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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件最近更新日期：2022 年 10 月 7 日；中文版更新日期：2022 年 10 月 28 日 

本「发布释疑」文章当中含有与万智牌新系列发布相关之信息，同时集合该系列牌张中所有厘清与判定。
随着新机制与互动的不断增加，新的牌张不免会让牌手用错误的观念来解读，或是混淆其用法；此文之目
的就在于厘清这些常见问题，让牌手能尽情享受新牌的乐趣。随着新系列发售，万智牌的规则更新有可能
让本文的资讯变得过时。请至 Magic.Wizards.com/Rules 来了解最新的规则。 

「通则释疑」段落内含牌张允用范围资讯，并解释本系列中的机制与概念。 

「单卡解惑」段落则为牌手解答本系列牌最重要，最常见，以及最易混淆的疑问。「单卡解惑」段落将为
您列出完整的规则叙述。惟因篇幅所限，仅列举本系列部分的牌。 

 

兄弟之战通则释疑 
 
牌张允用范围 
 
兄弟之战系列中印制之系列代码为 BRO 的牌张，无论其收藏编号为何，均可在以下赛制中使用：标准、先
驱、近代，以及指挥官和其他赛制。自系列发售始，标准赛制中将可使用下列牌张系列：依尼翠：黯夜猎
踪，依尼翠：腥红婚誓，神河霓朝纪，新卡佩纳：喧嚣黑街，多明纳里亚：众志成城，以及兄弟之战。 

对于兄弟之战指挥官产品中的牌张：其上印制之系列代码为 BRC、编号为 1-28（及编号 41-67 的特别版）
的牌张可在指挥官、薪传和特选赛制中使用，但不得用于标准、先驱或近代；至于其上印制之系列代码为
BRC 的重印牌张，则只能用于该牌原本允用的赛制。 

随着兄弟之战系列一道登场的，还有印制之系列代码为 BRR 的复古框重印神器。这些牌只能用于该牌原本
允用的赛制。这类牌张能见于轮抽补充包、系列补充包和聚珍补充包等产品中。 

最后，兄弟之战系列之系列补充包和聚珍补充包中还可能会出现无疆新宇宙：变形金刚牌张，其印制的系
列代码为 BOT。这类新牌可在指挥官、薪传和特选赛制中使用，但不得用于标准、先驱或近代； 

请至 Magic.Wizards.com/Formats 查询各种赛制可用牌张系列与禁用牌的完整列表。 

请至 Magic.Wizards.com/Commander 查询有关指挥官玩法的详情。 

请至 Locator.Wizards.com 查询你附近的活动或贩售店。 

 

新机制：试作牌 
 

https://magic.wizards.com/rules
https://magic.wizards.com/formats
https://magic.wizards.com/Commander
https://locator.wizards.com/


兄弟之战系列中具有「试作牌」～一类其上带有能够反映神器师研制阶段之机制的牌张。试作牌都是具有
多一组法术力费用、力量及防御力这些特征的神器生物，而这第二组特征的内文，会嵌印在该牌文字框上
部。（当以文本格式呈现这类牌张的完整规则文字时，嵌印之文字则会置于该牌其他规则文字之后，并以
「//」双斜杠字符分割。）对于试作牌而言，你既可以利用该牌之正常特征来施放，也可以改而利用该牌之
第二特征来施放其较小的「试作」版。 

闪击自动械 
{七} 
神器生物～组构体 
6/4 
敏捷 
// 
{二}{红} 
试作（你施放此咒语时可选不同法术力费用、颜色和
攻防的版本，其异能与类别不变。） 
3/2 

通常情况下，你要支付{七}来施放闪击自动械。此时，它会是无色的 6/4，具敏捷异能的组构体神器生物，
且其法术力值为 7。但要是你还没有七点法术力怎么办？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改为支付其{二}{红}这一法术
力费用，来施放闪击自动械的试作版本。若你如此作，它会成为红色的 3/2，具敏捷异能的组构体神器生
物，且其法术力值为 3。这另一组特征对堆叠上的生物咒语和战场上的永久物都会生效。 

「试作」其他释疑： 

• 试作牌在除了堆叠或战场以外的其他所有区域中，都是无色牌，若某张试作牌未作为试作咒语施
放，则其在堆叠或战场上也是无色牌。在上述情况中，忽略该牌的副特征。举例来说，于闪击自动
械在你的坟墓场期间，它便是一张法术力值为 7 的无色生物牌。它不能成为重新入列（一个须指定
一张法术力值等于或小于 3 的神器或生物牌为目标的咒语）的目标。 

• 当某张试作牌被作为试作咒语施放时，该咒语便会具有以有色边框嵌印之副文字框中注明的法术力
费用、力量及防御力等特征，而不具有这三项特征的通常数值。其颜色和法术力值会由其第二特征
注明的法术力费用来决定。该咒语结算时所成之永久物，会具有与该咒语相同的特征。如果该咒语
以结算之外的其他方式离开堆叠，或它所成之永久物离开了战场，则它便会立即恢复成正常特征。 

• 对于试作牌而言，无论其施放方式为何，其名称、异能、类别等其他特征始终不会改变。只有法术
力费用、法术力值、颜色、力量和防御力这五项特征，会随着这类牌是否作为试作咒语施放而变
化。 

• 试作异能在任何能施放该咒语的区域中都会生效。举例来说，如果某效应允许你从你坟墓场中施放
神器咒语，则你可以从你坟墓场中施放试作版的闪击自动械。 

• 「施放试作咒语」与「支付该咒语的替代性费用来施放」是两回事。你施放试作咒语时，其他替代
性费用也可能会对其生效。举例来说，如果某效应允许你施放一张神器牌，且不需支付其法术力费
用，则你既可将闪击自动械当作正常咒语来施放，也可将它作为试作咒语来施放。 

• 在施放试作咒语时，只会利用其试作特征来决定其能否合法施放。举例来说，如果你以盛装茜卓的
最后一个异能放逐了闪击自动械，则你能够支付{二}{红}此费用来施放之（因为此时它是红色咒
语），不过你没办法支付其正常费用来将之当作无色咒语来施放。 



• 如果某效应复制了试作咒语，则该复制品（以及它所成之进到战场上的衍生物）会具有与试作咒语
相同的特征。类似地，如果某效应派出一个为某试作永久物之复制品的衍生物，或使另一个永久物
成为前述试作永久物之复制品，则所成的复制品会具有与该试作衍生物相同的特征。 

 

复出机制：融合牌 
 
万智牌的牌张之间常能强强联手，发挥更大效益，但有些牌能以字面上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
用两张牌代表的单一永久物。 

作为下面这对融合牌组示例的两张牌是自然圣所亚格斯和盖亚之声泰坦尼亚。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两张牌
的运作方式与普通万智牌牌张无异，但如果当盖亚之声泰坦尼亚的最后一个异能结算时，你同时拥有并在
战场上操控这对融合牌，则它们会组成一张大型牌：盖亚化身泰坦尼亚。盖亚化身泰坦尼亚的上半部分印
在盖亚之声泰坦尼亚此牌的背面。下半部分则印在自然圣所亚格斯此牌的背面。 



自然圣所亚格斯 
地 
除非你操控传奇绿色生物，否则自然圣所亚格斯须横
置进战场。 
{横置}：加{绿}。 
{二}{绿}{绿}，{横置}：派出一个 2/2 绿色的熊衍生生
物，然后磨三张牌。只能于法术时机起动。 
（与盖亚之声泰坦尼亚融合。） 
//// 
盖亚之声泰坦尼亚 
{一}{绿}{绿} 
传奇生物～元素 
3/4 
延势 
每当一张或数张地牌从任何区域进入你的坟墓场时，
你获得 2 点生命。 
在你的维持开始时，若你坟墓场中有四张或更多地
牌，且你同时拥有并操控盖亚之声泰坦尼亚和一个名
称为自然圣所亚格斯的地，则放逐后两者，然后将它
们融合为盖亚化身泰坦尼亚。 
//// 
盖亚化身泰坦尼亚 
颜色标志：绿色 
传奇生物～元素／圣者 
*/* 
警戒，延势，践踏，敏捷 
盖亚化身泰坦尼亚的力量和防御力各等同于由你操控
的地数量。 
当泰坦尼亚进战场时，将所有地牌从你的坟墓场横置
移回战场。 
{三}{绿}：在目标由你操控的地上放置四个+1/+1 指
示物。它成为 0/0，具敏捷异能的元素生物。它仍然
是地。 

• 当盖亚之声泰坦尼亚与自然圣所亚格斯融合时，得到的会是一个生物：盖亚化身泰坦尼亚。只不过
这个生物是由两张牌来代表。如果该融合生物死去，则这两张牌都会进入你的坟墓场。于它离开战
场时，这两张牌都会翻回正面。如果这些牌被置于你的牌库顶或牌库底，由你来决定这两张牌之间
的顺序。 

• 每对融合牌组中都会有一张牌具有这样的异能：让你放逐此组两张牌并将其融合。如果对该异能中
提及的各名称而言，由你操控且具该名称的物件多于一个，则你选择其中一个来放逐。 

• 当放逐这两张牌并融合时，这些牌均离开战场，然后作为一个全新的物件移回，此物件与任一离开
战场者毫无关联。曾影响这两张牌的指示物、灵气、武具及其他效应，不会影响已融合的永久物。 

• 只有属于同一融合牌组的两张牌才能融合。衍生物，不是融合牌之牌张，以及不属于同一融合牌组
的融合牌不能融合。如果某效应要求牌手融合不能融合的牌张，则这些牌会留在放逐区。 



• 当某张融合牌位于战场以外的其他区域时，它就只具有其正面的特征。它在战场且正面朝上时也是
如此。 

• 当已融合的永久物在战场上时，它只有其组合背面所述的特征值。会影响新物件将如何进战场的任
何效应，都只会将组合背面视作一个整体来对待。 

• 请注意，由组合背面所代表之永久物上面有颜色标志。 

• 已融合的永久物之法术力值为其正面的两个法术力值之总和。成为已融合永久物之复制品的生物，
只有其组合背面所属的特征值，且其法术力值为 0。 

• 当要求牌手说出一张牌的名称时，该牌手可以说出组合背面的名称，且所有牌手随时均有权利了解
组合背面之特征。 

• 如果有效应将已融合的永久物移至新的区域，然后会影响「该牌」，则该效应会同时影响两张牌。 

• 在指挥官玩法中，融合牌的标识色仅由其正面之法术力费用和规则叙述的法术力符号来决定。融合
而成之永久物上的符号或规则叙述文字都不会影响其标识色。 

 

复出机制：破坟 
 
施放强力咒语固是美事一桩，但有时发掘过往同样有用。破坟这一复出机制让某些永久物牌能最后一次重
返战场。此前，破坟基本只在生物牌上出现，但兄弟之战系列中有部分神器牌也具有此机制。 

阿士诺的索命械 
{二} 
神器生物～组构体 
3/1 
每当阿士诺的索命械攻击时，将目标牌从坟墓场放
逐。 
破坟{一}{黑}（{一}{黑}：将此牌从你的坟墓场移回战
场。它获得敏捷异能。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或
若它将离开战场，将它放逐。只能于法术时机破
坟。） 

米斯拉的书案 
{一} 
神器 
{一}，{横置}，牺牲米斯拉的书案：放逐你牌库顶的
两张牌。选择其中一张。直到你下一个回合的回合结
束，你可以使用该牌。 
破坟{一}{红}（{一}{红}：将此牌从你的坟墓场移回战
场。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或若它将离开战场，
将它放逐。只能于法术时机破坟。） 

• 如果你起动了某牌的破坟异能，但在此异能结算前，它便被移出你的坟墓场，则破坟异能结算时没
有效果。 



• 起动牌上的破坟异能，与「施放该牌」是两回事。放入堆叠的是其破坟异能，而不是这张牌。与起
动式异能互动的咒语或异能（例如拆除装配的第二项模式）会与破坟异能产生互动，但与咒语互动
的咒语或异能（例如离散射线）则不会。 

• 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以破坟方式返回战场的永久物会被放逐。这属于延迟触发式异能，并且
如拆除装配这类能反击触发式异能的效应都可反击之。如果此延迟触发式异能被反击，则该永久物
将留在战场上，且该异能不会再次触发。不过，如果该永久物离开战场，破坟的替代性效应依旧会
放逐该永久物。 

• 破坟会将敏捷异能赋予移回战场的永久物（就算它不是生物牌也是如此）。然而，它并未将这两个
「放逐」异能赋予该永久物。如果该永久物失去其所有异能，则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它仍将被
放逐；而如果它要离开战场，则仍会改为将其放逐。 

• 如果以破坟方式返回战场的永久物将因任何理由离开战场，则它会改为被放逐～除非使此永久物离
开战场的咒语或异能确实是要把它放逐！在这情况下，该咒语或异能会成功放逐它。如果该咒语或
异能随后再将其移回战场（例如静态网），该永久物牌移回战场时将是全新的物件，与其先前的存
在状况毫无关联。破坟效应不再对它生效。 

 

复出机制：魔力石衍生物 
 
魔力石这一预定义衍生物起初先在多明纳里亚：众志成城系列中的部分牌张上登场；来到兄弟之战，这一
衍生物再度复出，且亮相频次也有所提高。你能横置这类衍生物来产生无色法术力，且这份法术力除了不
能用来施放非神器咒语以外，其他场合均可利用。 

法拉吉掘古 
{三}{绿}{绿} 
法术 
派出三个已横置的魔力石衍生物。你获得 3 点生命。
（这些衍生物是具有「{横置}，加{无}。此法术力不
能用来施放非神器咒语」的神器。） 

• 魔力石衍生物是一种预定义衍生物。每个此类衍生物都具有「魔力石」此神器类别，且具有异能
「{横置}：加{无}。此法术力不能用来施放非神器咒语。」 

• 只要是非神器咒语以外的东西，你就可以用魔力石衍生物产生的这份{无}来支付。这包括支付用于
起动神器或非神器永久物之异能的费用，支付守护费用，等等。 

• 虽然兄弟之战系列中所有能派出魔力石衍生物的牌，派出的都是已横置的魔力石衍生物，但「横置
进战场」并不属于该衍生物预定义内容的一部分。特别一提，如果你派出一个为魔力石衍生物复制
品的衍生物，则该衍生物不会是横置进战场。 

 

复出机制：晕眩指示物 
 
晕眩指示物最初于多明纳里亚：众志成城系列中登场。这种特殊指示物能够让已横置的永久物不能重置。 



强制冷却 
{三}{蓝} 
法术 
横置至多两个目标神器和／或生物。在其上各放置两
个晕眩指示物。（如果某个其上有晕眩指示物的永久
物将成为未横置，则改为从其上移去一个晕眩指示
物。） 

• 如果某个其上有眩晕指示物的已横置永久物将成为未横置（即重置），则会改为从其上移去一个晕
眩指示物。这属于替代性效应。 

• 无论是因任何原因要重置该永久物（包括牌手在其重置步骤重置已横置的永久物），此动作都会被
晕眩指示物替代。 

• 如果某永久物上有数个晕眩指示物，则其每次成为未横置时，只会从其上移去一个晕眩指示物。 

• 如果改为移去晕眩指示物，则注记于永久物「成为未横置」时触发的异能不会触发。 

• 如果某费用包括了「重置一个永久物」此动作（例如金圆喷泉的第一个异能），则你也能透过「重
置」一个已横置且其上有晕眩指示物的永久物来支付该费用。这样会移去晕眩指示物，且该生物仍
为已横置，但这样仍算作是支付了该费用。 

• 另一方面，如果某费用包括了「重置数个永久物」此动作（例如金圆喷泉的后两个异能），则你在
支付该费用时不能多次「重置」同一个永久物。 

• 晕眩指示物独立于产生其的效应而存在。如果某永久物上没有晕眩指示物，则它便会如常重置。 

• 晕眩指示物不属于关键字指示物，不会让其上有这类指示物的永久物获得任何异能，也不会受到令
永久物失去所有异能之效应的影响。 

 

新关键字动作：转换 
新关键字动作：远超所见 
新关键字异能：金属生命体 
 
这些机制随着无疆新宇宙变形金刚牌的亮相而登场，且仅见于变形金刚牌上。所有变形金刚双面牌的正面
都是机器人神器生物，背面都是非生物神器（通常是载具），且每当有效应让你转换它时，它就会在战场
上变形。你也可以通过支付变形金刚双面牌正面的远超所见费用，来施放已转换的该牌。最后，变形金刚
双面牌的载具那面都具有金属生命体此异能，令其在它操控者的回合中自动成为生物。 



神准射士阿尔茜 
{一}{红}{白}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2/2 
远超所见{红}{白}（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支
付{红}{白}。） 
先攻 
{一}，从阿尔茜上移去一个或数个+1/+1 指示物：它
对目标生物造成等量伤害。转换阿尔茜。 
//// 
腾空飞驾阿尔茜 
颜色标志：红色，白色 
传奇神器～载具 
2/2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每当你施放以一个或数个由你操控之生物或载具为目
标的咒语时，在阿尔茜上放置等量的+1/+1 指示物。
转换阿尔茜。 

「转换」释疑： 

• 转换此关键字的运作方式，与见于其他牌上之转化无异；要转换某个战场上的永久物，便将它翻
面，令其另一面朝上。 

• 对战场上已转换的永久物而言，无论其哪一面朝上，其法术力值均等同于该牌正面的法术力值。 

• 转换某永久物并不会影响其上贴附的灵气或武具。类似地，该永久物上的任何指示物在它转换后依
旧会留在其上。由已结算之咒语或异能所产生的持续性效应也会继续作用于其上。堆叠上以某永久
物为目标的任何咒语或异能，在该永久物转换之后，依旧会继续以其为目标。 

• 注记于「每当一个永久物转化时」触发的触发式异能，在永久物转换时也会触发。 

• 类似地，如果其他牌上的某个异能让你「转化」一张变形金刚双面牌，则你会依该叙述转换之，就
算该异能上没用到「转换」此字眼也是一样。 

「远超所见」释疑： 

• 「远超所见[费用]」意指「你可以支付[费用]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而不支付其法术力费用。」它在
任何能施放该咒语的区域中都会生效。 

• 该费用属于替代性费用，因此不能与其他替代性费用组合支付。但它能与其他额外费用（如适用）
组合支付。 

• 当你利用某咒语的远超所见异能来施放它时，该牌是以背面朝上的状态来进入堆叠。所成之咒语具
有该面上的所有特征。 

• 要计算咒语的总费用，先从要支付的法术力费用或替代性费用开始（例如远超所见费用），加上费
用增加的数量，然后再减去费用减少的数量。利用远超所见异能施放之咒语的法术力值由该牌正面
的法术力费用决定，与施放该咒语时支付的总费用无关。 



• 以此法施放的咒语会背面朝上地进战场。 

• 如果你复制了某个以此法施放之永久物咒语，则该复制品会具有该牌背面的特征，就算复制品本身
不是双面牌亦然。 

「金属生命体」释疑： 

• 「金属生命体」意指「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永久物便是神器生物，且仍具有原本类别。」 

• 于载具是生物期间，它会具有其上印制的力量和防御力。 

• 如果另一个永久物的某个静止式异能只会对非生物永久物生效，则该异能只会在对手回合期间，对
具金属生命体的载具生效。举例来说，如果你操控腾空飞驾阿尔茜和器械进击，则于你的回合中，
阿尔茜会是 2/2 神器生物，而在对手的回合中，它会是 3/3 神器生物（因为其法术力值为 3）。 

 

中文版勘误 

• 本系列印制之「魔法大师河鼓」牌张（收藏编号 51/287，及其收藏编号为 314 之宽图版）中文版
之生物误。牌上印制的生物类别误作「人类／神器师／参谋」，正确的应为「人类／法术师／参
谋」。特此勘误。本牌更新后的规则叙述请见后文单卡解惑部分。 

 

兄弟之战主系列单卡解惑 
（以下按中文牌名拼音顺序排列） 
 

阿基夫之盾穆雷尔 
{三}{白} 
传奇生物～人类／士兵 
3/4 
于你的回合中，所有对手都不能施放咒语或起动神
器，生物或结界的异能。 
每当阿基夫之盾穆雷尔攻击时，派出 X 个 1/1 无色士
兵衍生神器生物，X 为由你操控的士兵数量。 

• 起动式异能会包含冒号。通常会写成「[费用]：[效应]。」有些关键字异能也属于起动式异能（例如
佩带和破坟），它们的规则提示中会包含冒号。 

• 阿基夫之盾穆雷尔的第一个异能会让对手无法起动战场上为神器、生物和／或结界之永久物的起动
式异能。它不会让对手不能起动位于战场以外区域之牌张上的起动式异能。特别一提，这意味着对
手仍能起动其坟墓场中牌上的起动式异能（例如破坟）。 

 



矮人颂锻师 
{一}{红} 
生物～矮人／法术师 
1/3 
守护～支付 2 点生命。（每当此生物成为由对手操控
之咒语或异能的目标时，除非该牌手支付 2 点生命，
否则反击之。） 
灵技（每当你施放非生物咒语时，此生物得+1/+1 直
到回合结束。） 

• 只要你施放的咒语不含生物此类别，灵技异能便会触发。对于具多个类别的咒语而言，只要此咒语
诸类别中包含生物（例如神器生物），灵技异能便不会在你施放此咒语时触发。使用地不会触发灵
技异能。 

• 灵技异能进入堆叠时会位于触发此异能之咒语的上方。它会比该咒语先一步结算。 

• 灵技异能触发之后，便与触发此异能之咒语再无关联。就算该咒语被反击，灵技异能仍将结算。 

 

爆裂地带 
地 
爆裂地带进战场时上面有一个充电指示物。 
{横置}：加{无}。 
{X}{X}，{横置}：在爆裂地带上放置 X 个充电指示物。 
{三}，{横置}，牺牲爆裂地带：消灭所有法术力值等
同于爆裂地带上充电指示物数量的非地永久物。 

• 像{X}{X}这样的起动费用，其意义为：你要支付的费用是 X 的两倍。若你希望 X 等于 3，则你起动
爆裂地带的异能时便须支付{六}。 

• 衍生物通常没有法术力费用（除非它已复制了别的东西）。而在正常情况下没有法术力费用的东
西，其法术力值为 0。 

• 如果某个永久物的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则 X 视为 0。 

 

兵员配置械 
{五} 
神器生物～组构体 
4/6 
在你的结束步骤开始时，若你操控两个或更多其他生
物，则抓一张牌。 
{三}{白}：派出一个 1/1 无色士兵衍生生物。 
破坟{二}{白}{白} 

• 你在该异能触发和结算这两个时点，都必须操控两个或更多其他生物。如果在上述任一时点你操控
的其他生物数量少于两个，则你便不会抓牌。 



 

捕空蜘蛛 
{二}{黑}{绿} 
生物～蜘蛛 
3/3 
延势 
当捕空蜘蛛进战场时，你可以牺牲另一个生物。当你
如此作时，消灭目标非地永久物。 
当捕空蜘蛛死去时，你可以获得等同于你坟墓场中生
物牌数量的生命。若你如此作，则从你的坟墓场放逐
捕空蜘蛛。 

• 捕空蜘蛛的第一个触发式异能没有目标。如果你选择牺牲另一个生物，则会另有触发式异能（称为
「自身」触发式异能）进入堆叠，而你是在此时才需选择一个目标非地永久物。牌手可以如常回应
这第二个触发式异能。 

• 特别一提，这意味着牌手要在你做出是否要牺牲生物的决定之后，才会知晓你打算指定哪个非地永
久物为目标。 

 

不弃同袍 
{四}{黑} 
法术 
如果此咒语以法术力值等于或小于 3 的生物牌为目
标，则减少{三}来施放。 
将目标生物牌从你的坟墓场移回战场。 

• 如果该目标生物牌的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则 X 为 0。 

 

拆除装配 
{一}{蓝} 
瞬间 
选择一项～ 
•反击目标神器或结界咒语。如果以此法反击了该咒
语，则改为将它放逐，而非置入拥有者的坟墓场。 
•反击目标起动式或触发式异能。 

• 起动式异能会包含冒号。通常会写成「[费用]：[效应]。」有些关键字异能也属于起动式异能（例如
佩带和破坟），它们的规则提示中会包含冒号。 

• 触发式异能会运用「当～」，「每当～」或「在～时」等字眼。此类异能常见的格式为「[触发条
件]，[效应]」。 

• 诸如正常抓牌、战斗伤害或将牌面朝下的生物翻回牌面朝上等这些都属于回合动作或特殊动作，这
类动作都不能指定为目标。也不能指定法术力异能为目标。 



• 最后一项模式可以指定延迟触发式异能为目标。特别一提，「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将已破坟
之永久物放逐」此事亦属于触发式异能，该模式也可以将其指定为目标。如果该延迟触发式异能被
反击，则该已破坟的永久物就会一直留在战场上。不过，如果它将死去或因故将离开战场，则仍会
被放逐。 

 

彻底摧毁 
{二}{红} 
法术 
此咒语不能被反击。 
消灭目标神器。如果其法术力值等于或小于 1，则抓
一张牌。 

• 「此咒语不能被反击」意指此咒语不会被反击，就连守护此关键字异能也反击不了。如果该咒语指
定一个具守护的神器为目标，则虽然该咒语的操控者仍能支付守护费用，但就算该牌手不支付此等
费用，彻底摧毁也不会被反击。 

 

成仁冲击波 
{三}{红} 
瞬间 
牺牲一个生物，以作为施放此咒语的额外费用。 
成仁冲击波对任意一个目标造成伤害，其数量等同于
所牺牲生物的力量。抓一张牌。 

• 会检查所牺牲的生物在战场上已知的最后存在状况来决定其力量。 

• 施放此咒语时，你必须牺牲正好一个生物。你无法不牺牲生物就施放此咒语，且你也不能牺牲一个
以上的生物。 

• 要等到施放完此咒语、支付完其所有费用之后，牌手才能回应之。没人能试图影响你所牺牲的生物
来让你无法施放此咒语。 

 

重新入列 
{一}{白} 
法术 
将目标法术力值等于或小于 3 的神器或生物牌从你的
坟墓场移回战场。如果以此法进战场的是生物，则其
进战场时上面额外有一个+1/+1 指示物。 

• 如果以此法将一个非生物神器移回战场，同时又有其他效应使得该神器在战场上时会是个生物（例
如器械进击的异能），则该神器进战场时上面会有额外的+1/+1 指示物。 

 



达硌士的打造 
{三}{绿} 
瞬间 
在目标由你操控的神器，生物或地上放置两个+1/+1
指示物。重置该永久物。如果它不是生物，则它成为
0/0 生物，且仍具有原本类别。 

• 达硌士的打造并未让生物获得敏捷异能，因此如果某个在你维持开始之后才进战场的非生物永久物
以此法成为了生物，则它要等到你的下一个回合才能攻击。其上所有费用中包含{横置}符号的起动
式异能，也要等到你的下一个维持步骤当中才能起动。特别一提，这意味着如果某个在你上一个维
持之后才进战场的地以此法成为了生物，则你也不能横置它来产生法术力。 

• 如果以此法成为生物的神器或地是从你维持开始之后便一直在战场上（就算维持开始时还不是生物
也一样），则它便能在你的回合中攻击，其异能也可以起动。 

 

敌意谈判 
{三}{黑} 
瞬间 
放逐你牌库顶的三张牌并牌面朝下地放作一堆，然后
放逐你牌库顶的三张牌并牌面朝下地放作另一堆。检
视各牌堆的牌，然后选择一堆并将其翻为牌面朝上。
由任一对手选择其中一堆。将该堆牌置于你手上，另
一堆则置入你的坟墓场。你失去 3 点生命。 

• 如果你牌库中的牌数少于六张，则第二堆中的牌数会比第一堆少。如果你牌库中的牌数少于四张，
则只会有第一堆中有牌，第二堆会是空的。虽然你可以选择将空的牌堆翻为牌面朝上，但除非你的
对手特别慷慨，否则对方无论怎样都一定会让你去拿空的那堆。 

 

动力炉工人 
{五} 
神器生物～组装工人 
4/4 
{三}：动力炉工人得+2/+2 直到回合结束。如果你操
控名称为矿脉工人和高塔工人的生物，则改为在动力
炉工人上放置两个+1/+1 指示物。每回合只能起动一
次。 

• 如果于该异能结算时，你操控至少一个名称为矿脉工人的生物，和至少一个名称为高塔工人的生
物，则动力炉工人就会改为得到两个+1/+1 指示物，而不是得+2/+2。 

 



断根收成 
{二}{绿} 
瞬间 
磨五张牌。你可以将以此法磨掉的一张永久物牌置于
你手上。（磨一张牌的流程是将你牌库顶的牌置入你
坟墓场。） 

• 如果有替代性效应改为将所磨掉的牌放逐，而不是置入坟墓场，则此效应仍能对放逐区中「以此法
磨掉」的牌生效。 

 

对称间质 
{四} 
神器 
每当一个力量与防御力相等的生物在你操控下进战场
时，你可以支付{一}。若你如此作，则抓一张牌。 

• 如果有一个或数个对进战场之生物生效的静止式异能会更改该生物之力量或防御力，则在决定对称
间质的异能是否会触发时，会将这类异能考虑在内。对于会影响进战场之生物的替代性效应，也是
同样处理，例如进战场时上面有一个或数个+1/+1 指示物，或作为另一个生物的复制品来进战场这
类。 

 

多重宇宙加身 
{六}{蓝}{蓝} 
结界 
你可以随时检视你的牌库顶牌。 
你可以从你的牌库顶使用地和施放咒语。 
仅于你的每个回合中且限一次，你可以从你手上或你
的牌库顶施放咒语，且不需支付其法术力费用。 

• 你利用第二个异能来施放咒语和使用地时，仍须遵循正常时机规则，且须支付以此法施放之咒语的
所有费用。以此法施放咒语时，你可以选择支付该咒语可能会具有之任何替代性费用或非强制性的
额外费用（例如增幅费用）。你必须支付任何强制性的额外费用。 

• 你利用最后一个异能以「不支付其法术力费用」的方式来施放咒语时，虽然不能支付替代性费用，
但你仍能选择支付该咒语可能具有之任何非强制性的额外费用（例如增幅费用）。你必须支付任何
强制性的额外费用。 

• 你利用多重宇宙加身的最后一个异能来施放具试作异能的牌时，可以选择是要正常施放，还是要将
它作为试作咒语来施放。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不需支付其法术力费用。 

• 如果多重宇宙加身离开战场，且稍后再度返回（或你使用了另一个），则它会算是一个全新物件，
且无论你本回合之前是否利用曾在战场之旧结界的最后一个异能来施放咒语，你都可以利用新结界
的该异能来如此作。 

• 类似地，如果你操控数个多重宇宙加身（成了多重宇宙多重加身），则每个多重宇宙加身的最后一
个异能都会单独生效；这样在你的每个回合中，各结界都会让你有一次机会来施放咒语，且不需支



付其法术力费用。在此情况下，你需要记录你是用哪个结界的许可来以此法施放咒语（因为可能会
出现这种情况：你当回合还没来得及利用某个多重宇宙加身的许可来施放咒语时，该结界就已经离
开战场）。 

 

恶魔意图 
{一}{黑} 
法术 
牺牲一个生物，以作为施放此咒语的额外费用。 
从你牌库中搜寻一张牌，将该牌置于你手上，然后洗
牌。 

• 施放此咒语时，你必须牺牲正好一个生物；你无法不牺牲生物就施放此咒语，且你也不能牺牲一个
以上的生物。 

• 要等到施放完此咒语、支付完其所有费用之后，牌手才能回应之。没人能试图消灭你所牺牲的生物
来让你无法施放此咒语。 

 

萼城的凯拉皇后 
{一}{红}{白} 
传奇生物～人类／贵族 
2/3 
{四}，{横置}：弃掉你的手牌，然后抓等量的牌。你
可以选择一张以此法弃掉且法术力值为 1 的神器或生
物牌，然后对法术力值为 2 和 3 的神器或生物牌执
行同样流程。将这些牌移回战场。只能于法术时机起
动。 

• 你可以从弃掉的牌之中选择以下牌张，且均为非强制：一张法术力值为 1 的神器或生物牌，一张法
术力值为 2 的神器或生物牌，以及一张法术力值为 3 的神器或生物牌。然后将所有选中的牌同时放
进战场。 

• 如果有替代性效应改为将你以此法弃掉的牌放逐，而不是置入坟墓场，则萼城的凯拉皇后之异能仍
可以在放逐区中找到你弃掉的这些牌。你仍可以利用凯拉皇后的异能来将以此法弃掉的牌放进战
场。 

 

萼城亲王克撒 
{二}{白}{蓝}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 
2/3 
由你操控的神器生物得+2/+2。 
{六}：派出一个衍生物，此衍生物为目标由你操控的
神器之复制品，但它是 1/1 士兵生物，且仍具有原本
类别。 



• 对萼城亲王克撒的起动式异能而言，此衍生物所复制的，就只有原版永久物上所印制的东西而已
（除非该永久物也复制了其他东西或是个衍生物；后文将详述），但所列之特征除外。它不会复制
下列状态：该生物是否为横置，它上面有没有指示物、结附了灵气、装备了武具，或是其他改变了
其力量、防御力、类别、颜色等等的非复制效应。 

• 该衍生物会是个士兵生物，且仍具有原本类别。其基础力量和防御力为 1/1。这是该衍生物供其他
效应复制的可复制特征值。 

• 如果所复制之永久物的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则 X 视为 0。 

• 如果所复制之永久物本身已经复制了别的东西，则该衍生物进战场时，会是所选的永久物复制的样
子，且仍具有前列但书。 

• 如果所复制的永久物是个衍生物，则克撒所派出的衍生物会复制将该衍生物放进战场的效应原本所
注明的特征，且仍具有前列但书。 

 

非瑞克西亚视像 
{二}{红}{红} 
结界 
在你的维持开始时，放逐你的牌库顶牌。本回合中，
你可以使用该牌。 
在你的结束步骤开始时，若你本回合中未从放逐区使
用过牌，则派出一个已横置的魔力石衍生物。（它是
具有「{横置}：加{无}。此法术力不能用来施放非神
器咒语」的神器。） 

• 你利用非瑞克西亚视像的第一个异能使用牌时，仍须遵循正常的时机规则，且如果它是咒语，则你
必须支付所有费用才能施放之。 

• 如果你因故从放逐区中使用了牌，则其最后一个异能便不会触发，就算你使用的是以其第一个异能
放逐的牌也一样。 

• 如果你以其第一个异能放逐的牌是瞬间，则你可以在你的结束步骤中、非瑞克西亚视像最后一个异
能已结算并派出魔力石衍生物之后，再施放该瞬间。我们称之为两者兼得。 

 

非瑞克西亚噬生亚龙 
{七} 
神器生物～非瑞人／亚龙 
7/5 
威慑，系命 
守护～支付等同于非瑞克西亚噬生亚龙力量的生命。 
// 
{一}{黑}{黑} 
试作（你施放此咒语时可选不同法术力费用、颜色和
攻防的版本，其异能与类别不变。） 
3/3 



• 对手如想要让该咒语或异能结算，则其所需支付的生命数量，须等同于守护异能结算时非瑞克西亚
噬生亚龙的力量，而此数值可能会与守护异能触发式它的力量不同。如果于守护异能结算时，非瑞
克西亚噬生亚龙已不在战场，则利用它最后在战场上时的力量，来决定该牌手须支付的生命数量
（但如果非瑞克西亚噬生亚龙是该咒语之唯一目标的话，此时该咒语就已经失去了所有合法目标；
就算牌手支付了生命，它也不会结算）。 

 

腐化 
{五}{黑} 
法术 
腐化对任意一个目标造成伤害，其数量等同于由你操
控的沼泽数量。你获得等同于以此法所造成的伤害之
生命。 

• 腐化会计算所有由你操控、且副类别为沼泽的地，而不仅是名称为「沼泽」者。 

 

钢铁炽天使 
{六} 
神器生物～天使 
5/4 
飞行 
在你回合的战斗开始时，选择飞行，警戒或系命。目
标由你操控的生物获得该异能直到回合结束。 
// 
{一}{白}{白} 
试作（你施放此咒语时可选不同法术力费用、颜色和
攻防的版本，其异能与类别不变。） 
3/3 

• 你在将钢铁炽天使的触发式异能放进堆叠时，就需决定目标生物。你是在该异能结算时，才选择要
让该生物获得哪个异能。 

 

钢油幻梦 
{黑} 
法术 
目标对手展示其手牌。你选择其中一张神器或生物
牌，然后选择其坟墓场中一张神器或生物牌。放逐所
选之牌。 

• 如果该牌手展示出了神器或生物牌，则你必须从其手上选择一张此类牌。类似地，如果该对手坟墓
场中有神器或生物牌，则你也必须从其中选择一张。 

• 如果该对手手上没有神器或生物牌，则你仍须从其坟墓场中选择一张神器或生物牌来放逐。 



 

高塔工人 
{三} 
神器生物～组装工人 
1/3 
延势 
{横置}：加{无}。如果你操控名称为矿脉工人和动力
炉工人的生物，则改为加{无}{无}{无}。 

• 如果你操控至少一个名称为矿脉工人的生物，和至少一个名称为动力炉工人的生物，则你就会改为
加{无}{无}{无}，而不是{无}。 

 

根缆拼合械 
{五} 
神器生物～魔像 
5/5 
{三}{绿}{绿}，牺牲根缆拼合械：派出一个 X/X 无色魔
像衍生神器生物，X 为根缆拼合械力量的三倍。它获
得敏捷异能直到回合结束。只能于法术时机起动。 
// 
{一}{绿} 
试作（你施放此咒语时可选不同法术力费用、颜色和
攻防的版本，其异能与类别不变。） 
2/3 

• 利用根缆拼合械最后在战场上时的力量（而非此生物牌在坟墓场中的力量）来决定 X 的数值。 

 

过度自责 
{四}{黑} 
瞬间 
你坟墓场中每有一张生物牌，此咒语便减少{一}来施
放。 
放逐目标生物或鹏洛客。 

• 过度自责的第一个异能，不会改变它的法术力费用或法术力值。它就只是减少施放咒语时的费用。 

• 过度自责的第一个异能无法将它的费用降到少于{黑}。 

 



壕沟备战 
{一}{白}{白} 
结界 
由你操控的生物得+1/+1。 
{五}{白}：放逐目标不由你操控的非地永久物，直到
壕沟备战离开战场为止。只能于法术时机起动且只能
起动一次。 

• 这个起动式异能为一个单一异能，会产生两个一次性效应：一个在该异能结算时放逐该永久物，另
一个在壕沟备战离开战场后立即将所放逐的牌移回战场。 

• 如果壕沟备战在其起动式异能结算前便已离开战场，则该目标永久物不会被放逐。 

• 贴附于所放逐永久物上的灵气会进入其拥有者的坟墓场。贴附于所放逐生物上的武具会被卸装并留
在战场上。所放逐永久物上的任何指示物将会消失。 

• 如果衍生物被放逐，它将会消失。它将不会移回战场。 

• 在多人游戏中，如果壕沟备战的拥有者离开了游戏，所放逐的牌将移回战场。因为将该牌移回的这
个一次性效应不属于会进入堆叠的异能，所以它也不会随着离开游戏之牌手在堆叠上的其他咒语或
异能一同消失。 

• 此起动式异能每盘游戏只能起动一次。如果该异能被反击，或是在起动后因故未能结算，则它就不
能再度起动。 

• 如果壕沟备战离开战场，且稍后返回，则它会是个战场上的全新物件，与它先前的存在状况并无关
联。你可以再度起动它的异能，就算该异能之前其在战场上时已起动过也是一样。 

 

壕沟伏兽 
{四}{黑} 
生物～野兽／惊惧兽 
4/5 
只要你本回合中已抓两张或更多牌，壕沟伏兽便具有
死触与系命异能。 

• 就算你抓牌时壕沟伏兽还不在战场上也没关系。如果你抓两张牌，然后施放壕沟伏兽，则它本回合
中会具有死触与系命。 

 

合金物灵师 
{绿} 
生物～人类／德鲁伊 
1/1 
{二}{绿}：直到回合结束，目标由你操控的非生物神
器成为 4/4 神器生物。 

• 于合金物灵师的异能结算时，该目标永久物仍会具有它成为神器生物前所具有的其他牌张类别和副
类别。 



 

护国勋爵克撒 
{一}{白}{蓝}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 
2/4 
你施放的神器、瞬间与法术咒语减少{一}来施放。 
{七}：如果由你同时拥有并操控护国勋爵克撒和一个
名称为强能石与弱能石的神器，则放逐它们，然后将
它们融合为鹏洛客克撒。只能于法术时机起动。 
//// 
强能石与弱能石 
{五} 
传奇神器～魔力石 
当强能石与弱能石进战场时，选择一项～ 
•抓两张牌。 
•目标生物得-5/-5 直到回合结束。 
{横置}：加{无}{无}。此法术力不能用来施放非神器咒
语。 
（与护国勋爵克撒融合。） 
//// 
鹏洛客克撒 
颜色标志：白色，蓝色 
传奇鹏洛客～克撒 
7 
你每回合可以起动鹏洛客克撒的忠诚异能两次，而不
是只能起动一次。 
+2：你本回合中施放的神器、瞬间和法术咒语减少
{二}来施放。你获得 2 点生命。 
+1：抓两张牌，然后弃一张牌。 
0：派出两个 1/1 无色士兵衍生神器生物。 
-3：放逐目标非地永久物。 

−10：由你操控的神器和鹏洛客获得不灭异能直到回
合结束。消灭所有非地永久物。 

• 护国勋爵克撒的第一个异能不能减少你施放之咒语费用中的有色法术力部分。 

• 在你的每个回合中，你可以起动鹏洛客克撒的忠诚异能两次，这既可以是起动同一个异能两次，也
可以是起动两个不同的异能各一次。 

 



化龙命运 
{一}{红}{红} 
结界～灵气 
结附于生物 
所结附的生物得+1/+1，且具有飞行、敏捷与
「{一}：此生物得+1/+0 直到回合结束。」它额外具
有龙此类别。 
当所结附的生物死去时，将化龙命运移回其拥有者手
上。 

• 「额外具有龙类别」此事，并不属于所结附之生物获得之起动式异能的一部分。无论该异能是否起
动过，该生物都额外具有龙此类别。 

 

机械化战争 
{一}{红}{红} 
结界 
如果某个由你操控的红色或神器来源将向任一对手或
由对手操控的永久物造成伤害，则改为它造成原数量
加 1 点伤害。 

• 这额外的 1 点伤害是由原本的伤害来源所造成。这份额外伤害并非由机械化战争造成。 

• 如果同时有其他效应也会影响某来源将向对手或由其操控之永久物造成的伤害数量（包括防止伤害
者），则会由受到伤害的牌手或受到伤害之永久物的操控者来决定这些效应的生效顺序。如果所有
伤害都已被防止，则机械化战争的效应便不再生效。 

• 如果某个由你操控的红色或神器来源将造成的伤害，需要在多位对手和／或数个由对手操控的永久
物之间进行分配，则你是依原本数值来分配伤害，然后再将结果加 1。举例来说，如果你施放一个
注记着「对任意数量的目标造成共 4 点伤害，你可以任意分配」的红色咒语，且你决定令该咒语对
某生物造成 2 点伤害，并对该生物的操控者造成 2 点伤害，则该咒语会改为对他们各造成 3 点伤
害。 

 

基克斯的指命 
{三}{黑}{黑} 
法术 
选择两项～ 
•在至多一个生物上放置两个+1/+1 指示物。它获得
系命异能直到回合结束。 
•消灭所有力量等于或小于 2 的生物。 
•将至多两张生物牌从你的坟墓场移回你手上。 
•每位对手各牺牲一个生物，且须是由其操控的生物
中力量最大者。 

• 因为所有模式都不取目标，因此你要等到基克斯的指命结算时，才需要选择要让哪个生物获得指示
物，或是要将哪张牌移回。 



 

基克斯派掠颅客 
{二}{黑} 
生物～非瑞人／人类／杀手 
2/3 
在你的维持开始时，若你坟墓场中有三张或更多生物
牌，则在基克斯派掠颅客上放置一个+1/+1 指示物。 

• 基克斯派掠颅客的触发式异能，在该异能触发和结算这两个时点，都会检查你坟墓场中牌的数量。
如果任一时点，你坟墓场中的生物牌数量不足三张，则你就不会在它上面放置+1/+1 指示物。 

 

基克斯掌偶米斯拉 
{二}{黑}{红} 
传奇生物～非瑞人／人类／神器师 
3/5 
每当你攻击时，每位对手各失去 X 点生命且你获得 X
点生命，X 为进行攻击的生物数量。如果基克斯掌偶
米斯拉与一个名称为非瑞克西亚龙形引擎的生物都正
进行攻击，且你同时拥有并操控两者，则放逐它们，
然后将它们融合为非瑞克西亚臣民米斯拉。它须横置
进战场，且正进行攻击。 
//// 
非瑞克西亚龙形引擎 
{三} 
神器生物～非瑞人／龙 
2/2 
连击 
当非瑞克西亚龙形引擎从你的坟墓场进战场时，你可
以弃掉你的手牌。若你如此作，则抓三张牌。 
破坟{三}{红}{红} 
（与基克斯掌偶米斯拉融合。） 
//// 
非瑞克西亚臣民米斯拉 
颜色标志：黑色，红色 
传奇神器生物～非瑞人／神器师 
9/9 
每当非瑞克西亚臣民米斯拉进战场或攻击时，选择三
项～ 
•目标对手弃两张牌。 
•米斯拉对任意一个目标造成 3 点伤害。 
•消灭目标神器或鹏洛客。 
•由你操控的生物获得威慑与践踏异能直到回合结
束。 
•不由你操控的生物得-1/-1 直到回合结束。 
•派出两个已横置的魔力石衍生物。 



• 虽然非瑞克西亚臣民米斯拉是以「横置且正进行攻击」的状态来进战场，但由于它并未被宣告为攻
击生物，因此注记于「当一个生物攻击时」触发的异能都不会触发。 

• 于非瑞克西亚臣民米斯拉进战场时，你要选择它所攻击的牌手或鹏洛客。 

 

监视振翼机 
{八} 
神器生物～振翼机 
4/5 
飞行 
当监视振翼机进战场时，占卜 X，X 为其力量。 
// 
{三}{蓝} 
试作（你施放此咒语时可选不同法术力费用、颜色和
攻防的版本，其异能与类别不变。） 
2/3 

• 利用监视振翼机之触发式异能结算时它的力量（而非该异能触发时）来决定 X 的数值。如果在异能
结算时，监视振翼机已不在战场上，则利用它最后在战场上时的力量来决定。 

 

紧急熔焊 
{一}{黑} 
法术 
将目标神器或生物牌从你的坟墓场移回你手上。派出
一个 1/1 无色士兵衍生神器生物。 

• 如果你坟墓场中没有神器或生物牌来指定为紧急熔焊的目标，便不能施放之。 

• 如果于紧急熔焊试图结算时，该在你坟墓场中的牌已经是不合法目标，则紧急熔焊便会移出堆叠，
且你不会派出衍生物。 

 

经年贝西摩斯 
{五} 
神器生物～野兽 
2/7 
你可以从你的坟墓场中使用地。 
破坟{绿}{绿}（{绿}{绿}：将此牌从你的坟墓场移回战
场。它获得敏捷异能。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或
若它将离开战场，将它放逐。只能于法术时机破坟。
） 

• 经年贝西摩斯不会改变你能够使用地牌的时机。你每回合依旧只能使用一个地，而且只能在自己的
行动阶段，拥有优先权，并且堆叠空着时使用。 



• 经年贝西摩斯不会让你能够起动在你坟墓场中之地牌上的异能（例如循环）。 

 

静态棺材 
{三} 
传奇神器 
{二}，{横置}，放逐静态棺材：你获得反一切保护异
能直到你的下一个回合。 

• 如果某牌手具有反一切保护异能，则意味以下三件事：1）该牌手将受到的所有伤害都会被防止；
2）不能贴附灵气于该牌手。3）该牌手不能成为咒语或异能的目标。 

• 除了上文说明的事件之外，其他的事件都会如常生效。举例来说，不指定你为目标的效应仍能令你
弃牌。于你具有反一切保护的时段内，虽然生物仍能攻击你，但他们将对你造成的战斗伤害都会被
防止。 

• 如果有效应注记着伤害不能被防止，则你仍会受到未指定目标之来源所造成的伤害，例如进行攻击
的生物，或是会对每位牌手均造成伤害的咒语。 

• 如果堆叠上有以你为目标的咒语或异能，则获得反一切保护后会令这些咒语或异能以你为目标的部
分成为不合法。于咒语或异能试图结算时，如果其所有目标均不合法，则该咒语或异能不会结算，
其上所有的效应都不会生效，包括与该目标无关的效应。如果该咒语或异能仍至少有一个合法目
标，则它便会尽可能对剩余所有合法目标产生影响，且其他的效应也仍会生效。 

 

静态网 
{三}{白} 
结界 
当静态网进战场时，放逐目标由对手操控的非地永久
物，直到静态网离开战场为止。 
当静态网进战场时，你获得 2 点生命并派出一个已横
置的魔力石衍生物。（它是具有「{横置}：加{无}。
此法术力不能用来施放非神器咒语」的神器。） 

• 静态网的第一个异能会产生两个一次性效应：一个在该异能结算时放逐永久物，另一个在静态网离
开战场之后立刻将所放逐的牌移回战场。 

• 如果静态网在其触发式异能结算前便已离开战场，则该目标永久物不会被放逐。 

• 贴附于所放逐永久物上的灵气会进入其拥有者的坟墓场。贴附于所放逐生物上的武具会被卸装并留
在战场上。所放逐永久物上的任何指示物将会消失。 

• 如果衍生物被放逐，它将会消失。它将不会移回战场。 

• 在多人游戏中，如果静态网的拥有者离开了游戏，所放逐的牌将移回战场。因为将该牌移回的这个
一次性效应不属于会进入堆叠的异能，所以它也不会随着离开游戏之牌手在堆叠上的其他咒语或异
能一同消失。 

 



巨型烬喉龙 
{二}{红} 
生物～恐龙／野兽 
4/3 
践踏 
牌手不能获得生命。 

• 当巨型烬喉龙在战场上时，会让牌手获得生命之咒语或异能仍会结算。虽然没有牌手会获得生命，
但该咒语或异能的所有其他效应都会生效。 

• 如果于巨型烬喉龙在战场期间，有效应会将某牌手的总生命设定为一个高于其当前总生命的数值，
则该牌手的总生命不会改变。 

 

巨型原身械 
{九} 
神器生物～变形兽 
7/7 
你可以使巨型原身械当成任一由你操控之神器或生物
的复制品来进入战场，但它额外是神器生物，且其力
量和防御力各等同于巨型原身械的力量和防御力。 
// 
{二}{蓝}{蓝} 
试作（你施放此咒语时可选不同法术力费用、颜色和
攻防的版本，其异能与类别不变。） 
3/3 

• 巨型原身械所复制的，就只有原版永久物上所印制的东西而已（除非该永久物也复制了其他东西或
是个衍生物；后文将详述），但「同时也是神器生物」与「具有不同的力量和防御力」这两点除
外。它不会复制下列状态：该永久物是否为横置，它上面有没有指示物、结附了灵气，或是其他改
变了其力量、防御力、类别、颜色等等的非复制效应。 

• 利用对应的印制力量和防御力（7/7 或 3/3）来决定巨型原身械之复制效应最后的结果。 

• 如果所选永久物的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则 X 为 0。 

• 如果所选永久物已经复制了别的东西（举例来说，如果所选永久物是仿生妖），则你的巨型原身械
进战场时，会是所选永久物已经复制的样子，且仍具有前述但书。 

• 如果所选择的永久物是个衍生物，则巨型原身械会复制将该衍生物放进战场的效应原本所注明的特
征，且仍具有前列但书。巨型原身械不会成为衍生物。 

• 当巨型原身械进战场时，它所复制的永久物之任何进战场异能都会触发。所选择的永久物上面任何
「于[此]进战场时」或「[此]进战场时上面有…」的异能也都会生效。 

• 如果巨型原身械因故与另一个永久物同时进战场，则巨型原身械不能成为该永久物的复制品。你只
可选择已在战场上的永久物。 

• 你可以选择不去复制任何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巨型原身械进战场时就只是一个 7/7（或 3/3）神
器生物。 



 

掘古逸才米斯拉 
{二}{红}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 
2/1 
敏捷 
{一}，{横置}，弃一张牌：抓一张牌。 
每当你弃一张或数张神器牌时，加{红}{红}。此异能
每回合只会触发一次。 

• 你因任何理由弃掉神器牌，都会触发最后一个异能，而不仅限于因其起动式异能而弃掉的情况。 

 

军备竞赛 
{三}{红} 
结界 
{三}{红}：你可以将一张神器牌从你手上放进战场。
该神器获得敏捷异能。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将它
牺牲。 

• 只有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依然操控该神器的情况下，你才须牺牲之。如果该神器已离开战场，
则就算它又回到了战场上，你也不用牺牲它。 

 

军势散尽 
{一}{白}{黑} 
法术 
放逐目标由对手操控的非地永久物和所有由该牌手操
控且与该永久物同名的衍生物。 

• 该目标永久物不需要是衍生物。在此情况下，该永久物仍会被放逐。 

• 如果于军势散尽试图结算时，该目标已经不合法，则它会移出堆叠，且没有效果，就算战场上仍有
与该目标同名的衍生物也是一样。 

 



凯拉的指命 
{一}{白}{白} 
法术 
选择两项～ 
•派出一个 2/2 无色组构体衍生神器生物。 
•在一个由你操控的生物上放置一个+1/+1 指示物。
它获得连击异能直到回合结束。 
•从你牌库中搜寻一张基本的平原牌，展示该牌，将
它置于你手上，然后洗牌。 
•你获得 2 点生命且占卜 2。 

• 所有模式都不取目标。特别一提，这意味着你要等到此咒语结算时，才需为其第二项模式选择一个
生物。 

 

凯拉的重筑 
{X}{白}{白}{白} 
法术 
检视你牌库顶的七张牌。将其中至多 X 张法术力值
等于或小于 3 的神器和／或生物牌放进战场。将其余
的牌以随机顺序置于你牌库底。 

• 这里是要求每张牌的法术力值都须等于或小于 3，而不是这些牌的法术力值加总需满足该要求。 

 

克撒的同兆 
{三} 
传奇神器 
{二}{白}{白}，{横置}，放逐克撒的同兆：每位牌手各
选择六个由其操控的地。消灭所有其他永久物。只能
于法术时机起动。 
当克撒的同兆从战场进入放逐区时，你可以支付
{二}。若你如此作，则从你牌库中搜寻一张鹏洛客
牌，展示该牌，将它置于你手上，然后洗牌。 

• 克撒的同兆之触发式异能，会比其起动式异能先一步结算。这意味着你需先决定是否要支付{二}并
搜寻你的牌库，然后才轮到各牌手选择地。特别一提，这就是说其他牌手在选择地之前，就会知道
你搜寻了哪张鹏洛客牌。 

 



克撒的指命 
{二}{蓝}{蓝} 
瞬间 
选择两项～ 
•不由你操控的生物得-2/-0 直到回合结束。 
•派出一个已横置的魔力石衍生物。 
•派出一个已横置的 0/0 无色组构体衍生神器生物，
且具有「你每操控一个神器，此生物便得+1/+1。」 
•占卜 1，然后抓一张牌。 

• 由于该组构体的异能确实会将组构体本身计算在内，因此它至少会是个 1/1。 

 

克撒战翼机解放者号 
{三} 
传奇神器生物～振翼机 
1/2 
闪现 
飞行 
你可以将无色咒语和神器咒语视同具有闪现异能地来
施放。 
每当你施放咒语时，若施放该咒语时所支付的法术力
数量大于克撒战翼机解放者号之力量，则在解放者号
上放置一个+1/+1 指示物。 

• 第三个异能只对「施放咒语」此事生效。举例来说，它不会影响你能起动注记只能于「法术时机」
起动的异能。 

• 最后一个异能在乎的，就只是施放该咒语时实际支付的法术力数量，与其法术力费用无关。 

 

苦痛阴影 
{一}{黑} 
生物～阴魂 
2/2 
如果某个由对手操控的生物将死去，则改为将它放
逐。 
{一}：苦痛阴影得+1/+1 直到回合结束。 

• 因为由对手操控的生物都不会进入坟墓场，这类生物所具有之「当[此生物]死去时」触发式异能均
不会触发。 

 



矿脉工人 
{二} 
神器生物～组装工人 
2/1 
{横置}：你获得 1 点生命。如果你操控名称为动力炉
工人和高塔工人的生物，则改为你获得 3 点生命。 

• 如果于该异能结算时，你操控至少一个名称为动力炉工人的生物，和至少一个名称为高塔工人的生
物，则你就会改为获得 3 点生命，而不是 1 点。 

 

矿渣精炼炉 
{四} 
神器 
每当矿渣精炼炉或另一个由你操控且非衍生物的神器
从战场进入坟墓场或放逐区时，派出一个已横置的魔
力石衍生物。（它是具有「{横置}：加{无}。此法术
力不能用来施放非神器咒语」的神器。） 

• 如果在矿渣精炼炉从战场进入坟墓场或放逐区时，还有一个或数个由同一牌手操控的其他非衍生物
神器也从战场进入坟墓场和／或放逐区，则每有一个此类神器（包括矿渣精炼炉本身），它的触发
式异能便会触发一次。 

 

拉特南创院人札夫拿 
{一}{蓝}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参谋 
2/1 
{一}{蓝}：将目标由你操控的神器移回其拥有者手
上。 
{三}，{横置}：复制目标由你操控的神器咒语。（所
成之复制品会成为衍生物。） 

• 永久物咒语的复制品结算后自然成为衍生物，因此该衍生物并不会算作「派出」。在意派出衍生物
之效应，不会与因此触发式异能复制永久物咒语而进战场的衍生物产生互动。 

• 如果某效应复制了试作咒语，则该复制品（以及它所成之进到战场上的衍生物）会具有与试作咒语
相同的特征。 

 



浪涌引擎 
{二} 
神器生物～组构体 
3/2 
守军 
{蓝}：浪涌引擎失去守军异能并获得「此生物不能被
阻挡。」 
{二}{蓝}：浪涌引擎成为蓝色且基础力量与防御力为
5/4。只能于浪涌引擎不具守军时起动。 
{四}{蓝}{蓝}：抓三张牌。只能于浪涌引擎为蓝色时起
动且只能起动一次。 

• 如果浪涌引擎因其第一个异能以外的方式失去了守军异能，则你也可以起动其第二个异能。类似状
况：如果它因其第二个异能以外的方式成为蓝色，则你也可以起动其最后一个异能。请注意，允许
生物「视同不具守军异能地进行攻击」之效应，实际上并不会令生物失去守军异能。 

• 浪涌引擎的最后一个异能是每盘游戏只能起动一次，而不是每个回合都能起动一次。 

• 如果某个起动过最后一个异能的浪涌引擎离开了战场，而后又返回，则它会是个战场上的全新物
件，且你能够再度起动它的最后一个异能（当然要等到它是蓝色的时候才行）。 

 

灵魂分离 
{一}{白} 
瞬间 
放逐目标非地永久物。于该牌持续放逐的时段内，其
拥有者可以使用之。对手以此法施放的咒语增加{二}
来施放。 

• 使用所放逐的牌时，须遵循该类别之牌的正常时机规则，且其拥有者须支付所有费用（包括{二}这
一额外费用，如适用）才能以此法施放之。 

 

掠束大队 
{九} 
神器生物～组构体 
4/4 
践踏，敏捷 
当掠束大队进战场时，若它经你施放，则派出两个为
其复制品的衍生物。 
// 
{三}{红}{红} 
试作（你施放此咒语时可选不同法术力费用、颜色和
攻防的版本，其异能与类别不变。） 
2/2 



• 所派出的复制品，会与掠束大队具有相同的法术力费用、法术力值、颜色、力量和防御力，而这些
特征会因掠束大队是否当作试作咒语来施放而变化。 

 

马法瓦威领米斯拉 
{三}{黑}{红}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 
4/4 
由你操控的永久物具有「守护～牺牲一个永久物。」 
你坟墓场中的每张神器牌均具有破坟{一}{黑}{红}。
（{一}{黑}{红}：将此牌从你的坟墓场移回战场。它获
得敏捷异能。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或若它将离
开战场，将它放逐。只能于法术时机破坟。） 

• 尽管破坟的规则提示是写在马法瓦威领米斯拉的文字框中，它确实会让你坟墓场中的每张神器牌都
获得一个起动式异能。这并不是米斯拉的起动式异能。 

 

米斯拉的攻城巨车 
{五} 
神器生物～攻城巨车 
5/3 
践踏 
米斯拉的攻城巨车每次战斗若能攻击，则必须攻击。 
破坟{五}{红}（{五}{红}：将此牌从你的坟墓场移回战
场。它获得敏捷异能。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或
若它将离开战场，将它放逐。只能于法术时机破坟。
） 

• 如果米斯拉的攻城巨车因故无法攻击（例如已横置），则它便不能攻击。如果要支付费用才能让其
攻击，则这并不会强迫其操控者必须支付该费用，所以这种情况下，该生物也不至于必须要攻击。 

 

米斯拉的书案 
{一} 
神器 
{一}，{横置}，牺牲米斯拉的书案：放逐你牌库顶的
两张牌。选择其中一张。直到你下一个回合的回合结
束，你可以使用该牌。 
破坟{一}{红}（{一}{红}：将此牌从你的坟墓场移回战
场。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或若它将离开战场，
将它放逐。只能于法术时机破坟。） 

• 你利用米斯拉的书案之第一个异能施放咒语时，仍须支付所有费用且遵循正常时机规则。 

 



米斯拉的铸造厂 
地 
{横置}：加{无}。 
{二}：米斯拉的铸造厂成为 2/2 组装工人神器生物直
到回合结束。它仍然是地。 
{一}，{横置}：目标进行攻击的组装工人得+2/+2 直
到回合结束。 

• 如果米斯拉的铸造厂变成生物，但你并未在最近的一回合开始时持续操控它，则你不能起动其第一
个异能与最后一个异能，它也不能攻击（除非它因故获得敏捷异能）。 

• 如果米斯拉的铸造厂已经是生物，则再度起动它的第二个异能，便会盖过先前所有将它力量和／或
防御力设为特定值的效应。其他会影响其力量和／或防御力的效应（包括+1/+1 指示物以及诸如变
巨术等咒语的效应）都会继续生效。 

 

秘法代行械 
{七} 
神器生物～法术师 
4/3 
当秘法代行械进战场时，若它经你施放，则将目标法
术力值等于或小于秘法代行械力量的瞬间或法术牌从
你坟墓场放逐。复制该牌。你可以施放该复制品，且
不需支付其法术力费用。 
// 
{一}{蓝}{蓝} 
试作（你施放此咒语时可选不同法术力费用、颜色和
攻防的版本，其异能与类别不变。） 
2/1 

• 你是在该异能结算的过程中，且其仍在堆叠上的时候，施放该复制品。你不能等到本回合内稍后时
段再施放。 

• 如果你以「不需支付其法术力费用」的方式来施放咒语，就无法支付任何替代性费用。不过，你可
以支付额外费用，例如增幅费用。如果此牌含有任何强制性的额外费用，则你必须支付之。 

• 如果你施放的咒语在其法术力费用中包含了{X}，则你必须将 X 的值选为 0。 

• 若你不想施放该复制品，便可以不施放；该复制品会在下一次检查状态动作时消失。 

• 如果于秘法代行械的异能试图结算时，有其他效应使得其力量小于该目标牌的法术力值，则该目标
不合法。该目标牌不会被放逐，且你也不能施放复制品。 

 



魔法大师河鼓 
{一}{蓝}{蓝} 
传奇生物～人类／法术师／参谋 
2/4 
在你的结束步骤开始时，若你本回合中已施放非生物
咒语，则展示你牌库顶的五张牌。你本回合中已施放
的非生物咒语中每有一种牌张类别，你便可以从所展
示的牌中将一张该类别的牌置于你手上。将其余的牌
以随机顺序置于你牌库底。 

• 就算你施放非生物时河鼓还不在战场上，河鼓的异能也会触发，且所施放的非生物咒语都会计算在
内。 

• 非生物咒语可能具有的牌张类别包括：神器、结界、瞬间、鹏洛客、法术和部族。副类别（如人类
与武具这类）和超类别（如雪境与传奇这类）都不是牌张类别。 

• 中文版勘误：本系列印制的类别栏中，将此牌的生物类别误植作「人类／神器师／参谋」，实际上
应是「人类／法术师／参谋」，其正确的类别栏文字如上所示。 

 

魔石大脑 
{二} 
传奇神器 
{二}，{横置}，放逐魔石大脑：选择一个牌名。从目
标对手的坟墓场，手牌及牌库中搜寻至多四张具该名
称的牌，并将它们放逐。该牌手洗牌，然后每以此法
从其手上放逐一张牌，其便抓一张牌。只能于法术时
机起动。 

• 你在将魔石大脑的起动式异能放进堆叠时，就需决定目标牌手；但要等到该异能结算时，才需要选
择一个牌名。特别一提，这意味着该牌手知道你说出的是哪个牌名之后，就已不能回应此异能。 

• 该异能不会影响战场上具所选名称的永久物。 

• 你不一定要选择你在本盘游戏中已见过之某张牌的名称；如果你想的话，你也可以猜一下对手套牌
中可能会用到哪些牌，并说出一个这类牌的名称。 

• 与大多数类似的效应不同，魔石大脑的异能允许其操控者选择基本地的名称。请注意，就算你能看
到某牌多于四张，你也只能搜寻出至多四张该牌。 

• 你不一定要将你找到之所有具该名称的牌张都放逐。举例来说，如果你希望的话，你也可以将某一
张留在坟墓场里。 

 

抹灭击 
{一}{红} 
法术 
抹灭击对目标生物或鹏洛客造成 4 点伤害。如果本回
合中该生物或鹏洛客将死去，则改为将它放逐。 



• 该生物不一定要受到抹灭击的伤害才会被放逐。如果它在该回合中因故将死去，就会改为将之放
逐。 

 

强能石注能 
{三}{蓝} 
结界～灵气 
结附于神器 
当强能石注能进战场时，抓一张牌。 
所结附的神器是基础力量与防御力为 4/4 的生物，且
仍具有原本类别。 

• 该神器将保留所有原本的类别，副类别，或超类别。特别一提，成为神器生物的武具通常情况下就
无法在贴附在另一个生物上。如果它已经贴附在生物上，则它会卸装。 

• 如果该神器已经是个生物，则其基础力量与防御力都会成为 4。先前将该生物之基础力量与防御力
设定为某特定值的效应，都会被它盖掉。任何设定力量或防御力的效应若在强能石注能结附于神器
之后生效，则将会盖过此效应。 

• 会改变该生物之力量和／或防御力的效应（例如变巨术），则不论其效应是在何时开始，都会对它
生效。而会改变该生物之力量和／或防御力的指示物，以及将其力量与防御力互换的效应，也会如
此生效。 

• 如果你在最近的一回合开始时便持续操控该神器，则所变成的神器生物在你的回合中就能进行攻
击。也就是说，这永久物变成生物多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战场上待了多久。 

 

若纳掘古师费顿 
{一}{红}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 
2/2 
敏捷 
若纳掘古师费顿不能进行阻挡。 
每当费顿受到伤害时，从你牌库顶放逐等量的牌。选
择其中一张。直到你下一个回合的回合结束，你可以
使用该牌。 

• 当你以此法施放咒语时，你仍须支付所有费用且遵循正常时机规则。 

 

弱能石抑力 
{蓝} 
结界～灵气 
结附于神器或生物 
当弱能石抑力进战场时，你可以支付{三}。若你如此
作，则横置所结附的永久物。 
所结附的永久物于其操控者的重置步骤中不能重置。 



• 无论你有没有支付{三}，所结附的永久物都不会在其操控者的重置步骤中重置。 

 

沙林斯高大亚龙 
{四}{红}{绿} 
生物～亚龙 
7/6 
践踏 
每当一个地进战场时，派出一个已横置的魔力石衍生
物。（它是具有「{横置}：加{无}。此法术力不能用
来施放非神器咒语」的神器。） 

• 每当一个地在任一牌手的操控下进战场时，沙林斯高大亚龙的第二个异能都会触发，而非仅限于地
在你操控下进战场的情况。 

 

沙林斯觅钢客 
{一}{绿} 
生物～人类／神器师／斥候 
1/2 
每当一个神器在你的操控下进战场时，检视你的牌库
顶牌。如果它是地牌，则你可以展示该牌并置于你手
上。若你未将该牌置于你手上，则你可以将它置入你
的坟墓场。 

• 就算该牌是地牌，你也不一定要展示它。你可以选择不展示该牌，并改为将之置入你的坟墓场。 

 

时间锚 
{三}{蓝}{蓝}{蓝} 
传奇神器 
在你的维持开始时，占卜 2。 
每当你于占卜期间选择将一张或数张牌置于你牌库底
时，从你牌库底放逐等量的牌。 
于你的回合中，你可以使用以时间锚放逐的牌。 

• 你利用时间锚的最后一个异能使用牌时，仍须遵循正常的时机规则，且如果它是咒语，则你必须支
付所有费用才能施放之。 

 

时间失调 
{四}{蓝} 
瞬间 
目标非地永久物的拥有者将它置于其牌库顶或牌库
底。占卜 2。 



• 由该永久物的拥有者来选择是要将它置于牌库顶还是牌库底。如果会以此法将数张牌置入牌库（例
如当该咒语指定一个已融合的永久物为目标时），则该永久物的拥有者须将所有牌都置于牌库顶或
牌库底。该牌手可以自行决定牌张之间的顺序，且不需展示之。 

 

收押入狱 
{二}{白} 
结界～灵气 
结附于生物 
当收押入狱进战场时，占卜 2。 
所结附的生物不能进行攻击或阻挡，且其起动式异能
都不能起动。 

• 起动式异能会包含冒号。通常会写成「[费用]：[效应]。」有些关键字异能也属于起动式异能（例如
佩带和破坟），它们的规则提示中会包含冒号。 

 

丝金大师莎希莉 
{二}{蓝}{红} 
传奇鹏洛客～莎希莉 
3 
+1：占卜 1。你可以横置一个由你操控且未横置的神
器。若你如此作，则抓一张牌。 

−2：派出两个 1/1 无色，具飞行异能的振翼机衍生
神器生物。它们获得敏捷异能直到回合结束。 

−4：你获得具有以下异能的徽记～「由你操控的神
器生物得+1/+1」与「你施放的神器咒语减少{一}来
施放。」 

• 对第一个异能而言，你是在异能结算时，才需决定要横置哪个神器。 

• 如果你有办法多次起动莎希莉的最后一个异能，则你获得的每个徽记都会单独生效。举例来说，如
果你有两个此类徽记，由你操控的神器生物得+2/+2，且你施放的神器咒语减少{二}来施放。 

• 莎希莉之徽记所提供的费用减少效应，不会减少神器咒语费用中的有色法术力部分。 

 

宿命交接 
{三}{黑} 
法术 
抓若干牌，其数量等同于目标由你操控之神器或生物
的法术力值。任一对手获得该永久物的操控权。 

• 作为试作版来施放的神器生物之法术力值，是根据试作版的法术力费用（而非该牌通常的法术力费
用）来确定。 



• 如果战场上的神器或生物之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则 X 为 0。 

 

泰瑞西亚攻心械 
{七} 
神器生物～攻城巨车 
6/4 
每当泰瑞西亚攻心械攻击时，防御牌手磨其牌库一半
数量的牌，小数点后进位。 
破坟{一}{蓝}{蓝}{蓝}（{一}{蓝}{蓝}{蓝}：将此牌从你的
坟墓场移回战场。它获得敏捷异能。在下一个结束步
骤开始时，或若它将离开战场，将它放逐。只能于法
术时机破坟。） 

• 如果你以两个泰瑞西亚攻心械攻击同一牌手，则该牌手会先在第一个攻心械的异能结算时磨掉一半
的牌库。然后该牌手会在第二个攻心械的异能结算时，再磨掉剩余牌库的一半。该牌手不会磨掉整
个牌库（除非其牌库一开始就只有三张或更少的牌）。 

 

泰坦尼亚的指命 
{四}{绿}{绿} 
法术 
选择两项～ 
•放逐目标牌手的坟墓场。每以此法放逐一张牌，你
便获得 1 点生命。 
•从你牌库中搜寻至多两张地牌，将它们横置放进战
场，然后洗牌。 
•派出两个 2/2 绿色的熊衍生生物。 
•在每个由你操控的生物上各放置两个+1/+1 指示
物。 

• 如果你选择第一项模式，但在泰坦尼亚的指命将要结算时，该牌手已经是不合法目标，则此咒语会
被移出堆叠，其所有效应都不会生效。 

 

贪食庞巨鼹 
{三}{黑} 
生物～鼹鼠／惊惧兽 
2/3 
当贪食庞巨鼹进战场时，磨三张牌。你可以将以此法
磨掉的一张生物牌置于你手上。若你未如此作，则在
贪食庞巨鼹上放置一个+1/+1 指示物。（磨一张牌的
流程是将你牌库顶的牌置入你坟墓场。） 

• 如果你未利用贪食庞巨鼹之异能将生物牌置于手上，就能在它上面放置一个+1/+1 指示物；若以此
法磨掉的牌中没有生物牌，则也属于此状况。 



• 如果有替代性效应改为将所磨掉的牌放逐，而不是置入坟墓场，则此效应仍能对放逐区中「以此法
磨掉」的牌生效。 

 

天袭长官 
{二}{蓝} 
生物～人类／士兵 
2/3 
飞行 
每当天袭长官攻击时，派出一个 1/1 无色士兵衍生神
器生物。 
横置三个由你操控且未横置的士兵：抓一张牌。 

• 由于天袭长官之起动式异能的费用不包含横置符号，你可以横置在你最近的一回合开始时并未持续
操控之生物（如果你想的话，这也包括天袭长官本身）来支付此费用。 

 

痛苦窘境 
{三}{黑}{黑} 
结界 
每当任一对手施放咒语时，除非该牌手弃一张牌，否
则其失去 5 点生命。 

• 每当对手施放一个咒语时，痛苦窘境的异能便会触发并进入堆叠，且位于该咒语的上方。它会比该
咒语先一步结算。 

 

颓垣废址 
地 
{横置}：加{无}。 
{二}，{横置}，牺牲颓垣废址：消灭目标由对手操控
的非基本地。该地的操控者可以从其牌库中搜寻一张
基本地牌，将之放进战场，然后洗牌。你可以从你牌
库中搜寻一张基本地牌，将之放进战场，然后洗牌。 

• 如果在颓垣废址的异能结算时，该目标地已经是不合法目标，则它不会结算，且其效应都不会生
效。没有牌手会搜寻基本地牌。 

• 就算该目标地未被颓垣废址的异能消灭，其操控者也仍能搜寻一张基本地牌。如果该地具有不灭异
能，就会发生此状况。 

 



托玛库补铁匠 
{二}{红} 
生物～人类／神器师 
2/1 
当托玛库补铁匠进战场时，磨三张牌。你可以将以此
法磨掉的一张神器牌置于你手上。若你未如此作，则
在托玛库补铁匠上放置一个+1/+1 指示物。（磨一张
牌的流程是将你牌库顶的牌置入你坟墓场。） 

• 如果你未利用托玛库补铁匠之异能将神器牌置于手上，就能在它上面放置一个+1/+1 指示物；若以
此法磨掉的牌中没有神器牌，则也属于此状况。 

• 如果有替代性效应改为将所磨掉的牌放逐，而不是置入坟墓场，则此效应仍能对放逐区中「以此法
磨掉」的牌生效。 

 

玩具名匠达硌士 
{三}{绿}{蓝}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 
3/5 
每当你施放野兽或鸟生物咒语时，你可以将其复制，
但该复制品额外具有神器此类别。（所成之复制品会
成为衍生物。） 

• 永久物咒语的复制品结算后自然成为衍生物，因此该衍生物并不会算作「派出」。在意派出衍生物
之效应，不会与因玩具名匠达硌士之异能而进战场的衍生物产生互动。 

• 复制品记得施放原版咒语时为其作的任何决定，包括为其法术力费用所选的 X 数值，以及是否选择
过任何替代性或额外费用。举例来说，如果原版生物咒语具有增幅异能且支付过其增幅费用，则复
制品也已增幅。 

 

顽强巴洛西 
{二}{绿}{绿} 
生物～野兽 
4/4 
当顽强巴洛西进战场时，你获得 4 点生命。 
如果某个由对手操控的咒语或异能使你弃掉顽强巴洛
西，则改为将它放进战场，而非置入你的坟墓场。 

• 如果某个由对手操控的咒语或异能令你弃掉顽强巴洛西，且顽强巴洛西的异能和及另一个异能（例
如对手之虚空地脉）都让你将顽强巴洛西置于其他区域，而非置入你的坟墓场，则会由你来决定要
让哪个异能生效。 

• 如果你弃掉顽强巴洛西并将它放进战场，则你仍算是将它弃掉。注记于「当你弃掉一张牌时」触发
的异能仍会触发。 

 



围城老兵 
{二}{白} 
生物～人类／士兵 
2/2 
在你回合的战斗开始时，在目标由你操控的生物上放
置一个+1/+1 指示物。 
每当另一个由你操控且非衍生物的士兵死去时，派出
一个 1/1 无色士兵衍生神器生物。 

• 如果围城老兵和一个或数个非衍生物的其他士兵同时死去，则每有一个死去的生物，围城老兵的第
二个异能都会触发一次。 

 

西坦努坚兵 
{绿} 
生物～妖精／德鲁伊／士兵 
1/1 
{横置}，横置一个由你操控且未横置的神器或生物：
加一点任意颜色的法术力。 

• 支付西坦努坚兵之起动式异能费用时，你可以横置任意一个由你操控且未横置的神器或生物；这包
括了你并未在自己最近的一回合开始时持续操控的生物。不过，你必须在自己最近的一回合开始时
就已持续操控西坦努坚兵。 

 

细工掘古 
{白} 
结界 
{二}{白}：将目标由你操控的永久物移回其拥有者手
上。如果它具有破坟异能，则改为将它放逐，然后将
该牌移回其拥有者手上。只能于你的回合中起动。 

• 如果该目标永久物具有破坟异能，且也是因其破坟异能来放进战场，则此效应仍会将它放逐并移回
其拥有者手上。 

 

翔翼突击兵 
{二}{蓝} 
生物～人类／士兵 
2/2 
飞行 
灵技（每当你施放非生物咒语时，此生物得+1/+1 直
到回合结束。） 



• 只要你施放的咒语不含生物此类别，灵技异能便会触发。对于具多个类别的咒语而言，只要此咒语
诸类别中包含生物（例如神器生物），灵技异能便不会在你施放此咒语时触发。使用地不会触发灵
技异能。 

• 灵技异能进入堆叠时会位于触发此异能之咒语的上方。它会比该咒语先一步结算。 

• 灵技异能触发之后，便与触发此异能之咒语再无关联。就算该咒语被反击，灵技异能仍将结算。 

 

岩枝魔像 
{七} 
神器生物～魔像 
6/5 
当岩枝魔像进战场时，你获得等同于其力量的生命。 
// 
{三}{绿} 
试作（你施放此咒语时可选不同法术力费用、颜色和
攻防的版本，其异能与类别不变。） 
3/3 

• 如果岩枝魔像在其进战场异能结算前便已离开战场，则会利用它最后在战场上时的力量（而非它在
所移到之区域的力量）来决定会获得多少生命。 

 

夷城械 
{八} 
神器生物～组构体 
8/8 
践踏 
当你施放此咒语和每当夷城械攻击时，消灭至多一个
目标非地永久物。其操控者派出一个已横置的魔力石
衍生物。 
破坟{八} 

• 当你从你坟墓场中起动夷城械的破坟异能时，它的触发式异能不会触发。不过，在你当回合以夷城
械攻击时，该异能仍会触发。 

 

勇猛无畏 
{绿} 
结界～灵气 
结附于生物 
所结附的生物得+2/+0 且具有践踏异能。 
当勇猛无畏从战场进入坟墓场时，抓一张牌。 

• 如果在此灵气咒语结算时，勇猛无畏要结附的生物已经是不合法目标，则整个咒语都不会结算。它
会从堆叠（而非战场）进入你的坟墓场，因此它最后一个异能不会触发。 



 

约格莫夫判官基克斯 
{一}{黑}{黑} 
传奇生物～非瑞人／魔判官 
3/3 
每当一个生物向你的任一对手造成战斗伤害时，其操
控者可以支付 1 点生命。若其如此作，则其抓一张
牌。 
{四}{黑}{黑}{黑}，弃 X 张牌：放逐目标对手牌库顶的
X 张牌。你可以从以此法放逐的牌之中使用地和施放
咒语，且不需支付其法术力费用。 

• 你必须在结算最后一个异能的过程中使用这些牌。你不能等到稍后时段再使用。 

• 只有在你自己的回合中，且你本回合中还没有使用过地的情况下，才能以此法来使用地牌。 

• 如果你以此法施放的咒语之法术力费用中包括{X}，则你必须将 X 的值选为 0。 

 

运弹鬼怪 
{红} 
生物～鬼怪 
1/2 
只要你本回合中牺牲过永久物，运弹鬼怪便得+2/+0
且具有威慑异能。 

• 就算你牺牲永久物时运弹鬼怪还不在战场上，它也能因此得到加成。 

 

直刺咽喉 
{一}{黑} 
瞬间 
消灭目标非神器生物。 

• 如果当直刺咽喉试图结算时，该目标生物同时也是神器，则它不会结算。 

 

壮绝对抗 
{一}{绿} 
法术 
目标由你操控的生物得+1/+2 直到回合结束。它与目
标不由你操控的生物互斗。（它们各向对方造成等同
于本身力量的伤害。） 

• 除非你能同时指定一个由你操控的生物和一个不由你操控的生物为目标，否则你不能施放壮绝对
抗。 



• 如果于壮绝对抗试图结算时，该由你操控的生物已经是不合法目标，则它不会得+1/+2。如果该生
物是合法目标，但不由你操控的那个生物不是，则你的生物仍然将得+1/+2。在这两种情况下，都
没有生物会造成或受到伤害。 

 

自然圣所亚格斯 
地 
除非你操控传奇绿色生物，否则自然圣所亚格斯须横
置进战场。 
{横置}：加{绿}。 
{二}{绿}{绿}，{横置}：派出一个 2/2 绿色的熊衍生生
物，然后磨三张牌。只能于法术时机起动。 
（与盖亚之声泰坦尼亚融合。） 
//// 
盖亚之声泰坦尼亚 
{一}{绿}{绿} 
传奇生物～元素 
3/4 
延势 
每当一张或数张地牌从任何区域进入你的坟墓场时，
你获得 2 点生命。 
在你的维持开始时，若你坟墓场中有四张或更多地
牌，且你同时拥有并操控盖亚之声泰坦尼亚和一个名
称为自然圣所亚格斯的地，则放逐后两者，然后将它
们融合为盖亚化身泰坦尼亚。 
//// 
盖亚化身泰坦尼亚 
颜色标志：绿色 
传奇生物～元素／圣者 
*/* 
警戒，延势，践踏，敏捷 
盖亚化身泰坦尼亚的力量和防御力各等同于由你操控
的地数量。 
当泰坦尼亚进战场时，将所有地牌从你的坟墓场横置
移回战场。 
{三}{绿}：在目标由你操控的地上放置四个+1/+1 指
示物。它成为 0/0，具敏捷异能的元素生物。它仍然
是地。 

• 盖亚化身泰坦尼亚的最后一个异能没有持续时限，这意味着该地会一直是个生物。 

• 你可以每次都指定同一个地为目标来反复起动该异能，好在该地上放置更多的指示物。 

 

兄弟之战速战单卡解惑 
（以下按中文牌名拼音顺序排列） 



 
骇人巨弩 
{七} 
神器生物～组构体 
5/3 
威慑 
每当骇人巨弩攻击时，你可以牺牲另一个生物。当你
如此作时，消灭目标由对手操控的生物。 
破坟{三}{黑}{黑}（{三}{黑}{黑}：将此牌从你的坟墓场
移回战场。它获得敏捷异能。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
时，或若它将离开战场，将它放逐。只能于法术时机
破坟。） 

• 当骇人巨弩攻击时，你不需为其触发式异能选择目标。如果你选择牺牲生物，便会触发另一个异
能，你需为这第二个异能选择目标。牌手可以如常回应这第二个异能。 

 

救援寻回犬 
{三}{白}{白} 
生物～狗／士兵 
3/3 
闪现 
当救援寻回犬进战场时，在每个由你操控的其他士兵
上各放置一个+1/+1 指示物。 
防止将对由你操控且进行攻击的其他士兵造成之所有
伤害。 

• 就算救援寻回犬本身并未进行攻击，它也能为进行攻击的其他士兵防止伤害。 

• 如果在你进行攻击的其他士兵受到战斗伤害前，救援寻回犬就已离开战场，则士兵会如常受到伤
害。特别一提，这意味着如果对手有力量足够大的先攻生物进行阻挡，此时用救援寻回犬来攻击的
话，通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神器师的巨龙 
{六} 
神器生物～龙 
4/4 
飞行 
{红}：由你操控的神器生物得+1/+0 直到回合结束。 
破坟{三}{红}{红}（{三}{红}{红}：将此牌从你的坟墓场
移回战场。它获得敏捷异能。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
时，或若它将离开战场，将它放逐。只能于法术时机
破坟。） 

• 第一个起动式异能只影响它结算时由你操控的神器生物。该回合稍后时段中才由你操控的神器生物
不会受到影响。 



 

召木机械兽 
{十} 
神器生物～组构体 
8/8 
当召木机械兽进战场时，若它经你施放，则重置目标
由你操控的地。它成为树妖生物，具敏捷异能，且基
础力量与防御力等同于召木机械兽的力量和防御力。
它仍然是地。 
// 
{二}{绿}{绿} 
试作（你施放此咒语时可选不同法术力费用、颜色和
攻防的版本，其异能与类别不变。） 
3/3 

• 利用召木机械兽之触发式异能结算时它的力量和防御力，来决定该树妖生物地的基础力量与防御
力。如果召木机械兽已不在战场上，则利用它最后在战场上时的力量和防御力来决定。 

 

兄弟之战指挥官单卡解惑 
（以下按中文牌名拼音顺序排列） 
 

复仇王牌山威尔 
{一}{白} 
传奇生物～人类／驾手 
3/1 
只要任一由你操控的神器生物正进行攻击，便防止将
对复仇王牌山威尔造成的所有伤害。 
每当山威尔成为横置时，放逐你牌库顶的六张牌。你
可以从其中施放一个载具或神器生物咒语。然后将其
余的牌以随机顺序置于你牌库底。 

• 如果复仇王牌山威尔因故成为神器生物，则当它正进行攻击时，它的第一个异能也会看到自己。 

• 你利用山威尔最后一个异能施放咒语时，你仍须支付所有费用。 

• 如果你选择不以此法施放咒语，则它便会和其他所放逐的牌一起去到牌库底。你不能等到稍后时段
再施放。 

 



高炉残虐者 
{七}{红}{红} 
生物～龙 
5/5 
神器献祭（你可以将此咒语视同具有闪现异能地来施
放，但须牺牲一个神器，并支付所牺牲的神器与此咒
语之间的法术力费用差额。法术力费用包含颜色。） 
飞行，连击 
正向你对手进行攻击的生物都具有连击异能。 

• 当你施放永久物来施放具献祭异能的咒语时，所牺牲永久物之法术力费用中，一般法术力的部分只
会减少该咒语总费用中的一般法术力。所牺牲永久物之法术力费用中有色和无色的法术力，会先用
于减少该咒语总费用中对应类别的法术力，剩余的部分再用来减少总费用中的一般法术力。该咒语
的总费用不会减到少于{零}。 

• 只要是正向你的任一对手攻击之生物，便会受到高炉残虐者最后一个异能的影响，就算该生物是受
另一位对手操控也是一样。 

 

根径涤净师 
{三}{绿} 
生物～妖精／德鲁伊 
3/4 
由你操控的地和你牌库中的地牌都是基本。 

• 某地成为基本，并不会因此获得本身已有异能之外的其他异能，也不会移除本身已有的其他牌张类
别、副类别或超类别。举例来说，如果某张地本身已是传奇，则当它在战场上或在你牌库中时，它
会既是基本，也是传奇。 

• 特别一提，某地成为基本，并不会因此获得任何基本地类别。如果有效应让你从你牌库中搜寻一张
基本地，且你操控根径涤净师，则你可以从你牌库中搜寻任意一个地。但如果此时有效应要求你从
你牌库中搜寻一张具基本地类别的地，则你必须搜寻一张为平原、海岛、沼泽、山脉或树林的地，
至于它是不是基本则并不重要。 

• 某地成为基本之后，它就不再是非基本地。如此一来可能会改变某些效应的生效范围。举例来说，
如果对手操控腥红之月（注记着「非基本地都是山脉」的结界），且你使用了根径涤净师，则由于
由你操控的地都是基本，因此腥红之月便不会在再对它们生效。 

 

机械神肖像 
{四} 
神器 
你可以使机械神肖像当成战场上任一生物的复制品来
进入战场，但它是神器，且具有「{横置}：加
{蓝}。」（它不是生物。） 
{横置}：加{蓝}。 



• 机械神肖像的异能并未指定该生物为目标。 

• 机械神肖像复制的，就只有原版生物上所印制的东西而已（除非该生物也复制了其他东西或是个衍
生物；后文将详述），且具有「{横置}：加{蓝}」，但该生物之类别和非神器的副类别除外。它不会
复制下列状态：该生物是否为横置，它上面有没有指示物、结附了灵气，或是其他改变了其类别，
颜色等等的非复制效应。 

• 机械神肖像不会复制该生物具有的任何类别（例如生物或结界这类），也不会复制其非神器的副类
别（例如非瑞人或妖精这类），但会复制超类别（例如传奇）和神器副类别（例如珍宝或载具这
类）。它还会跟该生物同名，所以如果你复制了一个由你操控的传奇生物，则由于传奇规则之故，
你需要选择其中一个来置入你的坟墓场。 

• 如果有效应将某鹏洛客变成生物，且机械神肖像复制了该鹏洛客，则机械神肖像会具有该鹏洛客的
忠诚异能，但其卡牌类别就只有神器（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还是传奇）。由于它本身不是鹏洛客，
因此它进战场时上面不会有任何忠诚指示物，但也不会因其上没有忠诚指示物而死去。类似地，它
不能被攻击，也不能对它造成伤害。你每个回合只能起动该永久物的一个忠诚异能。如果它稍后成
为生物且受到伤害，则此伤害不会移去任何忠诚指示物。 

• 如果有效应将某传纪变成生物，且机械神肖像复制了该传纪，则虽然它会具有传纪的章节异能，但
由于它卡牌类别就只是神器、本身不是传纪，所以不会每回合自动获得学问指示物。除非它具有见
于多明纳里亚：众志成城系列部分传纪牌的跳读异能，否则它进战场时上面也不会有任何指示物。
如果你有办法在上面放置学问指示物，则对应的一个或数个异能便会触发。当它上面具有等同于其
最终章节数字的学问指示物后，也不用牺牲它。 

• 如果有效应将具有基本地类别的地变成生物，且机械神肖像复制了该地，则它不会具有该地因其地
类别而获得的法术力异能（不过它会具有复制效应给予它自己的那一个）。举例来说，如果有效应
将某个基本树林变成生物，且机械神肖像当作它的复制品来进战场，则它会成为名称为树林的基本
神器，且具有「{横置}：加{蓝}」，但不会具有「{横置}：加{绿}」此固有异能。 

• 如果所复制之生物的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则 X 视为 0。 

• 如果所选择的生物已经复制了别的东西，则机械神肖像战场时，会是所选的生物复制的样子（且仍
具有前列但书）。 

• 如果所选择的生物是个衍生物，则机械神肖像会复制将该衍生物放进战场的效应原本所注明的特
征，且仍具有所列但书。机械神肖像并非衍生物，即使复制了衍生物也是一样。 

• 当机械神肖像进战场时，所复制的生物之任何进战场异能都会触发。所选择的生物上面任何「于
[此生物]进战场时」或「[此生物]进战场时上面有…」的异能也都会生效。请注意，部分此类效应只
有当它是生物时才会正常生效，但由于所成的复制品是神器而非生物，所以可能有时效果没那么
好。 

• 如果机械神肖像因故与另一个生物同时进战场，则机械神肖像不能成为该生物的复制品。你只可选
择已在战场上的生物。 

 



进展行进 
{二}{蓝} 
法术 
选择目标由你操控的神器生物。对每个以此法选中的
生物而言，派出一个为其复制品的衍生物。 
超载{六}{蓝}（你可以支付此咒语的超载费用来施放
它。如果你如此作，将其中的「目标」字样全部更改
为「每个」。） 

• 每个衍生物所复制的，就只有原版神器生物上所印制的东西而已（除非该生物也复制了其他东西或
是个衍生物；后文将详述）。它不会复制下列状态：该生物是否为横置，它上面有没有指示物、结
附了灵气，或是其他改变了其力量、防御力、类别、颜色等等的非复制效应。 

• 如果所复制之神器生物的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则 X 视为 0。 

• 如果所选择的神器生物本身已经复制了别的东西，则该衍生物进战场时，会是所选生物复制的样
子。 

• 如果所选的神器生物是个衍生物，则进展行进派出的衍生物会复制派出该衍生物的效应原本所注明
的特征。 

• 当此衍生物进战场时，所复制的神器生物之任何进战场异能都会触发。所选择的生物上面任何「于
[此生物]进战场时」或「[此生物]进战场时上面有…」的异能也都会生效。 

• 如果你不支付某个咒语的超载费用，则该咒语将具有单一目标。如果你支付超载费用，则该咒语不
会有任何目标。 

• 由于在支付超载费用后，具超载异能的咒语不需指定目标，它可能会影响具辟邪异能或所对应颜色
之反色保护的永久物。 

• 超载异能不会改变咒语可以施放的时机。 

• 以超载异能施放咒语，不会改变该咒语的法术力费用。你只是改为支付其超载费用。 

• 让你在施放咒语时需额外或减少支付费用的效应，也会让你在支付其超载费用时同样生效。 

• 如果有效应让你以「不需支付其法术力费用」的方式来施放具超载异能的咒语，则你不能改为选择
支付其超载费用。 

 

晶闪纵掠兽 
{三}{蓝} 
生物～龙兽 
1/3 
飞行 
晶闪纵掠兽得+X/+0，X 为由你操控之神器中的最大
法术力值。 
每当晶闪纵掠兽对任一牌手造成战斗伤害时，你可以
从你的牌库顶展示等量的牌。将以此法展示出的一张
神器牌置于你手上，其余则置入你的坟墓场。 



• 如果战场上神器的法术力值中包含{X}，则 X 为 0。 

 

凯拉的音乐盒 
{二} 
传奇神器 
{白}，{横置}：检视你的牌库顶牌，然后将它牌面朝
下地放逐。（你可以随时检视之。） 
{横置}：直到回合结束，你可以使用由你拥有且以凯
拉的音乐盒放逐的牌。 

• 其他牌手都不能检视你拥有、以凯拉的音乐盒放逐且牌面朝下的牌，就算有另一位牌手获得了凯拉
的音乐盒之操控权也是如此。 

 

凯路忍信徒 
{四}{白} 
生物～人类／法术师 
3/4 
当凯路忍信徒进战场时，由你开始，每位牌手各选择
至多五个由其操控的永久物。所有未以此法选中的永
久物跃离，但凯路忍信徒除外。 
永久物都不能跃回。 

• 最后一个异能意指，只要凯路忍信徒在战场上，便没有永久物会在任何牌手的操控下跃回。这包括
以第一个异能以外之方式跃离的永久物，以及当凯路忍信徒进战场时已跃离的永久物。一旦凯路忍
信徒离开战场，所有已跃离的永久物便会如常于其操控者重置步骤中跃离，但有一个例外（见下
点）。 

• 如果某效应是令某永久物跃离，并设定时限至「直到」某事件发生为止，但该事件发生时凯路忍信
徒仍在战场上，则该已跃离的永久物一直跃离。 

• 如果凯路忍信徒本身跃离，则于其跃离期间，其他已跃离的永久物可以如常跃回。在凯路忍信徒操
控者的重置步骤中，凯路忍信徒与由该牌手操控且已跃离的其他永久物同时跃回。 

• 于永久物跃离期间，它视作不存在。它不能成为咒语或异能的目标，其静止式异能对游戏没有效
果，它的触发式异能不会触发，它不能进行攻击或阻挡，诸如此类。 

• 跃离不会触发任何「离开战场」异能。类似地，跃回时也不会触发任何「进战场」异能。 

• 任何等待「直到[此永久物]离开战场」才会发生的一次性效应（例如逐令僧侣所具有者），在该永
久物跃离期间都不会发生。 

• 任何注明「于…时段内」生效的持续性效应（例如伏特里亚调念师所具有者）会忽略已跃离的物
件。在忽略跃离的物件后，任何此类效应的条件若不再满足，则它们会终止。 

• 贴附于跃离永久物上的灵气和武具也会跃离。它们会和该永久物一起跃回且仍旧贴附于其上。类似
地，带着指示物跃离的永久物跃回时也带着那些指示物。 



• 永久物跃回时会记得于它们进战场时为其作的选择。 

 

冷漠的阿士诺 
{二}{蓝}{黑}{红}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 
1/4 
死触 
每当你起动神器或生物的异能，且其不为法术力异能
时，若牺牲了一个或数个永久物来起动，则你可以复
制该异能。你可以为该复制品选择新的目标。（因产
生起动异能所需之法术力而牺牲的神器不属此类。） 

• 「牺牲了永久物来起动」意指该异能的费用中有要求牺牲永久物者，且该牌手牺牲了永久物来支付
该费用。为支付起动费用中要求的法术力而牺牲神器（例如珍宝衍生物）来产生法术力的情况，并
不属于此类。 

 

奇异炼炉 
{七} 
神器 
由你操控的永久物具有守护{二}。 
在你的结束步骤开始时，磨两张牌，然后随机从你的
坟墓场放逐一张非地牌。将其复制。你可以施放该复
制品，且不需支付其法术力费用。（永久物咒语的复
制品会成为衍生物。） 

• 如果你未施放该复制品（也许是因为没有可用的合法目标，或只是你不想施放），则该复制品便会
消失。 

• 如果你以「不需支付其法术力费用」的方式来施放咒语，就无法支付任何替代性费用。不过，你可
以支付额外费用，例如增幅费用。如果此牌含有任何强制性的额外费用，则你必须支付之。 

• 如果该复制品的法术力费用中包含了{X}，则你必须将 X 的值选为 0。 

• 无论该复制品上有何变化，原版的牌均一直会被放逐。 

 

熔炼缸 
{四} 
神器 
{一}，{横置}，牺牲另一个神器：展示你牌库顶的八
张牌。将其中至多两张非生物的神器牌放进战场，且
其法术力值加总须等于或小于所牺牲神器的法术力
值，其余则以随机顺序置于你的牌库底。 

• 如果以此法展示的神器之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则 X 为 0。 



 

肃穆幸存者达硌士 
{一}{蓝}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 
1/3 
{二}，{横置}：派出一个衍生物，此衍生物为至多一
个目标由你操控之衍生神器的复制品。磨两张牌。 
{一}{白}{蓝}{黑}，{横置}，牺牲两个衍生神器，从你的
坟墓场放逐一张神器或生物牌：派出一个衍生物，此
衍生物为所放逐之牌的复制品，但它额外具有神器此
类别。只能于法术时机起动。 

• 你以第一个异能派出的衍生物，会复制派出原版衍生物之效应原本所注明的特征。新派出的衍生物
不会复制下列状态：该衍生物是否为横置，它上面是否有指示物、结附了灵气、装备了武具，或是
其他改变了其力量、防御力、类别、颜色等等的非复制效应。 

• 如果原版衍生物本身已经复制了别的东西，则新派出的衍生物会复制原版衍生物当前的可复制特征
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会成为原版衍生物所复制东西的复制品。 

• 对这两个异能而言，如果派出的衍生物复制了法术力费用中包括{X}的衍生物或牌，则 X 为 0。 

• 当你派出的衍生物进战场时，它其上之任何进战场异能都会触发。所复制的永久物或牌上面任何
「于[此永久物]进战场时」或「[此永久物]进战场时上面有…」的异能也都会生效。 

 

泰坦尼亚法杖 
{二} 
神器～武具 
佩带此武具的生物得+X/+X，X 为由你操控的树林数
量。 
每当佩带此武具的生物攻击时，派出一个 1/1 绿色树
林／树灵衍生地生物。（它会受召唤失调影响。） 
佩带{三} 

• 树林是地的副类别。树灵是生物的副类别。如果有效应使得该衍生物具有其他的地副类别，则这样
并不会影响它的生物副类别（或颜色），反之亦然。 

 

显赫械师米斯拉 
{二}{蓝}{黑}{红}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 
5/4 
在你回合的战斗开始时，派出一个衍生物，其为目标
由你操控之非生物神器的复制品，但名称是米斯拉的
战形械，为 4/4 组构体神器生物，且仍具有原本类
别。它获得敏捷异能直到回合结束。在下一个结束步
骤开始时，将它牺牲。 



• 此衍生物所复制的，就只有原版永久物上所印制的东西而已（除非该永久物也复制了其他东西或是
个衍生物；后文将详述），但名称、力量、防御力和类别这些特征除外。它不会复制下列状态：该
生物是否为横置，它上面有没有指示物、贴附了灵气等。 

• 如果所复制之永久物的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则 X 视为 0。 

• 如果所复制的永久物是个衍生物，则派出的新衍生物会复制派出原版衍生物的效应本来所注明的特
征（且仍具有所列但书）。 

• 如果所复制的永久物本身已经复制了别的东西，则该衍生物进战场时，会是所选的永久物复制的样
子，且仍具有前列但书。 

• 当此衍生物进战场时，所复制的永久物之任何进战场异能都会触发。该目标永久物上面任何「于
[此永久物]进战场时」或「[此永久物]进战场时上面有…」的异能也都会生效。 

 

线缆医士 
{四}{黑}{黑} 
生物～人类／神器师 
6/5 
恐惧（此生物只能被神器生物和／或黑色生物阻
挡。） 
你坟墓场中的每张神器生物牌均具有返场异能。其返
场费用等同于其法术力费用。（放逐它并支付其法术
力费用：为每位对手各进行以下流程～派出一个衍生
复制品，且其本回合若能攻击该对手，便须如此作。
它们获得敏捷异能。在下一个结束步骤开始时，将它
们牺牲。只能于法术时机起动。） 

• [放逐该具返场异能的牌]是起动异能的费用。一旦你宣告起动返场异能，则直到你完成起动为止，
没有牌手能有所行动。其他人都不能试图将该牌从你的坟墓场移除，来让你无法支付该费用。 

• 在你派出衍生物时，不会为已离开游戏的对手执行该流程。 

• 所派出的衍生物只会复制印在原版牌张上的东西。不会复制该生物之前在战场上时受影响的任何效
应。 

• 对每个衍生物而言，如果它能够攻击相应牌手，便须如此攻击。 

• 如果其中某衍生物因故无法攻击（例如被横置），则它便不用攻击。如果要支付费用才能使其攻
击，则这并不会强迫你必须支付该费用，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不至于必须要攻击。 

• 如果有效应阻止某衍生物攻击相应牌手，则该衍生物能攻击其他任意牌手或鹏洛客，或是根本不攻
击。如果该阻止衍生物攻击牌手的效应是要求支付费用才能攻击，则你也不是必须要支付该费用
（除非你真的想攻击该牌手）。 

• 如果于衍生物的延迟触发式异能结算时，其中有衍生物因故受其他牌手操控，则你在此时无法将之
牺牲。这类衍生物会一直留在战场上，就算你在稍后时段重新获得其操控权，也不用牺牲。 

 



新天地学者 
{一}{白} 
生物～人类／斥候 
1/1 
新天地学者进战场时上面有一个+1/+1 指示物。 
{横置}，从由你操控的永久物上移去一个指示物：从
你的牌库中搜寻一张平原牌并展示之。如果某对手操
控的地比你多，则你可以将该牌横置放进战场。如果
你未将该牌放进战场，则将它置于你手上。然后洗牌
。 

• 就算有对手操控的地比你多，你也可以选择将该牌置于你手上，而非放进战场。 

 

野望回收师法逸德 
{二}{红} 
传奇生物～人类／士兵 
3/3 
每当一个由你操控且非衍生物的神器从战场进入坟墓
场时，派出一个无色，名称为废铁的衍生神器。 
{一}{红}，牺牲一个神器：选择一项～ 
•在法逸德上放置一个+1/+1 指示物。它获得威慑异
能直到回合结束。 
•煽惑目标生物。 
•弃一张牌，然后抓一张牌。 

• 该衍生物的名称为废铁，且没有异能。 

• 如果在某牌手的宣告攻击者步骤中，某个由该牌手操控且被煽惑的生物处于以下状况：该生物已横
置；它正受某咒语或异能之影响而不能攻击；或该牌手并未从本回合一开始时便持续操控它（且它
不具敏捷），则它便不能攻击。如果要支付费用才能让某生物攻击牌手，则这并不会强迫其操控者
必须支付该费用，所以该生物也并非必须要攻击。 

• 如果该生物不符合上述任一条例外条件，且能够攻击，则它若能攻击煽惑它之咒语或异能的操控者
以外的牌手，则必须如此作。如果该生物能够攻击，但只是不能攻击前述任一应攻击的牌手，则它
必须攻击任一对手的鹏洛客（受任何对手操控者均可），或是攻击煽惑此生物的牌手。 

• 「被煽惑」并不是生物所具有的异能。一旦某生物被煽惑，则就算它失去了所有异能，也必须依照
前述要求进行攻击。 

• 以已煽惑的生物攻击，并不会取消其已煽惑的状态。如果该回合中有额外的战斗阶段，或如果另一
牌手在该生物被煽惑的时限结束之前获得了它的操控权，则该生物若能再度攻击，则必须如此做。 

• 如果某个由你操控的生物被多位对手煽惑，则必须从未曾煽惑它的对手中选一位进行攻击，如此才
能最大数量地满足所有煽惑要求。如果你的所有对手都煽惑了同一个由你操控的生物，则由你选择
它要攻击哪一位对手。 

 



至尊掌院 
{二}{蓝}{红}{白} 
传奇生物～人类／参谋 
0/5 
在你的维持开始时，你获得 X 点生命，X 为你手牌的
数量减 4。 
每当你获得生命时，直到回合结束，每个由你操控的
参谋、神器师和修行僧均获得警戒异能且得+X/+0，
X 为你所获得的生命数量。 
横置三个由你操控且未横置的参谋，神器师和／或修
行僧：抓一张牌。 

• 你不会获得负数数量的生命。如果在第一个异能结算时，你的手牌数量少于四张，则你不会获得生
命，但你也不会失去生命。 

• 由于至尊掌院之起动式异能的费用不包含横置符号，你可以横置在你最近的一回合开始时并未持续
操控之生物（包括至尊掌院本身）来支付此费用。 

 

铸物卿克撒 
{三}{白}{蓝}{黑} 
传奇生物～人类／神器师 
4/5 
神器生物共鸣（你每操控一个神器生物，此咒语便减
少{一}来施放。） 
由你操控的神器生物具有威慑异能。 
在你的结束步骤开始时，派出一个 0/0 无色组构体衍
生神器生物，且具有「你每操控一个神器，此生物便
得+1/+1。」 

• 由于该组构体的异能确实会将组构体本身计算在内，因此它至少会是个 1/1。 

 

自然之力泰坦尼亚 
{四}{绿}{绿} 
传奇生物～元素 
6/6 
你可以从你的坟墓场中使用树林。 
每当一个树林在你的操控下进战场时，派出一个 5/3
绿色元素衍生生物。 
每当一个由你操控的元素死去时，你可以磨三张牌。 

• 自然之力泰坦尼亚不会改变你能够使用这些树林的时机。你每回合依旧只能使用一个地，而且只能
在自己的行动阶段，拥有优先权，并且堆叠空着时使用。 

 



无疆新宇宙变形金刚牌单卡解惑 
（以下按中文牌名拼音顺序排列） 
 

残酷虐徒闪电 
{五}{黑}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6/5 
远超所见{三}{黑}（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支
付{三}{黑}。） 
在你的结束步骤开始时，目标对手失去等同于其本回
合中失去过之数量的生命。如果该牌手未以此法失去
生命，则转换闪电。 
//// 
千变攻袭闪电 
颜色标志：黑色 
传奇神器～载具 
3/5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在你回合的战斗开始时，随机选择飞行或不灭。闪电
获得该异能直到回合结束。 
每当闪电对任一牌手造成战斗伤害时，转换它。 

• 千变攻袭闪电转换为残酷虐徒闪电后，仍是在战斗中进行攻击的生物。它依然具有所有已获得的异
能，包括在战斗开始时获得者。特别一提，如果千变攻袭闪电因故获得了连击异能，则它在常规战
斗伤害步骤中造成战斗伤害之前就会转换。 

 



超音奸徒声波 
{一}{白}{蓝}{黑}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5/4 
远超所见{二}{白}{蓝}{黑}（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
牌，并支付{二}{白}{蓝}{黑}。） 
每当由你操控的一个或数个衍生生物对任一牌手造成
战斗伤害时，将目标法术力值等同于所造成伤害的瞬
间或法术牌从其坟墓场放逐。将其复制。你可以施放
该复制品，且不需支付其法术力费用。若你如此作，
则转换声波。 
//// 
优越队长声波 
颜色标志：白色，蓝色，黑色 
传奇神器 
每当你施放法术力值为奇数的咒语时，转换声波。若
你如此作，则派出传奇衍生神器生物机器狗，其为
3/3 黑色，具威慑与死触异能的机器人。 
每当你施放法术力值为偶数的咒语时，转换声波。若
你如此作，则派出传奇衍生神器生物激光鸟，其为
2/2 蓝色，具飞行与辟邪异能的机器人。 

• 超音奸徒声波的触发式异能，只能指定法术力值正好等同于相应数值的瞬间或法术牌为目标，此数
值为「由你操控之衍生生物对该牌手造成的伤害」。 

• 如果你未施放该复制品，则该复制品会在下一次检查状态动作时消失。无论你是否施放该复制品，
所放逐的牌都会留在放逐区。 

• 如果你施放的咒语之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且你施放它时不需支付法术力费用，则你必须将 X 的
值选为 0。 

• 对优越队长声波的异能而言，如果你施放的咒语之法术力费用中包含{X}，则利用为 X 所选的数值
来决定其总法术力值。 

• 零是偶数。 

 



聪晓学士天火 
{四}{蓝}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3/4 
远超所见{三}{蓝}（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支
付{三}{蓝}。） 
飞行 
从由你操控的神器上移去一个或数个+1/+1 指示物：
目标牌手加等量的{无}。此法术力不能用来施放非神
器咒语。转换天火。 
//// 
空中守护天火 
颜色标志：蓝色 
传奇神器～载具 
3/4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飞行 
{蓝}{蓝}{蓝}：转换天火，然后演化 3。（如果其上没
有+1/+1 指示物，则在其上放置三个+1/+1 指示物。
） 

• 只要是非神器咒语以外的东西，你就可以用聪晓学士天火之起动式异能产生的这份法术力来支付。
这包括支付用于起动神器或非神器永久物之异能的费用，支付守护费用，等等。 

• 由于聪晓学士天火的起动式异能需指定目标，因此它不是法术力异能。它会用到堆叠，且可以被回
应。 

 



护人卫士金飞虫 
{一}{白}{蓝}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3/3 
远超所见{白}{蓝}（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支
付{白}{蓝}。） 
防止将对由你操控且进行攻击之人类造成的所有战斗
伤害。 
每当你施放每回合中你的第二个咒语时，转换金飞
虫。 
//// 
好斗斥候金飞虫 
颜色标志：白色，蓝色 
传奇神器～载具 
1/3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由你操控的人类咒语不能被反击。 
每当金飞虫与至少一个人类攻击时，抓一张牌并转换
金飞虫。 

• 如果在进行攻击的人类受到战斗伤害之前，护人卫士金飞虫就已死去，则伤害不会被防止。如果金
飞虫被具先攻异能的生物阻挡，就可能发生此事。 

• 如果金飞虫在造成战斗伤害前就已转换的话，也是如此，所以在你使用第二个咒语时要当心！ 

 



坚忍策士警车 
{三}{白}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3/3 
远超所见{二}{白}（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支
付{二}{白}。） 
每当警车攻击时，放逐至多另一个目标已横置的生物
或载具。于该牌持续放逐的时段内，其拥有者可以使
用之。 
每当任一牌手使用以警车放逐的牌时，你抓一张牌并
转换警车。 
//// 
啸笛追击警车 
颜色标志：白色 
传奇神器～载具 
2/3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每当另一个生物或载具在你的操控下进战场时，在警
车上放置一个+1/+1 指示物。如果这是此异能在本回
合第二次的结算，则转换警车。 

• 只要所放逐的牌持续位于放逐区，其拥有者就能使用之，但能让你抓牌的触发式异能，就只有在警
车仍以坚忍策士警车的样子在战场上的时候才会触发。 

• 牌手使用以坚忍策士警车放逐之由其拥有的牌张时，仍须支付所有费用且遵循正常时机规则。 

 



狂妄暴君威震天 
{三}{红}{白}{黑}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7/5 
远超所见{一}{红}{白}{黑}（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
牌，并支付{一}{红}{白}{黑}。） 
所有对手于战斗中都不能施放咒语。 
在你战斗后的行动阶段开始时，你可以转换威震天。
若你如此作，则所有对手本回合中每失去过 1 点生
命，你便加{无}。 
//// 
毁灭之力威震天 
颜色标志：红色，白色，黑色 
传奇神器～载具 
4/5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每当威震天攻击时，你可以牺牲另一个神器。当你如
此作时，威震天对目标生物造成伤害，其数量等同于
所牺牲神器的法术力值。若此法将对该生物造成过量
伤害，则过量伤害改为对该生物的操控者造成之，且
你转换威震天。 

• 确定生物是否将受到「过量伤害」的计算方式，与处理具践踏异能之生物造成之战斗伤害的情形类
似。先从将要对该生物造成的伤害数量入手，确定「适量」，亦即构成致命伤害的数值。此数值通
常可通过利用该生物的防御力减去已标记在该生物上的伤害数量得到，此时需忽略可能会改变实际
造成之伤害数量的替代性效应或防止性效应。如果生物具有异能，会让在它受到这份伤害后不至于
被消灭（例如不灭），则在计算致命伤害时也需忽略这点。 

• 一旦你已确定会有过量伤害，以及具体的过量数值，威震天便会同时对该生物和该生物的操控者造
成伤害，然后转换。替代性效应或防止性效应可以改变这份伤害的数值。 

• 如果在该自身触发式异能试图结算时，该目标生物已经是不合法目标，则此异能不会结算。它不会
对任何牌手造成伤害。 

• 如果在该自身触发式异能结算时，威震天具有死触异能，则 1 点伤害就已经是「适量」的致命伤
害，之外的所有伤害都是过量伤害。 

 



力量渴求徒红蜘蛛 
{三}{黑}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2/3 
远超所见{二}{黑}（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支
付{二}{黑}。） 
飞行 
每当你抓一张牌时，若你是君主，则目标对手失去 2
点生命。 
每当一个或数个生物对你造成战斗伤害时，转换红蜘
蛛。 
//// 
追踪者领袖红蜘蛛 
颜色标志：黑色 
传奇神器～载具 
2/3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飞行，威慑，敏捷 
每当红蜘蛛对任一牌手造成战斗伤害时，若此时没有
君主，则该牌手成为君主。 
每当你成为君主时，转换红蜘蛛。 

• 游戏开始时没有君主。一旦有效应让某牌手成为君主，则从该时点开始，游戏中就会有正好一位君
主。于某牌手成为君主时，当前的君主（如有）便不再是君主。 

• 「身为君主」会自然产生与之关联的两个触发式异能。这两个触发式异能没有来源，其操控者为异
能触发时为君主的牌手。这两个异能的完整叙述为「在君主的结束步骤开始时，该牌手抓一张牌」
及「每当任一生物对君主造成战斗伤害时，其操控者成为君主」。 

• 如果让君主抓一张牌的触发式异能已进入堆叠，但在该异能结算前君位已易主，则仍会是前任君主
抓牌。 

• 如果君主在其他牌手的回合中离开游戏，则当前进行回合的牌手成为君主。如果君主在自己的回合
离开游戏，则依回合顺序的下一位牌手成为君主。 

• 如果对君主造成的战斗伤害会让该牌手输掉这盘游戏，则令攻击生物之操控者成为君主的触发式异
能不会结算。不过在大多数状况下，由于此时基本上都会是攻击生物之操控者的回合，最终也会是
由该牌手成为君主。 

 



破坏暴徒狂飙 
{二}{蓝}{黑}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2/5 
远超所见{五}{蓝}{黑}（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
支付{五}{蓝}{黑}。） 
飞行 
每当狂飙对任一牌手造成战斗伤害时，令它筹谋。然
后若狂飙的力量等于或大于 5，则转换它。（某生物
筹谋的流程是抓一张牌，然后弃一张牌。如果你弃的
牌不是地，则在该生物上放置一个+1/+1 指示物。） 
//// 
赛博坦战机狂飙 
颜色标志：蓝色，黑色 
传奇神器～载具 
5/5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飞行 
每当狂飙对任一牌手造成战斗伤害时，转换它。若你
如此作，则在此阶段后，额外多出一个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包括重置步骤、维持步骤和抓牌步骤。） 

• 千变攻袭闪电转换为残酷虐徒闪电后，仍是在战斗中进行攻击的生物，且依然具有所有已获得的异
能。特别一提，如果赛博坦战机狂飙因故获得了连击异能，则它在常规战斗伤害步骤中造成战斗伤
害之前就会转换。当它第二次对牌手造成战斗伤害时，就可能会再度转换。 

 



睿智军士通天晓 
{四}{红}{绿}{白}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7/7 
远超所见{二}{红}{绿}{白}（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
牌，并支付{二}{红}{绿}{白}。） 
守护{二} 
每当通天晓攻击时，你可以将一张神器生物牌从你手
上横置放进战场，且正进行攻击。若你如此作，则在
战斗结束时转换通天晓。 
//// 
装甲重载通天晓 
颜色标志：红色，绿色，白色 
传奇神器～载具 
4/7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敏捷 
强横～每当通天晓攻击时，由你操控且进行攻击的生
物获得不灭异能直到回合结束。若这些生物的力量总
和等于或大于 8，则转换通天晓。 

• 虽然以睿智军士通天晓最后一个异能放进战场的神器生物牌属于进行攻击的生物，但由于它并未被
宣告为攻击生物，因此它从未「攻击过」，因此也不会触发会于「当一个生物攻击时」触发的异
能。 

• 通天晓的操控者要为该神器生物选择其要攻击的牌手或鹏洛客。它攻击的对象与通天晓攻击的对象
可以不一样。 

 



受雇狂徒切片 
{四}{红}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3/4 
远超所见{二}{红}（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支
付{二}{红}。） 
连击，敏捷 
在每位对手的维持开始时，你可以令该牌手获得切片
的操控权直到回合结束。若你如此作，则重置切片，
煽惑它，且它本回合不能被牺牲。若你未如此作，则
转换它。 
//// 
高速敌手切片 
颜色标志：红色 
传奇神器～载具 
3/2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先攻，敏捷 
每当切片对任一牌手造成战斗伤害，在战斗结束时转
换它。 

• 当你煽惑生物时，该生物每次战斗若能攻击，则必须攻击，且若能攻击除你以外的牌手，则必须如
此作。直到你的下一个回合，它都是已煽惑。 

 



无畏勇士擎天柱 
{三}{蓝}{红}{白}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4/8 
远超所见{二}{蓝}{红}{白}（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
牌，并支付{二}{蓝}{红}{白}。） 
在每个结束步骤开始时，振励 1。（于由你操控的生
物中选择一个防御力最小的生物，在其上放置一个
+1/+1 指示物。） 
当擎天柱死去时，将它在其拥有者的操控下移回战场
且已转换。 
//// 
汽车人领袖擎天柱 
颜色标志：蓝色，红色，白色 
传奇神器～载具 
6/8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践踏 
每当你攻击时，振励 2。所选生物获得践踏异能直到
回合结束。本回合中，当该生物对任一牌手造成战斗
伤害时，转换擎天柱。 

• 振励 2 的流程是，在由你操控的生物中防御力最小的生物上放置两个+1/+1 指示物。如果有数个生
物的防御力同为最小，则选择其中一个。 

• 振励异能不需制定目标；你是在该攻击触发式异能结算时，才选择要在哪个生物上放置指示物。 

 



战地医士救护车 
{二}{白}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2/4 
远超所见{一}{白}（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支
付{一}{白}。） 
系命 
每当你获得生命时，你可以转换救护车。当你如此作
时，将目标法术力值等于或小于你本回合中曾获得生
命数量的神器牌从你坟墓场横置移回战场。 
//// 
救援疾驰救护车 
颜色标志：白色 
传奇神器～载具 
1/4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系命 
每当一个或数个由你操控且非衍生物的神器从战场进
入坟墓场时，转换救护车。此异能每回合只会触发一
次。 

• 战地医士救护车的最后一个异能不需指定目标。如果你在该异能结算时转换救护车，则会触发另一
个异能，且你为这新的异能选择目标。对手可以如常回应这个新的触发式异能。 

• 同时发生的多个获得生命之事件，会使战地医士救护车的最后一个异能触发同样次数。不过，当发
生此类事情时，救护车只会转换一次。一旦它已因该触发式异能转换，其他的异能结算时就没有效
果。 

 



战斗音士录音机 
{三}{红}{绿}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3/3 
远超所见{一}{红}{绿}（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
支付{一}{红}{绿}。） 
由你操控且非衍生物的其他神器生物和载具都具有套
件 1。（它们进战场时上面额外有一个+1/+1 指示
物。当它们死去时，你可以将其上的+1/+1 指示物放
置在目标神器生物上。） 
每当你在录音机上放置一个或数个+1/+1 指示物时，
转换它。 
//// 
士气提振录音机 
颜色标志：红色，绿色 
传奇神器 
套件 3 
{X}，{横置}：将 X 个+1/+1 指示物从录音机移到另一
个目标神器上。该神器获得敏捷异能直到回合结束。
如果录音机上没有+1/+1 指示物，则转换它。只能于
法术时机起动。 

• 如果战斗音士录音机因故和一个或数个其他神器生物或载具同时进战场，则由于这些生物或载具要
进到战场上之后才会因录音机的异能而具有套件 1，因此它们进战场时上面不会有额外的+1/+1 指
示物。 

• 如果战斗音士录音机和一个或数个神器生物或载具同时死去，则录音机赋予它们的套件异能均会触
发。 

• 如果某个其上有一个或数个+1/+1 指示物的生物因有效应在其上放置足量的-1/-1 指示物而死去，
则它离开战场时，这所有指示物都仍在其上。套件异能会在目标神器生物上放置若干+1/+1 指示
物，其数量等同于此生物离开战场前其上有的+1/+1 指示物数量。 

• 将战斗音士录音机转换为士气提振录音机时，后者的套件异能并不会因此在其上放置指示物。 

• 如果于士气提振录音机的起动式异能结算时，其上的+1/+1 指示物数量少于 X 个，则会移动其上所
有的+1/+1 指示物。 

 



资深傲徒战火红 
{一}{黑}{红} 
传奇神器生物～机器人 
3/2 
远超所见{黑}{红}（你可以施放已转换的此牌，并支
付{黑}{红}。） 
牺牲另一个神器：在战火红上放置一个+1/+1 指示物
并转换它。只能于法术时机起动。 
{一}，弃掉你的手牌：将所有由你拥有、已放逐且其
上有军情指示物的牌置于你手上。 
//// 
街头特务战火红 
颜色标志：黑色，红色 
传奇神器～载具 
2/1 
金属生命体（只要是在你的回合中，此载具便也是生
物。） 
威慑，死触 
每当战火红对任一牌手造成战斗伤害时，从你的牌库
顶牌面朝下地放逐等量的牌。在其上各放置一个军情
指示物。转换战火红。 

• 你不能检视以街头特务战火红之触发式异能放逐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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