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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俠–武俠是中國文學中武術英雄冒險故事中流行的 
  稱呼。除武術之外，聲譽和報應也是大多數武俠故事 
  中常見的主題。

•• 武功–武功在西方國家被稱為功夫或武術，而武功是 
  一個廣義的術語，其中包括許多常被中國古代哲學或 
  動物模仿所激發的戰鬥風格和訓練方法。一個教派、 
  門派或家族通常會集中訓練去掌握某一種特定的武功 
  風格。

•• 江湖–直譯為“江河和湖泊”，但不是一個實際存在 
  的場所。在武俠小說中，「江湖」通常用來描述俠客 
  們的活動範圍/ 一種生活狀態。武俠在江湖中選擇以 
  自己的道德原則生活，不跟隨主流社會規律。 

• 武林–這是武俠中常用的一個術語，代表了江湖生活 
  中的武術界團體/社區。它有時會與另一（更廣泛的） 
  術語–「 江湖」交替使用。

【俠路相逢記®】是一個2–5人的策略遊戲，遊戲時間大
概45–90分鐘。

為了保持武俠主題的完整性，在遊戲和本遊戲說明書中
使用了許多音譯的武俠術語。為了充分地掌握故事內容
和遊戲規則，建議你可先熟悉下列術語：



暗中施放的兵器。代表「聲譽」的符號。 

武功–這是功力的標示。「武功」符號內的數
字表示遊戲中角色的武功能力指數。

氣–代表「元氣」的符號。在中醫學中，氣是
一切生物的生命力（或能量流）。當體內的氣
被打亂時，如果不加以調和，身體便會逐漸失
去正常的功能。

陰–在中國哲學中，陰代表黑暗、陰性和女陰–在中國哲學中，陰代表黑暗、陰性和女性
力量；與之相反的是陽。

陽–在中國哲學中，陽代表陽光、正向和陽剛
的力量；與之相反的是陰。

太極–陰陽的結合形成了太極。太極象徵着平
衡，太極體現了陰陽這兩股看似相反的力量如
何在自然界中互補和相互依存。

邪–代表邪惡、陰險和惡毒的符號。在中國邪–代表邪惡、陰險和惡毒的符號。在中國文
化中，邪有時被用來描述不正當、非正派或異
端的做法。

除術語之外，熟悉遊戲中經常使用的符號也同樣重要。
能熟知每個符號代表所代表的意思，不僅可以加快遊戲
的節奏，還有助於策略制定。



武林盟主突然而神秘的死訊傳出後，江湖出現了前所未
有的動盪。失去武林盟主坐鎮江湖，以致眾多派別之間
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紛爭日益升溫，而各大門派的領
袖們各有野心，為了榮譽誓要奪得武林盟主之位！

與此同時，江湖吹著不祥之風致使在這種黑暗的影響與此同時，江湖吹著不祥之風致使在這種黑暗的影響下
，躲藏在各暗角而立心不良之份子開始聯合起來，趁著
武林分裂圖謀分一杯羹。美好的日子將要成為歷史，昔
日武林盟主建立的平穩安定，一一都化成不切實際和被
遺忘的理想；更多教派竟然用武力強加於手無寸鐵的平
民身上。

起來吧，各英雄俠士！繼承武林盟主的衣缽，並終止起來吧，各英雄俠士！繼承武林盟主的衣缽，並終止這
一場無謂的鬥爭，恢復昔日江湖的和平與繁榮。

在【俠路相逢記®】中，江湖上的五大門派均備受敬仰，
而你將扮演五大門派其一之英雄。為了實現前武林盟主
的願景，你必須刻苦訓練，成為美德和榮譽的典範。你
必須運用你的智慧和武學能耐，贏得所有門派的敬重，
一統江湖。

您的旅程立即開始……您的旅程立即開始……



秘笈寶物牌 (22 張)

闖盪江湖牌 (10 張)

物品牌 (60 張)

策略牌 (60 張)

崑崙派整套牌 + 指示物

武當派整套牌 + 指示物

丐幫整套牌 + 指示物

少林派整套牌 + 指示物

峨嵋派整套牌 + 指示物

門派護衛者 (5 張)

勝/和
指示物 x 2

葉尋一敗
指示物 x 1

「邪」
指示物 x 20

「氣」
指示物 x 33

中毒
指示物 x 5

江湖遊戲版圖 x 1

便覽卡 x 5

遊戲秘笈 x 1

* 組件非按比例顯示



換言之，當你在決鬥某局中使出
玉女五柔訣時，即使對手武功數值跟你一

樣而打成平手，你亦能勝出該局！(以3點   煉成)

由於靜漣是女生及年紀較輕，故她一直被武林人士所忽視。
但她輕功了得，讓她在闖蕩江湖時可早著先機。低估她能力
的對手往往都被拋在背後！

喜愛食物
燒餅

峨嵋派寶物
玉女簪

「以柔制剛．與敵決鬥平手亦能制勝」

峨嵋派絕學
玉女五柔訣

角色特殊技能:
輕功–在闖盪江湖時，可免用「氣」換開第二張江湖牌 以一
「氣」可換開第三張江湖牌。

名字: 靜漣
基礎武功: 1
絕技•玉女劍法

第一式 (煉成需   x1)
裊娜飛動
五行屬性: 

第二式第二式 (煉成需   x1)
鳳蝶撲翅
五行屬性: 

第三式 (煉成需   x2)
水月劍花
五行屬性: 

在【俠路相逢記®】基礎遊戲裡，你可以擔當五大門派當中的
其中一位角色。以下為五位角色之簡介︰ 



當你使出達摩金剛身這招式時，
所有暗器（例如︰毒鏢、飛刀等）

對你無效 。(以3點   煉成)

懷荀的優勢是他穩紮的武功和佛徒獨有的被動式爭取聲譽之
方法。然而享有聲望的佛徒是素食者，若他吃肉喝酒的話，
聲譽將會減少。

喜愛食物
羅漢齋

少林派寶物
木魚

「所有暗器不侵 與金相合 功力再增」

少林派絕學
達摩金剛身

角色特殊技能:
佛徒–捨棄手上任何兩張牌 可增加聲譽一點。

名字: 懷荀
基礎武功: 2
絕技•剿魔杖法

第一式 (煉成需   x1)
除妖風車
五行屬性: 

第二式第二式 (煉成需   x1)
逐邪十八打
五行屬性: 

第三式 (煉成需   x2)
降魔佛柱
五行屬性: 



為了充分發揮這招式的潛力，在決鬥開始時你手上不能有
任何物品牌。所以即使你在決鬥期間使用了最後一張物品

牌，狂龍百裂掌的功力仍然是 3。

(以3點   煉成)

庶老子的年紀與閱歷讓他擁有比別人更強的基礎武功。作為
一個乞丐，他能在物品的棄牌疊中取牌。但當他持有貴重物
品時，少不免會怠惰或自鳴得意。因此，在決鬥之時庶老子
若擁有一件或以上的物品時，他的功力將會減弱！ 

喜愛食物
酒

丐幫寶物
乞兒兜

「身無一物之際 潛力顯現之時」

丐幫絕學
狂龍百裂掌

角色特殊技能:
殘存–抽牌前丟棄一張策略牌 可取物品牌棄牌疊最上一張牌。

名字: 庶老子
基礎武功: 3
絕技•撾狗棍法

第一式 (煉成需   x1)
好狗不攔路
五行屬性: 

第二式第二式 (煉成需   x1)
棍揮狗走
五行屬性: 

第三式 (煉成需   x2)
躍打天犬
五行屬性: 



武當派有別於其他門派，武當之武功招
式是從太極籤獲取加乘的。（其餘門派

之招式加乘則是來自五行。） (以3點   煉成)

宋清遙作為一位道學的門生和太極修煉者，他明暸保持陰陽
平衡乃是自然界之重要法則。這認知有助於他的修煉，使他
身心靈常處於平衡和諧的狀態。 

喜愛食物
太極丹

武當派寶物
八卦

「太極渾然天成　圓融威力倍升」

武當派絕學
太極掰雲掌

角色特殊技能:
道–若陰陽籤結果對己不利 可再抽一次。

名字: 宋清遙
基礎武功: 2
絕技•六爻八卦劍

第一式 (煉成需   x1)
乾卦劍
陰陽屬性: 

第二式第二式 (煉成需   x1)
坤卦劍 
陰陽屬性: 

第三式 (煉成需   x1)
屯卦劍
陰陽屬性: 



手上必須擁有7張策略卡以發動這種
異能，物品卡不計算在內。

(以3點   煉成)

為了將其門派絕學—七輪合氣破發揮得淋漓盡致，蕭兢天需
長時間持有七項策略。縱然蕭兢天善於掌控策略，但過度醉
心運用策略卻會為他帶來精神壓力，這亦會大大削弱他的功
力。 

喜愛食物
羊肉鍋

崑崙派寶物
棋盤

「手持七張策略 妙計巧增功力」

崑崙派絕學
七輪合氣破

角色特殊技能:
野心–遊戲之始已備五張策略牌在手。

名字: 蕭兢天
基礎武功: 2
絕技•玄天錐心掌

第一式 (煉成需   x1)
漩渦混沌
五行屬性: 

第二式第二式 (煉成需   x1)
轟隆震地
五行屬性: 

第三式 (煉成需   x2)
天外有我
五行屬性: 



毒指示物

「邪」指示物

「氣」
指示物庫 勝/和

指示物

闖蕩江湖—浪遊歷練牌 

闖蕩江湖—門派護衛者牌 

物品
棄牌疊

策略
棄牌疊 

物品牌庫策略牌庫

角色牌

仇人指示物

基礎招式
(未修煉)

「氣」指示物

「氣」指示物

角色牌

仇人指示物

基礎招式
(未修煉)

將5張門派護衛者牌面朝上放在最頂一行。

將5張浪遊歷練牌面朝下放在最底一行。

秘笈寶物牌庫放在遊戲版圖的左方。

將策略牌及物品牌分別洗勻並放在所有玩家容易取得的位
置。各抽一張面朝上放置在旁代表各自的棄牌疊。

將所有玩家所選的將所有玩家所選的角色指示物放在遊戲版圖的江湖聲譽榜
上，放置在起點位置，各佔不同線段。 

將葉尋一敗指示物放置在「江湖好漢」級別的圖標上。

將5張武林高手牌暫時放置一旁，容後使用。 

將餘下的「氣」、「邪」、「毒」及勝/和指示物放置一旁，
容後使用。

請根據下列圖示設置遊戲的各項組件。（為了簡易說明，下
圖是以2人遊戲作例子。） 



變體規則：如欲縮短遊戲長度，可選擇所有玩家於遊戲開
始時已完成修煉基礎招式的第一式。 

（代表其他玩家角色的）仇人指示物放在這個位置。在遊戲
開始時，將黑白的一面朝上放置。在你決鬥戰敗時，勝方
成為你的仇人，將代表他的仇人指示物彩色的一面朝上以
作標記，提醒你戰敗的慘痛經歷。（詳見21頁–決鬥失敗。）

當你中毒時，放置一個「毒」指示物以作標記。

每當你使用有   標誌的牌時（如「陰」策略牌或物品牌暗
器之一的毒鏢），你需為自己增加一個「邪」指示物。

遊戲開始時，每位玩家各有6個「遊戲開始時，每位玩家各有6個「氣」指示物，這亦是遊戲
中每位玩家「氣」的最大值。

這是你的角色牌。左下角的武功符號代表你的基礎武功之
數值，而右面則是你的角色特殊技能。  

於角色牌左手邊，放置你未修煉的招式（面朝下放置） 。 

將已修煉的招式，放置在角色牌的右手邊。所有招式牌在
獲得後永久持有，絕不會被偷去或被移離遊戲。

當你選好門派角色後，請拿取該門派的角色牌和基礎招式，
並件拿取代表各對手角色的仇人指示物。

遊戲進行時，可參考以下建議，放置你的卡牌及指示物。
（此為建議指引，而並非強制規定。） 



• 江湖好漢前進3格

• 大俠前進2格

• 盛名英雄前進1格

每當玩家在遊戲中獲得聲譽時，相對應的角色指示物會在江
湖聲譽榜中前進1–3格。

除非在卡牌上有特別指示，否則均依該玩家當時的聲譽級別
決定前進格數。

 

江湖好漢    大俠    盛名英雄    武林盟主
 

聲譽共分為4個級別︰
 

下圖為江湖聲譽榜，所有玩家的聲譽均在此標示。

風範正道︰取得足夠聲譽，成為武林盟主。

邪道歧途︰成為江湖敗類，並在決鬥中殺死一名正派
玩家或在最終決鬥時戰勝武林盟主。

在【俠路相逢記®】中，你可以經由兩種不同的方法取得勝利︰



此特殊決鬥在其他玩家聲譽到達武林盟主級別時立即自動發
生，無需玩家動用「主要動作」去決鬥 。

解除中毒狀態，並補回所有「氣」。

所有「陰」策略均對武林盟主無效。（武林盟主受武林
中人敬仰，並且有足夠智慧及能力，使其不受下三濫的
手段影響。） 

•

•

當玩家獲得武林盟主稱號，該玩家必須立即進行完結動作，
並獲得以下優勢︰

勝者成為武林盟主，而敗者就此退隱江湖（在遊戲中被淘汰）。

當最後一輪結束，其他玩家皆完成其回合時，能穩坐於武林
盟主之位的玩家便勝出遊戲 ！

作為正派角色，你的目標就是在江湖中取得足夠聲譽，成為武
林盟主！當第一個玩家的聲譽到達武林盟主級別時，該玩家獲
得武林盟主的稱號，並且遊戲會進入最後一輪。

在最後一輪中，其他玩家會有最後一次機會（ 一個回合）取得
聲譽至武林盟主級別，成功到達武林盟主級別的玩家獲得一
個跟武林盟主決鬥的機會，挑戰其稱號。

正派角色只為聲譽而戰，絕不會在決鬥中殺死何對手(不論對
手是正是邪)。(詳見37頁–「氣」與死亡。)

作為正派角色，開始時，角色牌以正派一面朝上。

【俠路相逢記®】的基礎遊戲中，五位角色皆是名門正派中的
武林典範；換言之所有玩家都是以正派出身。



 若果「聲譽」代表你在江湖中地位有多崇高，那麼，「邪」
就是你心中的貪婪和詭詐。 

作為江湖敗類，只需要在決鬥中殺死一名正派角色，就可勝
出遊戲。如果所有玩家皆成為江湖敗類，你必須成為最後存
活的一人以勝出遊戲！

與武林盟主的勝利方式有點不一樣，江湖敗類在達成勝利條
件時立即勝出遊戲，而無需進行最後一輪。

但是若果有玩家已經成為但是若果有玩家已經成為武林盟主，而你在最後一輪中成功
殺死一名正派角色，武林盟主與你立即進行一場決鬥。決鬥
中戰敗的一方即時死亡（該玩家會被移離遊戲 ）。

角色牌變成以江湖敗類的一面朝上。 

把角色指示物移至江湖敗類區域。

當你闖蕩江湖時，不能探訪門派護衛者。

你所獲得的門派護衛者會立即離棄你（移離遊戲）。 

你不可以使用門派寶物的基本功能。 

「陰」的策略對你無效（ 對你來說只是小菜一碟）。 

你必須接受所有決鬥挑戰，永不言敗。 你必須接受所有決鬥挑戰，永不言敗。 

若你在決鬥中消去對手最後的「氣」就可以殺死對手。 

•

•

•

•

•

• 

••

•

成為江湖敗類，將會有以下的轉變：

當你成為江湖敗類，將你角色牌翻轉，以江湖敗類的一面朝上，
並且把你的角色指示物移至江湖敗類的區域。

在遊戲裏你可以選擇走入邪道，以江湖敗類勝出遊戲。當你
使用有   標誌的卡牌時，將會增加一個「邪」指示物。當累積
夠4個「邪」指示物時，你已經走上不歸路，立即成為江湖敗類。



若靜漣在該場遊戲中，她會作為起始玩家開始遊戲（ 因為她
輕功了得）。如果靜漣不在的話，則隨機選擇一位起始玩家。

之後遊戲會以順時針方向讓每位玩家輪流進行。

遊戲沒有指定的輪數。遊戲一直輪流進行直至一位玩家勝出
遊戲為止。

 由於蕭兢天有特殊技能–野心，起始時獲派發5張策略牌作 
 為手牌。

最後的玩家可以選擇重抽最多兩張策略牌，而尾二的玩家可
重抽一張。 

所有重抽時不需要的卡牌皆被棄置。（所有被棄置的卡牌以
面朝上的方式放置在相應的棄牌疊。）

  在二人遊戲中，第一位玩家可重抽一張，第二位玩家可重  
 抽最多兩張。

物品牌不在遊戲開始時派發，只會在遊戲中途獲得。

 玩家獲得的任何策略牌及物品牌均視作玩家手牌。

 注意︰每位玩家各有6個「氣」指示物，這亦是遊戲中每位 
 玩家「氣」的最大值。

每位玩家獲派發3張策略牌
作為起始手牌

策略牌庫

在遊戲開始時，以面朝下的方式向每位玩家派發3張策略牌，
作為玩家起始手牌。



闖蕩江湖

武功決鬥

修煉武功

• 如果你處於中毒狀態，損失一點「氣」
• 如果你手上有多於7張策略牌，棄牌至餘下7張
• 如果你手上有多於3 張物品牌，棄牌至餘下3張

在你回合完結前，需要檢查以下各項︰

每回合中，你可以選擇執行以下其中一個行動︰

使用任意數量策略牌及物品牌 
注意︰你不可以在同一回合中使用相同的策略牌

（若你已獲得門派護衛者與你同行，你可以捨棄出牌行動
並使用門派護衛者之守護技能代替）

(若果你在上一回合中選擇了修煉武功，這時便會完成其修煉)

於策略牌庫及物品牌庫面各抽一張牌
保留一張牌並捨棄另一張

(所有被捨棄的卡牌以面朝上的方式於置在相應的棄牌疊)

結束動作 

主要動作

出牌動作

完成修練

抽牌動作

在你的回合中，你必須跟從以下順序行動︰



如果你未能支付足夠的「氣」以煉成武功，你必需等待至你
的下一回合直到你有足夠的「氣」將武功煉成。

當策略牌庫或物品牌庫被抽光時，將相應棄牌疊的牌洗勻，
使其成新的牌庫，並抽取最上的一張牌成為新的棄牌疊。
（這個情況可以重覆發生，並沒有次數限制）

有一些特殊技能（如︰庶老子–殘存）容許在抽牌之前或抽
牌時執行額外的行動。有部分奇珍寶物（如乞兒兜和算盤）
亦會賦予類似功能 。

要煉成一個招式，你需要支付該招式所標示的「氣」作為代
價。跟據不同招式的難度，會需要支付1至4 個「氣」。並把
招式卡翻轉，成功煉成新的招式。支付「氣」後，將該招式
卡翻轉，你已經成功掌握一個新招式。

在上面的範例中，花費兩個「氣」煉成
少林派的基本招式第三式—降魔佛柱。

已花費的「氣」指示物
應放回「氣」指示物庫

只有在你上一回合中選擇了修煉武功作為你的主要動作時，
才會有這個動作。（詳見19頁–修煉武功。）

於策略牌庫及物品牌庫面各抽一張牌。細看你所抽的牌，選
擇保留其中一張並加入為手牌，另外一張為棄牌，放置在相
應的棄牌疊上。 

在兩個牌庫面各抽一張牌
只能保留其中一張
小心權衡利弊。
究竟是擁有物品

還是使用策略比較好呢？

在你的回合中，第一個動作就是抽牌。



你準備好了嗎？

闖蕩江湖武功決鬥修煉武功

若你已獲得門派護衛者，你可以捨棄出牌動作並使用門派護
衛者守護技能代替。（詳見第24頁–拜訪門派護衛者及31頁
–門派護衛者。）

以上的每一個動作會在下一個部分詳細解釋，我們強烈建議
你仔細閱讀並了解每個動作。

當你充份了解這些選項時，就能夠對你成為俠客(或惡棍)的
路途上邁進一大步。

主要行動代表角色作為俠客(或惡棍)在江湖上歴練成長的實際
行動。作為你的主要動作，你可以選擇執行以下其中一項︰ 

注意:在同一回合中，你不能重覆使用相同的策略牌。例子︰
當你使用了策略牌–刺客，在同一個回合中，你仍然可以使
用其他策略牌如情報或點穴，但不能再次使用刺客策略牌。

物品牌並沒有重覆使用的限制，只要是出牌動作時使用的物品
就可以任意使用。（例如：部分物品牌只能在決鬥時候使用。）
（詳見27至28頁–策略牌及29至30頁–物品牌。）

作為你的出牌動作，你可以選擇使用任意數量的手牌，可以
是策略牌或物品牌。



注意︰不可使用最後的一個「氣」指示物在修煉武功上！在
你煉成武功之際（即已耗掉煉功所需之「氣」），你必須剩
有至少一個「氣」指示物。

如果你在修煉當中，失去了最後的「氣」(例如因為受到策
略效果、中毒或在決鬥中落敗等)並進入元氣大傷的狀態，
你的修煉進度會被打斷。即使在你成功療傷後，你也必需從
頭開始修煉。(詳見37頁–「氣」及死亡。)

 

放置在招式牌上的「氣」指示物只用來表
示你正在修煉該招式，並未被正式花費。

注意：門派絕學可以獨立修煉，並不受基本招式的進度限制。
門派絕學在拜會門派護衛者時獲得。（詳見24頁–闖蕩江湖
及門派護衛者。）

注意：在同一回合裏你只能修煉一個招式。
若果你使用了策略–傳授功力，你不能在同
一回合中選擇修煉武功作為你的主要動作。

（詳見28頁–策略–傳授功力。）

 

正常情況下修煉武功需要一整輪。你需要等待至你的下一回
合才能煉成。（詳見17頁–煉成武功。）

每一張招式牌背有一個或多個「氣」的符號，
此為修煉該招式時所要花費「氣」的數量。

修煉招式時， 放置足夠數量的 「氣」指示

物在招式牌上即可。

修煉對你在決鬥中取勝有著決定性影響。缺乏修煉的話，你
只能使用角色牌的基礎武功來進行戰鬥。

修煉基礎招式需要循序漸進，必先修煉第一式而最後才是第
三式。

 



重要規則︰若果你是另一名玩家的仇人，即使決鬥勝利，
你也不會因此增加聲譽。

每一張招式牌，只能在整個決鬥中使用一
次。假如一個招式在第一局已經使用，則
第二及第三局將不能使用。

 

•   江湖好漢可增3點聲譽（前進3格）

•   大俠可增2點聲譽（前進2格）

•   盛名英雄可增1點聲譽（前進1格）

決鬥勝利是眾多提升聲譽的方法中的其中一種。戰勝獎勵︰

在決鬥的第一局，除了招式牌上的武功，角色
牌上的基礎武功也會加起來一併計算勝負。
（第二及第三局中不會計算基礎武功！）

 

每位玩家可以在每局中使用最少0張及最多2張
招式牌。

雙方把招式牌上的武功加起來，決定該局的勝
負。

加起來總數較高的一方勝出該局。

 

你可以使用主要動作向另外一位玩家發起決鬥挑戰。

決鬥以三局兩勝的方式進行（每局的勝負會以一個勝或和指
示物用來記錄。）

在每局開始時，雙方玩家秘密地決定要使用的招式牌。當雙
方準備就緒，挑戰者叫出「接招！」，雙方同時展示準備好
的招式！



重要規則︰武林盟主及武林敗類必須接受任何決鬥的挑
戰，他們並不會選擇不應戰。

重要規則︰ 你只能向正派角色選擇不應戰。 如對方是武林
高手或武林敗類，他們不會輕易讓你投降。

如果你在決鬥中失去最後一個「氣」指示物，你即時在決
中戰敗。

如果你不想接受正派角色的挑戰，你可以選擇不應戰。儘管不應
戰會受武林中人所齒冷，但有時候，這也不失為聽明的一著。

選擇不應戰的你，因為這個懦夫行為而失去1點聲譽，而挑戰
者則不戰而勝如常增加聲譽。

跟決鬥戰敗不同，不應戰並不會為你增加仇人，所以小心你
的選擇。

在一局中，當雙方的武功數值相同，該局則為和局，雙方皆
不用損耗「氣」。

如果整個決鬥以平手結束，則雙方皆不能增加聲譽，亦不會
成為對方的仇人。

你的仇人不能夠在決鬥中，因戰勝你而增加聲譽。

如果你在往後的決鬥中戰勝你的仇人，你必需將仇人指示物翻
轉為中性（黑白）的一面，因為你已經倒轉成為對方的仇人。

將對應玩家的仇人指示物反轉為彩色的一面以表示成為你的仇人。

決鬥中每局戰敗的玩家需要放置一個「氣」指示物在角色牌
上（以表示元氣受損）。決鬥結束時，雙方將所有角色牌上
的「氣」指示物 放回「氣」指示物庫。

任何打敗你的角色將會成為你的仇人。



不論你使用多少張招式牌，你只能在決鬥的每一局中抽最多一
次五行及一次陰陽作判定。例如你使用兩張不同的招式，一張
以五行判定加乘，另一張以陰陽判定加乘，那麼你就需要從物
品牌庫及策略牌庫抽各抽一張牌，分別為兩張招式作判定。

決鬥時，必定由挑戰者先抽牌以判定武功加乘。

武當派跟其他門派有所分別，武當派的招式並不依靠五行，
而需要達至太極來獲得武功加成，所以需要從策略牌庫視陰
陽來作判定。

判五行時，從物品牌庫翻開最頂的一張牌，放置在物品牌棄
牌疊。

如果你的招式牌上有物品上右上角的五行原屬符號，就會獲
得相對應的武功加乘！

所有基礎招式(及部分指定招式)都有五行
或陰陽屬性。

這些特性有時候能夠令招式的武功獲得加乘。
要獲得武功加乘，你需要抽到相對應的五行
（從物品牌庫）或陰陽（從策略牌庫）。

現在你已掌握決鬥的基本規則，接下來就要了解招式判定。

 



注意︰每個招式只可在同一場決鬥中使用一次。
 

第二及第三局跟第一局一樣，只是角色牌上的基礎武功不會
被使用。當決鬥完結，將所有在角色牌上的「氣」指示物放
回「氣」供應池。

庶老子（作為挑戰者）首先抽牌（從物品牌庫）
作武功加乘判定，他抽到了「土」。由於好狗不
難路需要的是「木」，所以沒有成功令武功+1，
招式的武功維持為2
所以他第一局的總武功為 (2 + 0 + 3) = 5

隨後到隨後到宋清遙抽牌(從策略牌庫)，他抽到太極。
由於成功抽到太極，他的屯卦劍得到武功加乘，
武功+1。
所以他第一局的總武功為 (3 + 1 + 2) = 6 
宋青瑤勝出此局並得到一個勝利指示物，而庶老
子損失一個「氣」，需要將一個「氣」指示物放
在其角色牌上。

將雙方角色牌並排放在中間。
雙方玩家秘密地決定第一局中要使用的招式牌。
每位玩家選擇最少0張及最多兩張招式牌在第一局中使用。
由於是第一局，招式牌上的武功會與角色牌的基礎武功加起
來為總武功。
當雙方準備就緒，挑戰者(當雙方準備就緒，挑戰者(庶老子)叫出「接招！」，雙方同
時展示準備好的招式！
展示招式後，便是時候抽牌判定武功加乘。

•
•
•
•

•

•

決鬥步驟︰

宋清遙使用招式
「屯卦劍」

庶老子使用招式
「好狗不攔路」                

「太極」
能令此招式
武功+1 

「木」
能令此招式
武功+1

以下的例子是丐幫的庶老子挑戰武當派的宋清遙的決鬥。 

 



注意︰門派護衛者不屑和江湖敗類住來，如果你想得到門派
絕學，就必須在走入邪道前獲得。
 

你會在秘笈寶物牌庫中找到你的門派絕學。
 與此同時，你的門派護衛者會離開遊戲版圖並與你同行。由
此之後，你可以捨棄出牌動作並使用門派護衛者守護技能代
替( 詳見31頁–門派護衛者。)

當門派護衛者離開遊戲版圖，因此空出一個位置，隨機抽取
一位武林高手，以面朝下填補在空位上。

作為正派角色，你可以拜訪任何一位門派護衛者以發動其守
護技能。

當你的聲譽達至大俠級或以上，你可拜訪自己門派的護衛者
以獲得門派絕學作為獎勵。

遊戲開始時，上方整行的卡牌均為門派護衛者。（門派護衛
者永遠以面朝上的方式展示。）

你可以使用主要動作來闖蕩江湖。

遊戲版圖上方及下方的兩行卡牌代表著江湖。

當你闖蕩江湖時，你可以選擇兩行卡牌的其中一張並使用
（如果該卡牌是面朝下，將其翻開成面朝上）。



重要規則︰如果你已擊敗一位武林高手，你不可以再對
其他武林高手發出挑戰。

你會在秘笈寶物牌庫中找到招式秘笈。

當你戰勝武林高手，他會離開江湖並移出遊戲。

如果你在決鬥中戰敗，每3點武功的差距你損失1點「氣」。
(例如︰若你以1-3點武功的差距落敗，你損失1點「氣」；若你
以4-6點武功的差距落敗，則損失去2點「氣」，如此類推。)

所有遊戲版圖上餘下的武林高手牌需要被重新洗勻，再隨機
放回遊戲版圖。

  

除此之外，你同時能夠獲得屬於該
武林高手的招式秘笈，當然你仍然
需要修練才能在決鬥中使用它。

只要你擁有強健體魄(或者運氣)，成功擊敗武林高手的話，
你可以跟一般決鬥一樣增加聲譽。

  

（如果武林高手跟你均需要作招式判定，由你首先抽牌作判定。）

挑戰武林高手，將其卡牌翻開，見識其盧山真面目。

在與武林高手決鬥時，並非採取三局兩勝，而是一局定勝負，
將你已修煉的所有招式的武功加上角色的基礎武功一併計算。

你不可以向武林高手選擇不應戰。

無論是由於門派護衛者離開或武林高手被擊敗，當遊戲版圖上
有空出來的位置，一個新的武林高手便會隨機在江湖上出現。

與門派護衛者不一樣，武林高手以面朝下方式展示。（每次
被翻開後，需要被重新洗勻。）



靜漣能打破這個規則因為她有輕功的特殊技能，容許她免費
跳過第一張牌，她可以再花費1點「氣」跳過第二張牌。

重要提醒：在武林高手或浪遊歷練卡牌被使用之後，所有
來自該組的卡牌需要一併洗勻並面朝下放回。這些卡牌必
須一直保持神秘！ 

•  拜訪一個門派護衛者
 （只有正派角色才可）
•  挑戰武林高手
•  浪遊歷練

闖蕩江湖

武功決鬥

修煉武功

回顧一下，在您的  主要動作中可以執行其中一個動作： 

當你選擇闖蕩江湖，如果你不喜歡翻開的第一張牌，你可以
花費1點「氣」跳過第一張牌，並翻開另一張牌。必須接受第
２張牌並使用。跟隨這個規則，你甚至可以跳過不喜歡的武
林高手來進行浪遊歷練，反之亦然。
 

花費1點「氣」跳過第一張牌，翻開並使用另一張牌。

除了拜訪門派護衛者及挑戰武林高手以外，你也可以在江湖
中遊歷，遭遇各式人物及事件。

這些遭遇由遊戲版圖下方的一行卡牌表示。在浪遊歷練時，
只需選擇其中一張卡牌翻開。

浪遊歷練能為你賺取聲譽或是其他獎勵。可是你要記住，在
江湖打滾永遠伴隨著危險，有些時候總是需要付出一點代價

(詳見33頁–浪遊歷練。)



陰策略牌對武林盟主及江湖敗類無效。 
 

       捨元氣行俠義 聲譽添增
      （江湖好漢+3；大俠+2；盛名英雄+1）

你冒著生命危險行俠仗義，你的英雄事跡傳遍了
整個江湖，這令你的聲譽有所增添。 

行俠仗義

陽策略主要用來自修及自我完善，最適合打算走上盟主之路
的玩家。

會中毒並收到一個「毒」指示物以標示其中毒狀態。 

       施放迷煙 令對手中毒  

你暗地施放毒煙加害對手。遭迷魂煙毒害的玩家 

迷魂煙

       造謠毀謗 損對手聲譽一點   

你在江湖上造謠惑眾，中傷對手令他聲譽被扣1
格。 

散播謠言

       暗中行刺 傷對手元氣兩點  

你招用刺客替你加害對手。被刺客所襲的玩家會
立即失去2個「氣」指示物。 

刺客

陰策略是用來謀害你的對手藉以阻礙他們的進度，陰策略牌
有即時的效用。使用陰策略牌後你會得到一個「邪」指示物。 

策略牌只能在出牌動作中使用，使用了的策略牌該放置到策
略棄牌疊。在武林中打滾，策略的運用與你的成敗猶關。熟
知各款策略牌的用法及其運用之最好時機對你非常重要。  



       舊恨燃鬥志 功力溢升

在出牌動作時使用有仇不報非君子，那麼你在主要動
作選擇與你的仇人決鬥時，你的基礎武功會+3
（注意︰有仇不報非君子只對你的仇人有效）。
在你的回合結束時棄置此牌。 

有仇不報非君子

       干擾對手煉功 稍失平衡走火入魔

對正在修煉武功的玩家使出此走火入魔，他須立即抽
陰陽籤（在策略牌上）去決定他的命運—抽   或 
煉功失敗並失去一「氣」；抽  ︰煉功無礙。 

走火入魔

       探看江湖牌三張 及後放回原位

在你闖蕩江湖之前，利用情報先探看你想要的闖蕩江
湖牌（包括武林高手牌及浪遊歷練牌）在何處，以早
著先機。 

情報

解穴：行動回復自如
       點穴：失主動作一回

把點穴牌放在對手的角色牌上，他便失去下一回合的
主要動作。被點穴的玩家可在出牌動作時使出解穴牌
（如有）為自己解穴。用後即棄置此牌。

點穴/ 解穴

太極策略是較為中性的，有些更帶有雙重用法和效果，因此
太極策略牌可用於多種形勢。 

       寬恕仇人 聲譽添增 
      （江湖好漢+3；大俠+2；盛名英雄+1）

原諒1位仇人，將代表他的仇人指示物翻轉回黑
白色的一面朝上。你的聲譽因此而即時增加。 

怨怨相報何時了

       瞬即煉成武功 此回不得再煉

在前輩的扶助下，你迅速煉成武功。本回合你不
能再選擇修煉武功為你的主要動作。

傳授功力



       （解毒）

如果你身中劇毒，你可在出牌動作中使用解
藥來解毒，解毒後可移除「毒」指示物。 

解藥

任何玩家食用普通食物補同樣數量的元氣，並沒有特定門派
角色可補更多元氣的額外好處。 

燒鷄梨子饅頭

普通食物

視乎你扮演的是哪一個門派之角色，你喜愛的食物會有所不
同。吃自己所屬門派最喜愛的食物會幫助你恢復更多的元氣。 

崑崙派
羊肉鍋

武當派
太極丹

丐幫
酒

少林派
羅漢齋

峨嵋派
燒餅

門派喜愛食物

以下的是可以在出牌動作時使用的物品，它們有即時效用。
這些物品在每回出牌動作時使用數量不限。 

物品牌庫中的各種物品可在江湖旅途中扶你一把，盡早熟知
這些物品的用處有助你好好籌劃你這趟江湖旅程。 



暗器（飛刀及毒鏢）是在決鬥局尾用來為你的武功
加乘以突襲對手的。暗器的使用數量不限，你可以
一次性施出多道暗器，又或可以逐道使出以反擊對
方的暗器來襲。 

       堅甲護身 決鬥不論勝敗 無損元氣

不論決鬥勝負，穿上護身甲可抵銷你在整場決鬥
中失掉的元氣。（注意︰雖然護身甲可保你免失
元氣，但它卻不能免你在決鬥局/整場決鬥中戰
敗的！） 

       橫施暗鏢 失原氣者身受毒傷
      （武功+1）
當你在決鬥中任何局使出毒鏢來提高你的武功數
值，而你的對手在該局中失去元氣才會中毒。你
使用每一毒鏢會得一個「邪」指示物。 

       暗器飛刀 挾擊助戰（武功+2）

決鬥中，你可以在使出招式後，使用飛刀來給你
的武功加乘。 

下列物品只能用於武功決鬥–與其他玩家或闖蕩江湖的人物
決鬥（如武林高手或葉尋一敗。）每張物品牌只能使用一次，
用後須立即棄置。 

       抽策略牌兩張  

你通過閱覽各種兵法書去鑽研策略。兵法書此物品
牌讓你可多抽2張策略牌，並將策略牌添加到你的手
牌中。 

       抽物品牌三張 保留其一 並棄其它 

獲銀両可多買物品。從物品牌庫中抽3張物品牌。
在3張中選1張加到自己的手牌中，將其餘2張棄
置到物品棄牌疊。 

護身甲

毒鏢

飛刀

兵法書

銀両



變體規則：在獲得門派護衛者與你同行之後，你可以在你
的回合任何一刻（決鬥期間除外）使用他的守衛技能一次。
之後，你的門派護衛者將離開遊戲。 
 

崑崙派護衛者•伏燕霖

       世仇

       認定一個聲譽較高的對手為仇人 

武當派護衛者•張真人

       太極

       得   補元氣兩點 得   或   亦補元  

       氣一點  

丐幫護衛者•魯津

       酒豪

       可搜拿於物品疊或棄物疊中的酒  

少林派護衛者•玄凌大師

       向善

       可棄一   策略 以換聲譽一點 限每回  

       一次  

峨嵋派護衛者•范花師姐

       博學

       可棄最多兩個策略 以另取同數新策略

每個門派護衛者的守護技能如下：

在獲得門派護衛者與你同行之後（見第24頁–闖蕩江湖。）的
每個回合，你可以選擇放棄出牌動作以使用門派護衛者的守護
技能一次。（這是選擇性的，若你在出牌動作中沒有可以出或
想出的卡牌，這個選項會很有用。） 



武功:   12        15   19

在與赤燼魔王的決鬥中，抽五行去判定他
的武功值。打敗他並從秘笈寶物牌庫中取
得他的佛爧神掌全套三集。這些招式必須
按集數順序煉成。 

名字︰赤燼魔王        

打敗白臉紫羅煞並從秘笈寶物牌庫中取得
他的紫荊禁典兩集。必須先煉上集。 

名字︰白臉紫羅煞   武功: 17

打敗段振軒並從秘笈寶物牌庫中取得他的
聚魂指。（煉成聚魂指後，你可以在使用
此招的決鬥局中之任何一刻，消耗最多2
點「氣」來為此招式加乘一次。） 

名字︰段振軒      武功: 16

在與楊超的決鬥中，抽陰陽籤去判定他的
武功值。打敗他並從秘笈寶物牌庫中取得
他的陽顥神功。 

名字︰楊超        武功:   10   13   19

在與黑猦怪的決鬥中，抽陰陽籤去判定她
的武功值。打敗她並從秘笈寶物牌庫中取
得她的陰黝心經。 

名字︰黑猦怪      武功:   9   14   18 

一個武俠英雄為了磨練及挑戰自己，以及在江湖留下令人景仰
的事跡，你終究會想挑戰江湖上的武林高手。然而在你挑戰他
們之前，先研究一下每個武林高手的強項和弱點會較明智。



武功:   8    12   16

若你遇上若你遇上葉尋一敗，你可選擇跟他決鬥並打敗他
來增添聲譽（就像你打敗武林高手一樣）；你或
可選擇不應戰（需失去一點聲譽）。葉尋一敗每
被打敗一次，他的聲譽和武功均會提升，直至他
成為盛名英雄為止，他的武功就會到達頂峰。不
管被打敗多少次，葉尋一敗都不會離開江湖！

名字︰葉尋一敗—流浪劍客       

  ︰抽一張牌；（策略或物品）
  ︰棄一張牌；（策略或物品）
  ︰與一對手交換整手牌

鐵面奇俠為人神秘莫測，你若遇上他便需抽陰陽
籤以決定你的命途。 

名字︰鐵面奇俠—神秘行者
 

遇到蟬苦牛時，你可以用手中一張物品牌與他交
換得到你的門派寶物或蟬苦牛隱世珍藏或物品棄
牌疊中的任何一件物品。
（見第34和35頁的「奇珍寶物」。） 

名字︰蟬苦牛—舊物收藏者

遇上神醫甘坦夫，他便會為你解毒及補滿
元氣。
如你不需任何治療（不需補氣或解毒），
你會獲贈甘坦夫稀世藥材！

名字︰甘坦夫—神醫

能出席江湖上的英雄大會令你增添聲譽。 
   江湖好漢︰可增3點聲譽（前進3格）

   大俠︰可增2點聲譽（前進2格）

   盛名英雄︰可增1點聲譽（前進1格）

牌名︰英雄大會 

在【俠路相逢記®】基礎遊戲中，闖蕩江湖時你將有機會遇上
4位江湖人物和1樁江湖事件︰ 



奇珍寶物不屬於手牌的一部分。一旦獲取了，這類牌便不
能被其他玩家偷走，移除或交換。 

       將之贈予對手 可得對方任何一張手牌
      （策略或物品）

畫卷

       抽牌時可選擇抽物品牌兩張 選一保留       
       另一棄之

算盤

這些隱世珍藏只能通過與蟬苦牛—舊物收藏者以物易物獲取。
你可用你手中一物品牌和他交換一隱世珍藏。 

       服食後最高元氣值永久提升至八點

獲贈千年人參後需隨即服用 ，所以它不具任何五
行屬性，因此它不能為武功加乘。 

千年人參

這支極罕有的稀世藥材只能在與甘坦夫—神醫的相遇中才有
幸獲得。只有1個不需要治療的幸運玩家（不用解毒或補氣）
才可獲贈此珍物。 

基本功能—卡牌內文中描述的功能。

五行/陰陽屬性–當你極度需要武功加乘之際而又未能
抽到所需的五行/陰陽符號時，那你可以選擇砸碎門派
寶物或蟬苦牛隱世珍藏以運用它們帶有的五行/陰陽屬
性去為武功加乘。（砸碎的寶物會被移離遊戲。）

奇珍寶物包括門派寶物、蟬苦牛隱世珍藏及甘坦夫稀世藥材。
門派寶物和蟬苦牛隱世珍藏有兩個功能 ：



變成江湖敗類後，你不能使用上述功能。

變成江湖敗類後，你不能使用上述功能。

變成江湖敗類後，你不能使用上述功能。

變成江湖敗類後，你不能使用上述功能。

變成江湖敗類後，你不能使用上述功能。

p

p

p

p

p

       每次抽牌後 可多取策略一張

       若被施   策略 抽得    可抵銷其害

       以向一位盛名英雄乞討物品代替抽牌  
       若對方未能贈予 將失聲譽一點

       暫棄抽牌 潛心誦經 可減邪氣一點

       每次決鬥可發簪一次 及後玉女簪必  
       歸還靜漣所持

這些有門派特定的寶物只供該門派的角色使用。你可通過與蟬苦
牛以物易物獲取自己的門派寶物，在秘笈寶物牌庫可找到它們。 

       抽牌後 可再取棄物疊最上一張牌 
       ( 食物除外)

崑崙派：棋盤

武當派：八卦

丐幫：乞兒兜

少林派：木魚

峨嵋派：玉女簪

苦牛藏集



 你可以在你的回合任何一刻（決鬥期間除外）使用  
 你的邪道技能一次。  

 妳可以在妳的回合任何一刻（決鬥期間除外）使用  
 妳的邪道技能一次。 

江湖敗類：蕭兢天        邪道技能：野蠻

       搶奪一對手任何一張手牌以代替抽牌
      （抽取） 

滿腹憤恨的蕭兢天，誓要讓他的對手在他無情的侵
擾下憻惶惶不可終日！ 

江湖敗類：宋清遙        邪道技能：霸道

       棄   策略一個 以奪取一對手任何一張 
       手牌（抽取） 

宋清遙發現暴虐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可有全權控
制時為啥還要順其自然？ 

江湖敗類：庶老子        邪道技能：殘暴

       若決鬥獲勝 可多損敗者元氣一點

昔日的庶老子以收集殘羹碎片為生。他領悟到只有
弱者才需要被憐憫，他發誓再也不會犯這個錯！ 

江湖敗類：懷荀          邪道技能：匪徒

       決鬥臨前 搶奪對手物品牌一張（抽取） 

可以搶奪的話還客什麼氣！懷荀在跟你決鬥前已經
先掠奪你一番。 

江湖敗類：靜漣          邪道技能：輕黠 

       棄   策略  並取已棄的   策略為己用

厭倦了以輕功行走江湖佔優，靜漣如今寧願靠狡
黠佔盡上風！

變成江湖敗類後，你的角色特殊技能亦隨即變成邪道技能。
研究一下每個角色的邪道技能，預早策劃你的邪魔之道吧！ 



重要提示：當你處於元氣大傷的狀態時，你的對手不能跟
你決鬥或使用「點穴」去拖慢你的復元。

如你在決鬥中被江湖敗類殺死（即失去所有元氣）或在最後
一輪與武林盟主決鬥被其打敗，你將被淘汰。 然而，若所有
玩家都變成江湖敗類，那麼你必須嘗試殺死所有其他玩家去
獨霸武林贏出遊戲，又或要成為存活到最後的唯一玩家去勝
出遊戲呢！

就當你努力尋找了一段時間後，終於讓你找到了神醫甘坦夫！
你可恢復所有「氣」及得解毒（如有中毒），並可立即由抽
牌動作開始繼續你的回合。

跟第一輪一樣，可你現有3次機會去找甘坦夫。（你可以翻開
浪遊歷練牌其中3張。）

你有1次機會試找到甘坦夫。 翻轉遊戲版圖底行浪遊歷練牌
其中1張牌。翻開的若是甘坦夫，你可恢復所有「氣」並得解
毒（如有中毒），你可立即由抽牌動作開始繼續你的回合。
如未能抽到甘坦夫，則把5張浪遊歷練牌洗勻並面朝下放回。

如果你能在元氣大傷後的首兩輪找到甘坦夫，你便可提早復元。

耗盡「氣」的你只能在江湖中徘徊，昐望有天能找到神醫甘坦夫。
若你找到他，他會治癒你恢復你所有元氣，並替你解毒（如有
中毒的話），復元的你可即時重投江湖繼續你的遊戲回合！

儘管元氣代表著你的健康，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你失去所有
元氣並不代表你已死亡。這只意味著你因受重傷而陷入了元
氣大傷的狀態。（此時，吃食物並不能助你恢復元氣。）



問： 招式判定時，若我需要五行中的「木」為招式加乘，我  
   可否從自己手牌中丟棄一張「木」屬性的物品牌去代替  
   在物品牌庫抽牌去判定？

答： 不可以。但你可以選擇砸碎你的門派寶物或蟬苦牛隱世  
   珍藏為招式加乘。（如算盤或木魚，屬性皆是「木」。）

問：問： 在同一決鬥局中，我使用了兩道分別要用不同陰陽符    
   號去加乘的招式（一招需要「陽」；另一招需要「太極」），  
   我要抽兩次陰陽籤去為每招判定，還是只抽一次同時判  
   定兩招？

答： 抽一次。無論你使出任何招式組合，在每個決鬥局（一  
   場決鬥有3局）中你只能抽最多1個五行和1張陰陽籤來為 
   招式判定。

問：問： 我用的角色是靜漣。在某決鬥局中使用玉女簪後，我 還  
   可以在同一決鬥局或其餘決鬥局中砸碎玉女簪以用它的  
   五行屬性為招式加乘嗎？

答： 不可以，一旦在某決鬥局中使用了玉女簪的基本功能，  
   就不能在同一場決鬥內重用或砸碎它。

問：問： 我用的角色是庶老子。我的門派絕學–狂龍百裂掌註明，  
   為充分發揮此招之潛力，我手中不得有任何物品。我的  
   門派寶物或蟬苦牛隱世珍藏是否算作一個物品？

答： 不，它們（奇珍寶物類）不計算為物品。只有一般的物  
   品牌才算。

問：問： 我用的角色是庶老子。變成江湖敗類，我的邪道技能–  
   殘暴讓我在決鬥中打敗對手後可以多傷他一點「氣」。  
   如果我的對手因此而失去他的最後一點「氣」，那我算  
   是殺死了他嗎？ 

答： 是的，多傷對手一點「氣」是決鬥的一部分，因此你算  
   是殺死了他。



問： 情報牌上的內文指我可以探看3張闖蕩江湖牌。3張牌可 
   以包含武林高手和浪遊歷練嗎？

答：絕對可以！

問： 在翻開武林高手牌後，我可否先替他抽招式判定，然後 
   才決定我是要挑戰他還是選擇翻第二次闖蕩江湖牌呢？

答： 不可以，因為一旦抽招式判定即等於你已承諾決鬥了。  
   再者，在決鬥中必定是由挑戰者先抽牌作招式判定的。

問：問： 我明白我不能對元氣大傷（失去所有「氣」）的玩家使 
   用點穴或者跟他決鬥，但是我可以對他使出其他策略牌 
  （例如：「怨怨相報何時了」或「散播謠言」）或者邪道 
   技能（例如：野蠻或霸道）嗎？

答： 可以，所有針對玩家的卡牌效果仍可使用。

問： 當我已經沒有「氣」，需尋找神醫甘坦夫時，我可用靜 
   漣的特殊技能–輕功或情報助我盡早找到甘坦夫嗎？

答：答： 抱歉，在這情況下這些都不適用。
 
問： 我可以寬恕一個已經被淘汰或已死亡的仇人嗎？

答： 不可以。我們認為若你因寬恕某人而獲增聲譽，那麼應 
   該在這個人仍在生的時候寬恕他吧！

問： 我與武林盟主的決鬥最終和局，請問該如何分勝負？

答：答： 成為新一任的武林盟主沒有捷徑，唯一的方法就是打敗 
   武林盟主。抱歉的是您無法戰勝他，也只好退隱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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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have a gameplay question that was 
not answered in the Game Manual?

If so, please visit our online FAQs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