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譯:十六夜愛希 

                                                圖片及遊戲版權為原公司所有 

 

繼續等待著 

眺望著 

月亮依然冷淡 

如果再笑一次 

就到了靖國的宮殿 

快哉 

肉體和心上的重擔 

就像春天般的消逝 

如果再笑一次 

就到了靖國的宮殿 

 



 歡迎來到大戰回憶錄第四個擴充 
                               太平洋戰場 

 

前言 
 

 

 

 

 

 

 

 

 

 

 

 

 

 

 

 

 

日本皇軍介紹 

太平洋戰場中登場之日本皇軍介紹 
                     大日本帝國陸軍士兵 

                       以勇猛和熱血著稱的日本皇軍，由於繼承祖先們的武士精神，日本的士 

                     兵被刻畫為淡泊且堅持的，榮譽和面子是至高無上的以及不需要為死亡感 

                     到羞恥，作為日本皇軍的指標。對傳統的堅信不疑的態度，堅貞的崇敬天 

                     皇，雖然全日本沒幾個人聽過其玉音，但仍將天皇視為神聖的存在。 

 

                      九五式輕坦克 ハ號 

                        設計出來是為了替代八九式，在日本皇軍中所有的輕戰車中，性能和 

                      品質都是最佳的，可以和機械化步兵對做出很好的配合。也因此被稱為 

                      第二台車或ハ號，與大英聯邦的巡洋艦坦克類似，但由於裝甲很輕，普 

                      遍被認為是不能支援步兵的。 

 

                       八八式七糎半野戦高射炮 

                         本款高射炮，在 1927年問世，是建立在維克爾的設計上所生產出來 

                       的，其優越的精度和射程，堪稱為日本第一的高射炮，但是在盟軍快速 

                       推進與擴張下，很快的陷於劣勢。 

  當年輕的海軍陸戰隊在進攻太平洋中的小島時，他們的腳步穿過一個接著一個的海灘和稻田之

上；或者在草木不生的火山岩地帶裡挖掘廣布的洞穴網，以武士精神來捍衛天皇的榮耀，並光榮地

戰到最後一人倒下。 太平洋戰場是獨立的擴充，有一些之前遊戲中出現的規則（大炮的瞄準目標、

地形擴充中的佈雷區），這個設計是用來連接各種大戰回憶錄的玩法。 這也方便介紹日益增加的

戰鬥規則及熟悉您的部隊，並扮演忠誠的海軍陸戰隊或者是執行神風特攻作戰的日本皇軍。從最初

的 1941年的聖誕節前夕降落在威克島上的海灘，以至 1945年五月沖繩島猛烈的戰鬥，您將發現

一個全新的軍事行動的戰場，以及一個好玩的日本軍隊。 除了 7個新的標準玩家劇本之外，我們

也準備了額外的大帝王劇本提供 8位大戰回憶錄迷一個機會來重現帛琉登陸。如同以往，請常來拜

訪我們的遊戲網站 www.memoir44.com，以便取得全世界玩家所製作的大戰回憶錄劇本。 

歡迎您並祝您玩得開心! 

Richard 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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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村落 野地碉堡 關島戰役系列 

碼頭 繩橋     海灘防禦作戰 

稻田與魚塘 驅逐艦     逆襲戰 

河口及分岔 航空母艦 貝里琉會戰  和棋 2號作戰 

戰壕  硫磺島會戰  分離作戰 

 V. 新的部隊和徽章 沖繩會戰    冰山作戰 

II. 新規則 親迪部隊  

日本命令規則 義烈空挺隊 附錄--新單位 

大和魂 不列顛、日本、 大日本帝國陸軍士兵 

神風特攻            美國工程師 九五式輕坦克 ハ號 

天皇陛下萬歲 美國海軍陸戰隊 八八式七糎半野戦高射炮 

美國海軍陸戰隊命令規則 自走炮  

工合! 火焰噴射坦克  

本擴充的內容物: 

一隻完整的日本皇軍: 

48個步兵模型、12個裝甲模型、6個炮兵模型。 

本說明書，包括英文和法文。 

4個方形板塊，包含驅逐艦、航空母艦、繩橋、碉堡。 

14個特殊部隊指示物、10個其他指示物。 

44個雙面地形板塊、1片時間提示板塊。 

 

 

       如圖表所示，我 

       們為本遊戲引入 

       一些新的規則。                                       

頁面提示 

  如果是寫著 MEMOIR44的七頁時，是指遊            這邊的規則有包含之前所 

 戲本體說明書中的第七頁。                        推出的擴充。 

  如果只寫著的九頁時，則為本冊之的第 

九頁 

  

 



      I. 新的地形板塊                        岩窟洞穴及丘陵上的洞穴 

                                                          移動: 只有日軍步兵才有洞穴的 

             飛機場                                       地形保護，並忽視所有的撤退骰。 

            地形效果與地形擴充相同(page9)                 炮兵及戰車單位是無法穿越的，                                                       

                                               岩窟洞穴   步兵則沒有限制。 

                                                          戰鬥:在此板塊進行戰鬥時，步兵 

                        移動:不影響。                       和戰車必須要減少兩顆骰子。 

                        戰鬥:不影響。                            規則:日軍可在各洞穴間 

                        視線:不影響。     丘陵上                 移動，移動完立即停止。 

                                          的洞穴     盟軍步兵可以試圖封閉一個洞穴，只要 

     特殊:如果您有空戰擴充包，適用於空襲規則，       周圍沒有敵方單位，盟軍步兵可以擲三 

     規則 當您佔有機場時，可以使用飛機。             個戰鬥骰，如果擲出星號，則可視為封 

     詳細規則可以參考空戰擴充。                      閉成功，並將其翻面。 

                 海灘                                   視線:與洞穴同在的地形板塊相同。 

                 移動:在海灘上移動的部隊最多移             丘陵 

                      動兩格。                             移動:不影響。 

                戰鬥:不影響，且戰鬥後可以佔領。            戰鬥:由丘陵下方的步兵與戰車 

                視線:不影響。                                   部隊，攻擊丘陵上的單位 

                                                                時，減少一個戰鬥骰。 

                                                         視線:視為障礙物，同在丘陵例外。 

 

                                                    

醫院/司令部                                        移動：進入城鎮的單位必須停止 

移動:不影響。                                            且該回合不能再移動。 

戰鬥:不影響。                                       戰鬥：進入城鎮的單位該回合無法戰 

視線:視為障礙物。                                   鬥。當攻擊城鎮中的單位時，步兵戰 

           醫院:當有損失的部隊在野戰醫院    勞改營  鬥骰減少 1顆裝甲為 2。 

           的板塊且附近沒有敵方部隊時，             視線：視為障礙物。 

           可不須醫療兵卡並擲出六個骰子             山脈 

           已執行其能力，單位在本回合不            移動:只有部兵單位可以從鄰近一個 

           可移動及戰鬥。                               板塊移入，但不能為山脈或丘 

司令部:當您的對手佔領司令部                             陵的其他地形。 

時，對手可選擇您的一張手牌捨                        戰鬥:當進攻位於山脈上的單位時， 

棄，直到您收復司令部為止，當                             步兵及裝甲單位需減少 2個 

您收回司令部時，您可以重新抽回                           戰鬥骰，在此板塊上的炮兵 

您應該持有的手牌數。                                     單位發動攻擊時，其戰鬥骰為 

           移動:移動到叢林之後必須停止行                 3、3、2、2、1、1、1。 

           動，如進戰成功後可執行進佔。              視線:視為障礙物，但同在山脈上 

           戰鬥:如果部隊從鄰近的叢林移動至           時，則互不影響。 

         此，則可繼續戰鬥，步兵單位攻擊在            太平洋村落規則與勞改營相同。 

叢林 內的部隊時要減少 1顆戰鬥骰，裝甲為 2。 



                碼頭                               移動：河流是無法通過的地形。當河流上 

                移動:任何單位不能從海洋移動到此         有橋樑時單位才能進入河流板塊。 

                     但可以從海灘或土地中移入。             戰鬥：戰鬥後允許進占。 

                戰鬥:不影響。                                     視線：不影響。 

                視線:不影響。                                      河口與河流分支 

                                                     

。                                              有些場景的河流是可以移入的。 

            稻田/魚塘                                移動:移入後必須停止，可以進行進佔。 

            如同地形擴充之沼澤。(參照第 4頁)    戰鬥、視線:不影響。 

                 移動:單位移入後必須停止，炮兵 

                      單位不可移入。 

                 戰鬥:戰車不能進行戰鬥，步兵不能        戰壕 

                      進行進佔。                      移動:移動到戰壕的部隊必須停止，下 

                 視線:不影響。                         回合無法移動。炮兵部隊無法移入。 

                                                           戰鬥:在此板塊上裝甲的戰車部 

                                                           隊無法戰鬥，攻擊在內的步兵和 

       魚塘                                                裝甲部隊必須減少 1個骰，忽略 

       於稻田使用同一個板塊，規則亦同                      一個撤退骰。 

       進入魚塘的單位可以在該回合戰鬥                      視線:不影響。 

 

 

 

II. 日本命令規則   

     日本皇軍                                  的表現。一隻完整的日軍部隊，可以 

       流傳已久的武士道，繼承這項傳統的日      移動完兩格之後並且戰鬥，但不適用於 

     本皇軍，以勇猛和熱血著稱，並且為天皇      步兵突擊的命令卡，使用其能力時仍會 

     盡忠，因此在本遊戲中有著以下能力:         受到地形限制。 

大和魂                                        
被稱為“古代日本之魂”，貫徹著永不退縮，      美國海軍陸戰隊 

並且不會被俘虜，因此必須忽略一個撤退骰，      工合! 

如果地形已經提供忽略撤退骰時，則減少兩個      原本為中國紅軍第八路軍團的歡呼，後來 

撤退骰，單位在洞穴時，必須忽略所有的撤退      由總統羅斯福引入美國海軍陸戰隊，成為 

骰。                                          太平洋戰場都會的振臂高呼，因此在太平 

神風特攻                                      洋戰場中，都有著以下能力: 

將武士道轉化為現代軍事理論的荒木貞夫所提       

出戰術，並且由日本皇軍的眾人們來實踐。一      當命令卡打出時，可以對多一個區域使用。 

隻完整的日軍部隊進行近戰時，可以多擲一顆      當戰術卡打出時，可以對多一個部隊發布 

戰鬥骰。                                      命令。(一個單位會變兩個、四個變五個) 

                                              最美好的時刻、步兵突擊功能不變 

天皇陛下萬歲                                  炮兵齊射、空襲、伏擊、炮擊無效。 

在二戰時期日軍所喊的萬歲，正是對天皇效忠      使用反擊時，可以多對一個單位發命令。 



                                                   本徽章是 1890年 2月所制定的，一共分為 

                                                七個等級，昭和 15年時改為只授予陣亡者， 

           夜襲規則                          於 1947年依據昭和 22年政令第四號廢除。 

       在某些劇本中會出現的場景，此規則表示某些時候會 

     有能見度較低的情況，因此，將                          戰鬥星號 

     本能見度板塊放在旁邊。                                戰鬥星號表示特殊的事件與行動，通 

        在星號為 1的地方，能見度                           常會在上面註明回合數，但是在某些劇本中 

    為周圍的 1 格，最低能見度為 1，                      會是永久的。 

     此時只能近戰。 

       在美軍玩家回合開始時，必須                                偽裝 

     擲出四個骰，依照上面的星數總                                 有些劇本戰鬥星號被用來當作偽裝部 

     和來移動表上的星號指示物，並                               隊的計號，偽裝的部隊只能進行近戰， 

     且影響到部隊的射程，包含炮兵                               如果偽裝部隊移動或戰鬥時，移除星號 

     也會受到本規則的影響。 

        當星號指示物抵達最上層時，即將本板塊移                  雷區 

     出遊戲，在這之前，戰術卡炮擊和空襲的對象              遊戲開始時，會指定某方玩家 

     只限一個單位。                                     可以設置雷區，並隨機放置於板塊 

                                               上，對方部隊移入時，須立即停止 

     III. 新的徽章與記號                       並擲該數字的戰鬥骰，只計被擊中 

     日軍勳章:金鵄勲章                         數，另外，我方部隊和敵方撤退部 

 

 

隊移入時，忽略雷區規則。 

  當觸發時，上面所載的數字為 0時，視為誘       戰鬥艦—驅逐艦 

導物，並將之移除。                               一支艦隊可以提供遠程炮火和兩棲部隊 

IV.新的障礙與軍艦                           的運輸，一隻船艦可以在海洋中移動 1~2 

移動:步兵單位移動到碉堡上的回合可以戰鬥              格，但不能移入沙灘，開火時以 

裝甲部隊或炮兵單位不能移動到碉堡上。                 3、3、2、2、1、1、1、1計算。 

一開始就在碉堡上的炮兵不能離開該六角格。 

戰鬥:只有在作戰筆記裡所寫的一方可以獲得 

碉堡的防禦能力。當攻擊碉堡中的單位時，步 

兵戰鬥骰減少 1顆，裝甲部隊戰鬥骰減少 2顆，   當劇情需要時，將其放置在相對應的位置， 

而炮兵戰鬥骰不用減少。對於碉堡上的炮兵所擲 並拿 3個目標記號放在其上，當艦隊攻擊敵軍 

出的每面撤退旗子，即移除一隻炮兵模型。     時，放置一個目標記號，之後對該單位的攻擊 

在碉堡中的單位可忽略對其擲出的一個撤退骰。 火力+1，若重複時不累加，目標移動或移出時 

           視線:碉堡會阻擋視線。           則收回該目標記號。 

                                             被指定為攻擊目標時，擲出榴彈記號視為 

野地碉堡    移動:                          命中，需要撤退時，會忽略第一個撤退骰， 

繩橋        戰鬥:單位在架有橋樑的河流上如  若無法撤退時，則加一點傷害，而不是直接移 

            常戰鬥。                       出戰場，放置受傷記號時即為放置戰鬥星號。 

            視線:河流不會阻擋視線。 



           戰鬥艦—航空母艦                        行動，在執行沖繩島的悲壯戰役後，全數 

             航空母艦被用來提供遼闊的視野和空中    陣亡。 

           火力。 移動、戰鬥方式與驅逐艦相同。               戰鬥工兵 

                  航空母艦可以提供海上的空中支援             工兵軍團提供機動力、反機 

                  且可以套入空戰擴充中。                   動性、生存能力、地形測量及 

                                                           工程上的支援。 

                                                       工兵的移動和戰鬥與一般步兵相同。 

    V.新特殊部隊及勳章                              近戰忽略所有地形影響，進入鐵絲網 

    親迪部隊  英國在緬甸的特種部隊。以緬甸寶塔上    時，可以減少 1顆戰鬥骰來戰鬥並將其拆 

              一種鷹首師身獸的稱謂“親迪”命名。   除。在進入雷區時，如果可以戰鬥時，則 

            由英將奧德·溫蓋特以第七十七印度旅改    必須將地雷移除，如果不能戰鬥時，則視 

            編建立，成員包括英國人、香港自願軍、   為觸發，並比照處理方式。步兵突擊卡的 

    緬甸人、印度人、廓爾喀人和西非正規軍。該部隊   效果下，不能移動三格後戰鬥，可以移動 

    滲入日軍後方進行遊擊戰。                       兩格後戰鬥或除雷。 

                                                    

    義烈空挺隊 作為日本皇軍最後的精銳部隊，也是       美國海軍陸戰隊 

            用來最後一搏的部隊，為沖繩決戰中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從第一級兩棲部隊升格 

            義號作戰主角，在美軍開入首里城後，     為海軍陸戰隊並增加了 6個部隊和 5個空 

            日軍用來對嘉手納和讀谷機場進行破壞  中聯隊，參與了與日軍在太平洋的各場惡戰。 

 

 

 

自走炮隊                                   

              在劇本中會標示出來，與一般 

            炮兵不同於移動時可以移動一格 

並且戰鬥，或移動兩格但不能進行戰鬥。 

 

火焰發射車 

              移動及戰鬥方式與裝甲隊相 

            同，但因為近戰且有地形因素必 

須減少戰鬥骰時，其被減的上限為 1。         VI. 網址 

巨炮與目標記號                               在 www.memoir44.com上登錄盒內的序號， 

  巨炮有著超長程距離，也是高殺傷力的武器   步驟如同遊戲本體時一樣，而用來註冊的第 

一但被瞄準，有可能會瞬間化為灰燼。         二個序號，可以讓您使用支援最新的擴充的 

      當劇情需求時，將標示物和 3個目標記   劇本編輯器。 

      號放置在炮兵單位上，並視為巨炮。       我們希望您會喜歡他，並且多發表您的作 

    當艦隊攻擊敵軍時，放置一個目標記號，   品和參與討論。 

            之後對該單位的攻擊火力+1，若 

            重複時不累加，目標移動或移出 

時，則收回目標記號。 



    49 威克島登陸作戰      1941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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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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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作為廣大的太平洋上的一個珊瑚環礁，一直到 1920年代，在中美航線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 

地位，之後被改建成美國的海軍基地。 

  1941年 8月，在這裡駐紮了第一海軍營，不過長程火力只有 5吋加農炮和 3吋高射炮。12月 

8日，珍珠港事變後，日軍從馬紹爾群島上立刻調派中型轟炸機 VMF-211至此，三日後，駐軍擊 

退試圖登陸的南海隊，12月 23日，日軍的第二波攻擊開始，在深夜中，1500名日本海軍特戰 

隊的發動了奇襲，在日軍兇猛的攻勢下，迫使在地的駐軍於 24日上午宣布投降，由於守軍英勇 

的表現，在收復威克島的兩週後，原駐軍獲得海軍遠征徽章。 

 

舞台已設，戰線已繪，而你身處司令部。剩下的就是你我皆知的歷史。 

 

遊戲設置                                特殊規則 

日軍玩家  拿 5張指令卡  起始玩家        適用日本皇軍、美國海軍陸戰隊規則。(p.4) 

美軍玩家  拿 5張指令卡                   

                                         碉堡視為盟軍玩家的防禦目標。 

勝利條件                                 日軍佔領碉堡時，視為獲得徽章。 

6個勝利徽章                              

機場上的徽章視為日軍的徽章，日軍單位不   機場規則參照 p.3 

在時，該分要歸還。                       野地碉堡規則參照 p.5 



    50 瓜達爾卡納戰役 馬他尼庫河東岸會戰      1942年 10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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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8 

      X 2 

 

 

 

 

 

 

 

歷史背景 

  1942年 10月 22日，美軍對日軍發起了攻勢，為了攻擊見晴台上的日軍，美軍發動了四路圍  

攻，美軍藉著強大的火炮攻勢，擊退了在馬他尼庫河附近的日軍。 

  爾後，美軍發動攻勢，日軍的炮火也還以顏色，在不規則的炮擊之下，對美軍產生了損失， 

此後，美軍也採用這樣的炮擊方式。 

  美軍在切斷見晴台和西南方台地的連接後，向北方的高地群作攻擊，最後將一木支隊在河邊 

殲滅，留下了 1000多具的屍體。 

 

 

舞台已設，戰線已繪，而你身處司令部。剩下的就是你我皆知的歷史。 

 

 

遊戲設置                                特殊規則 

日軍玩家  拿 6張指令卡  起始玩家        適用日本皇軍、美國海軍陸戰隊規則。(p.4) 

美軍玩家  拿 6張指令卡                   

                                        馬他尼庫河是可以渡過得河流。(p.4) 

勝利條件   5個勝利徽章                  河口規則參照 p.4 

日軍徽章的設置是為海洋線，任何跨越的    叢林規則參照 p.3 

日軍部隊可以獲得一個徽章。 

 



    51 瓜達爾卡納戰役 奧斯丁坡防衛戰    1943年 1月 10~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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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今年快結束的時候，米勒哈蒙少將指揮著南太平洋的軍隊佔領了圍繞在韓德森機場的奧斯丁 

坡，而日本的軍隊仍駐紮在複雜的地形中，因此美軍決定主動採取攻勢。 

  在見晴台進行一連串的攻擊之後，第 27師—獵狼犬成功的擊退該地的日軍。 

  仙人掌—第 35步兵師，步履維艱的通過幽暗的山谷，並攻擊在山上的岐阜和海馬。最後， 

他們成功降低了日軍所帶來的壓力。 

 

 

 

舞台已設，戰線已繪，而你身處司令部。剩下的就是你我皆知的歷史。 

 

 

遊戲設置                                特殊規則 

日軍玩家  拿 5張指令卡                  適用日本皇軍規則。(p.4) 

美軍玩家  拿 6張指令卡  起始玩家        海軍特戰隊的步兵單位視為工兵部隊。 

                                        美軍的特別部隊為工兵部隊，將指示物放置在 

勝利條件                                相對的位置上。 

5個勝利徽章                             叢林規則參照 p.3 

                                        野地碉堡規則參照 p.5 

 



    52 關島戰役 海灘防禦作戰                   1944年 7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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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1 

 

 

歷史背景 

  7月 21日，在北馬里亞納的日軍部隊們被調到這邊，原本應該在海灘防衛的日軍，也受到炮 

擊，惡劣的地形和廣大的稻田，影響了戰車的前進。 

  海軍陸戰隊第 21隊，被消滅在日軍神出鬼沒的山區和叢林，第三師的部隊則在情況艱困的海 

灘建立灘頭堡。 

 

 

舞台已設，戰線已繪，而你身處司令部。剩下的就是你我皆知的歷史。 

 

 

遊戲設置                                特殊規則 

日軍玩家  拿 5張指令卡                  適用日本皇軍、美國海軍陸戰隊規則。(p.4) 

美軍玩家  拿 6張指令卡  起始玩家        海軍特戰隊的步兵單位視為工兵部隊。 

                                        叢林規則參照 p.3 

勝利條件                                稻田規則參照 p.4 

5個勝利徽章                            雅桑河是可以渡過得河流。(p.4) 

山丘上的盟軍徽章作為美軍的勝利徽章。 

只要有美軍的部隊在，則為美軍的計分， 

當單位移動或被移除時，將徽章放回原位。 

 



       X 9  53 關島戰役 逆襲戰                    1944 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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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森赳將軍的反擊計畫始於 25日，目標是分割海軍陸戰隊第三隊以及摧毀設備和儲存物資， 

第三隊前線只有幾個工程師部隊和裝甲部隊。戰鬥持續了整晚，而日軍的攻擊幾乎打到了海邊， 

也成功地摧毀了物資和設備。 

  天亮之後，盟軍的坦克和大炮部隊很快的把日軍打了回去，最後小畑英良將軍向東京發表戰 

敗的消息。 

 

 

舞台已設，戰線已繪，而你身處司令部。剩下的就是你我皆知的歷史。 

 

 

遊戲設置                                特殊規則 

日軍玩家  拿 5張指令卡                  適用日本皇軍、美國海軍陸戰隊規則。(p.4) 

美軍玩家  拿 6張指令卡  起始玩家        海軍特戰隊的步兵單位視為工兵部隊。 

                                        叢林規則參照 p.3 

勝利條件 6個勝利徽章                    稻田規則參照 p.4 

任何日軍單位佔領醫院或司令部時，可以永  雅桑河是可以渡過得河流。(p.4) 

久獲得上面的徽章，無論是否有單位。 

勞改營上的徽章視為美軍的勝利徽章，可以 

永久取得該徽章，無論之後是否有單位。 



    54 貝里琉會戰  和棋 2號作戰             1944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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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1             X 2             X 3             X 7 

 

歷史背景 

  在 1944年 9月 15日的清晨 5:30，美國海軍展開了貝里琉會戰，海軍的支援艦開始了在帕 

勞群島進行了登陸前的轟炸。裝甲兩棲連率先登陸，隨後第五和第七師團也相繼登陸，很快 

的美軍發現先前的炮擊並沒有對島上的中川州男上尉的軍隊以及炮兵造成破壞，接著，大炮 

和反艦機槍的掃射，對登陸艦造成了損害。 

  最左翼的第一海軍陸戰隊，由喬治亨利上尉率領的瓜達爾卡納部隊，突破了日軍守衛的洞 

穴，由於缺乏左翼的進展，第五師只能前往機場，但是很快的被打了回去，第七師則要求火 

炮支援，但是這些火炮卻對登陸區造成混亂，大約 16:30日軍藉由戰車和步兵從機場開始了 

反擊，但稍後被第二次的攻擊打退。 

 

舞台已設，戰線已繪，而你身處司令部。剩下的就是你我皆知的歷史。 

 

遊戲設置                                特殊規則 

日軍玩家  拿 08張指令卡 設置雷區        適用日本皇軍、美國海軍陸戰隊規則。(p.4) 

美軍玩家  拿 11張指令卡 起始玩家        海軍特戰隊的步兵單位視為工兵部隊。 

                                        日軍玩家可以將右翼的碉堡視為己方防禦目標。 

勝利條件  13個徽章 

美軍玩家擁有三個機場和四個碉堡時，視為 

永久獲得一個勳章。 

攻擊艦離開戰線時，日軍玩家獲得一個徽章 



    55 硫磺島 分離作戰                1945年 5月 26日~3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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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1945年 2月 26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第四師發現他們正要與難以攻克的硫磺島上的要塞， 

在折鉢山、元山、露天台場、南村之間被稱為“大型絞肉機”，由栗林忠道中將精心策畫的 

防衛戰，也就是由洞穴、雷區、暗堡的相互牽絆產生的戰力，好幾次把不可一世的美軍趕回 

海裡去。 

  隨後，利用有限的裝甲隊和滲透戰術，來癱瘓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師，為的就是減緩美軍 

對日本本土的攻擊，使得美軍必須改變戰術。 

 

舞台已設，戰線已繪，而你身處司令部。剩下的就是你我皆知的歷史。 

 

                                 

         

遊戲設置                                特殊規則 

日軍玩家  拿 5張指令卡  設置雷區        適用日本皇軍、美國海軍陸戰隊規則。(p.4) 

美軍玩家  拿 6張指令卡  起始玩家        海軍特戰隊的步兵單位視為工兵部隊。 

                                        海軍特戰隊的炮兵單位視為自走炮隊。 

勝利條件                                海軍特戰隊的裝甲為火焰發射車。 

7個勝利徽章                            日軍玩家可以將暗堡視為己方防禦目標。(p.3) 

                                        

 



    56 沖繩會戰  冰山作戰                   1945年 5月 13~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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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捍衛著西日本首里戰線的日本皇軍，盤踞在隧道和台地之中，在互相連通的群山中對抗海軍陸 

戰隊的第六師，有些時候海軍陸戰隊佔領了山頂的位置，但仍被從洞穴突然冒出的日軍攻擊。 

   

  經過七天的激戰，終於在 5月 19日確保了這個地區。 

 

舞台已設，戰線已繪，而你身處司令部。剩下的就是你我皆知的歷史。 

 

 

 

遊戲準備                                特殊規則 

日軍玩家  拿 4張指令卡                  適用日本皇軍、美國海軍陸戰隊規則。(p.4) 

美軍玩家  拿 6張指令卡 起始玩家         海軍特戰隊的步兵單位視為工兵部隊。 

                                        海軍特戰隊的炮兵單位視為自走炮隊。 

勝利條件 

日軍的任何一翼沒有單位時，美軍方可以獲 

得一個勳章，若重新進入該地區時，則移除 

該勳章，直到再次沒有日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