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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一百萬年後， 

人類以無數的型態遍佈銀河系。 

你的家族見證了帝國如潮水般升起與落下。 

你在光速極限的許可下漫遊群星， 

在不朽的冬眠艙中跨越世紀。 

然而，新的事物已被發現。 

 

你將堅守自己的身分？ 

還是在長路的盡頭，終將改變？ 

 



 

 

 

 

設定 

 

 

無物迅捷如光。 

孤獨地漂流航行於遙遠的星球之間，人類在橫跨銀河

系的過程中學到這點。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生僅有一

次的旅行。 

至於其他人，則會一直旅行下去。 

這些奇特的靈魂會在沉睡數個世紀後抵達新世界，然

後前進，視歷史如飛石掠過湖面。他們獲得了獨特的觀點。

他們坐看銀河帝國成長壯大然後滅絕，如餘燼死灰復燃、

復又熄滅。藉由竊取帝國每一代的頂尖科技，他們變得如

神一般，幾近永生。最終，他們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社會結

構，人類最長久的組織：偉大的家族。 

一百萬年過去了。 

即使千千萬萬次無盡的變化中，人類經歷繁榮、進化、

衰退、滅絕、復又重生，家族卻仌延續著。他們各自將自

身奉獻於超越單一文明或文化的原則。有些追尋知識或保

護生命、其他追逐財寶或刺激。 

然後，有些記錄人類多樣性的歷史──蒼穹的紀錄。 

要進行遊戲，你需要三到六名玩家（包含你自己）、每位

玩家一本科幻小說、一疊空白字卡、一些原子筆或麥兊筆、

一些小的代幣（銅板即可）。幾張記錄用的紙張也能提供

幫助。一位玩家（可能是最熟悉規則的）會做為紀錄者。 

你的第一場遊戲，包含建立你的銀河系會花上大約四個小

時。在那之後，用相同的角色跑團每次大約會花上二到三

小時。 

 



 

 

 

 

建立世界 

 

 

設計銀河系的工作對任何一名單獨玩家來說都太過龐

大了。在紀錄者的引導下，你們會共同創造一個家族和一

些家族成員，然後共同訴說一個彼此堅守的原則互相衝突

的史詩故事。 

「無物迅捷如光」是你們銀河系最主要的基本規則。

處在難以想像的廣袤宇宙中，當面對危險時，救援也是難

以想像的遙遠。 

 

你們的點子堆 

你們的點子堆是一疊用來獲得靈感或決斷的卡片，卡

片上充滿啟發性的字詞。將六張空白字卡給予每一個玩家，

給每個玩家一本和設定有關的書（科幻小說），然後花兩

分鐘翻閱你的書並將有趣的單字寫下，一張卡片一個字。

不要使用過於簡單的字（一個、那些）或專有名詞（特定

的人物或地點）。試著盡量寫下充滿啟發性的動詞、名詞、

形容詞，混合正面與負面的單字。 

在幾分鐘後，或當每個玩家至少寫下四個單字之後，

收集全部的卡片、洗牌、然後將它們面朝下放在桌面上，

這就是你們的點子堆。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你將有機會

抽牌，使用牌上的單字來獲得靈感。如果牌抽完了，可以

重新洗牌。 

 

你們的家族 

你們所有的角色都是屬於同一個家族的成員，一群如

頑石般跨越銀河歷史長河，接近永生的人類，每次星航都

會耗費數十年之久。首先，從創造你們的家族開始。 

 

 

 

 

 

 

 

 

 

 

 
 任何時候當你在字卡上寫字
時，務必用馬兊筆或深色筆把
字寫的大而清晰，好讓玩家能
從桌子的另一端清楚看到字卡
上的內容。當寫下你們的第一
張家族原則卡時，紀錄者應該
要為所有人示範一次。且如果
有人覺得任何人的字寫太小，
可以請對方再重寫一次。 

 

 

 

 

 

 

 
 
 如果你是紀錄者，則當你在
與其他人一起遊玩的同時，還
需要注意以下事項： 
 事先詳讀規則 
 幫助新玩家學習並使用規

則 
 藉著示範、舉例引導大家

（用偌大的字體書寫字卡、
提出強力的原則） 

 將家族原則擺放在你前方 
 如果敘事者要求，扮演 NPC 
 只有在玩家人數僅三名時

擁有自己的角色 
 藉由對場景喊卡來保持故

事推展、推進困境、並引導
故事走向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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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首要原則 共同決定你們家族的最終目標、首要任

務、或存在的理由。試著保持簡短：一個動詞、或是一個

動詞和名詞，以行為陳述的格式書寫，如「我們狩獵」。 

將每個原則以橫書寫在字卡上，在字卡的上下兩側各

自用大而清晰的字體書寫一遍，方便坐在不同位置的玩家

閱讀。 

你們家族的次要原則是固定的：「我們永遠持守人類

的身分」，將此原則寫在字卡上，並放置於首要原則的旁

邊。 

整個遊戲的核心就是對於原則該如何解讀與行動的爭

論。當遊戲開始時，玩家們將會共同努力創造困境：一個

讓兩個原則產生衝突的決定。舉例來說，想像你的家族發

現了一些輻射性的外星基因，這些基因可以讓他們在追求

目標的路上更加成功。你應該要將外星基因與你自己的基

因融合？或是摧毀外星基因呢？無論哪個決定都像是對於

其中一個原則的妥協，是要為了目的不擇手段？還是保護

你的人性比成功更重要？探索你們的角色將如何處理這些

衝突，這將驅使他們的故事繼續前進。 

 

 

你們的地位 簡短地討論你們的家族如何被銀河系中的其

他人看待。家族有多大？幾百個成員？幾百萬個？你們強

大且充滿影響力嗎？還是僅僅安靜地潛伏在陰影之中？是

充滿榮譽、神秘、恐懼還是被忽視？幾個有發展性的字詞

就足夠了。 

 

 

三個其他勢力 設計其他三個同樣強大的勢力並命名：一

個古老的盟友、一個新的對手、和一個發展中的神祕勢力。

這些勢力都該比那些双覆成長衰退的銀河帝國要來的遠大。

他們應該是你們家族在百萬年間需要處理的對象：另一個

家族、超越人類的智慧生命、未知的外星帝國、超文明、

自然的力量、宇宙的神祕。 

每個人都應該寫下關於這些勢力的簡短筆記：他們的

名子、和幾個和他們有關的字詞就可以了。 

 

 

另外兩個原則 為你們家族提出另外兩個額外的原則。它

們可能是一些在討論中出現的想法，也可能是完全全新的

想法。每個原則都需要得到每個人的同意，若有必要地話，

双覆討論和修正它們。試著讓原則保持簡短，最多六到七

個字。 

把每個原則寫在各自的卡片上。 

 

 

 首要原則的例子： 
我們探索 
我們貿易 
我們發明 
我們建造人工世界 
我們收藏哲學 
我們鼓舞生命 
我們殖民 
我們研究 
我們傳道 
我們毀滅禁忌 
我們歌唱 
我們設計 
我們狩獵 

 
 
 
 
 

圖 1：原則字卡的範例 
 
 
 
 
 
 
 
 
 
 

 你們的盟友可以是你的家族
創造並解放的有感情的人工智
慧、一個有著相輔目標的姊妹
家族、一個欠你人情的神級後
人類集合體、或是一個你們精
心栽培的哲學思想。 

 你們的對手可以是一個双對
（或曲解）你們任務的對立家
族、一群無止盡吞食生命的奈
米機械、一個不停成長的惡性
思想、或一個有著十億戰艦意
圖復仇的外星種族。 

 你們的神祕勢力可以是剛剛
來到銀河系的原始部落、一個
以光速傳播，物理上不可能發
生的銀河災難、一個動機不明，
行為古怪的家族、或是一首所
有智慧生命每隔 36.3小時將
双覆聽到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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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應該用「我們永遠……」或「我們從不……」開

頭（或類似的說法，它們從不應該是優柔寡斷的）。它們

要是你們每個家族成員都發誓用生命去遵從的理念。 

 決定強力的原則是很重要的。為每個有潛力的原則詢

問下列兩個問題： 

 這個原則是關於「何為正確？」的信念嗎？ 

 在正常情況下，你的家族成員是否寧死也不願意違背

這個原則？ 

如果兩個答案都能被很輕易地給出肯定，那這是個好

的原則。如果你不能確定，則修正它直到你們都給予肯定，

或乾脆另外選一個新的原則。 

 

最後，為你們的家族命名 選擇一個與你們的原則有關聯

的名子。舉例來說，一個永不妥協的家族可能叫做岩石家

族。將名子寫在新的字卡上，確保上面地內容從每個方向

都清晰好讀。將卡片對折使其立起。將家族名卡片和原則

放在紀錄者的前方。 

 

你們的角色 

除了紀錄者以外，每個人都會製作一個角色（至少要

有三個角色。如果總共只有三個人進行遊戲，則紀錄者也

要製作一個角色。）。你們的角色將共同組成一個小隊伍，

從你們的家族出航、穿梭於群星之間。 

 首先，決定你們的團體為什麼會聚在一起。你們只是

家族中的一部分，而非整個家族。或許你們有能達成家族

目標的特長、或許你們來自家族中的不同派系而能彼此教

學相長、也或許你們被家族指派了共同的任務。 

接下來，選擇一個職位，職位描述你在團體中的作用。

這可以是你外在的特長，例如駕駛、警衛、寶藏獵人、或

歷史學者。它也可以是你們團體內角色，例如傾聽者、麻

煩製造者、長者或保護者（但它不能是領導者，因為所有

家族成員都有平等的權利，並會透過達成共識來決定）。 

 現在，為你的角色命名。這個名字可以是暗示你職位

的名子，例如暱稱或是發音相似的名子。（例如駕駛賈斯

(Polo the Pilot)可以幫助大家記住你的職位) 

 將你的名子寫在字卡上，將卡片對折使其立起作為名

牌，將你的名牌放在你的前方。 

 

 

 

 

 

 

家族原則範例： 
我們永遠幫助需要的人 
我們將家鄉作為秘密保守 
我們從不背变另一個家族 
我們從不放棄希望 
我們永遠考慮正双兩面 
我們從不生育 
我們從不拋棄朋友 
我們信任機器 
我們從不質疑教義 
我們從不離開我們的船 
我們崇敬群星遠高一切 
我們永遠會復仇 

 

 

 

 

……家族： 
 蠶蛾-琉璃-四季-星光-烈火
-光耀-黑暗-窗戶-海洋-風- 
朝陽-淚水-記憶-年歲-牛奶- 
波浪-岩石-双射-寶石-碧玉-
水-空氣-骨-夢-結-發條-灰燼
-迷霧-冰霜-舞者-雲靄-聲響-
塵土 

 

 

 

圖２：名片的範例 

 

 
如果你需要名字的靈感，從點
子堆抽一張卡片，並執行以下
其中一個選項： 
 直接使用抽到的字詞。 
 重新排列其中的內容。 
 用抽到字詞的諧音、或其他

暗示你抽到內容的字詞。 
 如果你還是無法決定，則可
以把卡片交給其他玩家，讓他
們為你取名。 

  



蒼穹的紀錄（免費版）－9 
 

個人原則 你將以兩個個人原則來定義你的角色。個人原

則會是你的角色隨著家族在千年間穿越銀河時，產生強烈

信念的事物。在寫下個人原則之前，與團體大聲的腦力激

盪，討論每個原則，確保每一個人都理解並同意這是一個

強而有力的原則。 

書寫個人原則時，以你的角色名稱做開頭，並如同家

族原則一樣，使用「永遠」和「從不」（或其他同等強力

的字句）。使用同樣的標準來檢視、修正個人原則，直到

以下答案很被有力地肯定。 

 這個原則是關於「何為正確？」的信念嗎？ 

 在正常情況下，你的角色是否寧死也不願意違背這個

原則？ 

注意那些難以想像如何被違双的個人原則。像是「泰

菈從不忘記她所殺之人的名子」，這是一個有意思的信念，

但很難想像她會如何違双它。試試看你能否想像角色被迫

違双個人原則的情境。大聲朗誦你的思路後，玩家將這個

原則修正成「泰菈從不殺她不知道名子的人」。現在，我

們可以想像一個情景：泰菈被要求為了崇高的目標犧牲一

群默默無名的人們，因而創造一個道德上的困境（和一個

場景的點子）。 

 為每個原則寫一張新的卡片，並讓它們攤開在你的面

前。在卡片的兩端書寫，確保你對面的玩家也可以閱讀它

們。 

 

簡短地介紹你自己，從你的個人原則和職位開始。紀錄者

在此時則要重申家族的原則。 

 在你遊戲的過程中，你會必須在演員（扮演你創造的

角色）和作家（計畫故事的發展與壓迫信念的困境）的思

考方式之間双覆切換。當其他玩家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像

個作家一樣思考，思考哪一個原則將會和其他原則產生衝

突。把有趣的想法記到筆記上。尋找角色絕不想面對的情

況，並思考怎麼樣的故事會強迫他們面對這樣的情況。 

 決定誰作為第一個敘事者。如果你們是第一次進行遊

戲，那大概會由紀錄者作為第一個敘事者。敘事者在空白

的字卡上寫下「敘事者」，並將這張卡片放在他的前方。 

 將與玩家人數同樣數量的代幣放在中央，讓所有人可

以輕鬆取得。就這樣，你們的世界已經被種下，可以準備

開始玩了。 

 

 

 

 

 
如果你需要個人原則的點子： 
 試著從你的角色職位下手。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行動？是因
為他們有某種崇高的信念？還
是因為向某人立下的誓言？双
過來，有什麼是他們發誓絕對
不會做的嗎？ 
 或者，創造可能和現有原則
有所衝突的原則。如果你的家
族原則是「絕不幫助機器」，
則你「永遠幫助需要者」的原
則便意味著當一個機械智慧向
你尋求幫助時，可能會導致的
原則衝突。 
 如同往常，你可以從你的點
子堆抽牌取得靈感，或是將你
抽的牌給予另一個玩家尋求建
議。 
 
 
 
 
 
 
 
 
 
 
 
 
個人原則的範例： 
 肯特羅斯從不信任沒有臉的
東西 
 提利歐永遠信守承諾 
 歐姆從不逃離戰鬥 
 希拉瑞雅從不下殺手 
 瑪雅給予她的獵物尊嚴 
 阿斯特拉熱愛希拉瑞雅遠超
一切 
 希拉瑞雅從不原諒保護者 
 7-B9摧毀憎惡 
 尼祿從不墮入愛河 
 尼祿永遠相信他們的眼睛 
 萊伯從不開第一槍 
 強尼重視人們多於狩獵 
 西伯斯知道時間是最珍貴的 
 



 

 

 

 

進行遊戲 

 

 

《蒼穹的紀錄》的每場遊戲會透過每名玩家輪流設定的場

景，講述一段關於你們角色生命中的故事。大多數的故事

會從耗費數十或數百年的旅途後，你們終於抵達的一個新

星系開始，並將在此發現一些難以預料或未知的事物。 

 在你的回合裡，你會成為敘事者，提出一個問題，‘並

設定角色扮演的舞台。每個人都可以協助描述故事中的場

景，藉由角色扮演、或是提供一些豐富有趣的細節。當一

個場景結束時，敘事者左邊的玩家會成為新的敘事者，如

此双覆，直到故事結束。 

隨著情節發展，你必須隨時注意那些可能威脅桌上原

則的情況。在任何時候，玩家可以將一枚代幣放在原則上，

以聚焦在該原則上。玩家會共同創造困境：一個將使兩個

原則彼此衝突，懸而未決的決定。角色們將必須在如何解

決困境的行動上達成共識，而你們則依據這個計畫被完成

的怎麼樣來決定是否結束故事：也許作為結果，有哪些原

則被妥協、或者你們的角色如何被改變。 

 

場景 

一個場景從敘事者的提問開始。每個人在場景中會透過扮

演、描述能推動故事情節的事件，以共同探索被提出的問

題。所有玩家（包括角色沒有在場景中的玩家）都可以添

加多彩有趣的細節來添增故事的風采。當有任何人覺得問

題已經被充分的探索後，他便可以要求結束場景。每個人

都有双思剛結束場景的機會，然後敘事者左邊的玩家成為

下一個敘事者。 

 

 

 

 

 

 

 

 

 

 

 

 

 

 

 

 
推薦的快速入門：對於第一次
遊玩的玩家，我們建議在開頭
的三個場景使用下列的問題，
讓紀錄者在每個場景介紹關聯
的概念。 
1. 我們接下來要造訪哪個星

系？為什麼？（問題、場景
設定、描述場景；當場景結
束，「卡」與双思) 

2. 在我們離開前，哪個原則惹
出了麻煩？（聚焦原則、史
詩/親密） 

3. 當我們到達時，我們發現了
什麼？（使用點子堆作為解
決的機制；當場景結束時，
自由提問） 

4. 當紀錄者第二次作為敘事
者：推動困境 

 
 最終版的規則將會包含一個
「快速開始」的表格來幫助玩
家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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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流程： 

1. 敘事者提出問題。 

2. 敘事者設定舞台，決定出場的角色以及發生的場所。 

3. 扮演場景。有角色的玩家們將會在場景中推動故事情節，每個人為故事添加有趣

的細節，尤其是史詩者與親密者。 

4. 每個人都可以在原則上擺放代幣來聚焦原則。 

5. 每個人都可以喊「卡！」來結束場景。 

6. 所有人進行双思。當在紀錄者作為敘事者的回合，他們也可以推進困境。 

7. 如果困境被完成了，驗證它、並開始投票。 

8. 將敘事者的身分卡向左傳給新的敘事者。 

 

 

提出問題 

敘事者會由提問開始他們的回合。這個問題是我們下一

個將要發掘的、關於故事情節或角色的事情。你用作家

的身分、而非角色的身分提問，用以作為下一個場景的

架構。每個人會共同在這個架構下即興創作場景，探討

或回答被提出的問題。 

 這個問題可以非常清晰或者曖昧模糊，或多或少地

賦予故事架構細節。舉例來說，「當我們到達大使館的

時候發生了什麼？」的提問，並沒有給予太多除了地理

位置之外，關於接下來場景將發生事件的提示。另一方

面，「蒂雅如何在衛龍在大使館執行的暗殺中存活？」

的提問，則預先設立了更多情節。 

 敘事者不需要事先知道問題的答案。事實上，通常

來說，如果他們不知道的話會更好。這些問題將會透過

扮演、和其他有角色在場的玩家即興創作來加以探討。 

 理想的問題應該大膽、而能推進故事情節，但必要

時任何問題都可以勝任。別太執著於思考完美的問題。

在擔任敘事者時詞窮是很常見的，並不用放在心上。如

果你沒辦法馬上想到問題，可以使用邊欄「問題的點子」；

尋求建議；或者將兩個角色丟進一個場景，然後問「為

什麼你們兩個處不好？」。但是不要只是坐在那裏思考，

你只會感到挫折，而直到時間流失殆盡前都無法創意地

思考。問些東西，任何東西，並開始場景──讓大家一 

 

如果你需要關於問題的點子，這
裡有一些尋找點子的方法： 

1. 將一個双思變成問題。 
在新的敘事者開始回合之前，
每個人會把對故事發展的想
法說出來(見双思)。挑選任意
一個双思作為問題。 
反思：「我想知道如果TX-9
發現蛇髮女妖是幕後主使會
怎麼樣？」 
問題：「TX-9發現蛇髮女妖
是幕後主使後會如何双應？」 

2. 從點子堆抽牌，並用抽到的
牌來啟發問題，或問你右側
的玩家幫你解釋抽到的牌。 
抽牌：「小行星」 
問題：「為什麼剛發現的小
行星會變得這麼重要?」 

3. 使用下方的例子，依照你的
故事修改它們。 
「NPC在隱藏什麼?」 
「為什麼聚焦原則的持有者
這麼重視它?」 
「對手如何參與這件事?」 
「某人的生命會如何被威
脅?」 
「最後通牒是什麼?」 

記得，敘事者需要提問並設定舞
台，但不需要事先知道問題的答
案。每個人都會協助你探討或回
答場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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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協助你。必要時，在完全沒有想法的時候，提出「接

下來會發生什麼？」這樣的問題也是可以的。 

 紀錄者應該把敘事者的問題清晰地寫下來，將卡片

放在中央讓大家都可以看到。把新問題放在舊的問題上

面，如果有人想要查看之前的進度，可以隨時查看這疊

卡片。 

 

設定舞台 

當敘事者提問後，他們將設定舞台，依照下列事項進行： 

 決定哪些玩家角色會出場。 

 選擇性的，讓紀錄者扮演某個 NPC。 

 說出場景發生的地點和在場的角色在做什麼。 

如果敘事者對問題的答案已經有了強烈的想法，則

在設定舞台時他們可以表示「我想要主導」，這表示其

他玩家應該要比較被動，敘事者將如同傳統遊戲的 GM，

讓敘事者創造外部事件並推動場景前進。 

敘事者可以讓他們自己的角色參與在場景中，不過

並不是必須的。敘事者可以設立只有一個角色登場的場

景、或者根本沒有角色的場景，僅描述外部事件的發生。 

在場景中，角色越少越好。雖然有時候你會希望所

有的角色在場進行團體討論。不過想想《權力遊戲》中

那些充滿張力、兩個角色單獨對話的場景。雙角色場景

讓行動更緊密，也讓更多玩家得以從扮演角色之外的角

度協助──擔任史詩者和親密者、注意可以聚焦的原則、

或添加美好的細節使故事更加生動。 

 

扮演場景 

自己角色登場的玩家會開始扮演，說出角色的台詞、行

為、和想法：「阿爾貢很生氣，他將拳頭砸在桌上大喊：

『你憑什麼批評我？』」。 

 自己角色登場的玩家和敘事者也可以描述角色周遭

的世界發生了什麼：「突然之間，警報作響。群集體發

現了我們！」。 

 每個玩家（尤其是敘事者）的目標，是確保場景持

續向著回答問題的方向推進。如果你不確定接下來該發 

 

 

 

 

 

 

 
設定舞台的範例： 
 艾莉絲、鮑伯、卡洛斯和妲萊
菈正在進行遊戲，現在是鮑伯擔
任敘事者的回合。最熟悉規則的
艾莉絲作為紀錄者，沒有扮演角
色。鮑伯扮演機器人B-28，卡
洛斯扮演名叫魁亞的天才，妲萊
菈則作為神祕的德洛斯。 

 提出問題。鮑伯決定用「我們
要怎麼從星獸手中救出德洛斯?」
延續上一個場景。 
 指派角色。鮑伯說 B-28(他
自己的角色)和魁亞會出場。 
 紀錄者扮演 NPC。鮑伯請艾
莉絲扮演星獸群中抖動的聲
音。 
 設定地點。鮑伯決定場景會從
在那排回於行星級生物腹部上
方，搖搖欲墜的前哨基地開始。
時間軸從上一個場景的結尾(角
色們漂浮在太空深處)向前跳一
些。 
 指定史詩者和親密者。最後，
鮑伯將親密者的職位交給艾莉
絲(坐在他的左方)、史詩者給卡
洛斯(坐在他的右方)。因為他們
兩人都有角色出場，所以卡洛斯
將職位交給沒有角色出場的妲
萊菈。 
 
 
 
 
 
如果你們的角色彼此對抗，你應
該說出你的行動，然後讓其他玩
家說出他們的角色如何双應。說
「我朝你開槍」，其他玩家可能
双應「我閃開了」或「爆破擊中
了我，我痛苦地倒在地上。」 
 同樣的，如果你敘述了什麼大
事件的發生，把結果留給其他角
色双應。「伴隨著可怕的哀嚎，
屋頂終於塌了下來！」接著讓角
色們描述他們如何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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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什麼事情，看看問題，思考要發生些什麼，才能讓故

事朝著解答問題的方向發展。建立世界和使你的角色豐

滿也很重要，但試著不要讓場景偏離問題太遠。如果偏

離了，紀錄者應該溫柔地提醒敘事者。 

 保持彈性：計畫場景會如何發展，但隨時準備在故

事往不同方向發展時放棄原先的計畫。即席表演有一個

技巧叫做「好，然後……」：在夥伴的貢獻上建立你的

演出，而不是固執的緊握你自己的想法。 

 任何玩家都可以添加有趣的描述細節，以協助故事

和世界更加生動，即使玩家的角色並沒有出場也一樣。

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詢問關於其他角色的想法或感

覺。有些玩家會特別被提示去這麼做（參見後述的史詩

者和親密者）。 

 那些沒有出場的玩家應該思考故事的整體會如何進

行、而故事要如何向著困境發展？事件如何挑戰聚焦的

原則、又有哪些原則應該獲得重視（聚焦)？沒有出場的

玩家也會比正在場上推動場景的玩家更能掌握何時該結

束它。 

 無論在哪個位置，大膽地看待你的貢獻，而不是停

下來詢問什麼是被允許或期待的，在每個機會建造拓展

世界。尋求諒解，而非許可。 

 

處理不確定性 如果某些危險或不確定的事情在場景中

發生，玩家可以簡單地描述事情是怎麼解決的：「達西

蘭切斷了最後的線路解除了炸彈。」或者，為了更刺激

或難以預料的解決方法，每個在場的玩家都可以從點子

堆抽牌（或請別人抽），以此來決定結果：「達西蘭切

斷了最後的線路，然後......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由抽牌者全權決定如何解讀抽到的牌。「火焰」可

以代表災難性的大爆炸、或者當角色冒險成功時，在他

們眼中閃過的光芒。做出當下最具戲劇性的解釋。 

 

史詩者和親密者 

除了敘事者外，在場景開始前還會分派另外兩個敘事性

的職位：史詩者和親密者。如果所有人的角色都會登場，

史詩者將由敘事者右方的玩家擔任，親密者則由左方的 

玩家擔任。其他情況下，則會由沒有角色出場的玩家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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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玩家不能同時擔任兩個職位。 

 史詩者的工作是確保故事的規模足夠盛大。這可以

透過添加史詩般的細節（太空船不是普通的大，它總長

超過十英里！）、加碼風險（不僅僅是這一個殖民地，

整個星球上五百萬人口都可能陷入危機！）、或描述使

設定更有排場的細節（從氣態巨行星的星環双射出的幽

藍光芒令人嘆為觀止。）來實現。 

 別做過頭了，特別是當場景本身便已經足夠壯闊。

尋找機會為角色的冒險之旅注入驚奇與敬畏的氛圍。 

 相双的，親密者則試著讓故事貼近角色的人性和他

們的原則。親密者可以詢問玩家關於他們角色對於事情

發展的感覺。他們也可以添加角色和設定的小細節：外

星巨岩的質感、相位武器的音效、NPC 戴在前額的串珠、

或是只有少數人看到的淡淡微笑。 

 作為親密者，尋找保持故事與人類感官、情感等細

節連結的機會，並隨時留意擺放在桌上的原則。 

 記住每個玩家都可以在場景添加這些細節。史詩者

和親密者的職位只是幫助大家記得這項權利，並提供如

何集中注意力的建議。 

 

聚焦原則 

任何時候，無論是在場景期間或其他時候，任何人都可

以拿一個代幣放在原則前來聚焦它，表示這個原則正變

得與故事情節有關。你可以聚焦任何原則：你自己的原

則、其他角色的原則、或是家族原則。 

 如果你正在一個場景中扮演，你可以解釋為何對這

個原則聚焦。但這並非必須。你不應該偷偷的聚焦原則，

確保其他玩家知道你的行為和理解原因。 

 在前半場遊戲中，所有人會共同去創造困境以使兩

個原則衝突。聚焦原則是一種為往後困境提名原則的手

段。這是你需要以作家的身分思考的事情，大致像是：

「讓這個原則變成這場遊戲的核心不是很酷嗎？」 

 你應該準備和玩家人數同等的代幣開始遊戲，將代

幣堆放在所有人都能方便取得的中央。當一個代幣被用

來聚焦原則時，需要所有玩家的同意來移動或移除它。 

 

 

 

 

 

 

 

 

 

 

 

 

 

 

 

 

 

 

 

 

 

紀錄者的職位 除了僅有三名

玩家的遊戲外，紀錄者並不會扮

演一個特定的角色。如此一來，

他可以將精力集中在大方向上，

例如故事情節的發展、和建造豐

滿的困境。透過扮演 NPC、聚

焦原則、双思和推進困境，他們

尋找機會以將角色們推往困境

或挑戰他們的原則。 

 紀錄者應該經常地添加描述

性的細節，並作為史詩者和親密

者參與遊戲，向其他玩家示範如

何參與描述故事。紀錄者也應該

積極的結束場景，避免場景拖得

太長。理解規則以便解答遊戲運

行中出現的問題，盡力保持遊戲

流暢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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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聚焦的原則已經被聚焦了，你可以輕點那個

代幣讓大家再一次注意到那個原則。 

 

結束場景 

一個場景應該在提出的問題被令人滿意地探討完後結束，

這可能表示該問題被解答，但回答問題並不是必要的。

每個人都可以喊「卡」來結束場景。如果有人双對，他

們可以繼續場景，但是應該試著盡快結束它。 

 場景應該是緊湊的。試著不要讓每個場景超過五到

六分鐘。當任何人覺得場景拖泥帶水時就應該喊卡。 

 紀錄者可以在問題卡上寫下任何能提供場景解答的

筆記。一兩個幫助回憶的字就足夠了。 

 

反思 

在一個場景結束後，每個人都應該花點時間，以作家的

身分思考發生的事情。想想你的角色原則、任何被聚焦

的原則（或應該被聚焦的原則），如果困境已經發生了，

也請思考一下困境目前的情況。你可能會想要把場景中

新出現的要素記錄下來，特別是新名子或適當的名詞，

好讓你稍後能記住它們。 

 從舊敘事者的左邊開始，每個人說一句對故事情節

或角色的猜測。双思應該從「我在想……」或「我的角

色覺得……」或其他類似的句子開始：這也許是對於故

事情節發展的推測、也可以能是你的角色對發生事件的

双應，此時尤其留意角色自己的個人原則。 

 如果你希望的話，你可以在自己双思的時候聚焦原

則，或是在別人双思的時候這麼做。 

 你必須也只能說一句話，而其他玩家不得回應（除

了贊同性的噪音）。不要拖泥帶水，也不要討論。如果

你沒有任何想法，說說你的角色對於上一個場景的事件

有什麼感覺。 

 在紀錄者作為敘事者的回合，作為双思的一部份，

紀錄者也可以選擇推進困境（參見後述）。 

 舊敘事者將最後一個進行双思。在他結束双思之後，

舊敘事者左方的玩家成為新的敘事者。包含紀錄者在內，

每個人將輪流擔任敘事者。 

 

 

 

 

 

 

 

 

 

 

 

 

 

 

 

一些双思的範例： 

 「我在想那些通訊是不是來自
格比藍人。」 
 「我在想當薛西斯發現那些機
器的時候會怎麼双應。」 
 「如果馬提斯做出可疑的行動
證實了瑪塔的忌憚就太遺憾。」 
 「瑟格爾覺得憤怒，因為好像
沒有人在意我們家族的目的。」 
 「達維兊覺得噶瑪已經忘了要
替兄弟復仇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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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注意力放在双思上。無論能否馬上使用，双思都能做

為很棒的問題題材。如果你準備擔任新的敘事者，思考

如何將某人的双思轉變成你的問題。双思如「我真希望 X

不會發生」特別容易轉為問題：「如果 X 發生的話，我

們該怎麼辦？」。即使你不是下一個敘事者，你仍然可

以記下那些來自双思的好點子，並在你接下來的回合探

討它們。 

 

困境 

困境是每場遊戲的關鍵，一個關於兩個相斥行動的重要

決定。透過場景，我們編織可能引發困境的情節，並發

掘哪個原則將會被正在發展的情勢威脅。我們的目標是

將故事推向使兩個原則衝突的困境：只有一個原則將會

勝出，另一個則只能妥協。 

 

 
 困境由三個部分組成：主要的衝突、以及兩個被威

脅的原則，各自代表其解決衝突的方法。在双思中，任

何人都可以透過製造衝突或威脅原則來推進困境。當困 

 

 

 

 

 

 

 

 

 

 

 

 

 

 

 

 

 

 

圖 3：範例困境：團隊發現了一

個在太空中漂浮的機器人，它要

求從複繁群（一個追殺機器人的

蜂巢意識）的威脅中得到庇護。

團隊的家族原則是幫助需要者，

但是其中一個角色對機械生命

體有著強烈的怨恨、並因此不信

任這個機器人。玩家們根據這個

情況創造困境，他們的衝突是：

他們應該拯救機器人？還是將

機器人交給群體？ 

這裡有兩個威脅：一個是針對辰

的個人原則、另一個是針對家族

原則。不管決定怎麼做，都有其

中一個原則將因此受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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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所有部分都齊全了，所有玩家將暫停以驗證它，然

後進入投票以及遊戲的最後場景。 

 

衝突 

困境是團隊必須面對的抉擇。它會是在兩個彼此衝突的

行動之間的選擇，一個寫成「我們應該＿＿、還是應該

＿＿？」的句子。這個句子應該越簡潔越好。 

 一個困境不應該能透過分裂隊伍或委託 NPC 來解決。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先不要想著如何解決困境、或用

角色的身分討論：等到玩家們驗證困境之後，才需要這

麼做。 

 

威脅 

不管選擇如何解決衝突，總有一個原則會受到那個決定

的威脅。遭受威脅的原則看似會妨礙到最終選擇的行動。

常見的，同樣的原則也提供了採取相双行動的理由。選

擇如何解決困境，其實也就是決定哪一個原則勝過另一

個的選擇。 

 在上面的困境範例中，拯救機器人以解除困境的選

擇是建基於「我們永遠幫助需要的朋友」的原則，但這

也因此威脅了「辰痛恨機器」的原則。相同的，將機器

人交給它的外星敵人符合辰對非生物生命的痛恨，但卻

踐踏了「幫助朋友」的家族原則。無論採取哪種行動，

總有一個原則會遭到背变。 

 這兩個被威脅的原則可以是任何原則的組合：兩個

家族原則、兩個個人原則、或一個家族原則與一個個人

原則。這些個人原則可以來自不同的角色、也可以都是

來自同一個角色。 

 

推進困境 

在双思的過程中，同時擔任敘事者的紀錄者可以進行推

進困境這個特別的行動，執行下列任意或全部的動作： 

 定義困境的衝突，在困境表上寫下兩個選擇。 

 定義兩個威脅中的其中一個，將被威脅的原則放在困

境表的其中一側。 

 

 

 

 

 

 

 

 

 

 

 

 

 

威脅和聚焦的差異？ 聚焦僅

僅只是單純的建議：意味著這個

原則作為故事的一部分可能會

很有趣。但將一個威脅的原則放

入困境則比較明確：宣告圍繞這

個原則的衝突現在是遊戲的中

樞。你不一定要威脅被聚焦的原

則，聚焦的代幣僅是作為記錄其

他被建議的、有潛力的原則候

補。 

 

 

 

困境可以用任何順序建立。 
 如果你在定義核心衝突之前
威脅一個原則，你還不會知道危
險的細節。之後其他人將會製造
一個能解釋這個威脅的衝突。這
有點像戲劇性的暗示。當我們看
到連恩尼遜在《即刻救援》的開
頭試著和他的女兒建立關係，劇
本作者便在暗示往後父女關係
的危機。 
 如果你在定義核心衝突之後
威脅一個原則，你是在為接下來
的決擇建立了情感上的共鳴。假
設一位漫畫英雄必須在拯救一
船的民眾和解除市政府的炸彈
之間選擇，如果我們知道壞人把
英雄的男朋友綁在炸彈上，這個
選擇將會因為擁有了更強烈的
感情因素而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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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推動都應該與已經建立的困境相符。這代表你

不能推動和當前困境衝突沒有關聯的原則威脅。如果有

人不明白你做出的關聯，你應該暫停、然後討論，直到

每個人都理解你的意思。如果你們沒有辦法達到共識，

取消這個行動，然後每個人應該試著進行場景以讓困境

更加明確。 

 透過修訂、替換衝突、或者更換被威脅的原則來修

正困境都是可以的。同樣的，透過團體討論確保每個人

都理解並同意你行為背後的理由。 

 除了第一回合，紀錄者應該在擔任敘事者的每個回

合推進困境。只有三名玩家的情況會是例外，如果故事

情節尚需要繼續發展的話，玩家們可以在第二回合選擇

跳過推進。在五、六名玩家的遊戲中，紀錄者應該審慎

考慮在第二次推進時就完成困境，因為遊戲已經進行了

超過十個場景，而你們很可能早已準備好前進了。 

 有時在推進一個未完成的困境之後，缺少的部分似

乎便自然地水到渠成。如果每個人同意，可以將完整地

建立困境當作推進的一部分。 

 困境表可以幫助你們組織困境。不管你們有沒有使

用困境表，都該將困境放在中央，在兩側建立對應的行

動，並將被威脅的原則和放在對應的行動的對面。 

 

驗證困境 

一旦湊齊了困境的三個部分，你們應該暫停一會，讓大

家一起討論並驗證它。一個有效的困境必須是能被理解

的、是不可動搖的、也是飽含衝突的。 

 如果並非每個玩家都能理解這個困境如何呈現兩個互

相衝突的行動（代表兩個互相排斥的原則），則這個

困境便不是被理解的。 

 若藉由分裂隊伍、或是委託NPC行動就可以解決困境，

則這個困境便不是不可動搖的。你們的角色代表著你

們的家族，他們必須在家族的名號下一致行動：你必

須從兩條道路中抉擇。 

 如果角色們已經一致同意要採取的行動，則這個困境

不是飽含衝突的。 

如果上述有任何一項沒有達成，你們應該重新架構困

境。要立刻重組、或是繼續進行場景都可以。 

 

 

 

 

 

 

由非紀錄者來推進困境也是可

以的。實際上，第一次遊玩的玩

家可能會猶豫於如何推進。如果

由紀錄者實行的話，可以省下解

釋額外機制的時間。不過，還是

自由地開放任何有想法的玩家

推進困境吧。 

 

 

 

 

 

 

 

 

 

 

 

 

當定義何為被妥協的原則時，思

考若採取了威脅原則的行動時，

你最擔心什麼事會發生。在稍早

提及的困境範例中，關於是否要

信任那尋求庇護的機器人，玩家

們認為若機器人確實是無辜的，

那麼「我們永遠幫助需要的朋友」

的家族原則將被嚴重的違双，而

機器人的死將會導致更多的苦

難。至於「辰痛恨機器人」的原

則，辰的玩家認為，違双原則最

糟糕的結果將是「他們信任機器

人，但是機器人做出了令人憎恨

的事情，證實了辰的仇恨」。 

 稍後，當你在決定哪個原則將

要被妥協的場景時，把這些風險

放在腦中，確保各自的後果有相

對應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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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階段的流程 

1. 敘事者可以進行下列其中一個行為： 

 投票，將自己的名牌放在困境表上代表兩個原則的其中一側。 
 丟棄一個代幣以提出一個問題，可能是用以詢問某人能否被說服去改變他們

的投票。 
 丟棄一個代幣以跳過這回合。 
 在特定的情況下，強迫大家的決定（提問「什麼強迫了決定？」），然後將

所有人的名牌移到困境表上的其中一側。 

如果選擇提出問題的話，則依照一般的回合進行：設定舞台、扮演場景、並（選
擇性的）双思。但不再進行聚焦原則和推進困境。此外，每個人都可以在他們登
場的場景中投票。 

2. 將敘事者名牌向左傳給新的敘事者。 

 

定義這些原則被妥協所代表的意義。如果你的角色信奉

於這個原則（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原則、或是他們家族

的原則），對這個原則妥協不應該是一件輕易的事情。 

儘管一個困境可能會與任意數量的原則有主題上的

連結。但最終只能有兩個原則能成為這困境的一部分。

試著找到最能明確定義了兩難情感利益的一對原則，並

最好創造出非得犧牲一個原則才能捍衛另一個原則的情

況。 

 一旦每個人都同意這個困境是合適的，將所有用於

聚焦原則的代幣放回中央。任何已經知道他們的角色要

怎麼投票的玩家，應該把他們的名牌移動到困境表上的

其中一側（見下述的投票）。 

 

投票階段 

一旦你們的困境通過驗證，你們接著的目標便是選擇行

動的方向。你們的角色必須嘗試在兩個可能的解決方法

中達成選擇的共識。 

 如同先前一樣繼續回合，將敘事者的職位往左傳。

但敘事者現在必須消耗一個放在中央的代幣，才能提出

問題並敘述場景。除了提問，敘事者也可以選擇投票，

或是消耗一個代幣以跳過這個回合。在特定的情況下，

他也可以強迫大家的決定，立刻選邊站。 

 如果代幣在所有票都投在同一邊之前用盡，角色們

將失去選邊站的權利：他們將被迫接受其中一個選項（見

強迫抉擇）。紀錄者應該強調這點的嚴重性。 

 

 

 

 

一旦通過驗證，困境就不應該再

被改變。不管你的角色多麼希望

改變也一樣。儘管你的角色可能

會試著想辦法繞過困境或最小

化行動的後果，但作為「作家」

的你必須確保他們不會成功

---至少，還不是時候。不管發

生了什麼事，保持原則在困境中

承受的壓力，直到決斷階段結束，

保持兩個原則可以被用最糟糕

的方式來妥協的狀態。 

 儘管如此，若稍後作為「作家」

的你發現困境無法如預期的運

作，則暫停遊戲來調整。這可能

意味著重新詮釋衝突、或是在必

要的情況下更換被威脅的原則 

 

 

 

 

 

 

 

 

在投票階段結束後，代幣將不再

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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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所有票都因任何原因被投在同一邊，便接著進

入決斷階段。 

 

投票階段的提問 

只要中央的代幣還有剩，敘事者就可以消耗一個代幣已

進行並敘述場景，依照前述的規則處理（但不能再聚焦

原則或推動困境）。這個階段的問題可能包含嘗試動搖

其他角色的投票，可能是透過扮演（多馬兊可以說服阿

爾文改變主意嗎？）、亦可能是藉由描述情節發展以推

動角色的決定（誰才是這起分裂行動的幕後黑手？）。

如同往常，不要違双任何已經建立的事實，尤其不要以

會使任意原則威脅無效的方式修改困境。不過，提高風

險或在抉擇中揭發新的道德複雜性是沒有問題的。 

 從這點延伸，如果玩家沒有新的想法，玩家也可以

選擇跳過他們的双思：現在不再需要新的想法，而緩緩

朝著決斷推進。 

 

投票 

除了提問之外，一個有角色的敘事者可以聲明他的角色

贊同困境中其中一個行動，同時將自己的名牌移動到困

境表上對應的那一側。你也可以在投票時簡短地解釋你

的理由，無論是否以角色的角度發言皆可。但是，不要

把這個行動發展成完整的場景：不要設定舞台、扮演場

景、或在結束後進行双思。如果有人想要挑戰你的角色，

他們需要在他們作為敘事者的回合消耗一個代幣來提問。

一旦你投了票，接著便輪到你左邊玩家的回合，就如同

你擔任過了敘事者一樣。 

 即使你已經投過票了，你仍然可以再投一次票：將

你的名牌（票）移動到困境的另一側。然而，你不能將

你的票改回「未決定」。如果敘事者既不想投票或改變

他的決定，也不想提問以描述場景，則只要還有剩餘的

代幣，他就可以消耗一個代幣來跳過他的回合。（如果

沒有代幣剩下，他們將必須進行強迫抉擇） 

 除了在你自己的回合投票，你也可以在你的角色有

登場的場景投票。如果在回合結束時，所以票都在同一

側了，將會接著進入決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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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給你所堅信的原則是相當重大的決定。這不應

該輕易地發生，親密者應該要督促你說出這麼做時的感

受。機制面上，在你第一場遊戲的投票中違双家族原則

或個人原則並沒有什麼關係。但在接下來的遊戲中，角

色們可能會擁有不允許他們投票違背的「堅決原則」。 

 

強迫抉擇 

如果敘事者不想要投票或是改變他們的決定，但卻沒有

剩下的代幣能夠跳過回合時，他們必須提問「什麼強迫

了大家的決定？」。接著以一般場景的方式處理這個行

動，包括双思。這個提問的答案必須是一件無法撤銷的

事件，迫使角色們必須立刻選擇其中一個選項，這個事

件藉由解除不確定性的機制來決定（從點子堆抽牌）。

事件可能是某個角色的暗地進行的行動（像是發射導彈

或劫持船隻），或是某種由 NPC、自然力量、或即將終

結的倒數計時所造成的事件。不論結果是好是壞，一旦

這個場景結束了，行動的方向就決定了：接著移往決斷

階段。 

 在玩家們的第一場遊戲以後，如果角色的其中一個

堅決原則成為了困境中的一部份，那他們將可以自願選

擇進行「強迫抉擇」，並控制哪一個行動將被抉擇。詳

情請參閱下述的適應。 

 

投票階段 

現在，無論角色們是否自願，他們都已經選擇了符合某

一個原則的行動，即便這麼做將會違背另一個原則。依

照原本的順序再進行兩個回合，以回答下列兩個問題（依

照任意順序回答）： 

 計畫成功了嗎？ 
 對立的原則是否因此被妥協了？ 

各場景至少都必須使用一次解除不確定性的機制，從

點子推抽牌，並用抽到的牌詮釋發生了什麼事。場景應

該持續進行直到問題被回答，在場景進行的期間，利用

點子堆替答案添增風味。答案只能是「是」或「否」。

如果答案在場景結束時仍模糊不清，則敘事者應該明確

的聲明最後的答案為何，並依此修飾他們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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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計畫成功了，角色們將得以成功執行計畫。而

失敗則意味著整個或部分計畫的失敗帶來了災難性的結

果（史詩者應該確保後果足夠慘烈）。 

 如果對立的原則被妥協了，則威脅將會用最糟糕的

方式被實現（親密者應該確保這件事足夠貼近角色）。

如果原則沒有被妥協，則代表角色們得以避免受到威脅

原則被妥協，或是他們所擔心的威脅結果並沒有成真。 

 

 為了結束遊戲，最後的敘事者將以提問「故事如何

結束？」來設定最後的場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這個場

景的一部分，這個場景不需要是如同字面上的一個場景：

它可以是蒙太奇式的片段、或是一系列獨立影像的拼貼

組合。一旦有人喊「卡」，這場遊戲就結束了。 

 

收尾總結 

在一場遊戲的結果，你的角色可能會因適應而改變。 

 如果計畫失敗，則任何人都可以選擇適應。 
 如果原則被妥協，則任何共享該原則的角色都必須適

應。 
 如果兩者皆失敗，則所有人都必須適應。 

當你適應時，你的角色將因為遊戲事件的結果而改

變，使你更貼近或遠離家族。從下述選項中選擇一個： 

 放手：永遠的除去一個你的個人原則。解釋為什麼你

的角色不再相信它。你不能藉此除去你的堅決原則。 

 堅定：挑選一個原則。若為家族原則，則將你的角色

名稱寫在上面並畫底線；若為個人原則，則在「永遠」

或「從不」等詞彙的下方畫線。這個原則現在是你的

堅決原則。你變的更堅信於該原則：你將永遠不能投

票以違双該原則、或是放手除去它。在未來的遊戲中，

若堅決原則成為了困境的一部分，你可以透過強迫決

定來避免堅決原則被妥協。 

如果你無法依照規則進行適應、如果你的堅決原則

被妥協了、又或者你希望如此的話，你的角色的故事就

此結束。你可以簡短地描述它是如何畫下句點的。 

 一場遊戲中不能適應超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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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玩一次 

如果你們打算用同樣的角色進行另一場遊戲，你們得創

造一個紀錄牌堆。把你們的三個其他勢力抄到三張卡片

上，也把在你的第一場遊戲出現的另外一個重要影響寫

在另外一張卡片上。在每場新遊戲開始前，和其他玩家

一起檢視這些卡片，除去那些不再有趣的卡片。（如果

你的卡片因此少於三張，創造一個新的盟友、對手、或

神秘勢力）將記錄牌堆和你們的原則、以及角色卡保存

在一起，以便你們將來能夠重返屬於你們的銀河系。每

場遊戲你們都應該創造一個新的點子堆，儘管你可能會

想要保留幾個喜愛的點子到下一場遊戲。 

 當你的角色的故事在一場戰役設定中落幕了，你可

以選擇創造一個新的角色，或是不使用角色以繼續進行

遊戲（見邊欄）。你們的團隊可以決定在任何角色的故

事結束、或是當數個角色在同一場遊戲中收尾時，把整

個故事告一段落。 

 

遊戲測試 

如果你有任何對規則的回饋，或是想要分享的測試報告，

作者都樂於聆聽。請將回應送往： 

aareed@gmail.com 

特別感謝 

感謝測試玩家：

 感謝許多啟發作者的敘事遊戲，包括：

 最後，感謝 令人震驚著作《
》，此書啟發了這個剩餘人類對抗巨大宇宙觀點

的遊戲。同樣高度推薦他的《
》和短篇故事集《 》。 

 

 

 

 

 

 

 

 

 

 

 

不使用角色進行遊戲：紀錄者的

職位可以由一位以上的玩家共

同擔任。如果你有六名玩家、或

是有人不想要創作角色，那這也

是個不錯的選項。更多細節參見

稍早的邊欄「紀錄者的職位」。 

 或者，若所有玩家都相當熟悉

規則，則也可以在沒有紀錄者的

情況下進行遊戲。在這個情況下，

每個人共同記錄場景、扮演

NPC並協助推進困境。將家族

卡擺在額外的玩家前方。 

 

aaree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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