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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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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規則
準備好進入一個戰爭與死亡的世界，這裡交織著暴力、高潔和瘋狂。您可以指揮由強大的勇士、怪物和攻城機
器所組成的軍團，在奇異的魔法國度中進行戰鬥，施展強大魔法，射出箭雨，在血腥戰鬥中殲滅您的敵人。
以下規則旨在說明如何遊玩《戰鎚
席格瑪紀元》。首先，您必須先準
備好戰場，召集一支 Citadel 微縮
模型軍隊。接著戰鬥會在一系列戰
鬥回合中進行，每位玩家輪流行
動，與他們的軍隊並肩作戰。

作戰計畫
在戰鬥之前，您必須挑選一個作戰
計畫。作戰計畫會告訴您如何在戰
場上佈陣，要在何處部屬軍隊，這
場戰鬥是否有任何特殊規則，而且
（最重要的！）您要如何才能贏得
勝利。您可以在第 11 頁找到更多
有關作戰計畫的資訊。

戰鬥捲軸
《戰鎚席格瑪紀元》中的 Citadel
微縮模型被稱為「模型」。每個模
型都有一個戰鬥捲軸，提供遊戲中
使用模型所需的全部資訊。您可以
在第 13-14 頁上找到更多有關如何
使用戰鬥捲軸的資訊。有些模型可
包括至我們稱之為戰鬥捲軸軍團的
隊形編制中，戰鬥捲軸軍團有額外
的規則。您可以在第 15 頁找到更
多有關戰鬥捲軸軍團的資訊。

友方或敵方的話，那麼這條規則會
影響所有模型，包括友軍和敵軍。

單位
模型以單位來進行戰鬥。一個單位
可以有一個或多個模型，但不能包
括使用不同戰鬥捲軸的模型。單位
必須以單一團體方式佈陣及完成任
何移動，所有同單位模型彼此之間
水平相距最多 1 英吋，垂直相距最
多 6 英吋。
如果單位要在回合結束時分裂，模
型就必須從單位中移除，直到只
剩一組模型仍在進行遊戲（請參閱
第 5 頁「分裂單位」）。
有時候會沒有足夠的空間來佈陣來
自同一單位中的所有模型。在這種
情況下，無法被佈陣的模型都被視
為被殺死。

來自您軍隊中的模型被稱為友軍模
型，來自敵方軍隊的模型被稱為
敵方模型。如果規則中稱會影響到
「模型」或「單位」，而未指明是

有些規則允許您重擲骰子，也就是
說，您可以再次擲部分或所有骰
子。如果規則允許您重新擲出點
數，但是將數個骰子加總（例如，
2D6 、 3D6 等），此時，您就必須
再次擲出所有這些骰子，除非另有
說明。您絕對不能重擲骰子超過一
次，而且重擲必須在骰子套用修正
值（若有）前進行。若有規則提到
「未修正的」擲骰結果，這都是指
重新擲骰後，但未套用任何修正值
之前的結果。
擲骰對決

有時候會有規則要求玩家進行擲骰
對決。在這種情況下，每一位玩家
都必須擲骰子，擲骰點數最高者獲
勝。如果點數相同，不分勝負時，
則必須使再次擲骰。進行擲骰時，
雙方玩家都不允許重新擲骰或修改
任何骰子。

測量距離

軍隊
在《戰鎚席格瑪紀元》遊戲中的每
位玩家都可以指揮一支軍隊。軍
隊的大小可由您自行決定，您可以
隨意從收藏中挑選多個模型，讓他
們加入軍隊。您決定使用的模型越
多，遊戲持續的時間就越長，比賽
就越刺激。一般來說，雙方各有大
約 100 個微縮模型的遊戲將持續大
約一整晚。

重擲

戰爭工具
若要戰鬥，您需要準備一個直尺或
捲尺（測量距離用）和幾顆骰子。
《戰鎚席格瑪紀元》用的是六面骰
子（有時縮寫成 D6 ）。有些規則
會寫成 2D6 、 3D6 等等 – 這樣的
話，就擲出該數量的骰子，然後將
結果加總。如果規則規定丟 D3 ，
就丟一顆骰子，然後將總數除以
二，並四捨五入進位。如果規則規
定擲骰，舉例而言，超過 3 點，通
常會縮寫成 3+。

《戰鎚席格瑪紀元》測量模型
基座最近點之間距離的單位
是英吋 (”) 。如果模型沒有基
座，就改從離模型最近的一點
測量。
當測量單位之間的距離時，請
永遠使用距離每個單位最接近
的模型來測量單位之間相距有
多遠。因此，例如來說，只
要單位中任一個模型離另一
個單位中的任一個模型的距離
是 12 英吋或更少，此時這一
個單位與另一個單位之間的距
離就是在 12 英吋的範圍內。
您隨時都能測量距離。

戰場

佈置軍隊

《戰鎚席格瑪紀元》的所有遊戲都是

軍隊應如何佈置的詳細資訊，可以

在戰場上進行戰鬥。戰場可以是任何

在您使用的作戰計畫中找到。

保留單位是屬於您軍隊的單

桌或地板上 – 也可以是任何大小或

有時候某種技能可以讓一個單位能夠佈

置在戰場以外位置，並在戰

形狀，只要面積至少有 2 平方英呎。

置在戰場以外的地方，出現這種情況

能夠樹立模型的平坦表面 – 例如餐

時，應告訴您的對手該單位佈置的位
戰場上的場景以《戰鎚席格瑪紀

置，並將其放在戰場一側而非直接放在

元》的模型來代表。這些模型稱為

戰場上。該單位會作為右側所述的保留

地形特徵，以和組成軍隊的模型區

單位，在稍後的時間抵達戰場。

分。地形特徵是在戰鬥開始和部署

保留單位
位，但其擁有能讓您將它佈
鬥開始之後才部署他們的技
能。佈置保留單位不會視為
移動單位，但會限制單位在
同一回合移動的技能。戰鬥
結束時尚未佈置的任何保留
單位，均視為其在您研究哪
一方獲勝時已經陣亡。

軍隊之前，佈置在戰場上。
在戰鬥中使用多少種地形特徵並不
重要。建議在每個 2 英呎平方大小

關鍵字

的戰場上，至少佈置一個地形特

每個戰鬥卷軸都包含一份可適

徵。您的軍隊如果必須經過更多地

用於該戰鬥卷軸描述之模型的

形特徵，您的戰鬥就會更加有趣和

關鍵字清單。關鍵字會在規則

更富變化。

中以關鍵字粗體顯示。
關鍵字有時會連結 (或「標

戰鬥開始

記」 ) 到規則。例如，規則可

選擇好作戰計畫並做好戰場準備

選擇將領

後，您就可以開始部署您的軍隊來

結束所有單位的部署之後，指定您

應付即將發生的衝突。在戰鬥開始

部署的模型之一作為您的將領。 如

前，您必須完成軍隊佈置、選擇將

果您的將領陣亡，請從您部署的其

領、以及使用任何戰鬥前技能。

他模型中挑選新將領。

✗

3"

1"

✓

能會規定其適用於「所有秩
序模型」。這表示它適用於
在模型的戰鬥卷軸上有秩序
關鍵字的所有模型。

1"✓
✓

1"

來自相同單位的所有模型，在其周圍 1 英吋範圍內至少需有一個來自其單位的其他模型。嵐鑄不滅的領袖不能
放置在上述位置，因為他與其單位之任何其他模型的距離，超過了 1 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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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回合
混亂殘酷的戰鬥現在開始！戰士單位發出咆哮進行衝鋒與反衝鋒，使用劍斧砍劈敵人。大地在騎兵疾馳的鐵蹄
下顫抖。弓箭手向敵人潑灑箭雨，巨獸使用其沈重拳頭揮出強力打擊粉碎敵人。
《戰鎚席格瑪紀元》的戰鬥是由透過
一系列的戰鬥回合進行，每一個回合
都分為兩個階段– 每個玩家一個。
第一個玩家完成其回合階段後，就輪
到第二個玩家進行其回合階段。第二
個玩家也完成其回合階段後，此戰鬥
回合即結束，開始新的戰鬥回合。
在每個戰鬥回合開始時，玩家必須擲
骰，獲勝者決定誰先進行第一個回合階
段。如果擲骰平手，則上個戰鬥回合進
行第一個回合階段的玩家可以選擇誰在
這個回合進行第一個階段，但如果是第
一個戰鬥回合，則由先完成軍隊佈置的
玩家選擇誰先進行第一個階段。

回合階段順序

1

英雄階段

2

移動階段

3

射擊階段

4

衝鋒階段

5

戰鬥階段

6

潰逃階段

施放法術和使用英雄
技能。
在戰場上移動單位。
使用投射武器進行
攻擊。
衝鋒單位展開戰鬥。
滲入並使用近戰武器
攻擊。
對耗盡資源的單位進行
決心檢測。

1

英雄階段

戰鬥卷軸上的許多技能是在
英雄階段時使用。此外，您軍隊中
的法師 (Wizards) 可以在此階段施
放法術 (頁 8)。
指揮技能

如果您的軍隊中有任何英雄 (Heroes)，
就可以使用指揮技能。某些指揮技
能所有軍隊都可以使用，例如右
側所述的三種，而其他指揮技能則
只有其戰鬥卷軸上有顯示的特定模
型可以使用。這些指揮技能中有某
些只有在您的模型是將領時才能使
用，在此情況時，其會在規則中標
示為指揮技能。
若要使用任何指揮技能，您必須耗
用 1 點指揮點數。戰鬥開始時，軍隊
中每有一個戰鬥卷軸軍團可獲得 1 點
指揮點數。除此之外，每次英雄階段
開始時會獲得 1 點指揮點數。只要有
足夠的指揮點數，在同一個階段中可
以使用多次相同的指揮技能。任何未
使用的指揮點數，可以在以後的回合

階段中使用。指揮技能通常會指定其
可使用的時機，如果未指定，則可以
在英雄階段時使用。
成雙成對：您可以在奔跑擲骰後
對友軍英雄 6 英吋距離範圍內的
模型，或是擔任將領之友軍英雄
12 英吋距離範圍內的模型，使用此
指揮技能。如果使用此指揮技能，
奔跑擲骰結果會視為 6。
邁向勝利：您可以在衝鋒擲骰後
對友軍英雄 6 英吋距離範圍內的
模型，或是擔任將領之友軍英雄
12 英吋距離範圍內的模型，使用此
指揮技能。如果使用此指揮技能，
會重擲衝鋒擲骰。
鼓舞：您可以在潰逃階段使用此指
揮技能。如果使用此指揮技能，
請選擇友軍英雄 6 英吋距離範圍內
的友軍單位，或擔任將領之友軍英
雄 12 英吋距離內的友軍單位。該單
位在潰逃階段不必接受潰逃檢測。

切記單位必須以整個團體方式完成任

在距離敵方單位 3 英吋範圍內的地方
開始正常移動的單位，可以選擇原

個單位，然後移動該單位的每個模

何類型的移動，每個同單位模型至
少應彼此水平相距 1 英吋，垂直相距

型，直到想要的模型都移動了為

6 英吋。如果不能做到，則不能移動。

地不動或撤退。如果單位撤退，則可
以在敵方單位的 3 英吋範圍內移動，

動，直到想要的單位都移動了為

跨越地形移動

但移動結束時必須距離所有敵方單
位 3 英吋以上。撤退單位中的模型在

止。每個移動階段，任何單位都不

相同回合中無法射擊或衝鋒。

能移動超過一次。

除非另有敘述，模型可以跨越地形
特徵移動，但不能穿越 ( 也就是模
型不能穿牆或是穿樹，但可以攀爬
或翻越)。

奔跑

移動

2

移動階段
移動階段開始時，先挑選一

止。接著您便能挑選另一個單位移

選擇要進行正常移動的單位時，可
以宣佈該單位要奔跑。對單位進

透過移動模型可以改變模型在戰場上
模型可以垂直移動以攀爬或跨越地
形特徵，其垂直向上及 / 或向下的

行奔跑擲骰。將擲骰結果與處於移

鬥階段可以移動模型，某些技能可以
讓您在其他階段也移動模型。

距離計入其移動距離的一部分。

加。然後該單位最多可以移動此英

的位置。在移動階段、衝鋒階段和戰

動階段之單位所有模型移動屬性相
吋距離。奔跑單位中的模型在之後

無論什麼時候移動模型，都可以朝

正常移動

的相同回合中無法射擊或衝鋒。

任何方向或方向組合移動，但不能

在移動階段進行的移動稱為正常移
動，以和衝鋒移動 ( 在衝鋒階段進

飛行

行) 和滲入移動 (在戰鬥階段進行) 區

如果模型的戰鬥卷軸寫著該模型可

別。模型進行正常移動時，其移動距

以飛行，在進行任何類型的移動

離的英吋數等於或少於其戰鬥卷軸上
所顯示的移動屬性 (Move)。

時就可以越過模型和地形特徵，視

跨越其他模型或其基座移動，也不
能跨越戰場邊界。在移動結束時可
以轉動模型使其朝向任何方向。模
型移動的距離是以模型基座部份距
離其開始位置最遠的距離測量 ( 包
括轉動 ) 。如果模型沒有基座，則
使用模型部份距離開始位置最遠的
距離測量。

敵方單位和撤退

模型進行正常移動時，移動的任何
部分都不可以在敵方單位的 3 英吋

若無物。測量飛行模型的移動距離
時，不計入任何垂直向上及 / 或向
下的距離。移動的終點不能是其他
模型的上方。

範圍內。

2"

奧秘君王的移動屬性是 12 英
吋。其移動 4 英吋到達高度
是 2 英吋的矮牆。其需要 4 英
吋移動距離來跨越矮牆 (2 英
吋向上， 2 英吋向下 )，在矮
牆另一側剩下最大 4 英吋的移
動距離。

2"
4"

4"

4

5

3

射擊階段

在射擊階段，可以使用配備
有投射武器的模型射擊。選擇一個
單位。該單位中的每個模型就會使
用其配備的所有投射武器進行攻
擊 (參見背面的「攻擊」章節)。切
記奔跑或撤退的模型在相同回合不
能射擊。單位中所有的模型都射擊
後，可以選擇另一個要射擊的單
位，直到所有要射擊的單位都射擊
過為止。

5

戰鬥階段

在戰鬥階段，玩家可以輪流
選擇單位進行戰鬥，從輪到其進行
回合的玩家先開始。
輪到您時，必須選擇符合資格的單位進
行戰鬥，或是選擇跳過 (請注意，如果
您的軍隊中有符合戰鬥資格的單位則不
能跳過)。位於敵方單位 3 英吋範圍內的
單位，或是在相同回合進行衝鋒移動的
單位，擁有戰鬥資格。每個戰鬥階段，
任何單位都只能戰鬥一次。

敵方單位

在敵方單位 3 英吋距離範圍內的單位
可以射擊，但只能以在 3 英吋距離範
圍內的敵方單位為目標進行射擊攻
擊。單位可以射擊其他友軍單位 3 英
吋範圍內的敵方單位，沒有懲罰。
長官請小心！

如果攻擊目標是敵方英雄，並且在
其 3 英吋範圍內有 3 個或以上模型
的敵方單位，則投射武器的命中擲
骰結果必須減 1 。如果目標英雄是
怪物 (Monster)，則不適用「長官
請小心！」規則。

4

衝鋒階段

在衝鋒階段，凡是距離敵
人 12 英吋以內的單位都能嘗試進
行衝鋒移動。選擇符合資格的單
位，然後擲 2D6 骰子進行衝鋒擲
骰。單位中的每個模型可以移動相
等於衝鋒擲骰的英吋距離。在之前
回合階段進行過奔跑或撤退，或是
在敵方單位 3 英吋範圍內的單位，
不能進行衝鋒。

如果選擇了要戰鬥的單位，該單位
首先要滲入，然後單位中的模型必
須進行攻擊。
如果選擇跳過，就不必做任何事，
輪到您的對手選擇戰鬥或跳過。如
果兩個玩家連續選擇跳過，則戰鬥
階段結束。

6

潰逃階段

在潰逃階段，雙方玩家都必
須對其軍隊中在此回合有模型陣亡
的單位，進行潰逃檢測。輪到進行
此回合的玩家先開始檢測。
每個必須進行潰逃檢測的單位，都
必須進行潰逃擲骰。若要進行潰
逃擲骰，請擲出骰子。在此回合
單位陣亡的模型數量，會加到擲
骰結果中，單位進行檢測時，單
位中每 10 個模型會增加其士氣屬
性 1 點。
如果調整過的潰逃擲骰大於單位調
整過的士氣屬性 (Bravery) ，則潰
逃檢測未通過。如果未通過潰逃檢
測，調整過的擲骰結果每超過單位
調整過的士氣屬性一點，單位中的
一個模型就會逃離。單位中哪個模
型逃離由您決定 – 將該模型會從
遊戲中取走並視為已陣亡。

滲入

位於敵方單位 3 英吋範圍內的單位，
或是在相同回合進行衝鋒移動的單
位，可以進行滲入移動。如果是滲入
移動，單位中的每個模型最多可以移
動 3 英吋。當模型完成滲入移動時，
其位置與最靠近之敵方模型的距離，
至少必須和開始移動時一樣。

分裂單位

每個回合結束時，必須從您的軍隊
中的這種單位取走任何分裂成兩個
或更多集團之單位的模型，直到該
單位只剩下一個集團在遊戲中。取
走的模型視為陣亡。

戰鬥

單位中的每個模型必須使用其配備
的所有近戰武器進行攻擊 ( 參見攻
擊章節)。

單位中進行衝鋒移動的第一個模
型，必須在敵方模型的 ½ 英吋範
圍內結束移動 ( 在進行衝鋒擲骰前
不必選擇衝鋒目標 ) 。如果無法做
到，或決定不進行衝鋒移動，則衝
鋒失敗，該單位中沒有任何模型可
以在此階段中移動。
一個單位中的所有模型完成衝鋒移動
後，可以選擇另一個符合資格的單位
進行衝鋒嘗試，直到所有要進行衝鋒
嘗試的單位都完成嘗試為止。

懲罰者單位準備對鎖鏈兇魂部落單位攻擊。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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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的結果由流淌的鮮血來決定。箭如雨落，戰爭機器向敵人潑灑其致命彈藥，戰士用利刃和尖爪互相砍擊。
士兵遭受重創而身亡，隨著屠殺蔓延到整個戰場，烈焰也吞噬了堡壘。
單位進行射擊或戰鬥時，會使用其
配備的武器進行攻擊。單位會使用
其配備的所有武器攻擊，包括任何
其載具使用的武器。
模型擁有的武器選擇會列在其
戰鬥卷軸中。投射武器 (missile
weapons) 只能在射擊階段使用，近
戰武器 (melee weapons) 只能在戰鬥
階段使用。

選擇目標
單位進行射擊或戰鬥時，在結算任
何武器攻擊之前，必須先選擇其使
用之所有武器的目標單位。只能選
擇敵方單位作為攻擊目標。
如果某個單位在同一階段可以使用
兩種或三種不同武器，在選擇目標
後，該單位可以按任何順序來使用
想要使用的武器，但在使用下一種
類型的武器之前，必須先結算前一
種武器類型的所有攻擊。

投射武器

攻擊屬性

若要使用投射武器攻擊，使用此種
武器的模型必須在可攻擊目標單
位的範圍內 ( 也就是說，在該武器
所列出之可進行攻擊的最大英吋距
離範圍 (Range) 內)，且目標單位必
須在使用武器之模型的視線範圍
內 ( 如果不確定，請彎下腰，從要
射擊的模型後方觀看是否能看到目
標單位 ) 。為了確定視線範圍，發
動射擊的模型要看得到同單位其他
模型。

武器可造成的最大攻擊數值，等於
其攻擊屬性 (Attacks)。除非使用多
重攻擊規則，否則一次只能攻擊一
次 (頁 7)。

某些投射武器擁有具最小範圍的範
圍屬性，例如 6 英吋- 48 英吋。此
類武器不能攻擊完全位於其最短射
程距離內的單位。

某些模型配備有兩個相同的武器。
使用這些武器攻擊時，不會加倍
計算武器的攻擊次數；因為武器的
攻擊屬性已經將額外的武器考慮在
內，或是模型會擁有戰鬥卷軸上所
述的額外武器效果技能。

近戰武器

若要使用近戰武器進行攻擊，模型
必須在可攻擊目標單位的範圍內。

鎖鏈兇魂部落攻擊追隨士單位。

如果武器有超過一的攻擊屬性，可以
將該武器的攻擊分配給想要攻擊之符
合資格單位。對兩個或以上的敵方單
位分別進行武器攻擊時，在對下一個
單位進行攻擊前，必須先結算目前這
個單位的所有武器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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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攻擊

掩護

攻擊需要依照以下攻擊順序逐次結算。在某些狀況下，您可以同時
結算所有由同類型的武器發動的攻擊（請參照下方的多重攻擊）。

如果在丟骰子時，所有模型都
位於地形特徵之上或都在地形
特徵內，則該單位的豁免擲骰
增加 1。如果您要為某個要在
同一回合中進行衝鋒動作的單
位進行豁免擲骰，此修正值不
會套用在戰鬥階段中，此修正
值也必定不會套用在擁有怪物
或戰爭機器 (War Machine) 關
鍵字，且其傷害屬性為 8 以上
的模型單位。

1.	命中擲骰：擲骰。如果骰子等於或大於攻擊武器的命中屬性 (To
Hit)，就可以獲得命中一次，而您就必須丟出傷害擲骰。否則攻
擊便失敗，攻擊順序結束。在調整前命中擲骰丟出 1 ，必定無法
命中目標，而在調整前命中擲骰丟出 6，則必定命中目標。
2. 傷害擲骰：擲骰。如果骰子等於或大於攻擊武器的傷害屬性 (To
Wound)，此時擲骰成功，對方玩家就必須丟出豁免擲骰。相反
地，骰子低於傷害屬性，攻擊便算失敗，攻擊順序則會結束。在
調整前傷害擲骰丟出 1 必定失敗，而在調整前傷害擲骰丟出 6 ，
則必定成功。
3. 豁免擲骰：對方玩家擲骰，透過攻擊武器的強奪屬性 (Rend) 調
整擲骰結果。舉例而言，如果武器的強奪屬性為 -1，那麼豁免擲
骰就會減 1 。如果擲骰的結果等於或大於目標單位模型的豁免屬
性 (Save)，此時豁免成功，攻擊順序便會終止，而且不會造成傷
害。相反地，若擲骰結果低於豁免屬性，此時豁免失敗，攻擊便
成功，而您就必須決定目標單位受到的傷害。在調整前豁免擲骰
丟出 1，則必定失敗。
4. 決定傷害：每次攻擊成功，都會對目標單位造成傷害，其傷害數
值等同於攻擊武器的傷害屬性 (Damage)。大多數武器的傷害屬
性為 1，但有些傷害屬性為 2 或更高。

多重攻擊
若要同時結算多次攻擊，所有攻擊
都必須來自同一單位、具有相同類
型武器並向同一目標單位攻擊的模
型。如果是這個情況，同時丟命中
擲骰，然後丟所有傷害擲骰，最後
才丟所有豁免擲骰。

傷害將逐個分配給目標單位的模
型。您可以自行分配您認為最合適
的傷害數值（模型不必在範圍內，
也不必是攻擊單位可以看得見的模
型）然而，如果您分配了一個傷害
數值給某一個模型，就必須一直分
配傷害數值給該模型，直到該模型
被殺死為止 – 一個單位中不可以
存在超過一個以上的受傷模型。

致命傷
某些攻擊、法術和技能會造成
致命傷。不要為致命傷丟命
中、傷害或豁免擲骰。相反
地，對目標造成的傷害數值等
於致命傷的數量。當單位進行
攻擊的同時，該單位的攻擊也
會造成其他傷害，在所有單位
攻擊完成後，分配所造成的每
一個致命傷。在其他時間造成
的致命傷，只要致命傷造成後
便會馬上被分配給目標單位中
的模型，分配方式就像攻擊中
所造成的傷害一樣。
在分配好後，治療致命傷的方
式，與規則書中所有其他傷害
一樣。

多重命中
有時候一次成功的命中擲骰會命
中 2 次或更多次。如果是這個情
況，同時為所有命中丟傷害擲骰，
然後丟所有豁免擲骰。

分配傷害
一旦一個單位的所有攻擊都已經結
算了，將所造成的傷害相加。指揮
目標單位的玩家接下來就必須將若
干數值的傷害分配給目標單位，其
總和要等於所造成的傷害。

被殺死的模型
在戰鬥中，一旦分配給模型的傷害
數值就等於其傷害值屬性，此時模
型就被殺死了。將被殺死的模型放
在一旁 – 即會從遊戲中移除。
有些技能允許您擲骰，以抵消分配
給該模型的傷害或致命傷；在這種情
況下，要為每個傷害或每個致命傷擲
骰，因為分配該模型的傷害數值還未
確定。如果傷害或致命傷被抵消，傷
害就不會對模型產生影響。

治癒傷害

有些技能允許已被分配給模型的傷
害得到治癒。每有一個傷害獲得治
癒，就可以移除已分配給模型的其
中一個傷害。您無法治癒已經被殺
死的模型。

巫師
這一領域充滿了魔法，對擁有智慧可以使用魔法的人而言，這裡是一個力量泉源。在戰鬥中，魔法就像一把劍
刃一樣，真實又具威力。魔法可以用來為隊友注入力量和勇氣，也可以為敵人注入脆弱和恐懼。更常見的是，
巫師可以釋放魔法的原始力量，使用擁有恐怖力量的電光擊潰他們的敵人。
有些單位在他們的戰鬥卷軸上有巫
師關鍵字。您可以在您的英雄階段
中使用巫師施展法術，或在您對手
的英雄階段中解開法術。
有時候有的技能可以允許讓非巫師
單位進行施法或解開法術。他們使
用以下的規則進行，並且受到能夠
修改施法或解開法術擲骰技能的影
響，但就所有其他規則而言，這個
單位不是巫師。

於法術的施法數值，該法術即可成
功施展。
若法術施展成功，對手玩家可以在
法術效果產生前，選擇他們其中一
名在施展法術者 30 英呎範為內的巫
師嘗試解開法術。若要解開法術，
請進行 2D6 擲骰。如果點數大於施
法擲骰的點數，此時法術就無法成
功施展。解開法術只有一次機會。

受到 1 個致命傷。如果施法擲骰
是 10 以上，該單位則會受到 D3 的
致命傷。
秘法盾：秘法盾的施法數值為 6 。
如果施法成功，可以選擇施法
者 18 英吋範圍內且可以看到的友
軍單位作為目標。重擲丟出 1 的豁
免擲骰，直到下一個英雄階段。

魔法知識

巫師單位
巫師通常都是以一個模型作為

巫師可以在其英雄階段嘗試施展法
術。您只能在同一個回合中施展相
同的法術一次（即使是使用不同的
巫師）。

巫師掌握的法術，以及巫師可以在
英雄階段中嘗試施法或解開法術的
數量，都詳細記載於該名巫師的戰
鬥捲軸中。大多數巫師掌握以下奧
術飛彈和秘法盾的法術。

若要施展法術，首先請說出巫師想
要嘗試使用哪個法術（必須要是他
們知道的法術）。若要施展法術，
進行 2D6 擲骰。如果總數等於或大

奧術飛彈：奧術飛彈的施法數值
為 5 。如果施法成功，可以選擇施
法者 18 英吋範圍內且可以看到的
敵方單位作為目標。該單位就會

施展法術

勝利
戰鬥勝利可以激勵戰士，當他們再次
戰鬥時可以做出更英勇的壯舉。相信
自己有擊敗敵人的能力，當他們攻擊
時，可以受到鼓舞而加倍努力，或激
起嗜血般的怒氣攻擊敵人，就算他們
受到嚴重的傷害，還是能夠以不屈不
撓的精神進行戰鬥。

一個單位來進行部署。如果
具有巫師關鍵字的單位有多個
模型，就所有規則而言，該模
型會被計為一個巫師，在您嘗
試施法或解開法術前，您必須
從該單位中挑選一個模型來進
行；使用您挑選的模型測量距
離並檢查能見度。

勝利

如果您的軍隊在前一次的戰鬥中贏得了主要勝利，當您在挑選您的
將領時，請擲骰子並在下表中查找結果。
D6
1-2

勝利
受到激勵：當有友軍單位被選中進行射擊或戰鬥時，您可以
說他們受到激勵了，每次戰鬥限一次。如果您這麼做，在該
階段結束前，都可以替該單位重新擲失敗的命中擲骰。

3-4

嗜血：當有友軍單位被選中進行射擊或戰鬥時，您可以說他
們進入嗜血狀態，每次戰鬥限一次。如果您這麼做，在該階
段結束前，都可以替該單位重新擲失敗的傷害擲骰。

5-6

不屈不撓：當有友軍單位必須要擲豁免擲骰時，您可以說他
們進入不屈不撓狀態，每次戰鬥限一次。如果您這麼做，在
該階段結束前，都可以替該單位重新擲失敗的豁免擲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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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神術騎士向在陰魂死神單位施展奧術飛彈，對兩名成員造成致命傷。

由靈魂守護者率領的一群暗夜幽魂單位正在向天神弩炮前進。

地形

10

無論是火焰梁柱、黃銅祭壇，還是幽靈廢墟，這個國度都充滿了奇怪的景象和致命的障礙物。由頭骨堆疊而成
的巨大堡壘從到處都是屍骨的平原聳立而起，而在凡人國度中滿目瘡痍、煙霧瀰漫的土地上，還有這更多古老
的廢墟。這些地方由渴望權力的軍閥統治，不斷上演戰鬥和屠殺。
移動和掩護的規則闡明了模型要如
何能夠跨越地形特徵或在地形特徵
場景表
SCENERY DICE FACES
中取得掩護。地形特徵對雙方來說
D6 場景表
都有益，而且不能選擇地形特徵作
1
詛咒：在您的英雄階段開始時，您可以挑選詛咒地形特
為攻擊的目標。
徵 1 英吋範圍內的一個友軍單位，進行獻祭。如果您這
SCENERY DICE FACES
麼做，該單位就會受到 D3 致命傷，但命中擲骰若為 1，您可
SCENERY DICE FACES
以重擲，直到下一次英雄階段為止。
SCENERY DICE FACES
2 FACES
SCENERY DICE
SCENERY DICE FACES

當您為戰鬥部署地形時，如果您和
您的對手願意的話，您們可以協
商為每一個地形特徵賦予一個場景
規則，右手邊的場景表裡有各式規
則可以選擇。您可以為每個地形特
徵選擇一個場景規則，也可以為每
個地形特徵擲骰子，隨機決定其規
則。如果地形特徵有戰鬥捲軸可供
使用，您可以使用戰鬥捲軸上的規
則，不必使用場景表中的規則。

障礙物
某些地形特徵屬於障礙物，可為位於
後方的目標抵擋攻擊。在這種情況
下，戰鬥捲軸中會說明該地形特徵。
當投射武器瞄準了一個敵方單位，
其所有的模型都位於障礙物 1 英吋
的範圍內，如果攻擊模型離障礙物
的距離比距離目標單位更近，此時
目標單位可以獲得掩護。

駐軍
某些地形特徵可以由單位駐紮。在
這種情況下，戰鬥捲軸中會說明該
地形特徵。
如果地形特徵完全位於單位領地範
圍內，該單位就可以在戰鬥開始時

奧術：當巫師在任何奧術地形特徵 1 英吋範圍內時，他
們的施法或解開法術擲骰可增加 1。

3

鼓舞：有單位在任何鼓舞地形特徵 1 英吋範圍內時，他
們的士氣屬性可以增加 1。

4

致命：每當有單位在致命地形特徵 1 英吋範圍內完成正
常移動或衝鋒移動後，都須擲骰。若點數為 1 ，該單位
就會受到 D3 致命傷。

5

神秘：每當您分配傷害或致命傷給在神秘地形特徵 1 英
吋範圍內的模型時，都須擲骰。若點數為 6 以上，傷害
或致命傷可以抵消。

6

邪惡：若有單位在邪惡地形特徵 1 英吋範圍內時，他們
的士氣屬性就會減 1。

駐紮。或者如果某單位的所有模型
都在地形特徵的 6 英吋內，且地形特
徵 3 英吋的範圍內都沒有敵方模型或
沒有已經駐紮該地形特徵的敵方模
型，此時該單位就可以駐紮於該地形
特徵之上，不進行正常移動。
駐紮地形特徵的單位可從戰場中移
除，且被認為位於地形特徵的「內
部」。單位必須將由敵方駐紮的地
形特徵視為是敵方的模型。
駐紮單位的射程和能見度是由地形特
徵所決定的。駐紮模型可以攻擊，也
可以被攻擊，可以施法或解開法術，
並且可以使用能力，但不能移動。如
果遭到攻擊，駐紮模型會被計為受到
掩護。此外，對駐紮模型進行攻擊的
命中擲骰必須減 1。

駐紮模型可在您的移動階段中離
開。如果該單位離開，請將其重
新部署到戰場上，這樣一來才能
使該單位的所有模型都在地形特
徵的 6 英吋內，且距離敵方單位超
過 3 英吋。這計為他們在該移動階
段的一次移動。
許多可駐紮的地形都包含可供模型
站立的平坦區域。只有駐紮模型
可以被放置或移動到平坦區域（其
他可飛行的模型，可以飛過平坦區
域，但不能完成移動或被放置在
該區域，除非他們是駐軍的一部
分）。這麼做純粹只是裝飾性；就
規則而言，這些模型仍然被視為駐
紮於地形特徵之上。

11

作戰計畫
您必須先選取作戰計畫，才能在
《戰鎚席格瑪紀元》遊戲中開戰。
我們已在此附上一個作戰計
畫 – 第一滴血 – 這是您熟悉這款
遊戲的最佳選擇。其他作戰計畫可
以在《戰鎚席格瑪紀元》的出版手
冊中找到，您也可以使用您自己擬
定的作戰計畫進行遊戲。如果您和
您的對手無法在使用哪一個作戰計
畫上達成一致，您們可擲骰，贏家
可以決定使用哪個作戰計畫。

作戰計畫指示
所有作戰計畫都包含了一組指示，
用來說明戰鬥要如何進行。
標題

1

標題就是作戰計畫的名稱和
戰鬥情況的簡短描述，讓您能夠瞭
解戰鬥的詳情，以及您要如何才能
取得勝利。
佈陣

2

每個作戰計畫都包含了一張
地圖，顯示雙方可在何處部署他們
各自軍隊中的模型（稱為軍隊領
地），並列出所有設置需要遵循的
限制。

BAT 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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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計畫隨附的地圖假設戰場為一
個 6 英吋乘以 4 英吋的長方形。如
果您使用的戰場是不同的大小或形
狀，您則需要調整距離，以及調整
領地、目標和地形特徵的位置，採
用最適合您戰場大小和形狀的方式
進行戰鬥。

3

許多作戰計畫都包括了一個
或多個特殊規則。這些規則包括了
在戰鬥中會出現的獨特情況、可使
用的戰術或能力，這些特殊規則會
影響您如何挑選軍隊或在戰場上如
何設置地形。在後一頁的第一滴血
作戰計畫中，「第一滴血」規則就
是一個特殊規則。

4

如果作戰計畫沒有解釋要如何才能
贏得戰鬥，此時您就必須殺死對方
軍隊的所有模型才能贏得大勝。如
果雙方玩家球員在在第五回合結束
時都沒有做到這一點，那麼在對方
軍隊中殺死的模型數量比自己軍隊
中喪失的模型數量比例較高者贏得
小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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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rritory

Territory

2

OF DEATH

This is a battle
for three or more
players. Use the
Coalition of Death
rules from page
272.

2

SET-UP

Both warlords
roll oﬀ, and the
winning team
must pick a territory
and set up ﬁrst.
The opposing
team then sets
up their army
in
the remaining
territory. Units
must be set up
wholly
own territory more within their
than 9" from
enemy territory.

Objective
1-2

Terr

Territory

5

Objective
Objective

Territory

GLORIOUS

Objective
1-2

Objective

當要測量與目標之間的距離
時，請務必測量與標記正中心
之間的距離。
在每個玩家回合結束時，您
都必須進行檢查，看看是否
有玩家已經獲得任何目標的
控制權。若要做到這一點，
您和您的對手必須計算您在
每個目標中心 6 英吋範圍內的
模型數量；若您的模型數量
高於對手，您就獲得該目標
的控制權。一旦您獲得了一
個目標的控制權，該目標可
以由您控制，一直到有敵人
能夠控制該目標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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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Y POINTS

Victory points
are scored as follows:
1 victory point
is scored each
time a
coalition slays
an enemy model
that
has a Wounds
characteristic
of 10
or more.
1 victory point
is scored if a coalition
slays an enemy
general. 1 additiona
victory point is
scored if the generall
was the enemy
warlord’s general.
Each objective
is worth
points to the coalition D3 victory
that controls
it at end of their
turn
in their own territory,if it is located
and D6
victory points
if it is located in
enemy territory.

Objective
3-4

Objective
5-6

Coalition A
Territory

6

如果一場戰鬥中有目標，那麼
作戰計畫會說明目標位於戰場
上的哪個位置。目標需要用合
適的標記來表示，例如硬幣。
更棒的是，如果您有可用的元
件，您可以使用 Citadel 微縮
模型套件中的零件來製作您自
己的目標標記。

The coalition that
has
most victory points scored the
(see below) at
the end of the
ﬁ ft h
a major victory. battle round wins
In the case of a
tie,
both coalition
s win a minor
victory.

3

Objective

itory 4

At the start of
each
each warlord rolls battle round,
a dice. The
objectives are
located in each
warlord’s territory
at the centre of
the area shown
on the map that
corresponds to
their dice roll.

If a player desires,
they may place
any of their units
in reserve instead
of setting them
up on the battleﬁ
eld.
Reserve units can
enter play in any
of their team’s
movement phases
starting from the
second battle
round. All of the
models in the
unit
must be set up
in their coalition
’s
starting territory,
within 3" of the
table edge, and
more than 9" from
any enemy units.
This counts as
their
move for that movemen
t phase.

Objective

Objective

PRIORITIES

4

COALI TION

有時候戰鬥是要獲得控制
權，控制一個或多個更極其
重要的位置。在《戰鎚席格
瑪紀元》中，這些地點被稱
為目標，並遵循以下規則。

BATTLEPLAN

CHANGING

Often the goals
for
and change, forcinga battle will shift OBJECT
IVES
an army to ﬁrst
attack in one direction
This battle is fought
and then
to control
another, or to
two objectives,
stubbornly defen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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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tory. However in each side’s
one
,
launch an all-out moment and
the two objective the locations of
assault the next.
s may change each
battle round.

place at
confusing
n to
ﬁeld is a
uncommo
A battle
it is not
dly
night, when where other frien
of
be unsure
let alone
located,
forces are
y.
the enem

3

光榮勝利

大多數作戰計畫會告訴您戰
鬥什麼時候結束，以及贏得比賽的
條件。如果雙方玩家都沒有取得勝
利，那麼遊戲會認定是平局。

PLA N

MARCH
NIGHT more than

特殊規則

目標

Objective
3-4
Coalition B
Territory

Objective
5-6

在每個回合中，一個模型只能
被計入取得目標的控制權數量
一次。如果您的其中一個模型
可以被計入取得一個以上的目
標控制權，此時您必須選擇在
這個回合中該模型要計入取得
哪個目標的控制權。

作戰計畫

12

第一滴血
兩軍會在開闊的戰場上相遇。每一
方都必須奮勇殺敵 – 率先使對方
灑出鮮血的一方將得到鼓舞，並且
將更加拼命戰鬥！

佈陣

第一滴血

玩家要擲骰，獲勝者可決定雙方各
要使用哪一塊領地。這些領地會顯
示在下方地圖中。

玩家指揮著軍隊，首先殺死敵方模型
的玩家會額外獲得 1 個指揮點數。

設計者備註：在凡人國度中，戰鬥
是殘酷的，無一不是以鮮血橫流
告終。他們經常戰鬥到一兵一卒為
止，勝利的一方會完全摧毀敵人。

然後玩家會輪流佈陣，每一次佈陣
一個單位，由贏得擲骰的玩家開
始，用這一方式來決定領地。單位
必須完全佈陣在自己的領地範圍
內，距離敵方領地要超過 12 英吋。

光榮勝利

然而，所有高明的將軍都明白，光
是消滅對方軍隊本身並不能保證成
功。如果有一方屠殺了對方，但同
時也受到了巨大的傷亡，那麼他們
的勝利是得不償失的。

繼續佈陣單位，直到兩名玩家都完成
佈陣他們的軍隊為止。如果有玩家率
先完成，另外一方的玩家可以一個接
著一個地佈陣其軍隊中剩餘的單位。

在這場戰鬥中，若要實現殲滅敵
人，就不能讓敵軍對征服軍隊造成
的傷害高於對於敵軍造成的傷害。
因此，勝利者會是造成對方流血最
多的一方，而不是在戰爭結束時繼
續存活的一方。

敵方領地

您的領地

戰鬥會一直持續進行，直到有玩家
在戰場上的單位全數遭到殲滅為
止，或者是戰鬥已經進行到第五回
合結束還未分出勝負，此時戰鬥也
會結束。
當戰鬥結束時，雙方玩家都會計算
勝利分數，將對方軍隊在戰鬥中
所有遭到殺死的模型傷害值屬性
相加。如果有玩家領先對手得分
達 50% 以上，他們就贏得了大勝。
否則，得分較高的玩家就會贏得一
次小勝。

13

戰鬥捲軸 (WARSCROLLS)
戰錘旗下的每個 Citadel 微縮模型
都有自己的戰鬥捲軸，可為您提供
在《戰鎚席格瑪紀元》遊戲中使用
該模型所需的全部資訊。下方的關
鍵字說明了您會在戰鬥捲軸中發現
的東西。

戰鬥捲軸規則
所有戰鬥捲軸都包括了規則，告知
您在戰鬥中要如何使用戰鬥捲軸所
描述的模型。

1

屬性

戰鬥捲軸都包括了一組屬
性，這些屬性就是核心遊戲規則中
所提到的屬性，這些屬性決定了模
型在遊戲中的使用方式。例如，一
個模型的豁免屬性就決定了您要丟
出多少點豁免擲骰才算成功，而一
個武器的攻擊屬性決定了要丟出多
少點命中擲骰才算成功等。

第四步驟中，若要確定隨機傷害
值，請單獨擲骰，產生武器所能成
功攻擊的數值。

2

說明

所有戰鬥捲軸都包括說明。
說明會描述如何將模型組織成一個
單位，以及該單位中的模型可以使
用哪些武器。
單位大小

如果一個模型屬於擁有兩個或多個
模型的單位，說明會描述該單元應
具備有多少個模型。如果您沒有足
夠的模型來部署該單位，此時您可
以利用現有的模型來部署該類型單
位。這個單位會被稱為兵員不足的
單位。
指揮模型

有些模型有「 - 」豁免 。這代表您
必須擲出 7 以上。在大多數情況
下，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需要擲
骰，但有時候修正值允許您修改豁
免擲骰，讓擲骰結果可能達到 7 以
上，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嘗試擲
出豁免擲骰。

有些單位中會擁有命名獨特的武
聖、旗手和 / 或詠唱者。這些都被
統稱為「指揮模型」，而且這些模
型都有僅適用於他們的能力。如果
指揮模型和 Citadel 微縮模型都在
同一個單位，此時指揮模型就必須
由合適的 Citadel 微縮模型代表。
就算無法看見指揮模型是否有配備
武器，指揮模型還是會被假定配備
與該單位中其他模型相同的武器，
除非另有說明。

隨機值

載具

「-」豁免

有時候，戰鬥捲軸上會有一個或多
個屬性為隨機值。例如，移動屬性
可能會是 2D6，或者攻擊屬性可能
是 D6。
如果選擇了一個移動屬性為隨機值
的單位，並要在移動階段移動時，
請擲出指定數量的骰子。擲骰子的
總和就是在該移動階段中該單位所
有模型的移動屬性。
每次模型使用武器進行攻擊時，為
該武器擲骰隨機值（除傷害外）。
該階段剩下時間內，該結果都可套
用至該模型的武器上。在攻擊順序

許多技能都是由在該階段發生的事
件所觸發的。例如，有技能可能允
許您重擲失敗的命中擲骰。在這種
情況下，該技能可在觸發事件發生
後立即使用該技能。

有時候模型的說明中會包括模型的
載具資訊，例如戰馬，牠就是一種
可以由模型騎乘的強大怪物，或者
是可由模型搭乘的巨大戰爭機器。
請注意，當模型被殺死時，騎乘者
和他們載具都會被移除。

3

技能

大多數戰鬥捲軸都包括一個
或多個技能，可由戰鬥捲軸所描
述的模型在《戰鎚席格瑪紀元》
遊戲中使用。技能的優先級高於
核心規則。

如果玩家想要使用其他技能，也可
以在一個階段中使用。例如，您可
以在英雄階段中使用大多數的指揮
技能。必須在階段開始時使用的技
能則必須要在其他動作之前執行。
同樣地，在階段結束時使用的技
能則必須要在該階段所有正常動作
完成後才能執行。其他可以在階段
各個過程中使用的技能，其使用的
順序和時機可依照您的喜好隨時使
用。如果兩位玩家都想同時使用該
技能，回合較先進行的玩家可以先
使用他們的技能，接著對手才可以
使用。
請注意，技能只能在規則指定的階段
中使用；例如，有一個技能說明只能
夠在「移動階段」中使用，此時該技
能就不能在英雄階段使用，進而影響
到單位進行移動。同樣的，如果有一
個技能說明能夠在「您的運動階段」
中使用，此時該技能就不能在對手的
移動階段中使用。

如果單位有技能會影響到某一特定
距離範圍內的友軍單位，那麼此技
能也會影響到單位本身。

有時候會允許您為單位分配或新增
一個關鍵字以進行戰鬥。如果您這
麼做的話，請在戰鬥期間將該單位
視為在其戰鬥捲軸中具有指定的關
鍵字。

結果必須要先擲出 D3 ，然後在擲
出的點數上增加 1。
傷害表

4

最後，透過使用技能獲得的額外攻
擊、命中擲骰或傷害擲骰無法自己產
生額外攻擊、命中擲骰或傷害擲骰。
例如，如果命中擲骰為 6 以上，您可
以進行 1 次額外攻擊，如果您再次丟
出 6 以上，這次的額外攻擊就不會再
進一步產生額外攻擊。

有些模型有傷害表，這是用
來決定模型一個或多個屬性。查找
模型受到傷害的數量（亦即目前
分配給該模型，且尚未治癒的傷
害），以找出未確定的數值。

戰鬥前技能
有些戰鬥捲軸允許您「在佈陣
完成後」或「在戰鬥開始前」
使用技能。這些能力可以在第
一個戰鬥回合開始前使用。如
果兩軍都有這樣的技能，就必
須擲骰，獲勝者可以選擇哪位
玩家必須先使用他們的戰鬥前
技能。

關鍵字

5

每個戰鬥卷軸都包含一份可
適用於該戰鬥卷軸描述之模型的關
鍵字清單。關鍵字出現在規則中
時，會以關鍵字粗體顯示。

修正值

有時候修正值可套用至屬性或技
能。例如，有的規則會規定命中擲
骰增加 1 ，或某個模型的移動屬性
可增加 1 。修正值是可以累計的。
但修正值不能將擲骰減至小於 1。

關鍵字有時會連結 (或「標記」) 到
規則。例如，規則可能會說這個規
定適用於「所有寇爾恩模型」。這
代表著這條規則適用於在戰鬥捲軸
中具有寇爾恩關鍵字的模型。

如果修正值套用至某個隨機值，請
先算出隨機值，之後在將修正值套
用至隨機值。例如，如果有一個技
能可以替 D3 傷害屬性增加 1 ，則

在戰鬥前技能使用後，便開
始第一回合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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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捲軸軍團

軍團獎勵

如果您願意的話，您可以透過使用
戰鬥捲軸軍團，將您軍隊組織成一
個特殊編隊的軍團。您將因此獲得
額外的技能，且可由該軍團中的單
位使用。
以下的規則除了適用於戰鬥捲軸之
外，也適用於戰鬥捲軸軍團。

1

如果單位條目是關鍵字，此時具有
該關鍵字的單位皆可以使用（包括
您為其分配了關鍵字的單位）。

戰鬥捲軸軍團由兩個以上的
單位組成。您必須決定您想使用哪
個戰鬥捲軸軍團，挑選軍隊時，您
也必須決定每個軍團有哪些單位。
增援部隊不能成為戰鬥捲軸軍團的
一員。
軍團組織一節中列出了軍團可以或
必須包括的單位名稱或關鍵字。如
果該條目是單位名稱，則擁有該名
稱的單位都可以使用（您可以忽略
名稱下方的子名稱，除非子名稱也
包含在該單位的條目中 ) 。兵員不
足的單位（第 13 頁）不能成為戰
鬥捲軸軍團的一員。

•在戰鬥開始時，您的軍隊
中每有一個戰鬥捲軸軍
團，您就可以獲得 1 點指
揮點數。

在佈陣過程中，您可以同時佈陣一
部分或全部戰鬥捲軸軍團的單位，
不必單獨佈陣每個單位。

2

軍團組織

軍隊中若有戰鬥捲軸軍團可
另外獲得兩個額外獎勵：

•如果您使用的是效忠技能
的規則（第 17 ‑ 18 頁），
您軍隊中每有一個戰鬥捲
軸軍團，就可以獲得 1 個
額外的力量聖物。

軍團技能

戰鬥捲軸軍團列出的技能只
適用於組成該軍團的單位（即使您
的軍隊中還有其他相同類型的單
位），這些軍團技能可增列至該單
位在戰鬥捲軸上的技能。
通常來說，一個單位只能隸屬一個
軍團，所以只能受益於單一一組的
軍團技能。然而，有些非常巨大的
軍團包括了其他較小的軍團，在這
種情況下，一個單位可以同時受益
於兩組不同的軍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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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領域
選定要使用的作戰計畫後，您可以
選擇一個凡人國度來進行戰鬥。您
選擇的凡人國度將決定遊戲要使用
哪個戰場規則。如果您們無法在使
用哪個凡人國度上達成一致，請擲
骰，由獲勝者決定。

戰鬥領域規則
您選擇的凡人國度決定了哪個戰鬥
領域規則（若有的話）要套用至在
這個地方進行的戰鬥。
《戰鎚席格瑪紀元》許多出版書都
有各個戰鬥領域規則，也會隨時新
增新的規則。

16

2

領域景觀特徵

3

領域指揮

每個領域的地理環境、氣候
和居住在其中的動植物群都各有千
秋，這會對在此進行的戰鬥產生巨
大的影響。

每個領域都有一組獨特的
指揮技能，可供在此戰鬥的英雄
使用。

REALM OF BATTLE:
GHUR,
THE REALM OF BEAST
S

1

The following Realm of
Battle rules can be used
for battles fought in the
Realm of Beasts.
Mortal Realm

REALMSPHERE MAGIC

257
of Ghur, also known as

REALMSCAPE FEATURES

Wizards know the following
spell
in battles fought in this
realm,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spells
that
they know.
WILDFORM

The wizard transforms their
allies
into swift-moving bestial
forms.

1

巫師可以學習與他們所在凡
人國度能量相同的額外法術。這
些法術都可以新增至巫師已知的
法術。

這場遊戲設定在乾旱且飽
受混亂摧殘的阿克夏。在
遊戲中新增戰鬥領域的規
則，為遊戲帶來全新、別
具風格的體驗。

D6
1

Wildform has a casting
value of 5. If
successfully cast, pick a
friendly unit
within 12" of the caster
that is visible
to them. Add 2 to charge
and run
rolls made for the unit you
picked
until your next hero phase.

領域魔法
3

Note that a monstrous beast’s
prey
can change each battle round,
and monstrous beasts will
‘swap
sides’ depending on which
army
has the closest unit. Also
note that
a monstrous beast can attack
any
unit in their prey’s army,
not just
the closest unit, and cannot
itself be
attacked or charged by units
from
the army it has joined.

Realmscape Feature
Savage Hinterlands: It
seems the lands of this region
pose no
threat, at the moment.
This realmscape feature

2

MONSTROUS BEASTS

After set-up, each player
can set up a
Monster that is not a Hero,
starting
with the player that ﬁnished
setting
up their army ﬁrst. These
monsters
are called ‘monstrous beasts’
in the
rules that follow. They are
not part of
either army. A monstrous
beast can
be set up anywhere on the
battleﬁeld
that is more than 9" from
any other
monstrous beasts and more
than 9"
from models from either
army.
Monstrous beasts choose
their prey
at the start of each battle
round.
Their prey for that battle
round will
be the army that has a unit
closest
to them. For the rest of
that battle
round, the monstrous beast
joins the
opposing army. If both
armies have
a unit equally close to a
monstrous
beast, roll oﬀ to determine
who
picks the monstrous beast’s
prey.
Monstrous beasts will not
pick each
other as their prey.

the

If a battle takes place in
this realm, the player that
picked the realm can roll
dice and look up the result
a
on the table below to see
which realmscape feature
rule applies for the battle.
The result applies to both
players.

3

has no eﬀect on the battle.

Hungering Animus: Even
the landscapes are possessed
predatory instinct, using
of a
avalanches or ground-quakes
to kill
their prey.
At the start of your hero
phase, roll a dice. On a 6+,
pick a point
anywhere on the battleﬁ
eld. Roll a dice for each
unit within 6"
of that point. On a 4+ the
unit being rolled for suﬀ
ers 1 mortal
wound. On a 6+ it suﬀers
D3 mortal wounds instead.
Primal Violence: Here
every creature is red in tooth
and claw,
and both predator and prey.
At the end of each combat
phase, roll a dice. On a 6+,
carry out
the combat phase again
before moving on to the
battleshock
phase (do not roll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combat phase to
see if a third combat phase
takes place).

4

Reckless Aggression: A
philosophy of eat or be eaten
is needed to
survive amidst the wilderness.
Any unit that is within
12" of an
charge phase suﬀers 1 mortal enemy unit at the start of their
wound unless they ﬁnish
charge phase within 3" of
that
an enemy model. In addition,
re-roll hit rolls of 1 for units
you can
that have made a charge
move in the
same turn.

5

6

Beasts of Ghur: This is
a realm of predators, an
endless hunting
ground where the strong
survive and the weak are
consumed.
Roll oﬀ. The winner can
set up an additional monstrous
using the Monstrous Beasts
beast
rule on the left.
Territory of Beasts: Great
migratory trails criss-cross
the lands,
made by groups of hunting
behemoths.
Both players can set up
an additional monstrous
beast using the
Monstrous Beasts rule on
the left.

2

戰爭地區

每個凡人國度都非常廣闊，包
含了無數個不可思議的地區。
有時候，戰鬥領域會包含一個
或多個地區的細節。如果是這
種情況，挑選該領域的玩家也
可以說這場戰役發生在其中一
個地區，從而使用該地區特有
的戰鬥領域規則。

凡人國度

您可以選擇的凡人國度有：
•阿克夏，火之國度
•沙許，死亡國度
•蓋朗，生命國度
•海許，光之國度
•辜爾，野獸國度
•查門，金屬國度
•烏爾枯，闇影國度

17

效忠技能
如果您的軍隊有效忠對象，您可以
在《戰鎚席格瑪紀元》遊戲中使用
一系列效忠技能。效忠技能可讓您
的軍隊使用額外的技能和法術。

此時該軍隊就效忠於嵐鑄不滅派系，
並被稱為嵐鑄不滅軍隊。

《戰鎚席格瑪紀元》的許多出版書
中都包含了各組效忠技能，而且還
會隨時增加新的效忠技能。本節規
則將會說明如何在遊戲中使用效忠
技能。

大同盟

《戰鎚席格瑪紀元》中的單位皆
效忠於其中一個大同盟 – 這些大
同盟分別為秩序、混亂、死亡和毀
滅。單位所屬的大同盟是由其戰鬥
捲軸上的關鍵字所決定的。例如，
一個具有死亡關鍵字的單位就屬於
死亡大同盟。
如果軍隊中的所有單位都隸屬於該
大同盟的一部分（包括您在佈陣
期間分配了關鍵字的單位），該軍
隊就會效忠於該大同盟。例如，如
果軍隊中的所有單位都有秩序關鍵
字，此時該軍隊效忠於秩序大同
盟，且會被稱為秩序軍隊。
派系

許多單位也會效忠於大同盟中的一
個派系。例如，嵐鑄不滅就是秩序
大同盟的其中一個派系。
如果軍隊中的所有單位都有該派系的
關鍵字，該軍隊就效忠於派系，而不
是大同盟，包括您在佈陣期間所分配
了關鍵字的單位。例如，如果軍隊中
的所有單位都有嵐鑄不滅的關鍵字，

大多數效忠技能都包含了一組戰鬥特
質、指揮特質、力量聖物和法術知
識。這些類型有時候會在表格中呈
現 – 您可以根據該表格擲骰，隨機
選取一個技能，或者您也可以選擇一
個技能使用。請記住，效忠技能無法
被您軍隊中的盟軍單位使用。
著名角色

著名角色，例如納格許、阿奇恩和
艾拉瑞梨就是獨特且強大的勇士，
具有自己的個性和力量聖物。因
此，這些模型無法擁有指揮特質，
也不能擁有力量聖物。

軍隊效忠
當選擇您的軍隊時，您也可以選擇
軍隊的效忠對象。如果您這麼做的
話，您可以使用與所選的效忠對象
相對應的效忠技能。如果一支軍隊
可以有一個以上的效忠對象，您必
須挑選一個效忠對象，並在遊戲期
間套用此效忠對象。

技能類型

盟軍
軍隊中的每四個單位就可以組成一
個盟軍單位。
盟軍單位被視為您軍隊的一部分，
除非在確認您軍隊的效忠對象時，
此時這個單位不被納入其中，因此
盟軍單位可以隸屬於不同的大同盟
或派系。此外，盟軍模型不可以是
軍隊中的將領，而且無法使用或受
益於您軍隊的效忠技能。
可以與軍隊結盟的派系可在其戰錘
書中找到，或者可最新版本的將
領手冊 中的對陣戰資料中找到。例
如，嵐鑄不滅軍隊就可以與任何其
他秩序派系結盟。
援軍

戰鬥一旦開始進行，能夠增加至您
軍隊的單位就只能是盟軍。盟軍不
計入您軍隊中所能夠擁有的盟軍單
位數量限制之中。
戰鬥捲軸軍團

戰鬥捲軸軍團可以包含盟軍。盟軍
不計入您軍隊中所能夠擁有的盟軍
單位數量限制之中。

戰鬥特質

有共同目標及理想的軍隊比沒有勝
利把握的烏合之眾更加致命。若要
印證這一點，擁有相同效忠對象的
軍隊往往受益於強大的額外技能，
稱之為戰鬥特質。
指揮特質

無論是狡猾的戰略大師，還是狂暴
屠夫，每個將軍都有其獨特的指揮
風格。如果您的將領是英雄，而且
您軍隊的效忠能力也包括了指揮特
質，此時您可以為您將領選擇或擲
骰決定他們的特質。不管是什麼原
因，如果您必須在戰鬥過程中選擇
一個新的將領，請立即選擇或擲骰
來決定他們的特質。指揮特質對於
將領的載具做出的攻擊不會有任何
影響，除非另有說明。
力量聖物

這些寶物由強大的英雄攜帶上陣。
如果您軍隊的效忠技能有包括力量聖
物，您可以選擇或擲骰，決定您軍隊
的英雄要攜帶哪個聖物。軍隊中的每
一個戰鬥捲軸軍團，您都可以額外選
擇一位英雄來配掛聖物。一位英雄只
能攜帶一個力量聖物，而同一個軍隊
也不能擁有兩個相同的力量聖物。力
量聖物對於將領的載具做出的攻擊不
會有任何影響，除非另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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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支奈格軍隊不僅只有奈格戰爭書中來自麥戈金的腐敗帶原者所組成的，裡面也有來自煉獄魔鼠書中的魔鼠。
裡面所有單位都有 奈格這個關鍵字，因此這個單位使用的是奈格的效忠技能。
法術知識

巫師可能會透過派系和大同盟專屬
的法術知識掌握額外的法術。如
果您軍隊的效忠技能也包括法術知
識，您軍隊中的每個巫師都可以從
法術知識學到一種法術，並新增至
他們所知的其他法術中。
獨特技能

有些效忠技能會包括其他類型的獨
特技能。在這種情況下，效忠技能
會說明要如何以及何時使用這些獨
特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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