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A Game of Woodland Might and Right

Learning 
to

 Play
目录

Y
蜥蜴神教 .................................................. 2
河流之友公司 ......................................... 4
机械女爵 .................................................. 6
剧本........................................................... 8



2

蜥蜴神教
蜥蜴神教吸纳那些被其他部族抛弃的动物们，用强大的念力迷惑敌人。教团通
过口口相传来传播福音，新的飞地可能在地图上的任何地方出现。在教团统治
的地点中，他们可以建造花园，进一步煽动当地动物。其他部族花费卡牌来达
成目标，而教团的主要行动是展示卡牌并逐渐收集一套理想的信徒。这些牌除
非用于计分，否则不被用于花费，并会于夜晚返回教团的手牌。但是这一较为
柔和的方式使得移动和战斗行动变得困难，因此这些行动只能被教团中最为激
进的成员——侍祭来完成。

蜥蜴神教的花园会引来朝朝朝圣圣圣者者者，因此神教统治任何存在至少一座花园的地点。
此特殊能力胜过鹰栖的“森林之主”。

当神教在场时，花费和丢弃的牌将被置于神教的失落的魂魄牌堆中，而不进入
弃牌堆。神教回合开始时，失落的魂魄中最多数的花色将被设置为流放者，当
回合其将能够在该花色的地点中利用侍祭来实施阴谋。侍祭可以由复复复仇仇仇获得：
每当你在战斗中作为防守方被移除了战士，将其置于你的侍祭栏中。

清晨

查看失落的魂魄牌堆，忽略鸟牌。若有某花色的牌数多于其他任何花色，该花
色成为流放者——将流放标记移动至新的花色处。若该花色已经是流放者了，
其变为被憎恶的流放者——将流放标记翻面。

然后，将失落的魂魄牌堆中的所有牌丢弃至弃牌堆。

最后，你可以花费侍祭——侍祭栏中的战士——来实施阴谋。若流放者被憎
恶，所有阴谋少花费1名侍祭。

» 征伐：花费2张侍祭来在流放者对应地点发起一场战斗，或者也可以从流放
者对应地点开始移动，然后可以在目的地发起战斗。

» 皈依：花费2张侍祭来移除1个位于流放者对应地点
的敌方战士，然后放置1个战士于该处。

» 圣化：花费3张侍祭来移除1个位于流放者对应地点
的敌方建筑，然后放置1个对应花色的花园于该处。

配配配件件件替替替换换换：：：由于空间原
因，蜥蜴神教部族有时使
用术语“替换”。你可将
其理解为配件被移除然后
被放置，为了触发其他特

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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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展示任意数量的手牌，每展示1张便执行1次仪式，描述
如下。你无法将展示的牌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 建建建造造造：：：展示一张与你统治的地点对应的牌并在该地点放置1座花园。

» 募募募兵兵兵：：：展示一张牌，在对应地点放置一个战士。 

» 献献献祭祭祭：：：展示一张鸟牌，将地图上的一个战士移至侍祭栏中。

» 计计计分分分：：：花费一张未被展示的牌（将其置于失落的魂魄牌堆中）来获得花园
表格中对应花色最右空格上方所示的胜利分。

夜晚

将展示的所有牌返回手牌。 

然后，你可以激活对应流放者花色的花园
来制造卡牌。

最后，抓1张牌，每有1个抓牌奖励被揭开，
再额外抓1张。若你的手牌超过5张，弃牌至
5张。

疾疾疾鸟鸟鸟如如如仇仇仇：：：执行仪
式时，鸟牌不是万

能的！

侍祭示例
清晨开始时，神教有
4名侍祭。兔是流放
者。

首先，他花费2名侍祭来
使兔地点中的女爵战士
皈依神教。女爵战士被
移除，神教战士被置于
该地点。

然后，他花费2名侍祭
来使用兔地点中的战
士发起征伐。他选择

将战士移动进入
相邻地点并和女
爵战斗。

Acol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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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之友公司
听闻巨大湖泊岸边的丛林之境爆发了全面战争的消息，河流之友公司迅速派遣
了业务员来开设商店。随着其他部族购买服务，河流之友可以通过四处建造贸
易站来进一步巩固其商业利益。建造贸易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得分方式，但是
可能由财富带来的红利也同样是另一种方式。

河流之友是出色的游游游泳泳泳健健健将将将，因此可以将河流视为道路，并且可以河流移
动，无论起点或目的地的统治者是谁。

服务

河流之友公司是一个商业部族，向其他玩家提供服务。
服务的价格将会在夜晚设定。

任何其他玩家在自己的清晨开始时，可以购买河流之友服务，数量等同于1+自
己有配件和贸易站共存的地点数。买方通过将自己供应堆中的战士置于河流之
友的付款栏中来支付服务的费用。

» 手手手牌牌牌：：：买方拿取水友的一张手牌加入自己的手牌。

» 渡渡渡船船船：：：买方将河流视为道路直至其回合结束。

» 佣佣佣兵兵兵：：：本回合的白天和夜晚中，在决定统治者时以及战斗时，买方将水友战
士视为自己的。

待待待售售售：：：河流之友的手牌
总是面朝上置于部族面

板之上的。

Payments

购买服务示例
鹰栖的清晨开始时，他在1个有贸
易站的地点中有配件，因此可以购
买至多2次服务。

佣兵的当前价格为3。鹰栖决定购买佣兵，因
此他将3个战士从自己的供应堆移至水友的付
款栏。有了这些佣兵，鹰栖统治了兔地点，因
此如果法令合适，他可以在这里建造鸟巢。

(来自鹰栖的供应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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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若你的付款栏为空，放置2个战士于其中。然后，若你在地图上有贸易站，每
有2份资金（资金栏中的战士）便获得1胜利分。最后，将你部族面板上的所有
战士移至资金栏中。

白天

你可以通过花费和投入资金——资金栏中的战士——来执行行动。当你花费
资金时，将该战士返回拥有者的供应堆中。当你投入资金时，将该战士移至投
入资金栏中。

» 移移移动动动：：：投入一份资金来执行一次移动。

» 战战战斗斗斗：：：投入一份资金来发起一场战斗。

» 制制制造造造：：：投入资金并从手中制造卡牌。这些战士不
要放在投入资金栏中，必须放在贸易站轨道中与
制造费用对应花色的空格中。

» 抓抓抓牌牌牌:投入一份资金来抓一张牌。

» 募募募兵兵兵：：：花费一份资金来向任何一个临河地点中放置
一个战士。

» 建建建立立立贸贸贸易易易站站站并并并驻驻驻军军军：：：花费2份资金来向一个地点放
置一个贸易站和一个战士。你必须花费统治所选地
点的部族的资金。每个地点只能有1个贸易站。

出出出口口口：：：制造卡牌时，你可不
获得所示的制造效果，改为
丢弃该牌并将1个战士置于

你的付款栏中。

贸贸贸易易易受受受阻阻阻：：：每当贸易站被
移除时，移除一半资金并
将该贸易站返回盒子中，

无法重建！

建立贸易站示例
Funds河流之友想在这个

狐地点中建立贸易
站。女爵是统治
者，因此他必须花
费2份女爵的资金。

河流之友放置
狐贸易站和1
个战士于该地
点，并获得2胜
利分。

+2

夜晚

若你的手牌超过5张，弃牌至5张。然后，你可以移动服务轨道上的服务标记
来为你的3项服务设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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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女爵
机械女爵是一位自动玩家，有两种使用方式。

» 第一，可以在多人竞技游戏中代替人
类女爵玩家。

» 第二，在变动几条规则后，可以在一至
四名玩家进行的合作游戏中担任对手
（第8页）。

机械女爵使用猫女伯爵的配件，因此你无法
在一局游戏中同时加入这两个部族。

设置
当机械女爵在游戏中时，修改以下设置步骤。

手手手部部部僵僵僵硬硬硬：：：机械女爵没有手牌。无法
被迫丢弃卡牌。若你将要从其手牌中
拿取卡牌，改为从牌库抓牌。若你将
要交给它手牌，丢弃该牌，并且机械
女爵获得1胜利分。

讨讨讨厌厌厌惊惊惊喜喜喜：：：无法对机械女爵打出伏击
牌。

1st

3rd

4th

选选选择择择部部部族族族。。。如同人类玩家一样为机械女爵随机安排座次。坐在机械女爵
旁的一位玩家负责其设置和回合的进行。其余规则写在其对应部分。

分分分发发发卡卡卡牌牌牌。。。洗混牌库前，移除4张统治牌并加入4张间谍牌。为机械女爵
抓5张牌，而不是3张。将这5张牌相继立在牌架上使玩家只能看见牌背。
这些牌时机械女爵的命令计划。

形形形成成成物物物品品品供供供应应应堆堆堆。。。从物品供应堆中拿取S,M,B,和T各一个，置于机械女
爵部族面板的待售物品栏中。

部部部族族族设设设置置置。。。遵循女爵的部族设置规则，但是忽略步骤3和4。机械女爵不
会用到女爵的建筑。

7th

清晨

每个有你至少3个战士且被你统治的地点使你获得2胜利分。



7

白天

展示命令计划最左边的牌，然后执行如下行动。移动和战斗发生在所有与命令牌
对应的地点中。募兵会根据命令的制造费用发生在一些地点中，如步骤3描述。

» 步骤1：战斗。在每个有你的战士和任何敌方配件的地点中发起战斗。若有
地点中存在多个敌方部族，按如下优先级顺序选择防守方：最多配件、最高
胜利分、最高设置优先级。

» 步骤2：移动。从优先栏的最小数字地点开始（1、2、……）逐渐向大结
算，从你统治且你有4或更多个战士的地点移动。每次移动，在起点只留下
3个战士。目的地为相邻地点中有最多敌方配件的地点，平手时则为优先栏
中数字最小的地点。

» 步骤3：募兵。根据展示的命令牌的制造费用，放置战士至你统治的地点中，
描述如下。若无制造费用，则重开白天，展示下一张命令牌——若命令计划
中没有更多的牌，进入夜晚。

某种花色1–3个：放置1-3个战士（等于制造费用）于每
个你统治的该花色地点中。

每种花色各1个：放置1个战士于你统治的每个地点中。

任意花色4个：放置4个战士至城堡所在地点中。

夜晚

抓牌并将其加入命令计划的右方直至有5张牌。

间谍牌

间谍牌的使用、丢弃和拿取开放牌的规则同统治牌，但是不会
改变你的胜利条件。

若你的游戏区域中有间谍牌，你可以在你的白天展示1张命令牌。若你展示的
牌花色与你的间谍牌对应，你必须立即丢弃你的间谍牌——此时，鸟牌并非万
能。然后，若你的间谍牌没有被丢弃，你可以交换任意两张命令牌的位置。

至

? ? ? ?

In Daylight, reveal an order. 

en, if n
ot discarded, you 

may swap any two orders. 

If the spy reveals a rabbit 

card, discard the spy, 

making it available.

Spy

May play 

at no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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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游戏
你们可以进行合作游戏来一起对抗机械女爵。若在机械女爵获得30分之前，
每位玩家都获得了30分，你们就共同胜利。机械女爵做出两条改变：

» 清晨时，机械女爵也会获得等同于人类玩家数的
胜利分。

» 机械女爵在所有对应制造费用的地点中募兵，无
论统治者是谁。

合作战役
合作游戏可以串成战役。每次玩家获得了胜利，机械女爵将在下次游戏开始
时获得额外3胜利分，但是每位玩家游戏开始时拥有上次游戏结束时自己游戏
区域中的一张已制造的卡牌。（示例：派大星已经胜利了两局游戏。第三局
游戏，他选择了第一局中制造保留至第二局的凶残战术和第二局中制造的兔
窟指挥部。女爵游戏开始时有6胜利分。

Scenarios
三位玩家 四位以上玩家

单人游戏
使用机械女爵

合作模式

竞争模式

选用任意3位玩家的组合，然
后在此基础上加入剩下
的1、2或3个部族，或
使用这些推荐组合。

在任何推荐组合中将         替换成         。

若有3或4位人
类玩家进行游
戏，在这些组
合基础上加入
任意1或2个部
族。

单单单人人人游游游戏戏戏：：：若你独自对抗
机械女爵，游戏开始前移
除狐之恩惠、兔之恩惠和
鼠之恩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