直到
下次名譽出價發生。

D.5. 轉移名譽
名譽出價較高的玩家必須給予名譽出價較低的對手一定數
量的名譽，數量等於雙方出價的差值。若雙方出價相同，
則在本步驟中無需轉移名譽。

D.6. 計算決鬥統計數值
發起決鬥的過程（在步驟D.1中）將確定統計那種數值用來
決定決鬥的結果。每位玩家計算他們參與到決鬥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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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Ⅱ ：卡牌詳解
本章節對每個類型的卡牌進行詳細解釋。

角色

2

卡牌要點詳解

5

1. 名稱：本卡牌的名字。
2. 費用：打出本卡牌的命運費用。
3. 卡牌類型：表明卡牌在遊戲中打出或使用的方

2

角

1

復仇守誓者

4

色

2
1

7

式。

4. 氏族符號：本卡牌的氏族歸屬。

16

5. 軍事能力：本角色的軍事能力值。
6. 軍事能力加成：本卡牌提供給所附屬角色的軍

0

武者.

反應：在你輸掉一次衝突後 — 將本角色從你的
手牌放置進場。

事能力加成數值。

9

“當武士說他要執行行動時，其實馬上就要完成了。”
—阿古渡的領導藝術

7. 政治能力：本角色的政治能力值。
8. 政治能力加成：本卡牌提供給所附屬角色的政

17

治能力加成數值。

9. 榮耀：本卡牌的榮耀值。

ILLUS. DARREN TAN

10. 元素：表明本行省的元素關聯。

© 2017 FFG

C 160

19

18

11. 耐久：行省的耐久值。
12. 耐久加成：如果本地區或要塞在行省中，則能

提供給所在行省的耐久加成。

13. 初始名譽：遊戲開始時，本要塞提供的名譽總

數。

12

14. 命運值：每個王朝階段，本要塞提供的命運總

數。

地區

15. 影響力值：牌組構築時，本要塞提供的影響力

總數。

1

16. 屬性：可能被卡牌能力涉及的描述性特徵。

地

區

18. 影響力費用：將本卡牌放入衝突牌組所需的影

響力費用。

1

19. 產品資訊：表明本卡牌來自哪個產品。

匠人學院

17. 能力：本卡牌與遊戲互動的特殊方法。

學院.

行動：在衝突階段中 — 展示你衝突牌組
頂的卡牌。直到本階段結束，你可以打出
該卡牌，如同它在你的手牌中一樣。

17

4
ILLUS. CONCEPTOPOLIS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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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3

附屬

6

1

要塞

附 屬

1
1
先祖的指引

8

2

 寧靜之都

要 塞

状态.

行動：從你的衝突棄牌堆中打出本附屬。
“神聖的先祖，請聆聽我的祈禱！願您的名譽之力
指引我的腳步，將我引向正義！”

16
城市.

ILLUS. MATT ZEILINGER

© 2017 FFG

行動：在一次衝突中，橫置本要塞。選擇一名
能力值為2或更低的參與角色 — 橫置該角色。

C 162

事件

3

11
ILLUS. ALAYNA LEMMER

0

13

事 件

1

完美的禮物
行動：展示每位玩家衝突牌組頂的4張卡牌。從每
位玩家所展示的卡牌中各選擇1張，並將其加入其
擁有者的手牌。洗牌。

7

10
© 2017 FFG

2

15

14

身份

4

他已經拒絕兩次了，不過第三次他不會再拒絕了。

17

ILLUS. ALBERT TAVIRA

© 2017 FFG

C 144

行省

11

5

朝聖

行 省

在本行省的衝突中，取消所有元素輪效果。（如
果本行省被摧毀，則正常結算元素輪效果。）

1

火之守護者
守護者.火.

增加你的構築影響力3點。
反應：在你作為防禦玩家贏得一次衝突
後 — 獲得1命運。
©2017 FFG 216A

17
10

ILLUS. NELE DIEL

© 2017 FFG

22

32

16

附錄 Ⅲ ：卡牌澄清
本章節將回答游戏中有關卡牌的一些常見問題。这些答案
根據擴展和編號編排，规则的相互影響導致了這些问题的
出現。

核心包
丟人現眼（24）
◊ 無論是載譽還是毀譽，丟人現眼的能力並不互相依賴。
而且，即使被選角色中的一個或兩個可能已經是載譽或
毀譽狀態也能被本能力選擇為目標（在選擇目標時你不
需要選擇那個角色失去或獲得名譽）。如果丟人現眼
成功使一名角色獲得或失去名譽，但另一個失敗了。它
依然視為結算成功，即使它沒有對其中一個角色產生效
果。那個角色依然是這個能力的有效目標，因為在被選
擇時他可能會被用於另一種可以成功的效果。

精明的政治家（42）

◊ 如果一位玩家打出一張卡牌的效果導致監軍指揮官被棄
掉，那麼監軍指揮官的效果不能觸發，因為它已經不在
場中。
◊ 如果一位玩家打出一張卡牌的效果導致被附屬角色不再
參與到本次衝突中，那麼監軍指揮官的效果不能觸發，
因為觸發條件已經不滿足。

律法幹事（139）
◊ 如果一名角色“不能收到毀譽狀態指示物，”那麼這類
指示物不能放在或移動到該角色上。該角色不能從普通
狀態變成毀譽狀態。（見第32頁。）

免受質疑（141）
◊ 如果免受質疑打出到一位對手的角色上，該對手不能選
擇被附屬角色作為自己事件卡的目標。
h

如果被附屬角色是該對手唯一控制的應參與角色，
逐鹿朝堂（核心包，206）的載譽效果無法選擇，因
為被附屬角色不能被選為目標。

雄獅之道（167）

◊ 如果一張卡牌能力將一個載譽狀態指示物移動到其上，
精明的政治家的能力不能觸發，它只能在一個效果“使
其獲得名譽”時才能觸發。

◊ 當你在一次衝突中打出兩張雄獅之道在一名角色上時，
該角色的軍事能力值將被翻倍兩次（現在是基礎能力值
的四倍）。如果額外的雄獅之道被打出，那麼新的基礎
技能值繼續翻倍。

道寺萤（52）

展示力量（179）

◊ 本角色的能力可以在其防禦時被觸發，但是在第16頁的
結算元素輪效果中指出，由攻擊玩家選擇目標，抓牌，
或者獲得名譽。因此攻擊玩家將結算元素輪的效果，而
不是道寺螢的控制者。

阿古渡久津（79）
◊ 本角色的能力可以在其防禦時被觸發，但是在第16頁的
結算元素輪效果中指出，由攻擊玩家選擇目標，抓牌，
或者獲得名譽。因此攻擊玩家將結算元素輪的效果，而
不是阿古渡久津的控制者。

◊ 當展示力量被打出時。它產生一個延遲效果，該效果取
消在步驟3.2.6“結算元素輪效果”期間正常的結算元
素輪效果，而是用其自帶的“你结算该元素轮的效果如
同你作为攻击玩家赢得本次冲突一样”效果來替代。因
完勝而失去名譽和摧毀行省將在結算展示力量的效果結
算前發生。
h

當展示力量結算時如果朝聖（核心包，22）還沒有
被摧毀，則展示力量的延時效果優先於朝聖，取消
正常的結算元素輪效果而用調整過的結算來代替。
然而，朝聖的效果（取消所有元素輪效果）依然會
取消展示力量賦予防禦者來結算元素輪的效果。防
禦者僅僅贏取元素輪。

h

因為展示力量與結算元素輪效果步驟互動，而不是
與攻擊者選擇特定的效果互動，所以當知識探求者
（核心包，171）參與攻擊時攻擊者也不能選擇特定
的元素輪效果來結算（或是否選擇結算一個元素輪
效果）。當展示力量結算元素輪效果時，防禦者有
機會選擇哪個元素輪效果來結算，並且可以自願選
擇是否結算元素輪的效果。

年輕的造謠者（101）
◊ 如果一個載譽或毀譽狀態指示物通過一個卡牌能力移動
到一名角色上，年輕的造謠者的能力不會觸發。它只
在“使一名角色獲得名譽”或“使一名角色失去名譽”
的效果下觸發。

緩刑（132）
◊ 緩刑的效果能阻止一名角色被犧牲。
h

h

如果情況出現在支出一個費用時，那麼該費用不被
視為被支付，因為犧牲被阻止了（見第4頁）。如果
犧牲是在支付事件卡的費用時被阻止的，那麼效果
不會發動，事件留在其擁有者的手中並未打出。
如果情況出現在一個效果的結算時，那麼犧牲是否
成功結算都無所謂。同理，當一個事件的效果被名
譽之聲取消時（核心包，145）它仍然被視為已經打
出，類似的還有巨蟹之道（核心包，137），即使它
的效果被緩刑阻止了，它依然視為已經打出。

萬歲！（204）
◊ 當萬歲！被打出時，一位玩家能選擇取消萬歲！全部的
卡牌效果，或只是它的第二部分效果，或都不取消。

監軍指揮官（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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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當萬歲！的效果發動到打出卡牌的第6步時，該效
果將發動：“你可以失去1名譽來第二次結算本能
力。”如果此時被取消，那麼就什麼都不會發生，
卡牌的效果將完全不結算。

h

如果這些效果結算，並且失去了1個名譽，“第二次

結算本能力”將導致能力的結算回到第5步（選擇一
個參與角色“）。這將導致效果第二次發動，因此
可以在此取消第二次+2力量並導致失去名譽。

第9頁的“場中和場外”。

緩和敵意（100）
◊ 和敵意限制每位玩家在衝突階段中只有一次衝突機會，
因為緩和敵意設定了一個嚴格的限制，沒有透過卡牌效
果獲得的額外衝突數量來讓玩家在該階段宣告多於一次
衝突。

空之信徒
僻靜的神社（12）
◊ 僻靜的神社的效果所選擇的元素輪可以同時處於多個狀
態。例如，在未被贏取時，被選擇的元素輪同時計入未
被贏取元素輪池和在你的已贏取元素輪池中。
h

除非真正的元素輪指示物在你的已贏取元素輪池
中，否則你不能通過卡牌能力的費用或效果將被選
擇的元素輪移出你的已贏取元素輪池。

元素循環
鏡之凝視（15）
◊ 鏡之凝視不能用於複製取消一張卡牌效果或取消框架步
驟的中斷或反映的效果。
h

風之勇士
阿賀娑泰子（14）
◊ 阿賀娑泰子能力所選的行省不能被宣告為被攻擊的行
省，衝突也不能移動到這裡。
h

下面列出的一些事件卡牌也因為同樣的原因不能被
本附屬複製：名譽之聲（核心包，145），展示力量
（核心包，179），偽造的詔書（核心包，184），
譴責（公家循環，60）。

◊ 鏡之凝視不能用於複製涉及自身觸發條件的事件卡效果
（那些被忽略的）。

如果阿賀娑泰子在一場衝突中被打出並且用她的能
力選擇了當前被攻擊的行省，那麼本次衝突立刻結
束，並且沒有勝利者，所有參與角色回到家鄉並橫
置。

h

下面列出的一些事件卡牌也因為同樣的原因不能被
本附屬複製：不屈意志（核心包，158），枕戈待旦
（核心包，165），我會游泳（核心包，187），菊
花之道（公家循環，80）

煉金術大師（44）

朝堂大師
紀念品製造者（8）
◊ 如果一名角色“不能收到毀譽狀態指示物，”那麼這類
指示物不能放在或移動到該角色上。該角色不能從普通
狀態變成毀譽狀態。

技巧試煉（93）
◊ 如果你從你的牌組頂部打出技巧試煉（例如匠人學院（
核心包，53）或者枕邊書（公家循環，113）），它將
算作其費用中的一張“被展示的卡牌”，但是不能被其
效果放到你的手牌中。
當一張事件卡被打出時，它被視為留在原來的區域
直到其費用被成功支付，之後它放置到桌子上并處
於“被打出”的狀態，此狀態持續到被放置於其擁
有者的棄牌堆之前并結算其效果之後。因此，在支
付技巧試煉的費用期間，它仍然在你的牌堆頂部并
將被展示，作為打出事件的費用的一部分。

h

雖然它已經被學院或枕邊書所展示，它仍然能被再
次展示用來滿足它自身的費用。然而，一旦它離開
你的牌組頂部（在步驟5支付費用并選擇目標后-參
見第9頁的“發動能力”），它不再是“一張翻開的
卡牌”並且不能放回你的手牌中。更多信息，查看

帝國的子民
垣田俊望光（14）

公家循環

h

◊ 當火元素輪在爭奪中或已被贏取時，煉金術大師可以將
命運放在其上。命運會留在元素輪上直到它們變成爭奪
中時。如果命運被放到已經是爭奪中狀態的元素輪上，
攻擊者將不能獲得這些命運。

◊ 如果一名參與角色的技能值依賴於玩家的名譽出價，垣
田俊望光的中斷能力可以更改在3.2.3步驟中統計的技
能總值。它可以在徹底結算这一步骤之前,改变这些玩
家的出价,并能通过技能值的变化而使玩家贏得或輸掉
冲突。
h

因為中斷在他的觸發條件之前結算（第10頁），並且因
為“將要”效果會改變觸發條件（第19頁），俊望光的能
力有可能改變步驟3.2.3的結果。因此，如果一名角色的
能力值取決於玩家的名譽出價，俊望光的決鬥改變了這個
出價但卻輸掉了決鬥，那麼有可能俊望光輸掉了決鬥但
是贏得了衝突（如果面對的是真誠的挑戰者（帝國的子
民,27）他將在政治衝突中失去沉著，例如，或者是被垣
田宮載譽（朝堂大師.1））。也有可能在步驟3.2.3重新
計算能力值，因為俊望光的能力可能導致本來要被摧毀的
行省而不會被摧毀，更少的能力值（或者俊望光的能力值
增加了）會導致攻擊玩家沒有足夠的能力值來摧毀行省。

無雙之技（65）
◊ 如果一名角色“不能收到毀譽狀態指示物，”那麼這類
指示物不能放在或移動到該角色上。該角色不能從普通
狀態變成毀譽狀態。（參加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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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循環

擇的數量。如果選擇的數字大於合法攻擊者的數量，則
攻擊玩家必須宣告最大數量的可用攻擊者。這可能會迫
使攻擊玩家選擇特定的元素輪或衝突類型，以宣告所需
數量的合法攻擊者。例如，如果某個角色具有破折號軍
事能力值並且必須宣告其才能達到所選攻擊者數量，則
必須宣告政治衝突。

令人敬畏（18）
◊ 當一張事件卡打出時，在判斷卡牌是否符合打出限制時
它依然在其擁有者的手中。如果兩個玩家擁有同樣數量
的手牌，令人敬畏不能打出。

阿古渡楓（28）
◊ 阿古渡楓的效果可以防止一名角色被犧牲。(見第29頁
的緩刑)

富蛙城管事（54）
◊ 當一張事件卡打出時，它依然視為在其擁有者的手牌
中，直到所有費用和選項都已經滿足後。
h

在打出無恥之尤（核心包，297）到富蛙城管事之上
的步驟5選擇目標時，富蛙城管事的文本保護角色不
會獲得毀譽狀態指示物。因為選擇一項和選擇目標
是在同一步驟，此時在選擇做出時無恥之尤仍然在
對手的手牌中，因此你不能選擇一項無法改變遊戲
狀況的效果。

皈依兄弟會（28）
◊ 如果一位玩家展示其整個牌組並且沒有展示出與其因本
行省效果而棄掉的角色數量相等的角色，則其不會將其
棄牌堆重新洗牌來繼續展示更多卡牌。其僅會將已被展
示出的角色放置進場，即使這會導致進場的角色數量少
於棄掉的角色數量。
◊ 如果玩家因本行省的效果而展示了一個獨有角色的多個
副本，或者展示了其擁有或控制的已經在場上的獨有角
色，則其不會將這些副本放置進場。他們不能展示或將
任何額外的角色放置進場來補償那些無法進場的獨有角
色。

緘默者修道院（50）

◊ 如果一名角色“不能收到毀譽狀態指示物，”那麼這類
指示物不能放在或移動到該角色上。該角色不能從普通
狀態變成毀譽狀態。

◊ 當一位玩家因為名譽在玩家之間轉移而獲得超過2名譽
時（ 例如通過名譽出價），緘默者修道院會阻止除2點
之外的所有其它名譽。給出名譽的玩家不會失去名譽，
因為將要獲得名譽的玩家並沒有獲得名譽。

智慧探求者

效法自然（68）

潛龍文身（23）
◊ 在你打出一張中斷或反映事件目標潛龍文身附屬的一名
角色時，文身可以被用來再次打出該事件。中斷或反應
事件在原卡牌打出時的中斷或反應窗口中打出。
h

當以這種方式打出中斷或反應時，它會“堆疊”進
入相應的中斷或反應窗口中，直到打出的原事件的
反應窗口關閉後才會實際打出。因此,像監軍指揮官
(核心包,133)這樣的卡牌會在第一張事件和第二張
事件之間觸發——不同于当龙纹身作為一个行動事
件來打出的情況,因為一個行动事件(如飓风拳(元素
循环,17))在潛龍文身能力結算中打出和結算。

領土循環
七刺據點（25）
◊ 在結算本要塞的能力時，宣布衝突的過程會顛倒過來。
衝突始於宣告防御者，這意味著防禦角色將在宣告攻擊
角色之前參與衝突（並且在確定被攻擊行省、衝突類型
和爭奪中的元素輪之前）。因為在宣告防御者時沒有衝
突類型，所以任何角色都可以被宣告為防御者。如果攻
擊玩家選擇的衝突類型將會導致不合法的防御者——例
如，因為防御者在宣告的衝突類型中具有破折號能力
值——那麼該角色横置移動到故鄉。
在宣告攻擊者時，攻擊玩家必須選擇一定數量的攻擊角
色，角色的數量等於其在支付七刺據點能力費用時所選

◊ 该事件的效果会立即将被攻击行省的元素添加到争夺中
的元素轮上，并创造一个延迟效果，让攻击者在赢得冲
突后可以结算每个争夺中的元素轮的效果。延迟效果发
生在步骤3.2.3结算冲突期间，此时攻击者可以结算所
有争夺中的元素轮的效果，它并不取代框架步骤3.2.6
，攻击玩家也可以只结算争夺中的元素轮的其中一个效
果。

兵臨城下（89）
◊ 如果防禦玩家的手中沒有卡牌，則不能打出本卡牌。

山麓據點（94）
◊ 當為攻擊另一個行省支付額外費用時，命運不能被花費
到宣佈衝突時所選擇的爭奪中的元素輪上。

爭奪中的鄉村（106）
◊ 所有能力限制都是針對特定玩家的，所以本地區允許攻
擊玩家觸發被攻擊行省的能力，即使防禦玩家也觸發了
這些能力。

神聖先祖（110）
◊ 如果你不能失去名譽，你就不能給予對手名譽（並且他
們也不能從你那裡獲得名譽）。任何需要轉移名譽的卡
牌效果或框架步驟都將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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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妥協（135）

應改寫為：“僅能打出到一名攻擊中的角色上。被附屬角
色在命運階段中不能重置。”

◊ 如果被附屬角色具有強制能力，則該能力獲得給予對手
1名譽的額外費用。因為這個能力是強制的，所以必須
觸發它，因此必須支付費用（給你1名譽）。

（替換掉：“附屬給一名攻擊中的角色。被附屬角色在重
整階段中不能重置。）

悲傷之石（公家循環，94）

◊ 如果秘密妥協及其附屬的角色都由同一個玩家控制，那
麼觸發角色能力的額外費用將要求你給自己1名譽。因
為你不能給自己1名譽，所以無法支付額外費用，因此
無法觸發該能力。

應改寫為：“……對手不能從元素輪上移除或獲得命
運。”（名譽改為命運）

伊澤宮（鳳凰氏族補充包，1）
應改寫為：“在一次衝突中，橫置本要塞並且從你的手牌
中棄掉一張法術事件卡”

（增加“並且從你的手牌中棄掉一張法術事件卡”）

附錄IV：規則及卡牌勘誤

和平主義哲學家（鳳凰氏族補充包，5）
應改寫為：“……獲得1命運。”（名譽改為命運）

本節包含在五輪傳奇：卡牌遊戲中對個別卡牌所做的官方
勘誤。勘誤將覆蓋原本印刷在卡牌上的信息并生效。除了
出現在下面的勘誤卡牌外，卡牌的原始英文版及其所有資
訊都被認為是準確的，並且凌駕於所有其他版本。這包括
翻譯卡牌，獎勵卡牌和其他印刷的替代產品。

海戶小剃（鳳凰氏族補充包，18）
應改寫為“在每次風衝突中，如果你控制至少1名參與角色
且本角色以重置狀態在你的故鄉區域，則本角色將其能力
值計入到你一方。”（增加“以重置狀態”）

遊戲入門第6頁

馀吾菊良（鳳凰氏族補充包，25）

仙鶴氏族初始牌組中：

牌名應改寫為“余吳菊良”
文本應改寫為：“當在一次衝突中你的對手打出的一張咒
術事件的效果將要生效時，將本角色從你的手牌中放置進
場 - 取消那些效果。”
（增加“從你的手牌中”）

17號牌牌名應為：深溝高壑的據點；
23號牌牌名應為：團結一心。

回復平衡（核心包，10）
應改寫為：“中斷：當本行省被摧毀時……”

（替換掉“反應：在本行省被展示后……”）

大道寺宇治（朝堂大師，11）

黑暗森林（核心包，12）

應改寫為：“在本角色载誉时，你可以打出你的行省中的
每名角色如同其在你的手牌中一样。”

應改寫為：“不能作為要塞行省”

（刪掉“降低其費用1點。”）

（增加“不能作為要塞行省”）

忠心何在（雄獅軍團，28）

木津喚靈師（核心包，74）

應改寫為：“（最小為1）。”

屬性應改寫為：“修驗者.水.”（“修行者”改為“修驗
者”）

（替換掉“（最小為0）。”）

律法干事（核心包，139）

堺雨志步武（麓雁保衛者，10）

應改寫為：“角色不能收到毀譽狀態指示物。”

應改寫為：“你的要塞行省下的一個面朝下的地區放入場
中到你控制的一個未被摧毀的非-要塞行省中。”

（替換掉“角色不能变为毁誉状态。”）

（替換掉“將你的要塞行省下的一個面朝下的地區放置到
你控制的一個未被摧毀的非-要塞行省中”）

直面波濤（核心包，117）
應改寫為：“选择一名你控制的修验者角色”

石占卜（元素循環，37）

（增加“你控制的”）

豐收或是飢饉（公家循環，41）
應改寫為：“從該角色中上移動1個命運到一名你控制的角
色上。”

（替換掉“從该角色上移动每個命运到一名你控制的没有
命运的角色上。”）

應改寫為：“然後，每位玩家從他/她的手牌中棄掉2張卡
牌。”
（增加“從他/她的手牌中。”）

插花匠人（元素循環，63）

堺雨發明家（公家循環，63）

破折號后的文本應改寫為：“取消該名譽損失。然後，失
去1命運。（不限次數。）”
（替換掉“失去1命運作為代替。（不限次數。）”）

應改寫為：“本輪（或指明的時間範圍）你可以額
外……”（“每”改為“本”）

雄鷹文身（元素循環，75）

深坑陷阱（公家循環，73）

應該改寫為：“附屬給一個你控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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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附屬給一個你控制的角色。”）

備戰（天皇軍團，25）

土之禱文（元素循環，116）

應改寫為：“然後，如果該角色是指揮官，”

應改寫為：“對手的卡牌能力不能選擇該角色作為目
標。”
（替換掉“对手的卡牌效果不能目标该角色。”）

（增加“然後，”）

優雅典範（帝國的子民，13）

應改寫為：“抓1張牌，然後從你的手中棄掉1張卡牌。”

應改寫為：“在一次本角色在你一方獨自參與的衝突中”

（替換掉“抓1張牌並且從你的手中棄掉1張卡牌”）

（增加“在你一方”）

背水一戰之河（麓雁保衛者，14）

無雙之技（帝國的子民，65）

應改寫為：“你的對手從他的手牌中棄掉2張隨機卡牌並且
抓1張牌。”

應改寫為：“角色不能收到毀譽狀態指示物。”

（替換掉“被附属角色不能变为毁誉状态。”）

住手（帝國的子民，80）

樋田宿禰（麓雁保衛者，5）

（替換掉“你的對手從他/她的手牌中棄掉2張隨機卡牌並
且抓1張牌。”）

應改寫為：“當一次以你控制的一名角色為目標的決鬥將
要結算時”

犧牲都聖賢（帝國的子民，28）

（替換掉：“當一位對手發起一次以你控制的一名角色為
目標的決鬥時”

（替換掉“然後，將該角色移動到故鄉。”）

長矛挺進（朝堂大師，23）
應改寫為：“棄掉一個載譽狀態指示物”
（替換掉“棄掉一個載譽指示物”）

改寫為：“如果你如此做，將該角色移動到故鄉。”

近身肉搏（帝國的子民，28）
改寫為：“如果你如此做，你的對手可以結算本能力。”

（替換掉“然後，你的對手可以結算本能力。”）

道寺桑男（傳承循環，50）

伊達龍馬（傳承循環，79）

應改寫為：“選擇一名軍事能力值低於本角色的參與角
色—”

應改寫為：“如果你如此做，重置另一名角色。”

（替換掉“選擇一名軍事能力值低於本角色的角色—”）

代詞（所有卡牌）

（替換掉“然後，重置另一名角色。”）

皇家舉止（傳承循環，84）

所有卡牌中出現“他/她”的情況都將在重印中替換為常見
的代詞“他們”。

應改寫為：“將你的名譽轉盤上的出價設定為1。然後，
抓......。”

“如同你是攻擊玩家”（所有卡牌）

（替換掉“將你的名譽轉盤上的出價設定為1並且
抓......”）

在重印中將移除包含結算元素輪效果的卡牌中的短語“如
同你是攻擊玩家”。

發起一次【類型】決鬥（角色和附屬）
所有卡牌中的“發起一次【類型】決鬥”將改為“本角色
發起一次【類型】決鬥”

熟練的譯者（氏族戰爭，45）
應改寫為：“在本階段每次爭奪一個被選擇的元素輪的衝
突中。”

（增加“本階段。”）

守護者新人（核心包，124）

靈魂造訪（領土循環，27）

改寫為：“如果你如此做，在本角色上放置1命運。”

應改寫為：“在本行省被展示後，棄掉你的王朝牌組頂的4
張卡牌 — 選擇一名你的王朝棄牌堆中的角色，並且將該
角色放置進場。”

（替換掉“然後，在本角色上放置1命運。”）

木津紀諸門（帝國之手，13）
改寫為：“如果你如此做，重置本角色。”

（替換掉“然後，重置本角色。”）

備戰（天皇軍團，25）

（將短語“選擇一名你的王朝棄牌堆中的角色”從破折號
前移動到了破折號後）

效法自然（領土循環，68）

應改寫為：“然後，如果該角色是指揮官，”

應改寫為：“爭奪中的元素輪獲得被攻擊行省的每個元素
直到本次衝突結束。”

（增加“然後，”）

（增加“直到本次衝突結束。”）

樋田宿禰（麓雁保衛者，5）

墮落者屠夫（領土循環，31）

應改寫為：“抓1張牌，然後從你的手中棄掉1張卡牌。”

應改寫為：“在本角色攻擊時，軍事能力值低於你控制的
未被摧毀的行省的數量的角色不能被宣告為防禦者。

（替換掉“抓1張牌並且從你的手中棄掉1張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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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掉“在本角色攻擊時，印刷能力值為X或更低的角
色不能被宣告為防禦者，X為你控制的未被摧毀的行省數
量。 ”）

狂妄的野心（領土循環，116）
應改寫為：“不能作為要塞行省。”

（增加“不能作為要塞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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