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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突襲－主遊戲

遊戲手冊

簡介
勝利！隨著反抗軍成功摧毀死星，他們為生活在恐懼中的銀
河系帶來了希望。帝國在失去了他們最強大的武器之後，急
切地想從這次慘敗面前回復過來。

當死星這座戰鬥空間站的碎片還在雅文4號衛星上空如雨點
般落下時，帝國軍已經在積極部署一項新計畫，想要搜索並
對駐紮在這個小型衛星上的反抗軍展開報復行動。

不久之後，在遠離反抗軍基地的一個前哨站裡，新建的帝國
信號收集站開始工作。反抗軍派遣出了一組精英人員；他們
的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讓它沉寂……

遊戲預覽
在帝國突襲中，兩到五名玩家一同體驗傳奇星際大戰。一名
玩家控制強大的銀河帝國勢力，指揮所有部隊從風暴兵到經
典反派，如：達斯‧維達。

其餘所有玩家組成小組協同遊戲，每人控制一名反抗軍英
雄。在整個遊戲過程中，這些英雄會穿越銀河系執行各種驚
險的任務。在每項任務中，反抗軍和帝國勢力將以地面戰術
戰來彼此對抗。

玩家們按次序執行一系列任務。隨著力量的成長和經驗的積
累，他們會在終極任務裡決定銀河系的命運。

進行遊戲
帝國突襲的核心內容就是各種任務。每項任務都是在模組化
拼接的遊戲地圖上進行的一場戰術戰鬥。每項任務的地圖拼
接方法和特殊規則都會詳述在戰役模式指南中。

這本遊戲手冊是通過一個教學任務來教會玩家們各種任務的
基本規則。其中包括在地圖上移動模型，處理攻擊，以及贏
得任務。對玩家們來說，在嘗試更大規模遊戲，例如在戰役
中進行連續任務之前，理解這些基本規則至關重要。

除了進行戰役模式之外，帝國突襲遊戲也可以用兩名玩家面
對面對抗的方式進行，這被稱為戰鬥模式。一旦玩家們通過
教學任務瞭解了帝國突襲的基本規則，他們就同時學會了戰
術和戰役模式的遊戲方法。

配件清單
這份清單列出了基礎遊戲提供的所有配件種類及數量。這其
中不包括路克‧天行者和達斯‧維達模型包裡提供的額外配
件。所有基礎遊戲提供的卡牌都會標有這個圖示 。

如何使用本手冊
這本遊戲入門手冊純粹是按照教學新玩家如何進行帝國
突襲遊戲的方式來攥寫的。出於這個原因，這本手冊中
略去了很多例外規則和卡牌互動內容。

除了這本手冊之外，遊戲還提供了一本規則手冊。規則
手冊裡包含了所有在本手冊中沒有提及的問題和特殊規
則。如果玩家們在遊戲過程中有任何其他問題，可以翻
閱規則手冊。

11枚骰子 
（2藍、2紅、2黃、2綠、2黑、1白）

59個地圖底板

34個模型 
（包括AT-ST，組裝方式如下圖）

4個帶有塑膠基座的門標識

1份威脅值與回合紀錄盤 
（組裝方式如上圖）

組裝AT-S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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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清單續

4枚啟動指示物

15枚狀態指示物 
（3種，每種5枚）

規則速查手冊 戰役模式指南戰役模式指南 戰鬥模式指南

1本規則手冊 1本戰役模式指南 1本戰鬥模式指南 6張英雄表

39張部署卡 
（3類牌組）

5張幫助卡10張主線任務卡 14張支線任務卡 18張進程卡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風暴兵

小隊協作：在進攻時，如果與友方士兵
相鄰，你可以重擲1枚攻擊骰。

B：+1H B：+2準度

士兵

4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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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狀態

各種狀態，例如流血、專注、暈眩等，
是賦予模型的一種持續性效果。當一個
模型獲得一種狀態時，將對應的狀態卡
或指示物放在模型的英雄表或模型底座
上。只要此模型處於此狀態，那麼狀態
卡上描述的能力效果就持續有效。

通常，各種狀態會在進攻結算時影響到
模型。

•	攻擊結算完成後，處理狀態效果。

•	只有當進攻的目標承受1點或更多H
時，才處理狀態效果。

•	如果是有益狀態，它作用於攻擊者。
如果是負面狀態，它作用於目標。

模型不受多個同一狀態的重複影響。

反抗軍部隊發覺，哀痛基地其實是
帝國軍事領域的新星，衛斯將軍用
它於攪亂反抗軍的視線。

他的所作所為讓他成為了反抗軍最
高指揮部感興趣的人。銀河系的
特務都在搜索關於這位將軍的計
畫資訊…

主線任務：「新威脅」  
（第24頁，基礎遊戲）

新威脅

©LFL  ©FFG

奧德朗作為帝國與反抗軍的早期戰
鬥地點之一，芬‧西格尼絲的英雄
壯舉對於此處的解放意義深遠。

現在帝國正在針對反抗者的世界尋
求報復。芬被再次被召喚到這裡擔
當指導，保衛這個星球的安全，確
保它能遠離帝國的影響。

支線任務：「灌林火災」 
（基礎遊戲，第6頁）

芬
‧
西
格
尼
絲

奧德朗-野外

灌林火災

獎勵：獎勵卡「資深精兵」。

©LFL  ©FFG

帝國工業

獎勵：獎勵卡「帝國工業」

一間帝國測試工廠最近實現了某
種技術突破。只要資源充足，它
們的致命發明很快就能投入生
產。

此卡代表支線任務「生產方式」
（基礎遊戲，第20頁）。當英雄們處理完成任意其它支線
任務後，棄掉此卡並獲得下述
獎勵。

克雷利亞-帝國-設施

生產方式

3 影響點

©LFL  ©FFG

帝國工業

醫療補給

儲存再生倉與其他醫療補給將
會無疑為地面作戰士兵提供相
當的優勢。

將此卡放在你的遊戲區中。

在任務中的回合結束時，棄置
此卡。選擇1個帝國模型並擲2
紅骰。該模型獲得H回復，數
量等於擲骰結果中的H數量。

2 影響點

©LFL  ©FFG

生命值
耐力

防御

速度

闇祟流亡
者

洞察

1C：防禦
時使用，

可重

擲一枚防
禦骰。

迪亞拉 帕西歐

3412

©LFL  ©FFG

生命值 耐力 防御速度

闇祟流亡者

穿刺攻擊
2C：在裝備P武器進

攻時使用。從目標的防

禦骰中選擇並移除一枚

骰子。每次啟動限用

一次。

洞察
1C：防禦時使用，可重

擲一枚防禦骰。

迪亞拉 帕西歐 4512

©LFL  ©FFG

54張英雄技能卡 
（6組，每組9張）

©LFL  ©FFG

「如果能用它幹掉士兵的
話，我就能修好它。」

武器專家

2 xp

1C: 進攻時使用，可
為進攻結果提供穿刺1
和+2準度的效果。

27張帝國技能卡 
（3組，每組9張）

©LFL  ©FFG1 xp

附屬

只適用於士兵 

A: 橫置此卡選擇3格
範圍內的一個位置。
在此位置中或與之相鄰
的每個模型都進行一次 
J 檢定。檢定失敗將承
受1C。 
 

鎮暴手榴彈

軍事力量

36張物品卡 
（3組，每組12張）

©LFL 
©FFG

攻擊

帝國風暴隊標準配備	
武器。

400 信用點

爆能-來福槍

B：+2H

B：+2 準度 

E-11

12張補給卡

©LFL  ©FFG

A： 選擇3格範
圍內的一個位置。擲
1黃骰。每個處在該位
置或與之相鄰的模型，
都將承受與擲骰結果中
數量一致的 H 傷害，
並且變為暈眩狀態。隨
後，棄掉此卡。

震盪手榴彈

消耗品-爆炸物

18張獎賞卡

©LFL  ©FFG

獎勵

補給不足
在每項任務開始前，英雄們可以使用100信用點。如果他們沒有這樣做，每名英雄承受2C。 

 
 

©L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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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

獎勵

光劍-刀劍

：穿刺3

：+1H，順劈斬 2H 

當你使用「預測」能力
時，在攻擊結算後，進
攻者承受1H。

舒彥的光劍

20枚任務指示物 
（8枚反抗軍/帝國，12枚中立）

35枚壓力指示物8枚貨箱指示物8枚終端機指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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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枚ID指示物 
以及60張對應的ID貼紙

1枚入場指
示物

2張戰術任務卡

©LFL  
©FFG

A

帝國突襲基礎遊戲

模型可以與發射面板互動來將面板指示物調整
為彩色面向上或灰色面向上。每位玩家每個回
合最多只能翻動1個指示物。

每個回合結束時：玩家每控制一個彩色發射
面板可以獲得5VPs，每控制一個灰色發射面
板可以獲得2VPs。

莫斯埃斯利郊區

奔向飛船

12張狀態卡 
（3組，每組4張）

©LFL  ©FFG

暈眩

負面狀態

你無法攻擊也無法主動
離開當前位置。

A：棄掉此狀態。

「設為暈眩彈模式。」

——風暴隊隊員，新希望

42張命令卡

©LFL  ©FFG0

弱點暴露

A：選擇一個相鄰敵方
模型。對此模型進行的
下一次攻擊可以獲得：
穿刺3。

任意模型

45枚傷害指示物 
（35枚1點，10枚5點）

1枚先手指示物

12枚盟友和反派指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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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流程
帝國突襲中的任務是由若干輪遊戲回合組成的。每個回合中
包括兩個階段，並按下述次序依次執行： 

1.	 啟動階段：玩家輪流行動，從反抗軍玩家開始，每次啟動
一個模型並處理相關的兩個行動，例如移動和攻擊。隨後
帝國玩家啟動對應同一張部署卡的所有模型。玩家們輪流
啟動模型直到所有模型的啟動過程都已處理完畢（參見第
5頁「啟動模型」）。 

2.	 戰況階段：在處理完所有模型啟動後，玩家們執行若干清
理動作（參見第7頁「戰況階段」）。 

在處理完戰況階段後，遊戲再次從啟動階段開始，進入下一
個回合。上述內容持續重複直到任務結束（參見第7頁「任務
結束」）。

教學任務準備
1.	 拼裝地圖：根據右圖所示，使用地

圖底板，門標識，貨箱指示物，和
終端機指示物組成遊戲地圖。

2.	 分配角色：玩家們共同決定誰來
扮演帝國方。推薦由遊戲經驗最豐富的玩家擔任此角
色。所有其它玩家都扮演反抗軍英雄。

3.	 準備英雄配件：每位反抗軍玩家從下述四名英雄中選用
一名：芬‧西格尼斯，迪亞拉‧帕西歐，嘎可汗，金‧
歐丹。如果只有一位反抗軍玩家，他選擇兩名英雄。 
 

每位英雄玩家拿取對應的英雄表，模型，和等級牌組。
隨後，找到等級牌組中對應的武器（標注為P或O），
並將其放在英雄表旁邊。

4.	 拿取啟動指示物：每位英雄拿取一枚啟動指示物並翻到
就緒面（綠色面向上）放在英雄表上。

5.	 準備部署卡：帝國玩家從下面這四種部署卡裡每樣拿
取一張，面向上放在面前：風暴兵（灰色），E-Web機
槍手（灰色），探測機器人（紅色），帝國指揮官（灰
色）。如果反抗軍英雄少於4個，那麼只使用上述卡牌
中的部分卡牌（參見上方「教學任務」）。

6.	 部署模型：將所有模型放在右方圖示裡的對應地圖區
域。

7.	 準備骰子，卡牌，和其它指示物：將所有骰子，狀態牌
組，補給牌組，傷害指示物，壓力指示物，和狀態指示
物都放在所有玩家能易於拿取的位置。

風暴兵模型 探測機器人
模型

E-Web機槍手
模型

帝國指揮官
模型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探測機器人

機動 B：+2H

B：穿刺 2 B：回復 2H

電腦鎖定：當進攻時，你可以重置1枚攻
擊骰。

自毀：在回合結束時，你可以擲1枚紅
骰。每個相鄰模型和物品都受到等於擲
骰結果中對應數量的H傷害。隨後，你
被擊敗。

機器人

47

5

教學任務
學習帝國突襲遊戲的最簡單方法就是進行一場任務遊戲。作
為首次任務，我們執行第4~8頁上詳述的教學任務。

學會遊戲的基礎內容後，玩家們可以繼續學習進階規則並進
行戰役遊戲。

為了進行教學任務，首先逐步執行「教學準備」內容。這裡
面包括了如何拼裝地圖，怎樣放置指示物、模型和門。

未被選用的所有英雄模型和配件都不再使用。如果扮演反抗
軍的玩家少於四人，那麼帝國玩家不使用E-Web機槍手部署卡
和模型。如果反抗軍玩家少於三人，帝國玩家同時也不使用
探測機器人的部署卡和模型。

在遊戲準備完成後，玩家們按照右側「任務流程」的步驟開
始遊戲。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E-Web機槍手

架設機槍：在你的啟動階段，如果你執行
攻擊則不能離開當前位置，如果你離開
當前位置則不能進行攻擊。

突擊：每次啟動時你可以執行多次攻擊
行動。

+3 準度 B：回復 2H

B：+1H

士兵-重型武器

25

6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帝國指揮官

A 命令：選擇2格範圍內的另一個友方
模型。戰役模式中，該模型可以打斷遊
戲執行一次移動；戰鬥模式中，該模型
獲得2移動點。

畏縮：在防禦時，當與友方模型相鄰
時，你可以重擲1枚防禦骰。

B：專注 B：+1H

B：+2 準度

領導者

43

2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風暴兵

小隊協作：在進攻時，如果與友方士兵
相鄰，你可以重擲1枚攻擊骰。

B：+1H B：+2準度

士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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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值耐力防御 速度

闇祟流亡者

穿刺攻擊
2C：在裝備P武器進

攻時使用。從目標的防

禦骰中選擇並移除一枚

骰子。每次啟動限用

一次。

洞察
1C：防禦時使用，可重

擲一枚防禦骰。

迪亞拉 帕西歐4 5 12

©LFL  ©FFG

生命值耐力防御 速度

芬恩 西格尼斯

破壞射擊
1C：在裝備O武器進

攻時使用。此次攻擊獲

得：爆炸1H。

獨狼
當你啟動結束後，如果

沒有友方模型與你相

鄰，回復1C。

硬漢精兵

4 4 12

©LFL  ©F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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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

老式型號，但是可靠性很
高，維護得也不錯。

步兵來福槍

: +1H

: +1 準度 

爆能-來福槍

©LFL 
©FFG

攻擊

兼顧輕巧與多用途。

杖

延伸

: 暈眩

: +1H

塑鋼杖

（上圖僅展示了兩名反抗軍玩家的配件）

©LFL  ©FFG

暈眩

負面狀態

你無法攻擊也無法主動
離開當前位置。

A：棄掉此狀態。

「設為暈眩彈模式。」

——風暴隊隊員，新希望

1

3 3
4

5

6

6
7

7

6

7

門標識

地圖底板： 02b, 07b, 25a, 27a, 32a, 33a, 
36a, 38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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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模型
當啟動一個模型被後，按下述流程進行遊戲：

1.	 啟動開始：啟動一名英雄時，重置所有相關的已橫置等級
卡和部品卡。後面會詳述卡牌重置的細節。

2.	 執行行動：玩家為模型執行任意組合的兩個行動。可用的
行動包括：

 - 移動：獲得在地圖上移動所需的移動點。

 - 攻擊：進攻一個敵方模型。只有英雄可以選用多於一次
的進攻行動。

 - 互動：打開相鄰的門或貨箱，或根據任務規則與其他遊
戲標識互動。

 - 休息：回復C（壓力），並且也有機會回復 H（傷
害）。

 - 特殊：處理對應配件上列出的一個 A（行動）能力。

在一個反抗軍模型處理完兩個行動後，它的啟動過程結束。
隨後由帝國玩家選擇啟動屬於同一張部署卡的一組模型。當
帝國玩家啟動處理完這張部署卡小組的所有模型後，使用英
雄的玩家再次選擇一名反抗軍模型啟動。

玩家們按上述方式輪流啟動模型直到所有模型都已啟動完
畢。

移動

當一個模型執行移動時，它將獲得等於其速度值（印在部署
卡或英雄表中）的移動點。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風暴兵

小隊協作：在進攻時，如果與友方士兵
相鄰，你可以重擲1枚攻擊骰。

B：+1H B：+2準度

士兵

43

26

一個模型的
速度值

一個模型可以使用一點行動點移動到相鄰位置。通過相鄰直
邊或對角移動均可。模型的移動點可以用在另一個行動執行
前或執行後的任意時刻。

地形與其他模型可能會阻礙模型的移動（參見第8頁「移動
限制」）。

部署卡小組
在每張部署卡的部署值下方都有一個或多個指示條。這
些指示條的數量代表這張部署卡對應小組中的模型數
量。當針對部署卡執行啟動時，控制它的玩家能夠按任
意次序使用小組中的每個模型執行兩個行動。但是在下
個模型啟動之前，玩家首先必須處理完前個模型的全部
兩個行動。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風暴兵

小隊協作：在進攻時，如果與友方士兵
相鄰，你可以重擲1枚攻擊骰。

B：+1H B：+2準度

士兵

43

26

這個小組 
包括三個模型

互動

模型可以在任務期間針對地圖上的物品進行搜索，調查，或
者其它互動。一個模型能夠與處在同一位置或相鄰位置的指
示物互動，互動物件包括：

‧貨箱：英雄可以與貨箱互動，並因此抽取一張補給卡。 
　玩家將補給卡面向上放在對應英雄表附 
　近，隨後可以根據卡牌內容使用能力。 
　隨後他獲得這枚貨箱指示物，將其從地 
　圖上移走並放在對應英雄表上。在戰役 
　中，可以在任務結束時將貨箱指示物兌 
　換為信用點。

‧門：一個模型可以與一扇門互動並打開 
　它。玩家將門標識從地圖上移除並放回 
　到遊戲盒中。

‧特殊：一個模型可以與地圖上的其它指 
　示物互動，例如終端機或任務指示物， 
　相關內容都會寫在任務規則中。

休息

在戰役任務中，英雄們可以通過承受C（壓
力）來使用強大個人能力（參見第7頁「壓
力與耐力」）。

通過休息，英雄能夠回復等於其耐力值的C。如果英雄回復
的C超過了他帶有的壓力指示物數量，多出的部分可用于回
復英雄承受的H（傷害）（參見第8頁「損傷與回復」）。

只有英雄可以休息。

特殊行動

很多等級卡，能力，和任務規則都允許模型執行特殊行動。
這些行動都標為A。

每次啟動時，每項特殊行動都只能執行一次。

移動示例

1. 一名風暴兵員將第一個行動選為移動。它獲得四點移
動點（等於其速度值）。帝國玩家隨後使用一點移動
點將模型移動一格。 

2. 移動之後，它選擇使用第二個行動及閘互動並打開
了它。

3. 他此時還剩有三點移動點，於是在結束整個啟動之
前，它再次使用這些移動點移動了三格。

貨箱指示物

門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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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

一個模型可以用來傷害敵方模型的主要方式是實施進攻。當
模型承受的 H（傷害）等於其生命值時，它將被擊敗（參
見第8頁「擊敗」）。

當一個模型宣佈攻擊時，首先它要選中一個敵方模型作為目
標。隨後根據部署卡（帝國或盟友模型）或武器卡（英雄模
型）擲攻擊骰。同時，防禦方根據對應部署卡或英雄表擲防
禦骰。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皇家守衛

守護者：當相鄰的友方非守護者模型在防
禦時，為防禦結果提供+1G修正。每次
攻擊結算限用1次「守護者」能力。

復仇：當相鄰友方非守護者模型被擊敗
時，你變為專注狀態。

延伸 B：暈眩

B：穿刺1

守護者-打手

58

8 4

防禦骰
進攻骰

進攻類型

擲骰後，攻擊目標會承受H，其數值等於擲骰結果中的H 
數量減去防禦方擲出的G（阻礙）數量。

除了H和G圖示，骰子上還有其它四種圖示：

‧B（原力波）：擲骰後，攻擊者可使用這些圖示來觸 
　發特殊能力（參見第7頁「能力」）。

‧F	(規避)：	每個規避圖示可以抵消一個B圖示。

‧E	(躲避)：	這個圖示出現在白色骰子上。它們可以讓
　命中結果變為未命中（目標傷害變為零）。

‧準度： 骰子上出現的數量用於確定遠端攻擊（O）是否 
　命中（參見右側「準度」）。

重要：	 在同一次啟動過程中，英雄是唯一一種可以將兩個
行動都執行為攻擊的模型。如果一項特殊行動（A）中包
括一個或多個攻擊，那麼它們也算作模型進行了一次攻擊行
動。

攻擊條件

每次進攻要麼屬於近身攻擊（P），要麼屬於遠程攻擊
（O），區別標識位於擲骰標識前面。

近身攻擊只能攻擊與攻擊者相鄰的模型。與此對應，遠程攻
擊能夠攻擊任意能看到的（詳見下方「視線」）敵方模型。
不過實施遠端攻擊存在著未命中目標的可能性（參見下方「
準度」）。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風暴兵

小隊協作：在進攻時，如果與友方士兵
相鄰，你可以重擲1枚攻擊骰。

B：+1H B：+2準度

士兵

43

26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皇家守衛

守護者：當相鄰的友方非守護者模型在防
禦時，為防禦結果提供+1G修正。每次
攻擊結算限用1次「守護者」能力。

復仇：當相鄰友方非守護者模型被擊敗
時，你變為專注狀態。

延伸 B：暈眩

B：穿刺1

守護者-打手

58

8 4

遠程攻擊 近身攻擊

在執行遠端攻擊時，要符合下述條件：

‧視線：宣佈攻擊目標時，目標模型必須處於攻擊模型 
　的視線內。 
 
　判斷模型是否在視線內的方法是：首先進攻玩家選擇模 
　型所在空間的一個角，隨後從這個點出發對著目標所在 
　位置的兩個不同角，畫出兩條不相交的射線。這兩條射 
　線不能重疊，不能穿過牆壁（黑色粗線），不能穿過阻 
　塞地形（紅線），也不能通過存在模型的位置。具體示 
　例參見下方「攻擊示例」。

‧準度：擲骰後，準度值總和（統計擲骰結果中的總數 
　量）必須大於等於目標與攻擊者之間的空間數量，即距 
　離。如果準度值比目標距離小，此次攻擊未命中，目標 
　承受傷害為零。與目標間的距離越遠，進攻方擲出足夠 
　多的準度圖示實現成功命中的可能性就越小。

攻擊示例
1. 一號風暴兵員與迪亞拉之間存在視線，因為它可以從

所在位置的一個角向著迪亞拉所在位置的兩個不同角
畫出兩條不相交的射線。

2. 二號風暴兵員與迪亞拉間不存在視線，因為堵塞地形
（地圖上的紅線）阻擋了從角上向著迪亞拉當前位置
畫出的第二條線。

3. 帝國玩家使用第一名風暴兵員實施了攻擊。根據模型
的攻擊屬性擲骰，同時對手也根據迪亞拉的防禦屬性
擲骰。

4. 進攻方擲骰結果為4點準度值。迪亞拉距離為2格，於
是攻擊命中。

5. 隨後防禦方承受擲骰結果中的 H（傷害）圖示減去
G（阻礙）圖示的數量。最終結果為三。迪亞拉因此
承受3H，在她的英雄表上放置三枚傷害指示物。

生命值 耐力 防御速度

伏擊
1C：當你對一個模型發

起攻擊且它對你沒有視

線時使用。此次攻擊獲

得效果：穿刺2。

隱蔽
距離你4格或更遠的敵

方模型無法獲得對你的

視線。你也不會阻擋這

些模型的視線。

馬克 埃斯卡 雷
無畏的叛亂者

4510

©LFL  ©FFG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風暴兵

小隊協作：在進攻時，如果與友方士兵
相鄰，你可以重擲1枚攻擊骰。

B：+1H B：+2準度

士兵

43

26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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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況階段
當所有模型執行完啟動後，玩家們實施若干清理活動準備下
個回合。

在教學中，玩家們只需簡單重置所有橫置的部署卡（將其轉
回正常狀態）和啟動指示物（將其翻為綠色面向上）。

處理完這個階段後，玩家們從新一輪的啟動階段開始下個遊
戲回合。

結束任務
任務規則中會指明任務結束的時機。

在教學中，反抗軍玩家的目標是擊敗所有帝國模型。帝國玩
家的目標是使用模型與兩個終端機互動，或擊敗一名英雄。

當上述任一目標達成時，任務結束。

進階規則
這裡列出了進行教學遊戲所需的其它規則內容。包括使用特
殊能力，承受傷害，等等。

能力
能力描述存在於：英雄表，部署卡，等級卡，還有任務規
則。

生命值 耐力 防御速度

闇祟流亡者

穿刺攻擊
2C：在裝備P武器進

攻時使用。從目標的防

禦骰中選擇並移除一枚

骰子。每次啟動限用

一次。

洞察
1C：防禦時使用，可重

擲一枚防禦骰。

迪亞拉 帕西歐 4512

©LFL  ©FFG

能力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風暴兵

小隊協作：在進攻時，如果與友方士兵
相鄰，你可以重擲1枚攻擊骰。

B：+1H B：+2準度

士兵

43

26

能力提供的特殊遊戲效果是不受遊戲基礎規則約束的。例
如，一項能力可以讓一個模型額外執行一次攻擊或者讓它在
特定情形下違背基礎規則。

有些能力描述前帶有如下條件圖示：

‧C： 為使用此能力，英雄必須承受等於C圖示前對應 
　數值的C（壓力）（參見下述「壓力與 
　耐力」）。

‧D： 為使用此能力，帝國玩家必須消 
　耗D圖示前對應數值的D（威脅）。 
　在教學中不涉及威脅，因此我們之後再 
　詳述。

‧A： 這些能力可作為行動來使用（參見第5頁「特殊 
　行動」）。

‧B： 為使用此能力，需要在攻擊中消耗B（原力 
　波）圖示。攻擊者能夠使用的B數量等於擲骰結果中 
　的B總量減去F（規避）總量。

 
 

注釋：在執行進攻時，一個英雄可以最多使用1B來回復
1C（參見第8頁「損傷與回復」）。

壓力與耐力
所有英雄都可以通過承受 C（壓力）
來突破自身極限使用超能力。承受C的
最主要兩個目的是使用能力（見上述）
和進行更多移動。

一個英雄可以自行選擇承受的 C 數量
不能超過其耐力值。如果有遊戲效果要
求強制模型承受超出耐力的C，超出部分的C將轉變為讓模
型承受對應數量的H。

額外移動
在啟動後的任意時刻，英雄可以通過承受 C來獲得額外的移
動點。每承受一個C，該英雄將獲得一點移動點，後者將加
總到模型之前擁有的總移動點中。只有英雄能夠承受 C 來
獲得移動點。英雄在每次啟動時最多能進行兩次此活動。

記錄啟動狀態與橫置卡牌
當英雄啟動後，將他的啟動圖示翻為紅色面向上，以此
記錄他已啟動完畢。 

就緒面 
啟動指示物

耗盡面 
啟動指示物

當部署卡上最後一個模型啟動完成後，橫置對應卡牌（
旋轉90度）。在同一回合中，已橫置部署卡對應的所有
模型都無法被再次啟動。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風暴兵

小隊協作：在進攻時，如果與友方士兵
相鄰，你可以重擲1枚攻擊骰。

B：+1H B：+2準度

士兵

43

26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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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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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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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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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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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緒狀態 
部署卡

橫置狀態 
部署卡

當所有啟動指示物都已翻面且所有部署卡都已橫置後，
啟動階段結束。

©LFL  ©FFG

「如果能用它幹掉士兵的
話，我就能修好它。」

武器專家

2 xp

1C: 進攻時使用，可
為進攻結果提供穿刺1
和+2準度的效果。

消耗C費用的 
等級卡能力

生命值 耐力 防御速度

伏擊
1C：當你對一個模型發

起攻擊且它對你沒有視

線時使用。此次攻擊獲

得效果：穿刺2。

隱蔽
距離你4格或更遠的敵

方模型無法獲得對你的

視線。你也不會阻擋這

些模型的視線。

馬克 埃斯卡 雷
無畏的叛亂者

4510

©LFL  ©FFG

英雄的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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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傷與回復
當英雄模型承受H（傷害）或C（壓力）時，在該英雄的英
雄表上放置對應數量的相關標識。對於其它模型，將對應數
量標識放在地圖上模型旁邊。

許多遊戲效果允許模型回復H或C。此時，從模型旁（或英
雄表上）移走對應數量的相關標識。

注釋：如果英雄回復的C超過了本身可以移除的壓力指示物
總數，超出部分的C會讓該英雄回復對應數量的H。 

傷害與生命值
攻擊和各種能力會導致模型承受H（傷害）
。當模型承受的H等於自身生命值時，該模
型立刻被擊敗。一個模型無法承受超出生命
值的H（直接忽略溢出的H）。

擊敗
當模型承受的傷害等於其生命值時，它被擊敗。當英雄被擊
敗時，他成為受傷狀態（詳見下述）。當其它模型被擊敗
時，將它從地圖上移除。

當一個小組中最後一個模型被擊敗後，對應部署卡將返回到
帝國玩家手牌中。

受傷
在一個任務中，當某個英雄被首次擊敗時，從他的英雄表上
移除所有傷害指示物，並將英雄表翻到受傷面。

生命值 耐力 防御速度

闇祟流亡者

洞察
1C：防禦時使用，可重

擲一枚防禦骰。

迪亞拉 帕西歐 3412

©LFL  ©FFG

英雄表的受傷面

生命值 耐力 防御速度

闇祟流亡者

穿刺攻擊
2C：在裝備P武器進

攻時使用。從目標的防

禦骰中選擇並移除一枚

骰子。每次啟動限用

一次。

洞察
1C：防禦時使用，可重

擲一枚防禦骰。

迪亞拉 帕西歐 4512

©LFL  ©FFG

英雄表的健康面

英雄表的受傷面與健康面很類似，但是不再包含某些能力，
並且很多狀態值和屬性也都發生了變化。如果英雄表上的壓
力指示物多於此時的忍耐值，將多出的壓力指示物移除。

受傷的英雄正常使用啟動規則，仍能承受H。如果受傷的英
雄被再次擊敗，他將撤退。

撤退
撤退的英雄模型，將被從地圖上移除。此後他的模型無法啟
動，也不會再出現在當前任務中。

傷害指示物

移動限制
大多數情況下一個模型可以支付一點移動點移動到一個相鄰
位置。不過，有兩種要素會阻礙移動：地形與敵方模型。

通過地形移動
地圖上的某些位置存在由顏色線標注出來的特定類型地形。
這些位置在遊戲中有如下效果：

‧牆壁：由黑色線標出，通常存在於地 
　圖底板邊緣。由牆壁分割開的兩個位 
　置並不相鄰。模型無法移動穿過也無 
　法讓視線穿過牆壁。

‧障礙：在地圖位置中由紅色虛線標出 
　的地形。模型無法移動穿過紅虛線。 
　但是由障礙地形分割開的兩個位置仍 
　是相鄰的，並且視線可以正常通過障 
　礙地形。

‧堵塞：地圖位置周圍由紅色實線標出 
　的地形。模型無法進入，視線也無法 
　穿過這些堵塞地形。

‧門：地圖位置上由門標識表示。被門 
　分割的兩個位置並不相鄰。模型無法 
　移動通過門，視線也無法穿過門。

‧困難：地圖位置周圍用藍色實線標出 
　的地形。在進入困難地形時模型必須 
　額外支付一點移動點。

穿過模型移動
模型可以移動進入一個存在友方或中立模型
的位置，並且無需額外代價。模型也可以移
動進入存在敵方模型的位置，此時必須額外
支付一點移動點。

模型無法最終停留在存在其他模型的地圖位置。

關鍵字
關鍵字是若干能力的簡寫。在教學中使用了關鍵字「爆炸」
、「順劈斬」、「穿刺」、「回復」、和「延伸」。更多資
訊，請參看規則手冊或遊戲中提供的簡介卡。其它關鍵字，
「流血」、「暈眩」和「專注」都與狀態有關。為了教學任
務的簡潔，我們忽略了所有帶狀態的能力。我們之後再詳細
討論它們。

牆壁

堵塞地形

障礙地形

困難地形

注意！
大家現在已經瞭解了進行教學遊戲的所有內容。完成教
學遊戲之後，玩家們會對本作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同時
你們也已經準備好學習進階規則，以便進行後續的戰役
遊戲（參見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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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規則
還有一些適用於所有遊戲模式的通用規則，並沒有出現在教學遊
戲中。這些規則內容列在這裡。

模型
地圖上的模型代表由玩家控制的角色，車輛，和生物。有些模
型是塑膠制的，還有一些由厚卡紙標識來表示。 

友方與敵方模型

地圖上的模型彼此間有兩種關係：要麼是友方，要麼是敵方。
攻擊時只能將敵方模型作為目標。很多遊戲效果中都會說明它
們是作用于友方還是敵方的。

在戰役中，所有反抗軍模型彼此間都是友方，並且都與帝國模
型是敵方關係。同理，所有帝國模型彼此間都是友方，並且與
所有反抗軍模型互為敵方。

模型尺寸

僅僅佔據地圖上一格位置的模型是小型模型。在地圖上佔據位
置大於一格的都是大型模型。大型模型還要使用下述規則：

當大型模型進攻時，視線可以從它所佔據位置中任意同一角部出
發。當大型模型被攻擊時，實施進攻的模型可以將大型模型佔據
的任一位置作為目標。

大型模型無法沿對角移動。大型模型在移動時如果需要旋轉，
必須支付一點移動點。進行旋轉時，大型模型必須在旋轉完成
後仍至少佔據一半數量的先前位置。

多模型小組

要讓玩家容易地分辨出哪個模型屬於哪張部署卡是非常重要
的。無論何時，當使用了兩張或更多張同名部署卡時，玩家們
都可以使用ID貼紙和指示物來區分。

將同編號貼紙對應給隸屬同一張部署卡的模型，然後在部署卡
上放置配套的ID指示物。我們並不強制要求為哪些特定種類模
型標注顏色或編號，但是不同類型的模型不可以使用相同編號
貼紙。

如有需求，玩家們還可以使用其它方法來區分他們的模型組，
比如塗裝模型或者或將它們的底座塗為不同顏色。

狀態

當英雄獲得一個狀態（例如「流血」，「暈眩」，或「專注」
）時，玩家拿取一張對應名稱的狀態卡放在英雄表旁邊。當非
英雄模型獲得某個狀態時，將狀態指示物放在模型旁。當一個

模型帶有狀態卡或指示物時，它必須遵守對應狀態卡上的相
關規則。

狀態的名稱有時會在部署卡，物品卡，或技能卡中作為關鍵
字出現。例如，一個模型帶有「B： 流血」能力，那麼它
可以在攻擊時使用B來觸發此能力。此時只要目標模型在
攻擊中至少承受到了1H，那麼它將處於流血狀態。

指示物攜帶
有些任務允許模型攜帶地圖上的特殊指示物。為了拿取一枚
指示物，模型必須與指示物處於同一位置或相鄰位置，並與
其互動。隨後玩家可以將該指示物放在模型底座上表示此時
模型正攜帶著它。當模型移動時，指示物與之一起移動。

如果模型被擊敗，此類指示物會被放置在模型當前所在地圖
位置，並且可以依照上述規則再次被攜帶。模型不可以自行
丟棄攜帶的指示物。

指示物與位置的控制
有些任務需要模型控制地圖上的指示物或位置。為實現對指
示物或位置的控制，必須有一個友方模型處於該指示物或位
置的相同或相鄰位置，同時沒有敵方模型處在該指示物或位
置的相同或相鄰位置。

時序
很多遊戲效果允許模型在另一個模型的啟動中通過觸發使用
能力。這些能力的效果中會特別標有打斷字樣。

此時，打斷此時的啟動過程並處理相關能力。結束後繼續執
行之前的啟動。

同時觸發的效果 

如果兩個效果恰好同時被觸發，讓正在啟動模型的玩家來選
擇它們的處理次序。如果此時沒有模型被啟動，讓帝國玩家
決定（在戰役模式中）或者讓此時的起始玩家決定（在戰鬥
模式中）。

接下來學什麼？
大家現在已經瞭解所有通用規則，並在準備進行完整遊
戲了。這裡提供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遊戲模式可供選擇。

戰役模式是由一系列同一故事流程串聯起來的相關任
務。在戰役過程中，玩家們通過處理各種任務來獲得新
物品卡，進程卡，和技能卡。如果想開始一場戰役，請
翻閱本手冊的第10~12頁。

戰鬥模式是一場競技性的雙人遊戲。玩家們自行選出模
型構築軍隊，然後在選出的戰鬥任務中彼此對抗。如果
想進行一場戰鬥遊戲，請翻閱戰鬥模式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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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一場戰役
玩家們通過教學任務學會了所有基礎規則後，他們可以進行
完整的戰役遊戲。

戰役從預組的初始場景「戰後影響」開始。這個任務作為主
故事線的鋪墊，可以幫助玩家們更好地適應完整的任務規
則。

在開始新戰役前，玩家們首先按下述步驟進行「戰役準備」
。

戰役準備
1.	 選擇玩家角色：玩家們決定誰扮演帝國方。推薦由最富有

遊戲經驗的玩家扮演此角色。剩餘的所有玩家扮演反抗軍
英雄。 
 

在餘下的戰役中玩家們始終扮演此時選中的角色。

2.	 選擇英雄：每位反抗軍玩家選擇一張英雄表並拿取對應的
技能牌組和英雄模型。隨後每位反抗軍玩家從技能牌組中
找出基本物品卡（沒有XP費用的卡），並將它們面向上
放在面前。

3.	 選擇帝國技能卡：帝國玩家選擇一組帝國技能牌組。隨後
從這個牌組中找出基本物品卡（沒有XP費用的卡），並將
它們面向上放在面前。

4.	 構築進程牌組：帝國玩家將所有進程卡分組（根據每張卡
右上角的標記）。隨後選出六套分組，將這18張卡牌洗
勻組成進程牌組。 
進程卡的細節內容詳見第14頁「使用影響點」。

5.	 組成支線任務牌組：在進行完初始任務後，英雄們使用任
務卡來選擇接下來想要進行的任務。 
在遊戲準備時，由反抗軍玩家做成此次戰役中使用的支線
任務牌組。首先將支線任務卡根據卡牌正面的顏色分類。
隨後根據下述規則選卡並洗勻組成支線牌組：

 - 對應各自英雄的紅色支線任務卡

 - 四張由英雄玩家選出的綠色卡

 - 四張隨機灰色卡（卡牌內容不對任何玩家展示）

6.	 準備初始任務：玩家們已經準備好進行完整戰役遊戲的初
始任務了。首先執行右側「任務準備」內容。為完成此內
容，帝國玩家需要參閱戰役指南手冊中第4頁的「戰後影
響」任務介紹。 
如果這是你們的首次遊戲，帝國玩家首先需要讀出戰役指
南手冊中第2頁的基礎任務規則。 
 
 
 
 
 
 
 
 
 
 

任務準備
在進入任務之前，玩家們按下述步驟準備遊戲：

1.	 拼裝地圖：帝國玩家根據戰役指南手冊中對應任務頁裡的
指示，使用相關地圖底板拼裝出地圖。再根據任務圖示在
地圖上放置所有相關指示物。

2.	 準備威脅和回合記錄盤：帝國玩家將威脅值調為0，將回
合值調為1。

3.	 部署與準備：帝國玩家拿取所有部署卡並根據任務規則中
「部署與準備」欄的內容將其分組。這個文字欄中最多會
包含四類內容。   

 - 初始小組：拿取其中列出的部署卡並將其面向上放在桌
面。在步驟4「部署帝國模型」中，將對應模型放置在
地圖上。  
 

回合威脅

戰役模式指南
帝國突襲－主遊戲

4

22b

25b

儲藏室

中庭

戰後餘波

地圖底板： 07a、10a、18a、22b、25b、32b、35b、36b(2)、38b

任務簡述  

◆◆ 反抗軍模型可以攻擊終端機（生命
值：4，防禦力：1G）。如果終端機
與1名或更多帝國模型相鄰，終端機防
禦結果+1G。

◆◆ 對帝國模型來說，門是鎖著的。

◆◆ 當所有終端機被摧毀時（V），或者
第6回合結束時，或者所有英雄都受傷
時，任務結束。

落鎖

首次打開門後的回合結束時：

帝國玩家可以選擇執行下述內容之一：

◆◆ 每個終端機生命值提升為7。

◆◆ 通往中庭的門關閉並上鎖。反抗軍模
型可以攻擊此門（生命值：8，防禦
力：1黑骰）。啟動紅色部署點。

強化防禦

首次打開門後：

◆` 在任意黃色部署點放置預備隊裡的
E-Web機槍手。這些模型處於專注狀
態。

◆` 將預備隊裡的帝國指揮官和風暴兵小組
部署在儲藏室內。

任務結束
當所有終端機被摧毀後：

◆` 將主線任務卡「新威脅」放置進場。每
位英雄獲得100信用點。

第6回合結束或所有英雄都受傷後： 

◆` 將主線任務卡「兵臨城下」放置進場。
帝國玩家獲得1影響點。◆

額外獎勵
◆` 每位玩家獲得1XP。每位英雄獲得100
信用點。帝國玩家獲得1影響點。

抵達前哨基地的時候，你們立刻朝
著地面守衛部隊開火。

你們覺得敵人已經預知了你們的到
來，而你們似乎是自行走入了伏擊
圈。但是，此時此刻這裡還在不停
地向外傳輸信號，已經沒有時間來
執行那些巧妙的潛入行動了。

「他們在這兒！」當你們在奪取帝
國軍隊防禦工事時，對方大喊。「
不要讓他們靠近信號發射器！」你
們的通話器裡滋滋啦啦地傳來敵人
的通話。

「帝國軍隊正在靠近！」正在你頭
上盤旋的運輸船飛行員告誡道。「
這個地方很快就要被包圍了，所以
動作要快！」

帝國的計畫被打亂了，剩餘的帝國
軍隊開始在慌亂中撤退。當你們擠
上飛船時飛行員笑著對你們說「幹
得漂亮！」

帝國士兵從周圍的叢林中蜂擁而
出；信號站已經完成了傳輸任務，
你們必須撤退了。畢竟你們在帝國
威權下組織起了那麼多的倖存者，
反抗軍地面部隊可有得忙了。

事件總攬
•開門的回合結束時：落鎖

•第6回合：任務結束

•打開門：強化防禦

•所有的終端機都被摧毀或者 
　所有英雄都受傷：任務結束

帝國部署準備
初始小組：帝國指揮官、探測機器人、風暴
兵。

預備隊小組：E-Web機槍手、帝國指揮官、風
暴兵。

支援小組：◆無。

部署與準備欄示例

少於四名英雄？
帝國突襲遊戲可以為2~5名玩家提供平衡的遊戲體驗。
如果遊戲中英雄人數少於四名，反抗軍玩家在遊戲準備
時可以從獎勵牌組中獲得特定卡牌。這些卡牌可以通過
提升英雄生命值並提供額外的啟動指示物來平衡遊戲難
度。

少於四名英雄的戰役準備完成後，為英雄們提供如下配
件：

‧	2-英雄遊戲：每位英雄獲得一張「傳奇」獎勵卡。

‧	3-英雄遊戲：每位英雄獲得一張「英雄」獎勵卡。

如果遊戲中只有一名反抗軍玩家，那麼進行一場2-英雄
遊戲並且該玩家同時控制兩個英雄。

帶有兩枚啟動指示物的英雄在處理完一次啟動後將一枚
啟動指示物翻面（意味著每個回合他能夠啟動兩次）。
除非每位英雄都已至少被啟動一次，否則任何英雄都無
法執行第二次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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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備隊小組：帝國玩家秘密選出對應部署卡並將其面向
下單獨放置。然後根據任務規則中的後續要求，將對應
模型放置在地圖上。

 - 支援小組：帝國玩家秘密拿取列在「支援小組」條目下
的部署卡。這些卡牌組成了秘密部署卡手牌，並可以在
戰況階段用於在地圖上部署對應模型（參見右側「威脅
與部署」）。 
 

玩家可以選擇使用 U 或 W 類型部署卡，但不能使用
唯一卡牌 （卡牌名稱前帶有•）； 唯一屬性卡牌在作
為支援小組部署前，必須先通過任務獎勵的方式出現（
參見第15頁「盟友」）。 
 

沒有包含在初始小組，預備隊小組，和支援小組中的卡
牌，將被放回到遊戲盒中，在此任務中不使用。

 - 特殊準備：有些任務有「特殊準備」環節。此時執行其
中列出的所有內容。

4.	 部署帝國模型：帝國玩家根據圖示要求在地圖上部署模
型。

5.	 準備骰子，卡牌和其它指示物：將所有骰子，狀態牌組，
補給牌組，傷害指示物，壓力指示物，狀態指示物等放在
所有玩家易於拿取的位置。

6.	 閱讀任務簡介：帝國玩家為反抗軍玩家大聲讀出任務規則
中「任務簡介」部分內容。如果在地圖中有底板此時標有
名字，他應該同時向所有玩家介紹這些位置和名稱。餘下
的任務規則此時仍對反抗軍玩家保密，直到規則要求帝國
玩家介紹它們。

7.	 部署反抗軍模型：各位反抗軍玩家將

入場指示物

英雄模型放在盡可能靠近入場指示物
的一個空格內。其中包含入場指示物
所在位置。  
 

如果英雄已經獲得了盟友，可以選擇
在此時部署他們。在初始任務中不使用盟友，相關內容後
續詳述。

8.	 啟動指示物就緒：每位英雄獲得一枚啟動指示物，將其翻
為就緒面（綠色面向上）放在英雄表上。如果遊戲中的英
雄少於四名，他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傳奇」或「英雄」
獎勵卡內容獲得額外的啟動指示物。

當所有玩家完成遊戲準備後，可以開始遊戲了。

進行戰役任務
帝國突襲中的任務是由若干遊戲回合組成的。每個回合中包
含一個啟動階段（參見第5頁）和隨後的戰況階段（詳見下
述）。

在處理戰況階段後，玩家們再次從啟動階段開始進行新的遊
戲回合。這些階段循環重複直到任務結束（參見第12頁「結
束任務」）。 

戰役中的戰況階段
在每個模型都處理完啟動後，玩家們在進行下個回合前，按
下述步驟操作：

1.	 提升威脅值：帝國玩家根據戰役模式指南封底的戰役登記
表中標出的威脅技能，提升威脅記錄盤上的威脅值。在初
始任務中，威脅等級為2。

2.	 重置：帝國玩家將所有橫置的技能卡和部署卡重置。英雄
們將所有啟動指示物重置，翻為綠色面向上。 

3.	 部署與援軍：帝國玩家此時可以花費 D（威脅）來獲得
額外的模型，並部署在地圖上。

4.	 回合結束效果：如果有回合結束時觸發的能力或規則，此
時處理它們（參見第12頁「任務事件」）。

5.	 調整回合記錄盤：將回合值加一。隨後從啟動階段開始，
開始新的遊戲回合。

威脅與部署

在每個回合的戰況階段，帝國玩家通過消耗可使用的 D（威
脅）來額外部署模型。

每張部署卡都有部署費用，援軍費用，和小組上限。在每個
戰況階段，帝國玩家可以在地圖上部署成組的模型和/或單獨
的援軍模型。

部署小組時，帝國玩家選擇手牌中的一張部署卡，並支付等
於該卡部署費用的 D 。隨後將卡牌面向上放在桌上，並在
地圖上放置等於卡牌小組上限數量的對應模型。這些模型要
盡可能靠近部署在任務圖示裡綠色部署點周圍。其中包括部
署點本身所在位置。

招募援軍時，玩家選擇一張桌面的就緒狀態部署卡並支付等
於該卡牌援軍費用的D。隨後，可以在盡可能靠近綠色部署
點的位置放置一個屬於該小組的模型。

每次玩家支付D時，在威脅記錄盤上減去對應數量威脅值。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風暴兵

小隊協作：在進攻時，如果與友方士兵
相鄰，你可以重擲1枚攻擊骰。

B：+1H B：+2準度

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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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上限

部署費用

援軍費用

戰役指南手冊
每項任務的地圖示例和特殊規則都列在戰役指南手冊
中。準備一項任務時，帝國玩家先從戰役指南手冊中找
到對應的任務頁。

戰役指南手冊中的資訊需要保持隱秘狀態，只能讓帝國
玩家知曉。在每個戰役的特定時間點，由帝國玩家為反
抗軍玩家大聲讀出這些資訊。

CAMPAIGN GUIDE
IMPERIAL ASSAULT-CORE GAME36

CHAIN OF COMMAND

28b

33a

27a

22a

EVENT SUMMARY
•	 Round 1, Start:	The	General

•	 Round 2, End:	Vulnerable

•	 Weiss enters AT-ST:	Invulnerable

•	 Weiss defeated, all heroes wounded:	End	of	Mission

DEPLOYMENT AND SETUP
Initial Groups: Imperial Officer, Royal Guards, Stormtroopers (2), 
Stormtroopers (see “Mission Briefing”).

Reserve Groups: General Weiss, Imperial Officer.

Open Groups: 2. No W figures.

Containment  
Cell

Hallway

Storage 
room

operationS room

部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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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手冊

任務資訊
每項任務都會提供特殊的遊戲規則，包含了反抗軍和帝國玩
家需要達成的目標。這些資訊包括如何以及何時結束任務，
它們都寫在戰役指南手冊的對應任務頁中。 

有些任務規則會在整個任務過程中存在生效。其它規則都僅
是只能被觸發一次的獨立效果，例如：部署預備隊模型或者
增加 D。

每個任務中都充滿了各種驚喜，能為反抗軍玩家提供探索的
遊戲體驗。出於這個原因，反抗軍玩家不可以閱讀戰役模式
指南。大多數的規則和任務資訊都會逐步被提供給英雄，這
些資訊將根據玩家們在整個任務中的進程逐步呈現。

任務事件

在任務中的特定時刻，帝國玩家需要大聲讀出戰役模式指南
中的資訊並處理此處列出的規則內容。

這些事件通常在特定遊戲回合結束時被觸發，但也可能是在
特定情況發生時被觸發（例如：當特定的門被某個模型打開
時）。

如果這些情況發生在模型的啟動過程中，帝國玩家將打斷這
次啟動。大聲讀出事件內容，處理相關的特殊指令，隨後由
之前玩家繼續進行之前的模型啟動過程。

在戰役模式手冊中「事件總結」欄裡為帝國玩家提供了一個
列表，標出了在任務中需要觸發事件的所有時間點。

結束任務

每個任務規則中都列出了此項任務的
結束條件。當滿足結束條件時，帝國
玩家處理任務規則裡「任務結束」部
分內容。他大聲讀出其中的故事內
容，並根據清單為玩家提供獎勵。之
後玩家們才能夠獲得「額外獎勵」中
列出的獎勵內容。 

通常各個獨立任務都不會有特定的贏
家，但是不同的結果一定會更傾向於
某一勢力方。各個任務的目的是要玩
家們去滿足各自的任務目標，後者通
常會導致任務結束。通過滿足任務目
標，玩家們將獲得能幫助他們贏得戰
役的獎勵。

注意！
你現在已經瞭解了進行初始任務「戰後影響」的所有內
容。完成這項任務後，你可以根據第13頁上「c. 清理已
完成任務」規則，繼續你的冒險。 

在整個戰役過程中，玩家們通過參與不同的任務獲得新
物品和新能力，直到通過終極任務來結束整場戰役。 

戰役模式指南
帝國突襲－主遊戲

4

22b

25b

儲藏室

中庭

戰後餘波

地圖底板： 07a、10a、18a、22b、25b、32b、35b、36b(2)、38b

任務簡述  

◆◆ 反抗軍模型可以攻擊終端機（生命
值：4，防禦力：1G）。如果終端機
與1名或更多帝國模型相鄰，終端機防
禦結果+1G。

◆◆ 對帝國模型來說，門是鎖著的。

◆◆ 當所有終端機被摧毀時（V），或者
第6回合結束時，或者所有英雄都受傷
時，任務結束。

落鎖

首次打開門後的回合結束時：

帝國玩家可以選擇執行下述內容之一：

◆◆ 每個終端機生命值提升為7。

◆◆ 通往中庭的門關閉並上鎖。反抗軍模
型可以攻擊此門（生命值：8，防禦
力：1黑骰）。啟動紅色部署點。

強化防禦

首次打開門後：

◆` 在任意黃色部署點放置預備隊裡的
E-Web機槍手。這些模型處於專注狀
態。

◆` 將預備隊裡的帝國指揮官和風暴兵小組
部署在儲藏室內。

任務結束
當所有終端機被摧毀後：

◆` 將主線任務卡「新威脅」放置進場。每
位英雄獲得100信用點。

第6回合結束或所有英雄都受傷後： 

◆` 將主線任務卡「兵臨城下」放置進場。
帝國玩家獲得1影響點。◆

額外獎勵
◆` 每位玩家獲得1XP。每位英雄獲得100
信用點。帝國玩家獲得1影響點。

抵達前哨基地的時候，你們立刻朝
著地面守衛部隊開火。

你們覺得敵人已經預知了你們的到
來，而你們似乎是自行走入了伏擊
圈。但是，此時此刻這裡還在不停
地向外傳輸信號，已經沒有時間來
執行那些巧妙的潛入行動了。

「他們在這兒！」當你們在奪取帝
國軍隊防禦工事時，對方大喊。「
不要讓他們靠近信號發射器！」你
們的通話器裡滋滋啦啦地傳來敵人
的通話。

「帝國軍隊正在靠近！」正在你頭
上盤旋的運輸船飛行員告誡道。「
這個地方很快就要被包圍了，所以
動作要快！」

帝國的計畫被打亂了，剩餘的帝國
軍隊開始在慌亂中撤退。當你們擠
上飛船時飛行員笑著對你們說「幹
得漂亮！」

帝國士兵從周圍的叢林中蜂擁而
出；信號站已經完成了傳輸任務，
你們必須撤退了。畢竟你們在帝國
威權下組織起了那麼多的倖存者，
反抗軍地面部隊可有得忙了。

事件總攬
•開門的回合結束時：落鎖

•第6回合：任務結束

•打開門：強化防禦

•所有的終端機都被摧毀或者 
　所有英雄都受傷：任務結束

帝國部署準備
初始小組：帝國指揮官、探測機器人、風暴
兵。

預備隊小組：E-Web機槍手、帝國指揮官、風
暴兵。

支援小組：◆無。

事件總結欄示例

戰役模式指南
帝國突襲－主遊戲

4

22b

25b

儲藏室

中庭

戰後餘波

地圖底板： 07a、10a、18a、22b、25b、32b、35b、36b(2)、38b

任務簡述  

◆◆ 反抗軍模型可以攻擊終端機（生命
值：4，防禦力：1G）。如果終端機
與1名或更多帝國模型相鄰，終端機防
禦結果+1G。

◆◆ 對帝國模型來說，門是鎖著的。

◆◆ 當所有終端機被摧毀時（V），或者
第6回合結束時，或者所有英雄都受傷
時，任務結束。

落鎖

首次打開門後的回合結束時：

帝國玩家可以選擇執行下述內容之一：

◆◆ 每個終端機生命值提升為7。

◆◆ 通往中庭的門關閉並上鎖。反抗軍模
型可以攻擊此門（生命值：8，防禦
力：1黑骰）。啟動紅色部署點。

強化防禦

首次打開門後：

◆` 在任意黃色部署點放置預備隊裡的
E-Web機槍手。這些模型處於專注狀
態。

◆` 將預備隊裡的帝國指揮官和風暴兵小組
部署在儲藏室內。

任務結束
當所有終端機被摧毀後：

◆` 將主線任務卡「新威脅」放置進場。每
位英雄獲得100信用點。

第6回合結束或所有英雄都受傷後： 

◆` 將主線任務卡「兵臨城下」放置進場。
帝國玩家獲得1影響點。◆

額外獎勵
◆` 每位玩家獲得1XP。每位英雄獲得100
信用點。帝國玩家獲得1影響點。

抵達前哨基地的時候，你們立刻朝
著地面守衛部隊開火。

你們覺得敵人已經預知了你們的到
來，而你們似乎是自行走入了伏擊
圈。但是，此時此刻這裡還在不停
地向外傳輸信號，已經沒有時間來
執行那些巧妙的潛入行動了。

「他們在這兒！」當你們在奪取帝
國軍隊防禦工事時，對方大喊。「
不要讓他們靠近信號發射器！」你
們的通話器裡滋滋啦啦地傳來敵人
的通話。

「帝國軍隊正在靠近！」正在你頭
上盤旋的運輸船飛行員告誡道。「
這個地方很快就要被包圍了，所以
動作要快！」

帝國的計畫被打亂了，剩餘的帝國
軍隊開始在慌亂中撤退。當你們擠
上飛船時飛行員笑著對你們說「幹
得漂亮！」

帝國士兵從周圍的叢林中蜂擁而
出；信號站已經完成了傳輸任務，
你們必須撤退了。畢竟你們在帝國
威權下組織起了那麼多的倖存者，
反抗軍地面部隊可有得忙了。

事件總攬
•開門的回合結束時：落鎖

•第6回合：任務結束

•打開門：強化防禦

•所有的終端機都被摧毀或者 
　所有英雄都受傷：任務結束

帝國部署準備
初始小組：帝國指揮官、探測機器人、風暴
兵。

預備隊小組：E-Web機槍手、帝國指揮官、風
暴兵。

支援小組：◆無。

任務結束欄示例

部署示例

生命值 速度 防禦 攻擊

風暴兵

小隊協作：在進攻時，如果與友方士兵
相鄰，你可以重擲1枚攻擊骰。

B：+1H B：+2準度

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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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戰況階段開始時，帝國玩家擁有5D。在

威脅提升步驟中，根據戰役等級增加2D。
為了反應最新情況他將威脅記錄盤調整為7
。

2. 在部署與增援步驟中，它決定部署一組風暴
兵。在威脅記錄盤上減去風暴兵的部署消耗
6，還剩下1D（當前值）。隨後他從手牌中
打出風暴兵部署卡並將其面向上放在桌上。 

3. 隨後玩家查看戰役指南中的圖示尋找綠色的
部署點。 

4. 最後，他將三個風暴兵模型盡可能靠近地放
置在地圖上綠色部署點位置。

戰役模式指南
帝國突襲－主遊戲

4

22b

25b

儲藏室

中庭

戰後餘波

地圖底板： 07a、10a、18a、22b、25b、32b、35b、36b(2)、38b

任務簡述  

◆◆ 反抗軍模型可以攻擊終端機（生命
值：4，防禦力：1G）。如果終端機
與1名或更多帝國模型相鄰，終端機防
禦結果+1G。

◆◆ 對帝國模型來說，門是鎖著的。

◆◆ 當所有終端機被摧毀時（V），或者
第6回合結束時，或者所有英雄都受傷
時，任務結束。

落鎖

首次打開門後的回合結束時：

帝國玩家可以選擇執行下述內容之一：

◆◆ 每個終端機生命值提升為7。

◆◆ 通往中庭的門關閉並上鎖。反抗軍模
型可以攻擊此門（生命值：8，防禦
力：1黑骰）。啟動紅色部署點。

強化防禦

首次打開門後：

◆` 在任意黃色部署點放置預備隊裡的
E-Web機槍手。這些模型處於專注狀
態。

◆` 將預備隊裡的帝國指揮官和風暴兵小組
部署在儲藏室內。

任務結束
當所有終端機被摧毀後：

◆` 將主線任務卡「新威脅」放置進場。每
位英雄獲得100信用點。

第6回合結束或所有英雄都受傷後： 

◆` 將主線任務卡「兵臨城下」放置進場。
帝國玩家獲得1影響點。◆

額外獎勵
◆` 每位玩家獲得1XP。每位英雄獲得100
信用點。帝國玩家獲得1影響點。

抵達前哨基地的時候，你們立刻朝
著地面守衛部隊開火。

你們覺得敵人已經預知了你們的到
來，而你們似乎是自行走入了伏擊
圈。但是，此時此刻這裡還在不停
地向外傳輸信號，已經沒有時間來
執行那些巧妙的潛入行動了。

「他們在這兒！」當你們在奪取帝
國軍隊防禦工事時，對方大喊。「
不要讓他們靠近信號發射器！」你
們的通話器裡滋滋啦啦地傳來敵人
的通話。

「帝國軍隊正在靠近！」正在你頭
上盤旋的運輸船飛行員告誡道。「
這個地方很快就要被包圍了，所以
動作要快！」

帝國的計畫被打亂了，剩餘的帝國
軍隊開始在慌亂中撤退。當你們擠
上飛船時飛行員笑著對你們說「幹
得漂亮！」

帝國士兵從周圍的叢林中蜂擁而
出；信號站已經完成了傳輸任務，
你們必須撤退了。畢竟你們在帝國
威權下組織起了那麼多的倖存者，
反抗軍地面部隊可有得忙了。

事件總攬
•開門的回合結束時：落鎖

•第6回合：任務結束

•打開門：強化防禦

•所有的終端機都被摧毀或者 
　所有英雄都受傷：任務結束

帝國部署準備
初始小組：帝國指揮官、探測機器人、風暴
兵。

預備隊小組：E-Web機槍手、帝國指揮官、風
暴兵。

支援小組：◆無。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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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流程
進行戰役遊戲很簡單。玩家們首先進行一項任務，隨後有機
會獲得新物品卡，技能卡，和進程卡。隨後他們選擇並進行
一項新任務推動故事進程。他們繼續這個過程直到通過刺激
的終極任務結束這場戰役。

完成一項任務後，為繼續進行戰役，玩家們要核對戰役登記
表，它印在戰役模式指南的背面，然後處理下一個（未進行
的）階段。 

此時共有三種不同類型的階段：任務階段，反抗軍升級階
段，帝國升級階段。

1.	 任務階段：玩家們執行下述步驟：

a. 選擇任務：反抗軍玩家根據戰役等級表來確定下項任
務。如果標籤寫著「支線任務」，英雄們選擇一個可
用的支線任務卡。如果標著「主線任務」，他們選擇
一個可用主線任務卡。

b. 進行任務：玩家們根據第11頁「進行戰役任務」規則
執行選擇的任務。 

c. 清理已完成任務：處理完任務後，玩家們按下述步驟
操作：

》英雄們恢復所有 H 和 C。所有受傷英雄把英雄表翻 
　回到健康面。

》英雄們將所有補給卡洗勻到補給牌組中。

》英雄們的玩家區域裡每個貨箱指示物可換取50信用 
　點，隨後棄掉該指示物（參見第14頁「戰役資源」）

》英雄們將完成的任務卡放回到遊戲盒中。

》如果玩家們剛剛處理完初始任務，洗勻支線任務牌 
　組，隨後抽出兩張卡面向上放在桌上。這些就是反抗 
　軍玩家在以後的任務階段裡可以選用的可用任務。 
如果玩家們剛剛完成一個可用的，非進程卡的，支線任
務。洗勻支線任務牌組並抽一張卡。這張卡成為一張新
的可用任務。

2.	 反抗軍升級階段：反抗軍玩家執行下述步驟：

a. 使用信用點：反抗軍玩家從戰役等級表中列出的物品
牌組裡抽出六張卡，隨後可以使用信用點購買其中的
卡牌（參見下述「使用信用點」）。

b. 使用經驗值：每位英雄可以使用經驗值（XP）來購買
自身技能牌組中的卡牌（參見第14頁「使用經驗值」
）。

3.	 帝國升級階段：帝國玩家執行下述步驟：

a. 使用影響點：帝國玩家從進程牌組中抽取四張卡，然
後可以花費影響點購買其中的卡牌（參見第14頁「使
用影響點」）。

b. 使用經驗值：帝國玩家可以使用XP從技能牌組裡購買
卡牌（參見第14頁「使用經驗值」）。

每當處理完一個階段後，玩家們在戰役登記表裡對應階段後
的方框內打勾，依此紀錄遊戲進程。

帝國突襲战役登记表
反抗军升级威胁等级任务 帝国升级

介紹 

2 等級1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2 等級1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1

3 等級1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3 等級1&2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2

4 等級2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4 等級2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5 等級3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4

6 等級3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終極任务
6

威脅等级 

支線任務  3

5 等級3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紧急任务 威胁等级 紧急任务 威胁等级

紧急任务 威胁等级 紧急任务 威胁等级

 威脅等于前項任務的威脅等級

AftermAth

本頁面可用於拍照或影印，但僅限個人使用。 © LFL. © FFG.

经验值(XP)
影响力

持续性進展卡任务

目标名称

經驗值(XP)

信用点

反抗军

帝国

名称 名称 名称 名称

支線任務 

4 等級2&3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在上述例子中，玩家們剛剛進行完「戰後影響」任務。 
接下來是反抗軍升級階段。

使用信用點
在反抗軍升級階段，使用信用點步驟裡，玩家們從當前等級
對應物品牌組中，抽取六張物品卡。

上面的戰役記錄表中 
要求英雄們從等級1物品牌組中抽取卡牌。

帝國突襲战役登记表
反抗军升级威胁等级任务 帝国升级

介紹 

2 等級1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2 等級1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1

3 等級1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3 等級1&2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2

4 等級2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4 等級2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5 等級3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支線任務 4

6 等級3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終極任务
6

威脅等级 

支線任務  3

5 等級3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紧急任务 威胁等级 紧急任务 威胁等级

紧急任务 威胁等级 紧急任务 威胁等级

 威脅等于前項任務的威脅等級

AftermAth

本頁面可用於拍照或影印，但僅限個人使用。 © LFL. © FFG.

经验值(XP)
影响力

持续性進展卡任务

目标名称

經驗值(XP)

信用点

反抗军

帝国

名称 名称 名称 名称

支線任務 

4 等級2&3物品，使用XP 進程卡，使用XP 

將抽取的卡牌面向上放在桌面。反抗軍玩家隨後可以花費與
卡牌費用相等的信用點來選擇性購買。將每張購買的物品卡
交付給一名英雄，之後他就可以在遊戲中使用這張卡牌了。

物品卡費用 ©LFL 
©FFG

攻擊

銀河系各處走私者們的慣
用武器。

500 信用點

爆能-手槍

B：+2H

B：+1H， +2 準度

DL-44

在這個步驟中，玩家們可能還想要賣出若干已經擁有的物品
卡。賣卡時，反抗軍玩家可以獲得等於該卡牌一半費用的的
信用點。隨後，將這張牌洗勻回對應物品牌組中。

之後將沒有被購買的物品卡都再次洗勻回對應物品牌組中。

信用點並不專屬於某個特定英雄，它們由整個團隊共用。

任務卡
任務卡共分為三類：支線任務卡，主線任務卡，和進程
卡。

任務卡代表反抗軍玩家可以選擇執行的不同冒險任務。
每張卡都帶有一段文字簡述用來展示任務的背景故事，
同時還寫清楚了完成這項任務所能獲得的獎賞。

在戰役準備時，反抗軍玩家構築支線任務牌組，帝國玩
家構築進程牌組。而主線任務卡不是隨機出現的，它們
會根據當前任務的完成情況逐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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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影響點
帝國玩家可以通過使用進程卡來觸發特殊事件或創建可用的
支線任務。

在帝國玩家升級步驟裡，帝國玩家將進程卡洗勻並秘密抽出
四張進程卡。他可以使用影響點來購買其中一張或多張卡
牌。沒有被購買的卡洗勻回進程牌組中。所有卡牌全程對反
抗軍玩家保持隱秘狀態。

進程卡費用

帝國工業

獎勵：獎勵卡「帝國工業」

一間帝國測試工廠最近實現了某
種技術突破。只要資源充足，它
們的致命發明很快就能投入生
產。

此卡代表支線任務「生產方式」
（基礎遊戲，第20頁）。

當英雄們處理完成任意其它支線
任務後，棄掉此卡並獲得下述
獎勵。

克雷利亞-帝國-設施

生產方式

3 影響點 ©LFL  ©FFG

如果要求玩家保持隱秘，他在購買後無需對反抗軍玩家展示
它，而對方所知的所有資訊僅是它的費用。因此，建議帝國
玩家在購買之前向反抗軍玩家展示出該卡牌的費用來確保各
種資源的數量紀錄不會出錯。購買之後，帝國玩家持有該卡
牌並可以根據卡牌內容在隨後的戰役中使用它。 

其餘類型的進程卡都是在購買後立刻展示給所有玩家並處理
相關內容。除非另有說明，要求此卡牌保持在場或洗勻回進
程牌組，否則帝國玩家在處理完相關內容後都將該進程卡放
回到遊戲盒中。

有些進程卡在購買後會轉變為可用的支線任務。英雄們可以
在任何處理支線任務的時候同等處理這些任務。不過，如果
英雄們沒有選擇執行這些進程任務，而是執行了其它支線任
務，那麼這些進程卡將會立刻為帝國玩家提供若干獎賞。

在被棄掉或處理完成後，進程卡任務將被放回到遊戲盒中。 

使用經驗值
當玩家能夠使用經驗值時，他可以翻看未被購買的技能牌
組，並且使用等於卡牌費用的XP來購買其中的任意卡牌。

技能卡費用

©LFL  ©FFG

「如果能用它幹掉士兵的
話，我就能修好它。」

武器專家

2 xp

1C: 進攻時使用，可
為進攻結果提供穿刺1
和+2準度的效果。

購買技能卡之後，玩家將其面向上放在己方遊戲區內。在接
下來的戰役中，他可以使用這些卡牌的能力。

贏得戰役
玩家們的最終目標是贏得戰役的最後一項任務，又稱為最終
任務。 

通過整個戰役過程，玩家們獲得了各種獎賞，如物品卡，技
能卡，進程卡，還有盟友等，這些都可以幫助他們贏得最終
任務。之前不同的任務結局也會改變故事線走向並將玩家們
引導到不同的最終任務中去。

贏得最終任務的玩家是最後的勝利者並贏得這場戰役。

進階戰役規則
有若干進階規則，玩家們在執行開始的幾項任務時並不會遇
到。接下來介紹這些進階規則的細節。

屬性檢定
儘管在初始任務中沒有使用，但是在其它任務規則，能力，
和遊戲效果中都會出現要求英雄進行屬性檢定的情況。

例如，一項遊戲規則會寫道：「一名英雄可以通過與終端機
互動（I）來打開任意一扇門。」這意味著英雄可以通過使
用他的I 屬性檢定來與終端機互動。如果檢定通過，他將
立刻開啟這扇門。

T為了實施屬性檢定，玩家根據英雄表中的對應屬性擲骰。
如果擲骰結果至少有1個B，他通過此檢定。如果結果中沒
有B，檢定失敗。

通過檢定通常會提供特定好處或者推動任務進程。檢定失敗
通常會導致負面效果例如延緩任務目標的實現。

生命值 耐力 防御速度

伏擊
1C：當你對一個模型發

起攻擊且它對你沒有視

線時使用。此次攻擊獲

得效果：穿刺2。

隱蔽
距離你4格或更遠的敵

方模型無法獲得對你的

視線。你也不會阻擋這

些模型的視線。

馬克 埃斯卡 雷
無畏的叛亂者

4510

©LFL  ©FFG

在進行一項 J 檢定時，
金擲一枚藍色骰子和一
枚綠色骰子。

戰役資源
在整個戰役中，玩家們需要通過完成任務來獲得作為獎
賞的各種不同資源。通過使用這些資源，玩家們將獲得
不同的冒險感受。

經驗值：英雄和帝國玩家都可以獲得經驗值（XP）。XP
可以用來從玩家的技能牌組中購買卡牌。

信用點：英雄們收集信用點，並可以用來購買強力的新
武器，護具，裝備，和改裝品。

影響點：帝國玩家收集影響點，並用來使用強力進程
卡。

我們不使用指示物來追蹤記錄遊戲裡的資源量。玩家們
需要用鉛筆在戰役記錄表上標注這些資訊，這張表印在
戰役模式指南背面。當一名玩家獲得或使用若干上述資
源時，將新的資源數量情況記錄在表格中。

玩家們可以使用線上資源下載列印額外的戰役記錄表： 
www.FantasyFlightGa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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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中的資料記錄
當玩家進行了一天的帝國突襲遊戲後，他們可以按下述步驟
紀錄遊戲進程。這樣他們可以在下次遊戲開始時快速重現遊
戲內容，復原戰役進度。 

‧	記錄資料：確保戰役記錄表中已經登記了玩家們的 
　XP，信用點和影響點的最新資訊。玩家們同樣需要記 
　錄當前戰役階段並列出所有已完成任務的名稱。

‧保管配件：玩家們可以使用一些小塑膠袋（遊戲中不提 
　供）來安全保管遊戲配件並將它們分為下述幾個部分： 

	- 通用袋：保存所有遊戲中的可用任務卡和進程卡。

	- 帝國玩家袋： 保存已購買的帝國技能卡和帝國玩家
未購買的進程卡。同時存放所有已經購買的秘密進
程卡，小心確保它們不會與進程牌組相互混淆。

	- 英雄袋（2~4）：每位英雄使用自己的保存袋，放入
他的英雄表，物品卡，和已擁有的技能卡。如果當
前有盟友的話，也要一同保存好。

所有其它配件都無需單獨存放可以放回到遊戲盒中；其中包
括所有玩家未購買的技能卡，這樣就不會與之前已經被玩家
拿取的技能卡搞混了。

盟友
有些部署卡上在模型名字前帶有黑點（‧）。這些盟友是特
定的唯一角色，例如路克‧天行者。帝國方的盟友，例如達
斯-維達，被統稱為反派，也和盟友使用相同規則。除非任務
中有特殊要求或作為任務獎賞登場，否則不能直接使用盟友
和反派。

在任務中，盟友作為隸屬於玩家一方的額外模型使用。當玩
家需要將一名盟友帶入到任務中時，按照規則手冊中的相關
內容處理。

物品限制
在整個戰役過程中，玩家們會獲得大量的物品卡。英雄們可
以獲得無限數量的物品卡，但是帶入到單個任務中的物品卡
數量有如下限制：

‧ 1張護具卡（R）

‧ 2張武器卡 
　（所有在骰子圖示後帶有攻擊類型指示物的卡牌）

‧ 3張裝備卡（S）

物品交易

在進入一項任務之前，英雄們可以與其他英雄自由分配物品
卡，但是不包括來自技能牌組和獎勵牌組的物品。在任務執
行中不可以交易物品卡。 

改裝卡

有些物品是改裝品。這些卡牌放在武器卡下方，並為武器提
供相應的能力。

每種武器所能附帶的改裝卡數量都有限定，這個數值標注在
卡牌底部右下角。 

改裝物品卡

©LFL  ©FFG

不要關閉你的目標鎖定
電腦。

300 信用點

改裝件-瞄準

戰術顯示

攻擊時橫置此卡，為攻
擊結果提供+1B修正。 這件物品可以 

附帶兩張改裝卡。

©LFL 
©FFG

攻擊

銀河系各處走私者們的慣
用武器。

500 信用點

爆能-手槍

B：+2H

B：+1H， +2 準度

DL-44

接下來如何？
大家現在已經學會了進行完整帝國突襲戰役遊戲的全部
基礎規則。如果在遊戲過程中出現了任何問題，請查看
規則手冊。規則手冊中包含各項主題的完整規則，而且
列出了很多沒有出現在遊戲手冊中的例外規則。

作為戰鬥模式的補充，我們建議大家翻看戰鬥規則指
南。這些規則允許玩家以帝國，反抗軍，或雇傭軍的身
份來構築軍隊，然後在快速的戰鬥任務中與一名單一對
手爭奪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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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模式快速參考

戰役任務流程
帝國突襲中的任務是通過若干遊戲回合來進行的。每個回合
包含兩個階段，處理次序如下：

1.	 啟動階段

2.	 戰況階段

a. 提升威脅值

b. 重置

c. 部署與增援

d. 回合結束效果

e. 調整回合記錄盤

行動
在行動階段，從反抗軍一方開始，玩家們輪流啟動模型小
組。當模型啟動時，它可以獲得2次行動機會，並用以執行
下述任意活動的組合：

‧移動：獲得等於其速度值的移動點。

‧攻擊：攻擊一個敵方模型。只有英雄可以使用多於一 
　次的行動來攻擊。

‧互動：打開相鄰的門，或與相鄰貨箱或終端機指示物 
　互動。

‧休息：回復C（壓力）甚至是H（傷害）。只有英雄 
　能進行休息。

‧特殊：其它需要花費行動的效果（標注為 A）。

戰役步驟
在進行戰役遊戲時，玩家們按下述步驟操作：

1.	 任務階段：玩家們按下述步驟選擇並處理任務：

a. 反抗軍選擇可用任務

b. 處理任務

c. 清理已完成任務

》英雄回復全部的傷害與壓力

》將全部的補給卡洗回牌庫

》每拾取一個貨箱，便可以獲得50信用點，並將貨箱指 
　示物丟棄。

》將目前的任務卡放回遊戲盒

》抽一張新的支線任務（如果必要）

 »

2.	 反抗軍升級階段：按下述步驟操作：

a. 使用信用點（來自當前物品牌組的6張卡）

b. 使用經驗值獲取技能卡

3.	 帝國升級階段：執行下述步驟：

a. 使用影響點（來自進程牌組的4張卡）

b. 使用經驗值獲取技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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