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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勘误表与常见问题解答 1.2 版

第 16 页 - 放置目标令牌

将第二段替换为下列内容：

“洗好目标令牌，将其面朝下放在战场旁边。无论哪一方

玩家率先选择游戏棋盘，使用目标令牌时都要将其面朝下

放在战场上任何完成的六角形上（不看另一面），而非起

始六角形、阻挡六角形或边缘六角形上（战场边缘最远

处完成的六角形）。然后玩家依次以同样方式放置剩余目

标令牌，附加的限制条件为不得将目标令牌放置在另一目

标令牌的两个六角形内。最后一个目标令牌以及其他任何

因为这些限制而无法放置的令牌，除可以破格放置在边缘

六角形外，均需遵循同样的规则。所有目标令牌放置完毕

后，将其翻过来，显示带编号的一面。”

第 17 页 – 放置战士

在该段落的最后添加下列内容：

“无论是在此时或是随后的任何时间，都无法将战士放置

在已存在其他战士的六角形中。”

第 20 页 - 关键成功

在该方框中的段落的最后添加下列内容：

“如果攻击行动成功，则造成暴击。”

第 21 页 - 残废

将第一段替换为下列内容：

“如果战士受到的伤害大于或等于其伤害属性（如卡片上

的伤害令牌所示），则将残废。将他们及其令牌从战场移

除，并清除其战士卡片上的所有令牌。另一方玩家获得 

1 点荣誉值（参见第 30 页），领取一个荣誉值令牌。”

第 27 页 - 多人战斗

添加下列段落：

规则步骤

如果两名以上玩家都拥有需要同时进行判定的技能，则掷

骰拼点。掷骰拼点获胜者先进行判定，输掉的玩家随后进行

判定。（如果有三名或四名玩家都拥有需要同时进行判定的

技能，在产生出掷骰拼点的第一、二和三名前，最后产生出

本文档是对《战锤冥土世界：希德塔》规则的修改，并对玩

家的常见问题进行解答。在进行改动时，版本号也必须随之

更新，并且，有别于前一版本的任何变动都将以紫红色高亮

标出。若某个版本号含有字母（例如 1.1a），即意味着其仅对

当前语言的文件版本进行了本地更新，订正了某翻译错误或

者其他小错误。

勘误表

第 14 页 – 游戏顺序

添加下列段落：

规则步骤

如果玩家拥有需要同时进行判定（如在行动阶段开始时）

的两项以上的能力，则需要选择进行判定的顺序。如果两

名玩家都拥有需要同时进行判定的技能，则掷骰拼点（见下

方）。掷骰拼点获胜者先进行判定，输掉的玩家随后进行判

定。并以此顺序判定完希望进行判定的技能。玩家也可以选

择此时不进行判定，若如此选择，则无法再判定其他技能。

注意，应对的规则大有不同，其中很多种都需要玩家同时

进行判定，但一次只能采用一种规则进行游戏（参见第 24 

页）。

第 14 页 - 重新掷骰和掷骰拼点

将第二段替换为下列内容：

“掷骰拼点可应用于各种情况（例如，确定谁先放置棋

盘）。如果规则指示掷骰拼点，则每位玩家可以拿出四枚骰

子进行投掷，并统计关键成功（  符号）数。掷出最多  符

号的玩家获胜。如果掷出最多  的不止一名玩家，或者无

人掷出 ，则僵持玩家统计他们掷出  的个数。掷出最多 

 符号的僵持玩家获胜。如果结果还是平局，便统计僵持

玩家掷出  的个数。掷出最多  符号的僵持玩家获胜。如

果结果还是平局，僵持玩家就重新掷骰。重复这样的步骤，

直到决出胜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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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名玩家都需要重复掷骰，并以此顺序判定技能）。并以

此顺序判定完希望进行判定的技能。玩家也可以选择此时

不进行判定，若如此选择，则无法再判定其他技能。

第 31 页 - 掷骰拼点

将该文本替换为下列内容：

如果规则指示掷骰拼点，则每位玩家可以拿出四枚骰子进

行投掷，并统计关键成功（  符号）数。掷出最多  符号的

玩家获胜。如果掷出最多  的不止一名玩家，或者无人掷

出 ，则僵持玩家统计他们掷出  的个数。掷出最多  符

号的僵持玩家获胜。如果结果还是平局，便统计僵持玩家掷

出  的个数。掷出最多  符号的僵持玩家获胜。如果结果

还是平局，僵持玩家就重新掷骰。重复这样的步骤，直到决

出胜者。”

常见问题

一般

问：在牌堆构建中，如何定义“唯一”？我的牌堆能否

包含两张花色不同的治愈药水？

答：卡片的唯一性取决于卡片名称。您能量牌堆和目标牌

堆中的每一张卡片，都必须是牌堆中唯一具有该名称的

卡片：例如，您不能在同一牌堆中放置两张治愈药水。注

意，名称相同但语言不同的卡片应视为同种卡片：例如，

同一牌堆中不得同时包含中文的“治愈药水”和英文的

“Healing Potion”。

问：放弃的牌堆应该面朝上放置还是可以面朝下放置？

答：应面朝上放置。弃置牌堆中的卡片属于“公开信息”- 如

果您的对手有要求，您应该向他们展示这些牌。

问：如果某个六角形中含有目标令牌，是否能将其视作已被

占领？

答：不能。

问：战场的边缘会遮挡视线吗？

答：不会。阻挡六角形会遮挡视线，战场边缘不会。但是，在

为确定攻击行动是否处于射程范围而计算六角形的时候，

您只能计算完整的六角形。

问：如果战士未采取冲锋行动并拥有有效目标，是否可以在

一次行动阶段中攻击多个激活？

答：可以。

问：是否可以激活一名进行过冲锋的战士，以将其切换至防

卫状态？

答：不可以。采取过冲锋行动的战士无法在剩余阶段中被

重新激活。

问：若战士在移动（或冲锋、防卫）时残废，并在同一行动阶

段返回战场，是否仍将其视作已移动（或冲锋、防卫）？

答：是的。

问：可更改战士移动行动之移动距离的卡片（例如骷髅

之舞 (#71)）会不会影响战士冲锋行动的移动距离？

答：会。冲锋行动就是后面跟着攻击行动的移动行动。

这种移动行动与常规移动行动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且拥

有同样的修正效果。

问：如果在攻击阶段中成功掷骰一次以上，造成的伤害同样

大于一次？

答：不是。每次成功的攻击行动都只能造成一次伤害，无论

成功掷骰的次数有多少。

问：若战士被击退，应算作攻击阶段内的行动还是算作一次

新行动？

答：若战士是被攻击行动击退，则算作攻击阶段内的行动

（战士被击退后攻击阶段才算结束）。

问：当战士在激活中采取行动，且行动结束便是激活结束

（例如玩家只采取了移动行动）时，玩家能否既可以进行行

动触发的反应，又可以进行激活触发的反应？

答：不能。行动与激活是同时结束的，所以只能进行一次反

应。这次反应既可以由行动触发，也可以由激活触发。

问：如果在同一时间，我和对手都想采取策略（例如我们

都想施加困惑），那么勘误表的顺序规则还会不会生效？

答：不会。能量阶段按照特定的顺序进行，你们都有机

会采取策略，这取决于玩家激活的顺序（参见规则表第 

22 页）。

问：如果在同一时间，我和对手都想采取反应（例如我

们都想施加杀戮刺激），那么勘误表的顺序规则还会不

会生效？

答：不会。每名玩家都可依次采取反应，由下一个激活

的玩家优先开始（参见规则表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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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可以是强力挥击（这样就可以同时瞄准其他目标）。判

定反应之后，如果其打断了强力挥击，则强力挥击判定结束

（除非不可能再这样做）。

钢铁之心勇士 – 升级

闪电风暴 (#56)

问：闪电风暴什么时候会说“当他们造成暴击”，这里的“他

们”是指奥柏林吗？

答：是的。

墓穴守卫 - 战士

问：如果墓穴狱长使同一战士复活了两次，能否受到 

激励？

答：只要同一战士两次重返战场（无论经由他的行动还

是不息亡灵策略），他就能受到激励。

问：对阵墓穴守卫时，如果玩家再度使复活的战士残

废，能否获得荣誉值？

答：能。

墓穴守卫 - 目标

无尽之战 (#59)

问：在同一阶段内，如果我让同一战士两次重返战场，

是否就能完成无尽之战？还是说需要让两名不同的战士

重返战场？

答：让同一战士两次重返战场即可。

占领城市 (#60) 

问：如果战场上的目标令牌被移除（例如被亵渎），而

我持有其他所有目标，是否就能完成占领城市？

答：是的。

墓穴守卫 - 策略

亡灵法师命令 (#77)

问：亡灵法师命令可让一名攻击行动失败的战士“再次采取

攻击行动”。它会如何与瞄准了多个敌人的攻击行动（例如

收割者的旋风镰刀）产生相互作用？

答：瞄准多个敌人的攻击应处理为依次采取单独的攻击行

动，每次攻击行动都基于目标是否被摧毁来判定成功与否。

如果旋风镰刀的某次攻击行动失败，您可以使用亡灵法师

命令对同一目标再次采取攻击行动。

盖利克收割者 - 战士

问：哪些战士满足盖利克收割者的激励条件？

答：“战士”指敌我双方战士，除非其中一方另有说明。任意

三名战士残废时，盖利克收割者都会受到激励。注意，已返

回战场的战士不再视作残废，也不归入计算。

盖利克收割者 - 策略

血雨 (#11)

问：使用血雨时，应将带有   骰子属性的攻击行动视为   

骰子属性代替了   骰子属性，还是视为同时拥有这两种属

性？

答：应视为代替现有的骰子属性 - 下一激活中的所有攻击行

动均使用  骰子属性（且仅使用这一属性），即使它们通常

使用的是  骰子属性也不例外。

盖利克收割者 - 升级

勇往直前 (#23)

问：这个升级能让您推离盖利克还是进攻战士？

答：盖利克。

钢铁之心勇士 – 战士卡片

亮盾安格拉德

问：如果亮盾安格拉德遭受攻击，并因防御掷骰而激怒，那

么在攻击失败时，她是否可以使用愤怒格挡反应呢？

答：不可以。她只能在判定完攻击行动后背激怒，这就是说

已经错过了用愤怒格挡进行回击的时机。

钢铁之心勇士 – 目标卡片

西格玛堡垒 (#37)

问：如果在我的其中一名战士受到伤害，且伤害被全部治愈

（同时其他战士未收到伤害）的情况下，我能获得西格玛堡

垒吗？

答：不能。

问：在所有战士都阵亡的行动阶段后，我能获得西格玛堡垒

吗？

答：可以。

钢铁之心勇士 – 策略

不懈攻击 (#45)

问：我该如何在瞄准了多个敌人的攻击行动（例如塞弗

林 ·钢铁之心的强力挥击）中使用不懈攻击？

答：瞄准多个敌人的攻击应处理为依次采取单独的攻击行

动，每次攻击行动都基于目标是否被摧毁来判定成功与否。

如果强力挥击的某次攻击行动失败，您可以使用不懈攻击

（这将打断强力挥击，除非您采取的攻击行动是强力挥击

最后的攻击行动）对同一目标再次采取攻击行动。这次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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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碎片 (#359)

问：可以用移动碎片将目标移动至起始六角形吗？

答：可以。它本身就是一个起始六角形。

问：可以用移动碎片将目标移动至阻挡六角形吗？

答：可以。

冲刺 (#363)

问：向属性应用加成效果时，乘法优先还是加法优先？例

如，某名移动属性为  3 点的战士拥有速度强化，可得到  +1 

的移动属性，如果同时使用冲刺，该战士可移动  7 个六角形

还是  8 个六角形？

答：乘法（除法）优先于加法（减法）。因此您例子中的战士

可移动 7 个六角形。

时间陷阱 (#368)

问：时间陷阱会指示您跳过下一次激活。这意味着必须在下

一次激活中跳过，还是将获得一次额外的激活并因此改变

回合顺序？

答：使用时间陷阱时，您就采取了一次额外的行动（而

非激活）。这次行动发生在能量阶段，您不会跳过采取

行动时的激活。您不能利用这次行动做您通常不能做的

事情（例如用这一阶段已经完成移动行动的战士采取冲

锋行动）。采取行动后，能量阶段继续。您必须将“跳

过”玩家的激活作为您的下一次激活，这将如常发生在

能量阶段之后。时间陷阱不会改变回合顺序。

通用卡片 – 升级

神护盔甲 (#377)

问：当装备有神护盔甲的战士被攻击瞄准时，需要单独掷骰

确定能否掷出   得到治愈，还是直接参考防御掷骰结果？

如果是后者，可以靠掷出多次   治疗多处伤害吗？

答：这张卡片直接使用战士防御的掷骰结果。您掷出多少个 

，就可以治疗多少处伤害。

恶魔武器 (#382)

问：使用恶魔武器的战士何时会受到武器伤害？

答：攻击行动之前。

碎片召唤者 (#416)

问：如果我和我的对手都用碎片召唤者升级了一名战士，谁

的碎片召唤者会先在行动阶段开始时生效？

答：这些升级会同时判定，因此将按照勘误表中的顺序规则

确定何方碎片召唤者升级会率先生效。

铁头小子 - 策略

以身作则 (#103)

问：以身作则描述的是尚未采取移动或冲锋行动的战士，那

么是指在这个阶段中还是整场游戏中尚未采取行动？

答：这个阶段。

通用卡片 – 策略

双重攻击 (#319)

问：可以用双重攻击将假想命令或片甲不留叠加（那样的话

一名战士就可以算作两名以上的战士）吗？

答：不可以。

强硬拒绝 (#324)

问：使用强硬拒绝应对有可能失败的策略（例如白昼抢劫或

治愈药水）时，能否在确定该策略成功与否（或完成度）后

再行使用？

答：不能，必须在确定卡片成功与否之前使用。

碎片掉落 (#355)

问：可以在含有目标令牌的未被占领六角形上使用碎片掉落

吗？

答：可以。

碎裂地形 (#357)

问：战士何时会受到碎裂地形的伤害  - 移动前还是移动后？

如果伤害会使战士残废，则残废将发生在哪个六角形，起始

六角形还是结束时的六角形？

答：移动后 - 如果伤害会使战士残废，则其发生在结束时的

六角形中。

问：如果某名未受激励的铁头小子战士在破裂地形施放

后发起冲锋行动，他们会在冲锋行动完全结束后遭受伤

害（并因此受到激励），还是会在移动行动之后攻击行

动之前遭受伤害？

答：他们会在移动行动之后攻击行动之前遭受伤害（并

因此受到激励）。

问：若有战士在行动中因碎裂地形而残废，谁将获得荣

誉点？

答：在双人游戏中，若一方玩家的战士在行动中残废，其对

手获得一点荣誉点。在三人或四人游戏中，若您使用碎裂地

形造成的伤害使敌方战士残废，则您获得一点荣誉点；若伤

害使您自己的战士残废，则无人获得荣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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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猛攻击 (#423)

问：我该如何判定迅猛攻击？

答：选择一名带有此升级的能够采取攻击行动的战士

（选择时该战士无需处于射程范围内）。将这名战士推

进一个六角形（作为反应），然后用其采取迅猛攻击攻

击行动。

如果迅猛攻击将战士推进一个六角形后，目标将进入其

视线和射程，则即使当前射程和视线内没有敌方模型，

您也可以使用迅猛攻击。如何您何时使用迅猛攻击，该

战士必须在能够采取攻击行动的六角形中结束推进。如

果迅猛攻击将战士推进一个六角形后，该战士仍未进入

能够采取攻击行动的范围内，则您无法使用迅猛攻击。

如果发生情况（例如针对该推进的反应），该战士不再

位于能够采取攻击行动的范围内，则不采取攻击行动

（其不会失败，也不会成功），激活结束。无法进行攻

击行动触发的反应（因为未采取攻击行动），并且其不

计入鲜血喷涌等目标（因为未采取攻击行动）。

迅猛攻击不会影响冲锋行动，在冲锋行动的移动行动结

束时，您的战士必须设立有效目标，使自己的一次攻击

行动处于射程和视线范围之内。

总攻 (#431)

问：如果用总攻升级我的战士，我可以在对一名以上的战士

采取攻击行动时使用额外攻击掷骰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

样进行？

答：你可以在对一名以上的战士采取攻击行动时使用额外

攻击掷骰，但只能在采取这种方式的第一次攻击行动中使用

（例如对第一名目标战士冲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