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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
米勒山谷狼人推出了各个版本

新月、特殊身份、盟约
现在我们将每个版本中最具人气的角色集合起来

请尽情享用这疯狂的盛宴：

米勒山谷狼人
精华版

我们全心全意制作了这个纪念版本
希望你能够喜欢这份充满智慧与欺诈的游戏！

2001 2006 2012 2014



游戏配件
28张卡牌，1枚警长徽章(详见第21页)
角色一览：
狼人阵营 
第7-8页

-3张普通狼
人

-1张施咒的
狼教父

-1张大野狼

-7张普通村
民

-1张丘比特

-1张预言家

-1张守卫

-1张小女孩

-1张狐狸

-1张锈剑骑
士

-1张长老

-1张傻瓜

-1张女巫

-1张训熊人

-1张猎人

可变阵营
第17-18页

-1张野孩子

-1张猎狼犬

孤立阵营 
第19-21页

-1张白狼

-1张吹笛人

-1张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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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阵营
第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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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山谷狼人的基本原则 
在主持人的指导下，游戏日夜交替进行。
在夜晚，玩家闭上双眼，然后按顺序，主持人会要求特定的角色
睁开眼睛，并使用其特殊能力。当所有角色都被唤醒后，主持人
会请所有玩家睁开眼睛(村民睁眼)。
在白天，当村民全都醒来时，可能会发现有人遭到了谋杀。然后
剩余的玩家需要进行讨论，投票决定出其中的一人处决，并祈祷
还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每位玩家的目标根据其角色而变化。
请参阅7-21页来学习不同角色的能力和目标。

游戏设置
玩家随机选择一人作为主持人，他不会参与到游戏中，而是会引
导游戏发展。在开始的几次游戏中，请选择一名熟悉游戏的玩
家，或者是完全理解规则的玩家，或是大家认为最能调动气氛的
玩家，来担任主持人。
(你可以登入www.loups-garous.com来学习如何成为优秀的主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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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根据人数选好需要使用的角色卡。混洗后，随机发给每位
玩家1张面朝下的角色卡。每位玩家查看自己的角色后，将其面
朝下放在自己面前。
然后游戏就可以开始了…… 

游戏流程
游戏中，禁止将自己的角色向其他玩家展示。但你可以自由讲述
任何内容！主持人请按照角色唤醒顺序来主持游戏(详见第22-23
页)。

A - 主持人请村民入睡：
      主持人说：“夜幕低垂，山谷入眠，请诸位闭上眼睛。”

      所有玩家低头闭眼，然后主持人按顺序唤醒各个角色。

B - 在所有玩家都被唤醒后，主持人唤醒村民：
主持人说：“晨曦以至，万物苏醒，请诸位睁开眼睛。”

所有玩家抬头睁眼，然后主持人根据前一夜的技能使用情
况，来宣告早晨发现被谋杀的玩家。

村民们可以开始讨论各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主持人请组织
发言顺序，并维持讨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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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玩家要带入自己的角色之中，相互讨论。这是游戏的核
心部分。请动用你的智慧去推理、猜测、或隐藏住真相。当
我们相互信任或猜忌之时，就能看到游戏最闪亮的部分！

C - 当大家觉得讨论可以结束时，主持人开始村民投票：
由主持人喊口令，所有玩家同时用手指指出他们想要处决的
玩家。玩家一般而言想要处决对自身的生存危害最大的玩
家。

票数最多的玩家被处决。

注意：如果出现平局，请进行第二次投票。投票对象为第一
次投票时，票数最多的玩家。如果第二次投票依然平局，则
本回合无人被处决。

投票中，警长的票视为2票，并且他投票的对象在平局时， 
优先被处决。

被处决的玩家翻开其角色卡，之后不能再与其他角色交流。

然后从阶段A开始，直到有一阵营的玩家达成胜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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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中各式各样的角色
每位玩家都持有一张角色卡。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生活在米勒
山谷的村民。这张卡牌给予了该玩家一个秘密身份，并将他们划
入不同的阵营，同时还赋予其独特的胜利条件。部分角色有特殊
能力。

狼人阵营
他们是黑夜的野兽，吞食村民来谋求生存。

阵营目标：消灭村庄中，其他阵营的所有人。
在夜晚中，主持人会唤醒狼人，使用其能力。

普通狼人
每个夜晚，当他们被主持人唤醒时，会悄悄醒
来，秘密选择一名村庄中的居民。在任何情况
下，普通狼人都不能吞食其他狼人。
被狼人吞食的玩家会离开游戏，并不再继续参与
其中。

在白天时，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防止被处决。他们的
数量取决于当前玩家人数和使用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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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咒的狼教父
这片土地上最早出现的一只狼人，所有狼人的始
祖。他拥有特殊能力：透过特殊咬伤散播他的诅
咒。每晚他和其他狼人一起醒来猎杀。游戏中仅
一次，在狼人入睡后，他可选择举起手，代表这
名受害者不会被吞食，而是被诅咒。

施咒的狼教父每场游戏只可使用这项能力一次，主持人轻拍被诅
咒的居民，而他立刻(安静地)变成普通狼人，这名玩家现在开始
加入狼人的夜间宴会。
如果他有夜晚执行的能力，在接下来的夜晚中，除了作为狼人被
唤醒之外，他仍会被主持人唤醒，并执行他的能力。

大野狼
在米勒山谷中，大野狼是令所有人都害怕的存在。
它的体型和胃口一样巨大，也曾因为它，让一整个
村子都从地图上消失！
每晚，它和其他狼人一起醒来猎杀，但只要没有任
何狼人、野孩子或猎狼犬被消灭时，它会第二次单

独醒来，并吞食另一名被害人，但它不能吞食狼人。
详见第19页“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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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阵营
村民是米勒山谷能够运作的关键。

他们面对着各种威胁，巧妙运用自己的勇气，
来相互保护，并驱逐黑暗。
阵营目标：消灭所有狼人。

普通村民
没有任何技能。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智慧
和分析力。他们要说服别人，防止自己无辜地被
处决。在一天结束时，他们要参与到居民的投票
中去，将一位潜在的恶人处决。

丘比特
(只在第一夜被唤醒)
丘比特射出带有魔法的弓箭，让人们陷入爱河。
第一夜中(准备回合)，他选择两位玩家成为情
侣。丘比特可以选择他自己作为情侣之一。如果
情侣中的一人被消灭，则另一位也会因为心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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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情侣不可以消灭他们的爱人，也不能忍受爱人被他人歧视！
情侣的目标是一同生存到游戏结束。如果情侣不在同一个阵营，
则情侣的目标变为消灭其他所有玩家。

预言家
(夜晚会被唤醒)
每个夜晚，预言家可以选择一名玩家，主持人会
向她展示该玩家的真实身份。她必须协助其他村
民，但是又要保持隐蔽，以免被狼人吞食。

守卫
(夜晚会被唤醒)
这名强力的角色可以保护村民免遭狼人吞食……
每个夜晚，守卫将在狼人之前被唤醒。他向主持
人指出一名玩家(依照传统，守卫比出如同卡牌上

的手势)。
被选择的玩家这一夜将受到保护(仅维持一夜)。即使被狼人选
中，该玩家不会被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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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守卫有权选择自卫。守卫不能连续两晚保护同一名玩家。
守卫的能力无法保护小女孩。(因为她正在青少年反叛期，所以任
何手段都无法让她避免遭遇麻烦。)守卫无法防止吹笛人的魅惑。

小女孩
(如果本人希望的话，可在夜晚启动)
小女孩可以睁眼偷看狼人是谁。
如果她在偷看时被狼人抓到，她立刻代替被选的
受害者被狼人吞食(安静地)。小女孩每晚只能在狼
人被唤醒时偷看一次。

她不能遮住眼睛，也不能把眼睛张得很开。

狐狸
(夜晚会被唤醒)
在米勒山谷，所有人都对它的活泼和谨慎表示赞
赏，除了鸡和狼人。
在夜里，当主持人唤醒狐狸，它可以指定三个相
邻而坐的玩家，它指向位在中央的玩家，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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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玩家中至少有一只狼人，主持人向狐狸回复一个肯定的手势，
此情况下，狐狸在下个夜晚可以再次使用牠的能力。
如果它所选的玩家中没有狼人，则狐狸永远失去它的能力，但至
少它有了三名清白镇民的重要信息。
注意：主持人每晚都会唤醒狐狸，但它不一定要使用能力。
给主持人的建议：狐狸不会看到这些玩家的角色卡，主持人只是
让它知道三人中是否有狼人。

锈剑骑士
“大喷嚏”是名退休的老骑士，在全世界奔走冒险的
生活，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让他连保养自己武
器的心情都没有了。昔日忠实守护着他的长剑渐
渐生锈，但这把锈剑仍每晚伴他入睡：入侵者要
小心了！

如果骑士被吞食，他依然被消灭，但有一只狼人会被锈剑所伤而
致命。犯下这起罪行的狼人中，坐在锈剑骑士左手边的第一只狼
人将在下一个夜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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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受伤的狼人可以带伤苟活一天，死后的清晨由主持人公布失
踪的狼人是谁。
注意：精明的玩家可以判断出在锈剑骑士和受伤而死的狼人之
间，都是无辜的村民。

长老
他历经人世的沧桑坚强的活着，并在人生的历练
中获得了不凡的能力，狼人们必须抓到他两次才
能吞食他。
当狼人们第一次要吞食长老时，他会存活下来，
主持人不要宣告他的角色。长老在第二次被吞食

时才会被消灭。
如果是村民投票、女巫使用毒药、及猎人最后一击时，长老会直
接死掉。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所有村民因为失去智慧导师
而绝望，将失去村民阵营的所有特殊能力直到游戏结束。
注意：如果长老受到女巫的治疗，他只回复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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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
(夜晚会被唤醒)
这位村民会制作两种效用非常强大的药剂：
第一种是治疗药水，可以救活被狼人吞食的村
民。第二种是毒药，在夜晚用来消灭一名玩家。

每次游戏中每种药剂只能使用一次，也可在同一夜使用两种药。
女巫如果愿意，也可以将这两种药剂对自己使用。

傻瓜
哪个地方没有傻瓜？他什么事都不会做，但他是
那么可爱，没有人希望伤害他……
如果村民投票处决他，傻瓜将他的角色卡翻开。此
时，村民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并且立即赦免他。
从现在开始，他继续进行游戏，但他不能再进行投

票。一个傻瓜所投的票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回合不会再次投票。
注意：如果狼人吃掉他，傻瓜依然会被吞食。如果傻瓜是本村的
警长并死亡，则警长的角色将永远消失。如果猎人射中了傻瓜，
傻瓜会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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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熊人
喔！多美妙的回忆啊！在三条通往广场的鹅卵石
上，铁链拖曳所发出的叮当声响，伴随着大熊的
低吼声。
喔！离上次驯熊人——泰坦带着他聪明的伙伴，

在夏夜的镇上表演让人惊呼的芭蕾有多久了？它除了这些才艺
外，还可以发现附近隐身的狼人。
每个早晨，紧接在公布夜间的受害者身份后，如果至少有一只狼
人变成和驯熊人直接相邻，则主持人发出低吼声，告诉所有玩家
驯熊人的熊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只有仍在游戏中的玩家才会计算相对位置。
给主持人的建议：为了方便起见，请被消灭的玩家离开桌子。如
果驯熊人被诅咒，只要他没死，则主持人每回合都发出低吼。
详见第7页“施咒的狼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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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
如果猎人被狼人吞食，或是被镇民处决，他必须
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开枪并消灭另一名玩
家。
特殊情况：如果猎人是情侣之一，他的爱人被消

灭导致他被消灭时，他可以立刻开枪消灭另一名玩家。如果这种
情况导致场上没有玩家剩余，则没有阵营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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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阵营
他们时而帮助村民，时而帮助敌人。
在游戏中，他们会改变自己的阵营。
阵营目标：与变化后的阵营一致。

野孩子
在幼年时被遗弃在森林中，他被狼群收养长大，
在他可以慢慢用四肢行走后，野孩子开始在山谷
周围游荡。
某一天，他看到一个人用两只脚优雅地从山谷中
走出来，野孩子为这动作深深着迷而把他当成了

自己的偶像。所以他决定加入小镇的生活圈，并怀着不安进入了
镇上。镇民们被他的遭遇感动，接受并欢迎他加入他们的生活。
他会遇到什么事？会变成一个诚实的居民，或是可怕的狼人？在
他的内心中，在这两种选择不断地碰撞，希望他的偶像能坚定他
灵魂，夺回刚刚寻回的人性。
野孩子属于村民阵营，在第一夜中会被主持人唤醒。野孩子选择
一名玩家成为他的偶像。如果在游戏中，这名偶像被消灭，野孩
子立刻变成一名狼人，并在次夜随着他的同胞兄弟们一起进行猎
杀，直到游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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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他的偶像还活着，野孩子就保持镇民的身份，而他的偶像
是不是狼人并不影响他的身份！
只要偶像未被消灭，他与村民一同宣告胜利。如果偶像被消灭，
他与狼人一同宣告胜利。并没有任何规范约束野孩子不能消灭他
的偶像，如果野孩子想要的话，他也可以这样做。
给主持人的建议：在野孩子被村民处决后，不要公布他的偶像将
会更有趣。对于他真实身份的疑惑，将缠绕在每个人心里：他在
被处决前是镇民还是狼人？

猎狼犬
所有的狗在它们心底都知道自己的祖先是狼，是
人类训练它们成为这种戒慎而逗趣的状态，以做
为人类最忠实的伙伴。其实只有狗自己，能决定
是服从于人类的文明，还是追随心中的野性。
在第一晚，它决定要成为普通村民或狼人。如果它

想要成为狼人，它每晚就随狼人一同醒来并选择猎物。否则牠就维
持闭眼的状态，并设法和镇民一起获胜。选择后将不能更改！
给主持人的建议：在猎狼犬被村民处决后，不要公布他的选择将
会更有趣。对于他真实身份的疑惑，将缠绕在每个人心里：他在
被处决前是镇民还是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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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阵营
他们的过去不为人知，但肯定是被米勒山谷中的居民深深伤害。

他们的心中只有复仇二字。
阵营目标：完成自身特定的目标，与所在阵营无关。

白狼
(夜晚会被唤醒)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狼人群中出现了一只奇
怪的突变种，这只性格扭曲的狼对自己同类的憎
恨不亚于镇民！
每晚他和其他狼人一起醒来猎杀，但每隔一天的

夜晚，由主持人单独唤醒，并可消灭一只狼人。这个身份的目
标是成为镇上唯一存活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赢得游戏
胜利。

吹笛人
(夜晚会被唤醒)
被无情地驱逐出村子多年之后，他用假身份回到
村中展开他的报复行动。
每个夜晚，当游戏主持人唤醒他，吹笛人指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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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玩家进行魅惑。当所有活着的玩家都受吹笛人的魅惑时，吹笛
人独自赢得游戏胜利(即便是因投票处决或狼人吞食，而造成这
种情况)。
如果吹笛人被施咒的狼教父诅咒，他成为普通狼人，原本的目标
(魅惑所有玩家)无效，并与狼人一同追寻胜利。
注意：吹笛人不能魅惑自己。
女巫不能治疗魅惑。
狼人不会免疫魅惑。
被魅惑的玩家保有原本的能力与身份。
魅惑不会在恋人间传染。

天使
被邪恶生物所污染的小镇生活让她觉得恶心，她
希望成为这场恶梦中的首位被害者，这样她就可
以在天堂里自己舒服的床上醒来。
当使用天使进行游戏时，游戏将从投票开始，接
着进行处决后才开始第一个夜晚。

如果天使成功让村民表决处死她，或在第一回合中被狼人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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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女巫毒杀等方式被消灭，她就能成功脱离她的恶梦，并赢得游
戏。游戏立即结束：玩家可以马上再开始新的一场游戏。
如果她失败了，接下来的游戏中，她将成为一名普通村民。
给主持人的建议：提醒其他玩家天使打的如意算盘，辩论将会因
为“天使危机”而变得更活跃。

警长
所有其他角色都是用随机分发的，只有警长不是，警长是由

所有的村民投票选出来的，得到票数最多的玩家成为警
长，并获得警长徽章。
一旦被选出后，警长不能拒绝这项荣誉，而之后，这名
玩家的投票视为2票。出现平局时，优先处决警长投票
的那一方(如果平局时票数最高的玩家中，有警长投票

的对象的话)。如果警长被杀死的话，依据警长的临终
遗言，指名一名幸存者继任，成为新的警长。



22

回合流程
游戏前准备：

• 混洗角色卡，并分发
·• 选举警长(也可等游戏进行后选举)

按顺序唤醒各个角色
如果使用天使，游戏从辩论和投票开始。如果天使在第一个白天
或黑夜被消灭，则天使立刻获胜。

第一夜角色唤醒顺序：
• 丘比特
• 情侣
• 预言家
• 守卫
• 野孩子
• 猎狼犬
• 所有狼人，包括：猎狼犬
( 如 果 选 择 狼 人 阵 营 ) 、 白
狼 、 施 咒 的 狼 教 父 、 大 野
狼。小女孩可以偷看。

• 施咒的狼教父
• 大野狼
• 女巫
• 狐狸
• 吹笛人
• 被魅惑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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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每一个夜晚：
• 预言家
• 守卫
• 所有狼人，包括：猎狼犬(如
果选择狼人阵营)、野孩子(如
果偶像已经被消灭)、被施咒
的狼教父诅咒的玩家。小女孩
可以偷看。
• 白狼(每隔一天一次)
• 施咒的狼教父
• 大野狼(只要其他狼人未被
消灭)
• 女巫
• 狐狸
• 吹笛人
• 被魅惑的玩家

每个白天：
• 宣告前一夜的死者
• 熊的吼叫
• 辩论与投票

白天结束后，进入次日夜晚。
如此往复，直到有玩家胜利。

我 们 推 荐 第 一 个 被 消 灭 的 玩
家，协助主持人一同主持。你
也可以用纸笔来记录角色。



我们感谢所有从《米勒山谷狼人》出版开始
就给予协助的玩家
感谢你们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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