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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标赛模式 - 设计者注解，2021 年 10 月

确认满足条件后，可使用以下规则分配至高标识：

如果只有一名玩家符合任何上述条件，并且该玩家没有至

高标识，该玩家便获得至高标识。

如果两个玩家都满足其中一个或更多条件，并且其中一

个玩家拥有至高标识，那么没有至高标识的玩家获得至

高标识。这是因为已经拥有至高标识的玩家不可再次获

得至高标识。

如果两个玩家都满足其中一个或更多条件，并且双方都

没有至高标识，便按照规则手册中的定序规则进行拼

骰。拼骰的胜者可以选择率先获得至高标识的玩家。在

该玩家获得至高标识之后，其他玩家才可获得至高标识。

问：如果双方的牌堆中都没有与至高标识有关的卡片，

那么任一玩家都可以获得至高标识吗？

答：并非如此。

问：如果某玩家牌堆中有一张或多张至高卡片，而其对

手没有，那么对手可以获得至高标识吗？

答：可以。

问：如果我拥有至高标识并将它给予另一个玩家，是否

会算作我弃置至高标识？

答：不会。

问：如果我用激活后的反应生成的攻击行动将敌方战士

致残，可以在激活结束时满足获得至高标识的条件吗？

答：不能。

问：如果我在某次激活结束时拥有至高标识，并且我和

对手都满足获得至高标识的条件，会发生什么？

答：您无法获得至高标识，所以您的对手获得至高标

识。不过，如果您的手牌中有“膨胀傲慢”，您便仍可获

得该目标，即便获取目标时您不再拥有标识也不例外。

以下注解旨在完善《战锤冥土世界》锦标赛模式游戏的

规则。注解以问答形式呈现，题目源自玩家曾经问过的

问题，由规则制定团队对规则的应用方式进行解释。

《战锤冥土世界：恐怖深渊》 规则将替代《战锤冥土世

界：危极之渊》规则，而《战锤冥土世界：恐怖深渊》

勘误表和本注解将替代此前适用于锦标赛和联盟模式《战

锤冥土世界》游戏的勘误表及设计者注解。

本类注解定期更新；进行改动时，有别于前一版本的任

何变动都将以紫红色高亮标出。若规定的日期中含有注

释（例如“区域更新”），即意味着仅对当前语言的文件

版本进行了本地更新，订正了某处翻译错误或者其他小

错误。

《战锤冥土世界》常见问题
下列常见问题涉及《战锤冥土世界》全部游戏。

至高

关于与至高标识有关的特定战队问题，请参阅本文档在

该战队特定问题之后的内容。

问：激活之后，玩家会在什么时候获得至高标识？如果

双方玩家都可以获得至高标识会发生什么？

答：至高标识的分配在激活结束时的反应之后、获得即

时目标之前结算。

在激活结束时的反应结算后，玩家检查自己是否满足任

何获得至高标识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

(i) 至高规则卡片上的三个指定条件

(ii) 以下卡片和技能列出的条件：“占优防御者”、“原始涌

动”、“宣称统治”、“宣明霸权”，以及“自负跑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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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拥有至高标识，我可以使用“佯装强大”、“无敌

之躯”、“人多势众”或“狩猎的刺激”吗？

答：不能。如果您已经拥有至高标识，便不可再次获

得，所以无法满足这些策略的条件。

问：我没有至高标识，并且一个己方战士在一次激活中

用攻击行动将敌方队长致残。那么我可以使用“狩猎的

刺激”并获得“膨胀傲慢”吗？

答：可以。“狩猎的刺激”是激活结束后的反应，这就意

味着它会在您于激活后检查哪些玩家满足至高条件之前

结算。

问：如果拥有至高标识来获得“膨胀傲慢”，我可以使用

“未利用资源”吗？

答：不可以。如果您拥有至高标识，便必须抽取三张能

量卡片。

问：如果拥有至高标识，我可以使用“宣称统治”或“宣

明霸权”吗？

答：可以。

问：一个拥有“高傲承受力”升级的己方战士被攻击行

动致残。这时我还可以从“高傲承受力”升级中获得至

高标识吗？

答：可以。

问：如果使用“宣称统治”或“宣明霸权”时我拥有至

高标识，激活结束时我仍然拥有至高标识，那么我可以

获得“膨胀傲慢”吗？

答：可以。

问：如果带有“占优防御者”的战士在防御掷骰时没有

掷出成功符号。至高标识会在何时被弃置？

答：在战斗流程中的第 3 步后弃置至高标识。

问：如果一个己方战士将一个拥有“占优防御者”升级

的敌方战士致残，并且对手在我宣布攻击行动时拥有至

高标识，而且对手防御掷骰没有掷出成功，那么我可以

获得“破灭骄傲”吗？

答：不可以。至高标识会在敌方战士残废之前被弃置，

不满足获得条件。

问：一个拥有“指挥大师”、“决斗大师”、“战利品大师”

或“道途大师”的战士被攻击行动致残。至高标识会在

何时被弃置？

答：在战斗流程中的第 6 步后弃置至高标识。

问：一个拥有“战利品大师”的战士用攻击行动将一个敌

方战士致残。该战士所属玩家会在何时获得至高标识？

答：在战斗流程中的第 6 步后获得至高标识。

问：如果己方战士将带有“指挥大师”、“决斗大师”、“战

利品大师”或“道途大师”的敌方战士致残，而对手在

我宣布攻击行动时拥有至高标识，那么我可以获得“破

灭骄傲”吗？

答：可以。至高标识会在敌方战士残废之后被弃置，满

足获得条件。

问：一个拥有至高标识的玩家使用“傲气十足”，然后其

战士进行了一次攻击行动但行动失败。至高标识会在何

时被弃置？

答：在战斗流程中的第 4 步后、这次失败攻击行动期间

弃置至高标识。

问：我使用“佯装强大”来获得至高标识。该轮次后续

阶段我还有资格再次获得至高标识。那么在该轮次结束

时，我会得到一点已花费的荣誉点数吗？还是说由于“佯

装强大”的效果，我仍然必须弃置至高标识？

答：“佯装强大”的持续效果需要弃置至高标识。即便

在由“佯装强大”获得至高标识然后又弃置至高标识之

后，如果因满足不同的条件而再次获得至高标识，也需

要将其弃置。

其他常见问题

问：我或我的战士可以使用我不能完全结算的卡片、技

能或行动吗？

答：不能。举个例子，不能进行防卫的战士不能进行防

卫行动。同样地，“亡者之冠”的反应指示玩家抽取两张

能量卡片，但如果玩家的能量牌堆中没有或只有一张能

量卡片，就不能作出该反应。同样地，如果某个技能或

卡片规定您必须弃置特定数量的卡片、标牌或标识，而

您无法做到，那么您就不能使用该技能或该卡片。

请注意，如果某个卡片、技能或行动让您选择如何结算

它，那么只要您能以至少一种方式结算它，您就可以使

用该卡片、技能或行动。不过当您这样操作时，您必须

选择以这种方式来结算。

问：某张卡片拥有治疗  (X) 效果，但由于某些情况，实际

结果为治疗  (0)。这张卡片可否由没有创伤标牌的战士使

用？另外，该战士是否算作已被治疗？

答：以上情况的答案均为否定。

问：我使用某张拥有治疗  (X) 效果的卡片，但由于某些情

况，实际结果为治疗  (0)。我没有带有一处或多处创伤的

符合条件的目标战士。这时会发生什么？

答：不可结算该策略，将其弃置。

问：我使用某张拥有治疗  (X) 效果的卡片，但由于某些情

况，实际结果为治疗  (0)。我选择了一个拥有一个或多个

创伤标牌的战士作为该效果的目标。这时会发生什么？

答：该战士未获得治疗，弃置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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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玩家能否宣布其战士正在进行冲锋行动，然后像该

战士因致命六角形而残废一般移动该战士，并仍将其视

为进行了冲锋行动？

答：不能。

问：带有防卫标识的战士和处于防卫状态的战士有什么

区别？

答：根据术语表的定义，带有一枚或更多防卫标识的战

士处于防卫状态，但也有其他方法使战士处于防卫状态

（例如，使用“生存本能”升级）。

一些老版卡片会称将战士“置于”防卫状态，或是该战

士“进入”防卫状态。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您给予了该

战士一枚防卫标识。

问：处于防卫状态的战士会被困住吗？

答：不会。

问：攻击范围、骰子、移动、防御、耐伤和攻击范围属

性、骰子属性、移动属性、防御属性、耐伤属性是一回

事吗？

答：当术语首字母为大写时，它们是一回事。

问：如果在攻击行动中掷出多枚成功，我会造成多次伤

害吗？

答：不会。每次成功的攻击行动都只能造成一次伤害，

无论掷出多少成功。

问：当战士执行针对多个战士的横扫攻击行动时，通常

这些目标中的每一个都会支援其他战士。如果有目标在

该攻击行动中残废，那么在结算剩余的横扫攻击行动

时，该目标还能支援其他后续目标吗？

答：不能。

问：如果出现了某种情况，致使本将成功的攻击行动伤

害无效（如“黑暗命运”卡片），那么就游戏而言，应将

该攻击视为失败还是成功？

答：将它视为失败，不过成功的“力场墙”攻击行动除

外，它成功时不会造成伤害。

问：我的战士如果执行横扫攻击行动，必须以所有相邻

敌方战士为目标吗？

答：是的。

问：在进行法术攻击行动时，能否将魔法骰子视为攻击

骰子？

答：不能。指定“攻击骰子”的卡片不会与魔法骰子

相互作用。尝试执行法术攻击行动时，您不能掷攻击

骰子。然而，影响骰子属性的卡片可以影响法术攻击 

行动。

问：下一个轮次开始前包括下一个轮次开始时吗？

答：不包括。“下一个轮次开始前”的意思等于“该轮次

结束前”。

问：如果某卡片会在掷出特定符号时产生效果，例如掷

出  、  或  ，这是不是意味着掷出   也会有奖励（如

“致命拥抱”）？

答：不是。

问：斩劈、震退和诱捕是“修正效果”吗？例如：克拉

克 -绰克的强力巨颚攻击行动是否带有斩劈？

答：斩劈、震退和诱捕不是修正效果。在这个例子中，

克拉克-绰克的强力巨颚攻击行动可以带有斩劈。

问：在构建牌堆时，名称表达不同但含义相同的卡片算

是相同卡片（例如“强大力量”和“武力累积”）吗？

答：算。

问：如果某个目标标识被翻转，那么对于“焦土战术”

这样的卡片来说，它算作被移出战场吗？

答：不算。

问：如果某个战士被推动了  0 个六角形，能否将其视为

已被推动？

答：不能。

问：如果某卡片称将一名战士推动最多两个六角形，这

是什么意思？

答：您可以将战士留在原位（即推动 0 个六角形，在这

种情况下将战士视为未被推动），也可以将其推动一个或

两个六角形；请注意，您不能将其推回原位。

问：被散击推动的战士能否在推动开始的六角形结束 

推动？

答：可以。

问：战士可否同时拥有猎手和猎物关键词？

答：可以。

问：假如我的战士拥有的反应需要在以其为目标的攻击

行动之后生效（如“怨念吊坠”上的反应），那么如果

该次攻击行动使我的战士残废，我还能否使用该反应？

答：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不能。

问：给予战士的升级在该战士残废后还继续适用吗？例

如，“坚韧强化”中的耐伤修正是否仍然适用，“生存本

能”中的猎物关键词是否仍然适用？

答：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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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我在激活期间达成了即时目标的条件，规则称

我将在下一个即时步骤获得该卡片。如果到那时获得条

件已经不再满足（比如对“必死无疑”而言，敌方战士

在激活结束时已经残废），我是否还能获得该卡片？

答：可以。没有指定获得时机的即时目标可以在行动阶

段的任何时候完成，但仍须在即时步骤中以与其他即时

目标相同的方式获得。

问：在激活期间，如果作为行动抽取到一张没有指定获

得时机的即时目标卡，如“意志归一”，并且当时满足

了获得条件，那么当时可以获得该卡片吗？

答：可以。

问：在激活期间，如果作为行动抽取到一张在激活后获

得的即时目标卡，如“迅速攻占”或“暂时胜利”，并

且当时满足了获得条件，那么在激活后可以获得该卡片

吗？

答：可以。

问：在第三个结束阶段中，我什么时候才能从提供荣誉

点数的升级（例如“关键”升级与“变动地图”）中获得

荣誉点数？

答：第三个结束阶段开始但玩家尚未获得目标之时。如

果不止一名玩家拥有这些升级，那么大家同时（在玩家

尚未获得目标之时）获得所有从这些升级中获得的荣誉

点数。

问：有些卡片会标注“额外”，例如“骷髅之舞”（移动行

动时可额外移动一个六角形）。如果“额外”的基础值

为  0（例如，某个移动属性为  0 的战士受到“骷髅之舞”

的影响），这些卡片还有效吗？

答：有效。

问：在结算能将己方弃牌堆中的一张卡片放回手牌中的

技能时，我是否必须向我的对手展示我从弃牌堆中取回

的卡片？

答：是的。

问：如果某战士有一枚或多枚伤害标识，然后其耐伤属

性因修正而降低，那么会发生什么？

答：修正对该战士的战士卡片上的伤害标识无效。应用

修正后，查看战士卡片上的伤害标识是否等于或超过其

新的耐伤属性。如果是，则该战士残废。改变战士的耐

伤属性不会对其造成伤害。

问：当战士被带有震退的攻击行动击退至少一个六角形

时，还能否对被击退的战士作出反应（例如“陷坑”）？

答：可以。

问：如果某战士在激活中的最后一个行动结束时未处于

判定位置，却因对该次行动做出的反应（比如“决斗者

的速度”或“动作快点”）而被移动至判定位置，那么对

“为了国王”、“扭打厮杀”或“迅速攻占”这样的卡片而

言，该战士算不算是“在激活之后”完成了目标？

答：算。

问：有些目标的规则中提到“所有战士”、“所有幸存战

士”或是“所有目标”等类似的字眼，但同时又用括号

在后面具体指出了一个数字，如“（至少五个）”。如果我

只满足了括号里的条件还能获得目标吗？还是说我必须

满足全部条件才行？

答：必须满足全部条件。

问：所有带有“立即获得这张卡片”描述的卡片都是即

时目标吗？

答：是的。

问：如果在满足获得条件后抽取到“立即获得”的目标

（而不是获得时手牌中本就有这些目标），那么可以获得

哪些这类目标？

答：根据规定，在满足获得条件时，“立即获得”的目标

必须在您的手牌中。如果您在满足条件后抽取目标，必

须再次满足条件才可获得该目标。

对于以下卡片，如果您在满足条件后抽取到它们，便可

以在下一个即时步骤获得。这些是仅有的例外情况。

血祭血神 
（希德塔 #2 / 暗夜地窖 #118） 
吸引恐虐注意 

（希德塔 #4 / 暗夜地窖 #120） 
鲜血喷涌（希德塔 #8 / 暗夜地窖 #124） 
无上威严（希德塔 #30 / 暗夜地窖 #146） 
Waaagh! 的召唤（希德塔 #30） 
恐虐注视着我们（希德塔 #178） 
无处可逃（希德塔 #180） 
游骑兵打击（希德塔 #211） 
拖入深渊（暗夜地窖 #32） 
灵魂蜂拥（暗夜地窖 #34） 
魔法之王（暗夜地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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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拉的蹂躏者 - 战士

问：用“共生体的呼唤”标识这样的卡片翻转目标能否

计入哈格拉的蹂躏者的激励条件？

答：不能。

莫格维斯的剑刃巫队 - 战士

问：如果卡米思拥有“预知攻击”升级，那么她可以在

进行“预知攻击”攻击行动后再进行“刃盾”攻击行动

吗？如果这样操作，该攻击在她对手的攻击行动结算之

前还是之后发生？

答：可以。两次攻击行动都在对手的攻击行动结算之前

发生。

星血追猎者 - 目标

寻找核心（危极之渊  #104）

问：如果敌方领地里有  0 个目标标识，我可以满足该目

标卡片的第二个条件吗？

答：不能。

星血追猎者 - 谋略 
看不见的猎手（危极之渊  #111）

问：“看不见的猎手”规定奥塔帕托被移出桌面时不会

残废。这是否意味着在获取像“狩猎之前”这样的目标

时，奥塔帕托哪怕不在场上也算作存活的战士？

答：并非如此。“存活的战士”是“战场上的战士”的

另一种说法。

斯卡厄斯的野性狩猎队 - 目标

柯诺斯的陷阱（野兽之墓 #37）

问：如果敌方战士能够将致命六角形视为常规六角形，

我还能获得这张卡片吗？（例如荆棘女王的尖刺军。）

答：可以。

阴冷卫士 - 战士

问：如果没有己方墓穴食尸鬼残废，凿髓者公爵还能使

用“食尸鬼召唤”行动（无论是否有“集结”技能）吗？

答：不能。

问：使用“食尸鬼召唤”行动时，如果游戏棋盘为对角

部署，便可先将由散击标识画出的直线移除，随后再布

入战场。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应该将墓穴食尸鬼放入哪

个六角形中？

答：应该放在所画方向最远的一个空六角形中，可在直

线移除并再布入战场之后进行。

问：在使用“食尸鬼召唤”时，如果我不将墓穴食尸鬼

放入六角形（因为在掷出的方向上没有空六角形）会发

生什么？

答：您无法放置墓穴食尸鬼。

问：在使用“食尸鬼召唤”时，散击标识可以放置在距

其最远的空六角形（例如边缘六角形）中吗？换句话

说，我可以将墓穴食尸鬼放置在散击标识所在的六角形

中吗？

答：不能。

《战锤冥土世界》战队常见问题
下列常见问题涉及《战锤冥土世界》每个赛季中的战队

卡片。

伊拉塞恩的灵魂突袭 - 战士

问：如果选择不布置刺鳍，那么刺鳍是不是以残废状态

开始游戏？

答：是的。

问：如果战场上没有己方鱼群标识，玩家可以从刺鳍的

反应中选择第一个选项吗？

答：可以。

问：如果伊拉塞恩的灵魂突袭中的两个战士有一个或更

多创伤标牌，而刺鳍受到的伤害会使其残废，那么喷蛆

战帮会受到激励吗？

答：会。

伊拉塞恩的灵魂突袭 - 谋略

问：如果我的对手打出一张卡片，让我可以选择通过弃

置卡片来阻止一个效果，例如“被遗忘的梦魇”、“雷暴之

怒”、“诱惑之光”或“高压”，那么当我无法弃置所需卡

片时会发生什么？

答：如果您不能弃置所需数量的卡片，就必须选择一个

不同选项。

伊拉塞恩的灵魂突袭 - 升级

被遗忘的梦魇（危极之渊  #241）

问：“被遗忘的梦魇”与带有横扫关键词的攻击行动会如

何相互作用？

答：当敌方战士在您的“被遗忘的梦魇”生效时执行横

扫攻击行动，确定常规情况下有多少战士会被作为目

标。您的对手为攻击者结算同等数量的攻击行动，一次

结算一个，并且每次都必须弃置一张能量卡片，或者让

您选择该攻击行动的目标（可以多次选择同一个战士）。

血色王廷 - 谋略

野性转化（危极之渊  #141）

问：“野性转化”谋略的目标可以选择没有升级的战士吗？

答：可以。

碎颅的疯徒 - 战士

问：如果一个己方疯徒战士在激活期间用攻击行动使

敌方首领残废，该战士是否可以连续两次获得至高标

识——一次是使敌方首领残废，另一次是他们的“原始

涌动”反应，并因此获得“膨胀傲慢”？

答：可以。这两个同时发生的技能按照规则手册中的定

序规则结算。

碎颅的疯徒 - 谋略

原始残暴（危极之渊  #178）

问：如果拥有至高标识来获得“膨胀傲慢”，我可以使用

“原始残暴”吗？

答：不可以。如果您拥有至高标识并使用“原始残暴”，

您必须选择弃置至高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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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某个六角形包含陷阱，这会让该六角形不被视

为空六角形吗？

答：不会。

问：布什瓦卡可以把陷阱放在目标所在的六角形、致命

六角形或另一个陷阱所在的六角形中吗？

答：可以。

问：如果战士进入了包含陷阱的致命六角形会发生什

么？

答：该战士受到来自陷阱的 2 点伤害，如果此后没有残

废，还将受到来自致命六角形的 1 点伤害。

问：如果战士进入了包含两个或更多陷阱的六角形会发

生什么？

答：应用定序规则。

问：陷阱会令不受致命六角形影响的战士受到伤害吗？

答：会。

问：当布什瓦卡残废时，陷阱仍留存于战场吗？它仍然

能像布什瓦卡战士卡片的说明那样运作吗？

答：可以。

喷蛆战帮 - 目标

神赐耐力（野兽之墓 #129）

问：如果目标战士在攻击行动中存活，但在该攻击行动

期间的反应中残废或被击退至致命六角形，可以获得该

卡片吗？

答：不能。

问：如果目标战士在攻击行动中存活，但在该攻击行动

后的反应中残废（如“陷坑”），可以获得该卡片吗？

答：可以。

渗流之腐（野兽之墓 #138）

问：如果拥有目标的战士是失败的攻击行动的目标，

或者没有将目标击退，但该战士随后被针对该攻击行

动的反应推离目标（例如反应攻击行动或可以推动的反

应），那么可以获得该卡片吗？

答：可以。

问：如果战士没有被攻击行动击退，但是被该攻击行动

的反应推动，并且在被致命六角形、陷阱或其他类型的

伤害推动时残废，该卡片是否仍可以获得？

答：可以。

喷蛆战帮 - 升级

活体瘟疫（野兽之墓 #154）

问：如果攻击行动致使我的战士残废，我可以使用该反

应吗？

答：不能。

阴冷卫士 - 谋略

胜利气息（野兽之墓 #85）

问：如果战士在攻击成功后、造成伤害步骤前被“胜利

气息”推动，那么在使用“卑鄙打击”（从而提升即将造

成的伤害）或“勇猛之举！”等卡片时，仍能将其视为支

援战士吗？

答：可以。

阴冷卫士 - 升级 

猎手嗅觉（野兽之墓 #91）

问：如果瓦尔瑞克拥有该升级，该升级将如何运作？

答：当带有该升级的瓦尔瑞克位于战场时，每个敌方战

士都将拥有猎物关键词，即使该敌方战士已经残废也不

例外。当瓦尔瑞克残废时，该升级无效。

缴获武器（野兽之墓 #94）

问：“缴获武器”在结束阶段使用时能否造成伤害？

答：可以。

问：如果“缴获武器”在结束阶段使敌方战士残废，那

么能否获得手牌中像“保卫灶火”这样的目标？

答：不能。

雷帕的龇牙兽骑兵 - 目标

满载而归（野兽之墓 #104）

问：可以用拥有  3 个或更多升级的残废战士获得“满载

而归”吗？

答：不能。

雷帕的龇牙兽骑兵 - 升级

盘旋猎手（野兽之墓 #121）

问：这个反应可以在战士进行冲锋超级行动之后使用吗？

答：可以。

赫斯戈恩的猎人者 - 战士

问：赫斯戈恩使每个敌方战士成为猎物的技能是如何运

作的？

答：当赫斯戈恩位于战场时，每个敌方战士都将拥有猎

物关键词，即使该敌方战士已经残废也不例外。当赫斯

戈恩残废时，该技能无效。

问：布什瓦卡进入他的陷阱所在的六角形时会遭受伤 

害吗？

答：不会。

问：布什瓦卡进入另一个布什瓦卡的陷阱所在的六角形

时会遭受伤害吗？

答：会。

问：陷阱是致命六角形或地形标识吗？

答：不是。

问：陷阱模型会被视为战士吗？

答：不会。



7战锤冥土世界：恐怖深渊

汇聚风暴（暗夜地窖 #14）
问：该策略能持续多久？

答：持续到您的战队施放下一个法术。

风暴之主的破咒者 - 升级
耀光权杖（暗夜地窖 #21）
问：如果我对同一名战士多次施放“耀光权杖”升级中

的法术，会发生什么？

答：法术每次成功施放后，该战士针对单个目标的攻击

行动攻击范围 +1，效果持续至该轮次结束。

荆棘女王的尖刺军 - 战士
问：荆棘女王的尖刺军中的战士何时会受到激励？

答：在您的激活开始时（无论激活哪个战士，只要有战

士被激活即可），检查哪些己方战士与一个或多个敌方战

士相邻。这些战士将会在下一个激励步骤受到激励。

问：荆棘女王的尖刺军中的战士始终能将致命六角形视

为常规六角形吗？

答：是的。

荆棘女王的尖刺军 - 目标
占领城市（暗夜地窖 #35）
问：能否将那些一半在己方游戏棋盘上一半在对手游戏

棋盘上的目标（因为它们不在任何人的领地上）视作同

时在两个棋盘上？

答：可以。

荆棘女王的尖刺军 - 谋略
漂浮推进（暗夜地窖 #39）
问：使用“漂浮推进”时，我必须推进所有己方锁链凶

魂吗？

答：不是。您可以选择将某个锁链凶魂推进 0 个六角

形，这就相当于不推进。另外，您不能推进已经与敌方

战士相邻的锁链凶魂，因为它们不可以被推动至距敌方

战士更近的位置。

问：如果不存在敌方战士，我还可以使用“漂浮推进”吗？

答：不能。

疯狂尖笑（暗夜地窖 #43）
问：如果在斯卡厄斯/斯塔比特/塞普西默斯的攻击行动期

间、他们针对每一个相邻敌方战士的攻击行动结算之前

使用了“疯狂尖笑”，这时会发生什么？这是否会影响该

战士继续进行其剩余横扫攻击行动？

答：会。

突然现身（暗夜地窖 #47）
问：能否使用“突然现身”把一名残废的战士置入战场？

答：不能。

哈罗夫人的悲伤飞魂 - 战士
问：在敌方战士不以自己为目标的横扫攻击超级行动期

间，激励状态下的哈罗夫人反应将如何运作？

答：当该超级行动的每个攻击行动结算后，如果该攻击

行动不是以哈罗夫人为目标，您便可使用她的反应。

哈罗夫人的悲伤飞魂 - 目标
意志归一（恐惧神殿 #42）
问：如果在使用“加速护胫”升级推动我的战士后满足

条件，我可以获得该卡片吗？

答：可以。

哈罗夫人的悲伤飞魂 - 谋略
骇人外貌（恐惧神殿 #50）
问：这张卡片可以推动不能被谋略选择的战士吗？

答：可以。

风暴之主的破咒者 - 战士
问：如果对象是风暴之主的破咒者中的阿米斯和拉斯特

斯，并且他们受到了激励，劈斩将如何运作？

答：当攻击行动包含劈斩时，目标无法在防御掷骰中将 
 符号视为成功。这就意味着，如果受到激励的阿米斯

和拉斯特斯成为带劈斩攻击行动的目标，他们可以将  
和  符号（以及任何相关支援符号）视为成功，但无法

将  符号视为成功。

问：如果我的一名战士施放法术，该战士将在何时受到

激励？

答：在该法术结算后的激励步骤。

如果某个咒语在某一特定事件之前一直有效，例如“古

胡尔之球”，那么该咒语要在该事件之后才会被认为已经

结算，而该战士要在这个时间点之后的激励步骤才会受

到激励。

“强化”法术行动和“恐怖烟雾”等持续法术被视为一经

施放就会结算，这就意味着战士会在施放法术后的第一

个激励步骤中受到激励。

问：拉斯特斯和阿米斯战士卡片的激励面的技能是对其

防御属性的修正吗？

答：不是。

风暴之主的破咒者 - 谋略
连环闪电（暗夜地窖 #11)
问：如果“连环闪电”的链条多次经过同一敌方战士，

能否对其造成1 点以上的伤害？

答：不能。

共鸣传导（暗夜地窖 #13）
问：我可以选择一个没有相邻己方战士的战士来施放“共

鸣传导”吗？

答：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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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使用激励状态下的尖酸刻薄精的特殊行动时，是

每次将他推动  1 个六角形、每次推动后结算对其他战士

的效果，还是在移开挡道战士后一次性推动  3 个六角形？

答：每次推动 1 个六角形。注意，这个行动与用散击

推动战士（这种情况下战士会一次性被推至最远距离）

不同，需要考虑尖酸刻薄精对其他战士产生的影响。另

外，只有将尖酸刻薄精推动 3 个六角形，或是推动动作

如其战士卡片所述一样被阻挡，才算是完成了该推动。

这就意味着，举个例子，在尖酸刻薄精的推动结束之

前，您不能对潜伏者使用反应并作为对尖酸刻薄精的推

动的反应。

问：若尖酸刻薄精将要散击一个无法被推动的战士，那

么每个战士总共受到多少伤害？

答：尖酸刻薄精受到 1 点伤害，无法被推动的战士受到 
1 点伤害。

问：“镜像移动”跟激励状态下的尖酸刻薄精的特殊行动

会如何相互作用？

答：“镜像移动”反应可在有其他战士被尖酸刻薄精推动 

（这种情况为推动 1 个六角形）或是尖酸刻薄精的行动结

束（这种情况下推动距离等于尖酸刻薄精的推动距离）

后进行。

问：在使用激励状态下的尖酸刻薄精的特殊行动时，我

必须将他推动  3 个六角形，还是可以随意将他推动  2 个、

1 个甚至  0 个六角形？

答：您必须将他推动 3 个六角形，除非推动动作如其战

士卡片所述一样被阻挡。

问：如果尖酸刻薄精在激励状态下的特殊行动中受到特

殊行动之外的推动（例如“镜像移动”），我能否之后再

继续结算他的特殊行动？

答：不能。

问：激励状态下的尖酸刻薄精的特殊行动能创建一条延

伸至不完整六角形的链条吗？

答：不能。届时尖酸刻薄精不会造成伤害。

问：谋略可以让受到激励的尖酸刻薄精进行移动、冲锋

或攻击行动，或是进入防卫状态吗？

答：不能。

问：在没有相邻或存活的己方跳跳的情况下，德里兹吉

特能使用其战士卡片上的行动自己进行移动行动吗？

答：如果他不带有移动和冲锋标识的话就可以。

问：当德里兹吉特使用战士卡片上的行动与相邻己方跳

跳一起进行移动行动时，应该按照怎样的顺序结算该移

动行动？

答：按照德里兹吉特所属玩家选择的顺序一个接一个 

行动。

荆棘女王的尖刺军 - 升级
复仇终将来临（暗夜地窖 #55）
问：如果移动属性为  0，荆棘女王还能否使用“复仇终将

来临”进行移动行动，进入任意起始六角形？

答：可以。

九圣之眼 - 战士
问：伏特米斯卡片上召唤蓝色惧妖的行动是法术吗？

答：不是。

问：当图洛什、纳维亚或惧妖进行成功的攻击行动时，

如果卡查里克与其相邻，他会受到激励吗？

答：不会——他们的攻击行动不是法术。

问：如果卡查里克与一个施放了法术的敌方法师相邻，

他会受到激励吗？

答：会。

问：蓝色惧妖会残废吗？玩家能否因将蓝色惧妖致残而

获得荣誉点数？如果将蓝色惧妖致残，能否结算与将战

士致残相关的目标？

答：不会。当蓝色惧妖即将残废时，硫磺惧妖将替代

它。它永远不会进入残废状态。

问：如果某个蓝色惧妖即将因为其移动或冲锋行动中受

到的伤害而残废（比如由于致命六角形），会发生什么？

答：在即将残废时，蓝色惧妖的微缩模型将在所在六

角形中被硫磺惧妖微缩模型替代。移除该战士的所有

标识。如果该战士尚未移动满等于其移动属性数量的六

角形，则可继续该次移动行动。如果该战士正在进行冲

锋行动，则需完成该次冲锋行动的结算。在这两种情况

中，该战士都会照常获得一枚移动或冲锋标识。

问：蓝色惧妖/硫磺惧妖是以残废状态开始游戏吗？

答：是的。

问：蓝色惧妖和硫磺惧妖在游戏开始时被算作两个残废

战士还是一个？

答：一个。

扎巴格的爪牙 - 战士
问：受到激励的尖酸刻薄精战士卡片上的行动是移动、

冲锋或攻击行动吗？

答：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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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莉的守卫 - 战士
问：伊莎莉的守卫的激励条件中，括号中的内容是如何

运作的？

答：有了括号中的内容，即使伊莎莉的守卫中某位战士的

战士卡片上没有伤害标识，玩家也能使用可移除伤害标识

的技能激励该战士。例如，即使受影响战士的战士卡片上

没有伤害标识，“治疗脉冲”或“治疗之壶”也都能用来激

励该战队中的战士。请注意，“生命涌动”这类卡片只能影

响战士卡片上带有伤害标识的战士，所以除非伊莎莉的守

卫战士卡片上有伤害标识，否则这些卡片无法激励她们。

伊莎莉的守卫 - 目标
林间空地最后的希望（暗夜地窖 #263）
问：在结算“林间空地最后的希望”时，战士卡片上因

战士残废而清除的伤害标识会计入计算吗？

答：不会。（因为“治疗脉冲”这样的效果从战士卡片上

移除标识，与战士残废时从战士卡片上清除标识，这二

者存在差别。）

夺回拉蒙提利（暗夜地窖 #266）
问：如果某块领地中没有目标存在，我可以在不持有任

何目标的情况下获得“夺回拉蒙提利”吗？

答：不能。

盖瑞克的血掠兵 - 战士
问：哪些战士会计入盖瑞克的血掠兵的激励条件？

答：若非一方玩家特别说明，否则“战士”指敌我双方

战士。有任何三个战士残废时，盖瑞克的血掠兵都会受

到激励。注意，已返回战场的战士不再被视作残废，也

不归入计算。

盖瑞克的血掠兵 - 谋略
血雨（希德塔 #11 / 暗夜地窖 #127）
问：使用“血雨”时，应将带有   骰子属性的攻击行动

视为其   骰子属性代替了   骰子属性，还是视为它同时

拥有这两种属性？

答：代替了现有的骰子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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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使用“血雨”后就不能进行法术攻击行动了吗？

答：并非如此——记住，  一定为成功，所以在这种情

况下进行法术攻击行动仍然是可能的（但很困难！）。

知觉钝化（希德塔 #16 / 暗夜地窖 #132）
问：如果某战士受到“知觉钝化”影响，那么在该激活

过程中，有什么能使他受到的伤害超过  1 点吗？

答：没有。

问：德里兹吉特战士卡片上的行动跟“疾走”会如何相互

作用？

答：德里兹吉特使用其战士卡片上的行动进行移动行动

时，可能会触发相邻己方战士的“疾走”反应。

问：德里兹吉特可以让与他相邻己方跳跳进行移动行动

的行动算超级行动吗？

答：算。

莫洛格的暴徒 - 战士
问：部署石笋跳跳时，是先拼骰确定第一回合归属，还

是先放置石笋跳跳再进行拼骰？

答：先放置石笋跳跳，随后双方玩家拼骰。

问：如果多名玩家都拥有石笋跳跳，该如何确定由谁率

先部署？

答：应用规则书中的定序规则。

神誓猎手 - 目标
问：“誓言”目标卡片上标注的揭示卡片是什么意思？

答：如果您愿意，可以在行动阶段的首次激活开始时向

对手揭示所有“誓言”目标卡片。这就意味着将这些卡

片向对手展示——如果对手有兴趣，您需要为其留出时

间阅读卡片。对手结束阅读后，将卡片放回手牌，再次

向对手隐藏起来。

神誓猎手 - 谋略
残酷献祭（暗夜地窖 #184）
问：在双人游戏中，如果我使用“残酷献祭”并将一名

己方战士致残，我的对手会不会获得一点荣誉点数？

答：会。

桑德瑞克的奸商队 - 战士 
问：我该在什么时候使用桑德瑞克的“晋升”技能？

答：在您获得目标之后、抽取替代的目标卡片之前。

桑德瑞克的奸商队 - 目标
爆头（暗夜地窖 #235）
问：己方战士的攻击行动成功我才能获得“爆头”吗？

答：是的。

桑德瑞克的奸商队 - 谋略
有毒气体（暗夜地窖 #250）
问：使用“有毒气体”时，由谁推动战士？

答：使用“有毒气体”的玩家。

问：如果使用“有毒气体”并选择一个不能被推动的战

士，会发生什么？

答：所选战士受到 1 点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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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攻击（希德塔 #45 / 暗夜地窖 #161）
问：我该如何在横扫攻击行动（例如塞弗林 ·钢心的强力

挥击）中使用“不懈攻击”？

答：一次横扫攻击行动被视为若干次逐一进行的单独攻

击行动，每次攻击行动成功与否都需要分别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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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攻击行动可以是“强力挥击”（这样就可以同时瞄准

其他目标）。结算反应之后，如果反应打断了“强力挥

击”，强力挥击便结束结算（除非这不再可行）。

钢心的勇士 - 升级
挡后还击（希德塔 #52 / 暗夜地窖 #168）
问：如果我使用“挡后还击”，而钢心具有一次横扫攻击

行动（比如他的“强力挥击”），我能否选择进行该攻击

行动，而非仅以攻击者为目标的攻击行动？

答：能，只要攻击者是其中一个目标就行。

闪电冲击（希德塔 #56 / 暗夜地窖 #172）
问：“闪电冲击”所述的“当他造成暴击时”中的“他”

是指奥柏林吗？

答：是的。

正义之击（希德塔 #57 / 暗夜地窖 #173）
问：当我以某个敌方首领为目标使用“正义之击”进行

攻击行动但攻击失败时，我可以做出一次反应，再进行

一次攻击行动。如果第二次攻击仍然失败，我能否再次

做出该反应（因为新的攻击行动失败再次触发了反应）？

答：可以（只要对手没有在同一反应步骤做出反应）。

阴森守卫 - 战士
问：对阵阴森守卫时，如果玩家再度将复活的战士致

残，还能否获得荣誉点数？

答：可以。

问：守卫有行动可以让两名己方战士进行移动行动，它

是否算作超级行动？

答：算。

阴森守卫 - 目标
占领城市（希德塔 #60） 
问：如果战场上的目标标识被移除（例如因为“亵渎”）

而我持有其他所有目标，是否就能获得“占领城市”？

答：是的。

死亡大军（希德塔 #62）
问：如果某名在行动阶段中采取了移动行动的战士残废

且重返游戏，是否仍将其视为在该阶段进行过移动行

动，即使其不再带有移动标识？

答：是的。

问：“知觉钝化”会不会影响在激活最后一个行动后使用

的反应导致的伤害？

答：不会。

浴血重生（希德塔 #18 / 暗夜地窖 #134）
问：如果我的战士具有“灵魂陷阱”效果，而我的手牌

中有“浴血重生”，这时该怎么操作？两张卡片能够同时

使用吗？

答：“灵魂陷阱”的反应在攻击行动中触发，“浴血重生”则

在攻击行动结束后触发。如果您在攻击行动中触发了“灵

魂陷阱”的反应且掷骰失败，则可在攻击行动结束后再触

发“浴血重生”的反应（只要满足条件即可）。

盖瑞克的血掠兵 - 升级
勇往直前（希德塔 #23 / 暗夜地窖 #139）
问：这个升级能让您推动盖瑞克还是进攻战士？

答：盖瑞克。

狂暴（希德塔 #24 / 暗夜地窖 #140）
问：如果我的战士拥有“狂暴”，那么额外的攻击掷骰是

否适用于他们在冲锋行动期间所做横扫攻击行动的每一

次攻击行动？

答：适用。

钢心的勇士 - 战士
安格拉德·亮盾
问：如果安格拉德 ·亮盾遭受攻击，并在防御掷骰后受到

激励，那么在该攻击失败时，她可以使用“愤怒格挡”

反应吗？

答：不可以。她只能在该攻击行动结算完毕后的下一个

激励步骤受到激励，也就是说已经错过了用“愤怒格

挡”进行回击的时机。

问：安格拉德的“愤怒格挡”能够以与其他攻击行动相

同的方式使用吗？还是说只能以反应的方式使用？

答：能够以与其他攻击行动相同的方式使用。

钢心的勇士 - 目标
西格玛堡垒（希德塔 #37 / 暗夜地窖 #153）
问：在我的某个战士受到伤害然后其伤害被全部治愈（同

时其他战士未受到伤害）的情况下，我能否获得“西格

玛堡垒”？

答：不能。

问：在所有己方战士都阵亡的行动阶段后，我能否结算

“西格玛堡垒”？

答：可以。

钢心的勇士 - 谋略
西格玛之墙（希德塔 #42 / 暗夜地窖 #158）
问：如果我没有两名相邻的己方战士，还能使用此策略吗？

答：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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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爪鼠群 - 谋略
紧张摸索（暗夜地窖 #160）
问：我能否使用“紧张摸索”来激励恶爪鼠群中的一个

没有相邻战士的战士？

答：不能。

他们总是更多（暗夜地窖 #164）
问：被“他们总是更多”选中的战士会受到激励吗？

答：会。

恶爪鼠群 - 升级
黑暗欲望（暗夜地窖 #165）
问：如果我的战士拥有“黑暗欲望”，那么该战士能否以

一个己方战士而非敌方战士为目标进行攻击行动？

答：可以。

问：如果我的战士拥有“黑暗欲望”，那么该战士能不能

进行一次包含移动行动、该行动结束时战士与己方战士

相邻但不与敌方战士相邻的冲锋行动？之后我还需要进

行己方战士的攻击行动吗？

答：能，需要。

带薪护卫（暗夜地窖 #166）
问：在某次攻击行动中，如果柯尔克与斯科里奇相邻、

拥有“带薪护卫”升级并且被推离斯科里奇，斯科里奇

还会处于防卫状态吗？

答：不会。

快跑！（希德塔 #169）
问：我能否使用“快跑！”升级行动用斯科里奇及一个相

邻战士执行一次移动行动，无视他们带有的标识？

答：可以，只要您能够通过升级卡片让其进行该行动即

可（比如您可以激活斯科里奇，或是您有其他办法赋予

他该次行动）。

问：没有相邻的己方战士时，我能否使用“快跑！”进行

升级行动？

答：不能。

无踪掠影（暗夜地窖 #170）
问：“无踪掠影”是否能让我在进行冲锋行动时将进行了

升级的战士推动两次？

答：可以。您可以在移动行动后将该战士推动一次，在

攻击行动后再推动一次（只要对手没有在同一反应步骤

做出反应）。但请注意，战士在移动行动结束时（进行推

动前），仍然需要处于能够进行攻击行动的攻击范围以

内，否则无法进行冲锋行动。同理，如果这次推动使得

您的战士超出了其攻击行动的攻击范围，这次攻击行动

便无法结算。

阴森守卫 - 谋略
亡灵巫师命令（希德塔 #77）
问：“亡灵巫师命令”可让一个攻击行动失败的战士“再

次采取攻击行动”。这该如何与横扫攻击行动（例如收割

者的“旋风镰刀”）相互作用？

答：一次横扫攻击行动被视为若干次逐一进行的单独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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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巫师命令”对同一目标再次采取攻击行动。

阴森守卫 - 升级
死亡冲锋（希德塔 #80） 
问：如果我的勇士拥有“死亡冲锋”升级并且进行了一

次冲锋行动，那么在该行动阶段接下来的时间里，该勇

士攻击范围为  1 或  2 的攻击行动会带有伤害  +1 效果吗？

答：会。注意，当该勇士之后在该阶段再进行冲锋行动

时，不会再享受来自“死亡冲锋”的额外加成。

铁头小子 - 目标
感知迟钝（希德塔 #96）
问：如果一个铁头小子受到攻击行动的  3 点伤害，然后

对手使用“陷阱”作为对这次成功攻击行动的反应并使

我的战士残废，我还能结算“感知迟钝”吗？

答：可以。

问：如果一个铁头小子受到攻击行动的  2 点伤害，并且

发动攻击的玩家还使用“陷阱”造成了  1 点伤害，我能

结算“感知迟钝”吗？

答：不能，因为“陷阱”造成的伤害与攻击行动造成的

伤害是分开进行的。

铁头小子 - 谋略
最后突击（希德塔 #102）
问：如果我方战士的攻击行动没有足够远的攻击范围属性

来瞄准其攻击者，那么我还能使用“最后突击”反应吗？

答：不能。

问：如果我的战士因策略而残废，并且我使用了“最后

突击”，那么我能为我战士的攻击行动选择任意目标吗？

答：能（只要目标在攻击范围和视线内即可）。

以身作则（暗夜地窖 #103）
问：“以身作则”中所述的尚未采取移动或冲锋行动的战

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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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爪鼠群

问：恶爪鼠群的激励条件如何运作？

答：每个恶爪鼠群战士都将在其被选为策略目标后的激

励步骤受到激励。只有当您使用含有“选择”字眼的策

略选择一个或多个战士并且选中了某个战士，该战士才

能被策略“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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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锤冥土世界：危极之渊》常见问题
下列常见问题涉及《战锤冥土世界：危极之渊》和《无

声威胁》游戏包中的通用卡片。

通用卡片 - 目标
请君入瓮（危极之渊  #290）

问：为了结算该目标，每个持有目标的己方战士都需要

是猎物（即使有两个以上的战士持有目标）吗？

答：是的。

无限奖励（危极之渊  #309）

问：为了结算该目标，每个持有目标的己方战士都需要有

三个或更多升级（即使有一个以上的战士持有目标）吗？

答：是的。

绝对自信（危极之渊  #325）

问：如果我使用“道途大师”升级将我的战士放在敌方

领地中的目标标识上，我能否结算“绝对自信”？

答：不能，除非在您的战士进行“道途大师”行动时另

一个己方战士已经在敌方领地内持有目标。

问：我可以在弃置至高标识后在轮次结束时结算“绝对

自信”，从而获得  1 点荣誉点数吗？

答：不能。

通用卡片 - 谋略
佯装强大（危极之渊  #359）

问：已经拥有至高标识还可以使用“佯装强大”吗？

答：不能。

凶狠抵抗（危极之渊  #363）

问：在使用“凶狠抵抗”时，我可以选择一个没有创伤

标牌的战士来应用这张卡片的效果吗？

答：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卡片称移除等于所掷  数量

的创伤标牌。因为没有指定最小值（例如一个或更多），

因此，这个例子中移除的创伤标牌数量可以为 0。请记

住，如果没有从战士卡片中移除创伤标牌，战士不会被

视为已受治疗，如规则书第 23 页所述。

狩猎季（危极之渊  #375）

问：如果“狩猎季”生效，它是作用于所有战士还是只

作用于存活的战士？

答：“狩猎季”作用于每个存活的战士和每个残废的战士。

奋力出击（危极之渊  #398）

问：如果有多名战士同为存活战士的最低耐伤属性，我

可以从这些战士中选择一个由“奋力出击”效果受益吗？

答：可以。

问：假如对手没有在同一反应步骤做出反应，那么在以

多个战士为目标的攻击行动中（比如“旋风之戟”），

我能否利用“无踪掠影”在每一次攻击行动结束后推动

已升级战士？

答：能。但是您战士的攻击目标在行动开始前必须与您

的战士相邻，并且在进行每一次攻击行动时，目标都必

须位于您战士的攻击范围以内。如果战士以此方法推动

后无法对任何剩余目标进行攻击行动，则不结算剩余的

攻击行动。

暗中戳刺（希德塔 #171）
问：我可以借助“暗中戳刺”在以多名战士为目标的攻

击行动中（比如“旋风之戟”）的每次攻击行动前推动已

升级战士吗？

答：可以。但是您战士的攻击目标在行动开始前必须与

您的战士相邻（比如在初次推动后，您选择使用“暗中

戳刺”），并且在进行每一次攻击行动时，目标都必须位

于您战士的攻击范围以内。如果战士以此方法推动后无

法对任何剩余目标进行攻击行动，则不结算剩余的攻击

行动。

问：假如战士没有位于攻击范围以内，我能否使用“暗

中戳刺”进行攻击行动？

答：能，但前提是这次推动后战士位于一个对目标可见

的六角形内，并且目标位于攻击范围以内。如果“暗中

戳刺”将战士推动一个六角形后，该战士仍未进入能够

采取攻击行动的范围内，您便无法使用“暗中戳刺”。

如果出现情况（例如针对该推动的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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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动不会失败，也不会成功），并且激活结束。无法进行由

攻击行动触发的反应，并且这不会计入任何需要计算攻

击行动的目标的计数（因为没有进行攻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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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杀之石（危极之渊  #471）

问：如果某个己方战士拥有“嗜杀之石”，它会如何与血

色王廷的激励/嗜血条件相互作用？

答：遵循规则书中的定序规则。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嗜

杀之石”属于某个己方血色王廷战士，控制玩家需选择

以什么顺序应用“在行动阶段结束时”应用的技能。如

果“嗜杀之石”属于某个敌方战士，玩家需依照定序规

则拼骰确定谁先使用技能。

野蛮面貌（危极之渊  #479）

问：“野蛮面貌”本身提供多少次重掷？

答：一次。

问：在判定从“野蛮面貌”获得的重掷时，“猎手护符”

这类升级中的“猎手”限制关键词是否算作“猎手关键

词的实例”？

答：算。

通用卡片 - 升级
蔑视之甲（危极之渊  #424）、物质抽取（危极之渊  
#430）

问：“蔑视之甲”与“物质抽取”如果给予同一名战士会

如何相互作用？

答：“物质抽取”将无效。

经验丰富（危极之渊  #439）  
问：带有“经验丰富”的战士将带有“恐惧之力”的战

士作为目标进行攻击行动。那么这个攻击者可以重掷多

少枚攻击骰？

答：两枚。

问：带有“经验丰富”的战士将带有“赫斯戈恩 ·猎人

者”（没有进行过升级）的战士作为目标进行攻击行动。

那么这个攻击者可以重掷多少枚攻击骰？

答：一枚。

问：带有“经验丰富”的战士将带有“经验丰富”的战

士作为目标进行攻击行动。那么这个攻击者可以重掷多

少枚攻击骰？

答：一枚。

渴望成功（危极之渊  #450）

问：如果连续多次攻击失败（前提是您有足够的饥饿标

牌来做出反应，并且伤害没有致使攻击者残废），可以用

“渴望成功”连续多次做出反应吗？

答：可以。

自负跑者（危极之渊  #469）

问：如果某个带有此升级的战士在行动阶段残废，我要

在该行动阶段结束时弃置至高标识吗？

答：不用。

狂暴杀手（危极之渊  #470）

问：如果神选之斧战队的某个成员拥有“狂暴杀手”升

级并且进行了一次横扫攻击，但没有击中敌方战士，而

我决定使用“誓约者”重新进行攻击，这时会发生什么？

答：如果横扫攻击行动的最后一次攻击行动是该超级行

动中第一个失败的攻击行动，那么该超级行动完成，在

“誓约者”可以使用之前，神选之斧战士受到 2 点伤害。

如果战士从该伤害中存活，并且玩家使用“誓约者”来

让该战士进行另一次横扫攻击行动，那么当新的超级行

动完成时，神选之斧战士再次受到 2 点伤害。

如果横扫超级行动中有最终攻击行动之外的攻击行动失

败，那么在使用“誓约者”反应时，神选之斧战士会进

行一次新的横扫攻击行动，而原来的横扫攻击行动会被

“暂停”（参见规则书）。使用“誓约者”的攻击行动结算

后，神选之斧战士将受到 2 点伤害。接着，原来的横扫

攻击行动继续。这次攻击行动结算后，神选之斧战士额

外受到 2 点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