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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鈕

X  鈕

B 鈕

A 鈕

` 右bumper鈕

_ 左bumper鈕

L 左搖桿

< 返回鈕

C  右搖桿l 十字方向鈕

Xbox 指引

> 開始鈕

] 左板機 x 右板機

遊戲控制Xbox LIVE
連上Xbox LIVE將可找到其他遊戲及娛樂軟體，
開心地享受遊戲生活。詳細資訊請連上www.xbox.com/live查閱。

連線
使用Xbox LIVE前，請先確認您的主機是否已經連上網際網路，
並登入成為Xbox LIVE會員。
詳細連線資訊及所在地區支援與否，

請連上www.xbox.com/live/countries查閱。

家長監護
「家長監護」功能將可讓家長輕鬆控管孩童玩限制級遊戲、使用
Xbox LIVE各項服務與其他線上玩家互動的對象與方式。
詳細資訊請參考www.xbox.com/family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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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目標

快速選擇選單

角色移動

徽章

拔出武器（往上）

銀劍（往右）

鋼劍（往左）

武器回鞘（往下）

角色面板 暫停選單 格檔

使用快速欄位物品

使用法印

強攻擊

閃躲

快速攻擊/互動
移動攝影機

攝影機歸正

1 主選單 

1.1 繼續遊戲
選擇此選項，可讓從你最後儲存的遊戲進度繼續遊戲。 

1.2 開始遊戲
選擇此選項來開始遊戲。

1.2.1 鬥技場
此模式同時適合老練的玩者或新手。你在此模式中將面對一波又一波無窮無盡的
敵人，因此你可以對不同種類的敵人練習戰鬥策略。你每擊敗一波敵人，傑洛特
便會提升一個等級和獲得一些報酬。你可以用賺來的金錢在鬥技場內的商店購買
升級物品或是雇用伙伴。你亦會在擊敗一群敵人後獲得分數，你可以在失敗之後
將結果送到巫師2：王國刺客的官方論壇。 

1.2.2 新遊戲
選取此選項以開始新遊戲，遊戲中收錄了四種不同的難易度等級。

簡單—適合不熟練的玩家。傑洛特在遊戲過程中將遭遇較弱對手，且獲得較少傷
害的同時將造成敵人較大傷害，只要憑藉手中長劍幾乎可以戰無不勝。

適中—適合中級玩家。對手程度普通，且遊戲難易度適中。只要善用長劍與魔法
印記便可以贏得多數的戰鬥。

困難—適合經驗豐富的玩家。不僅對手將造成高度傷害，物品的取得也較為不
易。作戰時必須善用劍、法術與鍊金術。

黑暗—適合期待高難度挑戰的熟練玩家。遊戲中不僅對手將造成極高度傷害，且
無進度檔可於傑洛特死亡時載入。此難易度遠高於「困難」等級。 

注意！若你在遊戲進行中將猝死或黑暗等級難度改變成其他難度，在同一場遊戲
中你之後將無法再將難易度改回這兩個等級。

在你開始新遊戲之後，你可以選擇是否要進行教學模式。選擇此選項可讓你從一
段介紹基本遊戲進行方式的冒險開始。完成教學模式並非開始新遊戲所必須。

1.3 儲存與載入遊戲
遊戲會在重要關鍵處隨時自動進行儲存，另外也可在適當的時機按自行儲存進
度。此外，選取選單中的「載入遊戲」選項後，利用遊戲進度列表載入遊戲進
度。

1.4 選項
選取此選項後可進行遊戲選項設定。

音樂與音效—藉由此面板可進行音樂聲量、背景聲音與對話等設定。

遊戲選項—透過此面板可以變更包括顯示字幕、畫面按鍵、迷你地圖地標和操控
等遊戲選項。

控制—此面板允許你在鍵盤與滑鼠和控制器之間切換，調整滑鼠靈敏度以及切換X
軸和Y軸反轉等等。

畫面選項—在此面板中可以變更顯示設定，包括飽和度和對比。

注意！其他的遊戲選項，包含了螢幕解析度，螢幕格式，進階圖形選項和按鍵設
定等等，都是經由遊戲啟動程式的選單來進行設定。

其它—在此面板中可以查看其它的遊戲元素。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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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 體力

徽章

毒性

時間指示器

玩者的狀態

法印與快捷欄位指示器

迷你地圖

徽章

已追蹤
任務

1.5 額外內容
本選項可讓你觀看遊戲結尾的製作群列表，遊戲上一代所發生的事劍，以及在遊
戲過程中解開的回想動畫。

2 開始遊戲與教學說明
玩家在遊戲中扮演利維亞的傑洛特，將由拉�瓦雷第地牢接受弗農�羅契的審問
展開冒險。你的第一個任務是說服對方無權扣押您。

每當有機會執行新動作、瞭解遊戲機制與介面時（圖片1.2所提及的教學課程中並
未提供此機能），畫面上便會出現教學說明詳細解說基本遊戲元素。 

2.1 遊戲介面
透過介面可以瞭解與遊戲及劇情有關的所有資訊。 

2.1.1 主遊戲畫面
主遊戲畫面為遊戲世界的縮影。

時間指示器—顯示目前的時間。

已追蹤任務—顯示目前的追蹤任務，並附有目標的簡短說明。

法印與快捷欄位指示器—顯示目前選取的法印和快捷欄位裡的物品。

主畫面同時顯示了特定情況下可讀取的資訊，包括：

任務更新—將於任務進入新階段或完成時顯示。

教學—遊戲中可以提供協助的簡短訊息。

暫時性效果計時器—計時器將顯示藥水、塗油、昆恩的法印、魔力之所或重要效
果的有效持續時間。

互動指示器—可與角色或物品互動時將出現。 

戰利品視窗—將於發現可撿拾物品時出現。此視窗會顯示某容器中價值最高的四件物
品。

腎上腺素條棒—可透過打擊、法印或中毒獲得腎上腺素時將出現於角色狀態下
方。

2.1.2 徽章

迷你地圖—顯示您目前在遊戲世界中的所在位置。此外，地圖中同時也顯示了與
重要地點和任務相關的地標，並指引您完成目前追蹤任務的前進方向。

徽章—充滿能量時可使用，將出現閃爍的黃色光芒。徽章可凸顯物品、藥草、怪
物和魔力之所。

體力—表示角色的健康情況。一旦因承受傷害而耗盡時，傑洛特將死亡。

TW2EE_X360_Manual.indd   8-9 2012/2/24   下午 1:00



10 11

選用
法印

選用快速
欄位物品

選用鋼劍

冥想 選用銀劍

標籤

旅行包裡的物
品列表

已選取旅行包
物品的特性

護甲欄位

靴子欄位手套欄位

褲子欄位

快速欄位

戰利品欄位

銀劍欄位

鋼劍欄位 總裝備重量 身上的金錢

活力—顯示英雄所擁有的活力點數。使用法印或格擋敵人打擊時都需要活力。

毒性—顯示英雄的中毒程度。毒性過高時將無法使用額外藥水，亦即必須等待毒
性消退。

2 1.3 快速選取選單

選用銀劍—銀劍拔出/入鞘。

選用鋼劍—鋼劍拔出/入鞘。

2.1.4 物品欄面板

按左Bumper鈕[LB]鍵開啟快速選取選單後，可選擇法印或物品於戰鬥中快速使
用。以右搖桿將游標推動到欲使用的物品上，然後放開[LB]便可選用它。

選用法印—可從阿爾德、亞登、伊格尼、昆恩或亞克席五個法印中選取。

選用快捷欄位物品—可選擇事先設置於物品欄快捷欄位中的匕首、炸彈或陷阱。

暝想—開始進行暝想。

物品欄面板可分為兩個部份。左邊為旅行包和物品列表，右邊則為目前所裝備的物品。

旅行包和裝備欄位中的物品可調換。

旅行包利用各種標籤來區分不同類型物品，包括：武器、遠距武器、護甲、升級
物品、陷阱、炸彈、書籍、戰利品、突變誘發物、鍊金材料、工藝材料、藍圖與
配方、誘餌，另有一個標籤可顯示所有的物品。你可以用[LB]和[RB]在標籤之間切
換。

2.1.5日誌面板
日誌中收錄了遊戲世界和遊戲元素的所有資訊，分為下列標籤：任務、地點、角
色、怪物、工藝、教學、鍊金術、詞彙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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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階段標籤

任務狀態

地圖 目前位置

縮/放捲動條棒

煉金術

角色

喝藥水

休息

角色等級與天賦

圖示任務列表

任務描述

任務標籤
顯示傑洛特接受的所有任務，包含任務說明與進行狀態。

任務狀態

 已追蹤任務

 順利完成任務

 失敗任務

新的日誌項目或或已完成的項目

其它標籤的架構與此類似，在工藝和鍊金術標籤中可查看傑洛特知道的藍圖與配
方。

2.1.6 地圖面板
透過此面板可查看目前在遊戲世界中的所在位置，與重要地點的相關資訊。

2.1.7 暝想

透過「暝想」可開啟四個面板：

鍊金術—利用已知的配方製造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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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路線

傑洛特在地圖上
的位置

追蹤方向

已追蹤任務的簡述

時間

喝藥水—飲用事先準備的藥水。

休息—跳躍至所設定時間。

角色—分配天賦並學習新能力。

2.1.8 角色特徵與發展
此面板顯示角色發展樹（請參閱第四章），以及所有與你的攻擊、防禦、再生、
加值與致命效果免疫機會相關的狀態。

2.3 迷你地圖與地標

透過迷你地圖可以一眼便立即掌握自己在遊戲中的所在位置。

迷你地圖上包含了下列地標：

已追蹤任務

重要角色

工匠

商店

旅店

2.2 探索遊戲世界
你在遊戲中主要透過肩上視野來瀏覽整個世界，並使用左搖桿來移動傑洛特。你
可使用右搖桿旋轉攝影機來獲得掌握遊戲事件的最佳視野。

2.4 互動
拜精準的目標選擇機制所賜，只需按下[A]鈕便可以完成遊戲中的所有互動。出
現可互動的物品時，畫面上將顯示互動類型的相關資訊。最重要的互動包括了：
展開對話、撿拾物品、摘取藥草、穿越門、攀登障礙物、點燈、瀏覽公告欄…等
等。若能與同一物品或角色同時進行兩種互動時，[X]鈕也會被用於進行互動。

2.5 對話
與其他角色交談時，雙方的對話內容將顯示在畫面下方。畫面右方則會出現一對
話選項列表，這時可利用十字鈕或左搖桿選取適合的選項。你必須按下[A]鈕來確
認你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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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遊戲對話
與其他角色交談時，通常可在對話選項旁看見遊戲圖示，這些圖示主要用以進入
特殊面板或小遊戲，這些圖示包括了：

交易—開啟商店面板，並購買或販售各種物品。

製造物品—開始工藝面板，使工匠可利用您所提供之物品和藍圖製造劍
或護甲等物品。

賄賂—透過此圖示可進行賄賂。偶爾有獲得情報的需要時，便得使用此
選項。

恫嚇—影響交談對象的手段之一。採取恫嚇時可能會失敗，並影響後續
的對話內容。

說服—影響交談對象的手段之一。比恫嚇手段來得讓人愉快。

亞克席—影響交談對象的手段之一。使用亞克席法印。

骰子撲克—開始擲骰子小遊戲。

拳擊賽—展開拳擊比賽。

比腕力—進行比腕力小遊戲。

離開對話—結束商議。

改變髮型—讓你改變傑洛特的髮型。

2.7 即時事件
即時事件機制在某些章節中將成為遊戲元素。這時候當畫面出現提示時，必須按
下適當的按鍵；若按鍵提示伴隨著一欄條棒，則代表欄條棒充滿之前必須持續按
住按鍵。即時事件失敗將導致可怕後果，因此請務必小心。

3. 戰鬥
戰鬥與狩魔獵人此職業密不可分，因此在遊戲中有許多機會可以精進您的戰鬥能
力。 

3.1 移動
戰鬥中的移動與一般動作差異不大，你可以利用左搖桿來移動傑洛特，或使用右
搖桿旋轉攝影機以取得對遊戲事件的最佳視野。

翻滾是非常重要的伎倆，有助於快速避開攻擊，或者拉近、拉遠與敵人間的距
離。按下[B]鈕便可往前翻滾。

3.2 近戰
鋼劍和銀劍是遊戲中狩魔獵人常用的武器。面對有意識能力的種族時，鋼劍可以
發揮較佳效果；銀劍則適合用於對抗怪物。情況必要時，還有機會使用十字鎬或
斧頭、甚至拳頭等臨時武器。 

3.2.1 打擊
你可以按[A]鈕或[X]鈕攻擊敵人，其中[A]為快速打擊，[X]鈕則是重擊；依據遭遇
的敵人不同，請視情況進行快速打擊或重擊。快速打擊所造成的傷害低於重擊，
卻是面對未裝備護甲或護盾之敏捷敵人時的絕佳選擇；若挑戰的是敏捷度低、但
擁有較佳防護的對手時，重擊將會是最適合的選擇，做出重擊需要較長的時間，
但它們蘊含更大的力量，因此能對敵人造成較大的傷害。

當你進入戰鬥時，將會自動選取最接近的敵人（此時該對手身上將出現一圖示與
生命值欄），之後按下[A]鈕或[X]鈕便可朝其方向做出打擊。若要攻擊其它非目前
所選擇之目標，請旋轉攝影機即可。 

注意！你能造成的傷害量受到你的活力值影響。當活力值全滿時，傑洛特可以造
成最大的傷害。每耗用1點活力都會減少傑洛特所造成的傷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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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格擋與反擊
挑戰強大或裝備護盾的敵人時，格擋對手攻擊是不錯的策略。成功格檔敵人打擊
可使對方失衡，進而更容易朝其發動攻擊。按右扳機[RT]進行格擋，格擋時需消耗
活力點數，但即使活力值歸0你也依然可以進行格檔。

注意！格檔所能減輕的傷害量受到你的活力值影響。當活力值全滿時，傑洛特能
擋下所有的傷害。每耗用1點活力都會減少傑洛特的格檔所能減少的傷害值。

獲得「格檔還擊」技能後，即可有效格檔還擊敵人的進攻。當一名敵人嘗試攻擊
你時，按住右扳機[RT]不放來格擋其攻擊，這時敵人身體將短暫變成一把劍，代表
反擊的最佳時機。這時按下[A]鈕，傑洛特將迅速閃開並做出有力的反擊。 

3.2.3 將攝影機鎖定在目標上
若要將攝影機鎖定在目標上，按下左扳機[LT]即可。只要你持續按著[LT]不放，攝
影機就會持續跟隨目標。除此之外，你還可以用右搖桿來切換其他的目標。

3.3 狩魔獵人魔法
雖然狩魔獵人打鬥時偏好用劍，但他們同時也可施展被稱為「法印」的特殊法
術，不僅可造成對手傷害，同時也可形成卓越的巧妙策略。若要施展法印，請由
快速選單中選取，之後按[Y]鈕即可。每次施展法印需消耗1點活力點數。 

3.3.1 法印
傑洛特可施展五種基本法印和一種特殊法印，而特殊法印必須在獲得「魔法感應
技能」後才可使用，請參考手冊第3.6章節與第4章節）。法印可以升級（請參考
手冊第4章節）。

阿爾德之印—一種可阻止、擊倒或震暈敵人的心靈傳動波。此法印同時
可以用以摧毀殘垣斷壁等障礙物。

亞登之印—設置於地面的魔法陷阱，可以造成敵人傷害與動彈不得。基
礎等級的法印可於地面設置一個亞登之印，升級後則最多可以同時設置
三個亞登法印。這些法印將同步啟動，並形成一道無法穿越的屏障。

伊格尼之印—迸發火焰傷害敵人。升級後的法印可將對手燒成灰燼，並
造成較大範圍的傷害。

昆恩之印—基礎等級的法印，可以形成一道持續30秒的護盾，傑洛特可
將此法印使用於自己身上—昆恩將吸收所有朝自己而來的傷害，升級後
則反射50%的傷害予敵人。傑洛特的活力在昆恩之印作用期間無法自動
回復體力。

亞克席之印—施展於敵人身上的魅惑魔法。一旦施展成功，敵人將暫時
成為自己的盟友，並與您並肩作戰。

3.4 炸彈、匕首與陷阱
除了法印，傑洛特同時還可以使用炸彈和匕首進行攻擊，且攻擊距離較劍刃長，
或者也可於地面設置陷阱。使用匕首前，必須先獲得「匕首投擲」技能。

匕首是標準的遠距武器，可以有效對抗較弱的敵人；此外，炸彈則適合用於攻擊
成群的敵人，炸彈可造成震暈、燒毀或毒害等多種效果。

有兩種方法可以投擲匕首和炸彈。自動瞄準模式主要用以對付目前選取的目標，
只要快速按下右Bumper鈕[RB]，匕首或炸彈便會攻擊目標；手動瞄準模式則必
須利用右搖桿進行瞄準，這時請先按住[RB]，十字瞄準線出現後以右搖桿瞄準目
標，放開[RB]鍵便可將匕首或炸彈投出。

你也可以使用[RB]來設置陷阱。按住[RB]後，傑洛特將開始於當前所在位置設置
陷阱，請記住，設置陷阱需要時間，因此附近若有敵人，最好使用其它手段來對
付他們。

你可以參閱手冊第5章的炸彈列表。 

3.5 暫時性效果
戰鬥中可以使用各種暫時性效果，使用時主遊戲畫面上方會出現一計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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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藥水與塗油
藥水和塗油可以暫時性提升能力，但必須在展開戰鬥前事先使用。使用後可以提
升傷害、再生或造成致命效果的機會。

喝藥水—若要喝藥水，請先進入瞑想，並點取「使用混合物」選項。畫面左邊有
一可用藥水列表，右邊則是目前作用中的藥水與毒性等級。點取想要使用的藥水
之後，按[A]鈕即可，這時畫面將顯示喝藥水後的中毒情況；之後按[Y]鈕飲用藥
水。最多可同時使兩瓶藥水發揮效用，獲得「試毒者」技能後最多可同時使用三
瓶。

抹刃—若要將刀塗油，請進入物品欄面板並點選「升級物品」標籤，之後將想要
使用的油品拖曳到劍上即可。瀏覽劍的屬性時，將顯示目前所使用的塗油和剩餘
的有效時間。 

3.5.2 魔力之所
魔力之所為集中神秘能量之所在，可經由空中的微波來分辨。一旦發現這樣的地
方，請使用徽章並進入微波來啟動。魔力之所可暫時性提升生命再生或法印力量
等能力，能夠在戰鬥中提供額外的支援。 

3.5.3 致命效果
致命效果—這些致命效果包括了中毒、流血、燃燒與震暈。傑洛特可對敵人造成
這些效果，但這些效果同時也可能返還至傑洛特身上。這些效果將視觸發與否及
傑洛特的抗力而作用。

透過角色面板可以查看致命效果機會—而藉由取得或提升相對應技能、獲得新突
變能力、喝藥水和使用塗油等，可提升產生致命效果的機會。

傑洛特可藉由提升適當技能、使用適當裝備提升對於敵人致命效果的抗力。

3.6 終結技與腎上腺素
若你使用阿爾德之印等方式震暈對手，可藉由施展讓人印象深刻的終結技動作進
行秒殺。首先請攻擊遭震暈的敵人，若你有較高機會能造成致命效果時，可利用
震暈等方法收拾對手。

腎上腺素可透過學習戰鬥銳敏、突變能力或魔法感應技能等累積。腎上腺素條棒
位於活力欄下方，全滿時便可使用特殊能力，包括群體終結技、狂暴或赫利歐托
普之印，按下控制器十字方向鈕的「上」鈕來啟動能力。

群體終結技—可於學到「戰鬥銳敏」技能後使用。為一連串的重擊，最多可同時
殺害三名敵人。

狂暴—可於學到「突變」技能後使用。一旦啟動狂暴，傑洛特將於短時間內造成
超自然傷害。

赫利歐托普之印—可於學到魔法感應技能後使用。此法印可隱藏時間與空間，形
成延緩敵人速度的屏障，並藉以取得優勢，尤其在面對多名對手時特別好用。

4. 角色發展
隨著冒險故事的推進，傑洛特將逐漸成長，並學得新能力、升級與提升既有能
力。 

4.1 經驗值
傑洛特在擊敗敵人與完成任務時可獲得經驗值，角色將在累積足夠經驗值後升
級，進而提升生命值和獲得發展能力所需的天賦點數。角色等級上限為卅五級。 

4.2 能力
「能力」在角色發展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僅可以提升角色各方面數
據，還可學得新技能。發展能力前必須先取得天賦點數並進入暝想，選取「角
色」選項後將出現能力樹。能力樹分為四個部份，分別為：訓練、劍術、鍊金術
與法術，這些發展路線取決於您的戰鬥專注度。幾乎所有能力都有其先決條件，
未達這些先決條件前無法獲得該能力，各能力分別擁有兩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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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發展路線
訓練—基本的發展路線。若要開始其它路線，必須於天賦路線能力上使用至少六
點的天賦點數。

劍術—一旦決定發展此路線，傑洛特將較擅長劍術，進而造成較大傷害、藉由格
擋承受較少傷害，同時有較高機會對敵人造成致命效果。透過此路線可學得迎戰
敵人打擊並發動群體終結技的方法，適合偏好簡單玩法、專注於力量和正面作戰
的玩家。

鍊金術—發展此路線意味著將專注於使用藥水、塗油和炸彈。傑洛特將因此成為
調配混合物的專家，且這些混合物的效果持續時間將逐步提升，同時傑洛特在持
續時間內可造成更多傷害，再生速度也會加快。透過此路線可學得狂暴模式，並
製造突變誘發物做為調製混合物的副作用。此發展路線推薦給偏好絞盡腦汁的玩
家。

法術—透過此路線可升級已知的法印，進而提升這些法印效果的作用，增加法印
的傷害力與獲得新特徵，例如以伊格尼之印將敵人化為灰燼，或者使用昆恩之印
反射傷害等。藉由此路線可學得強大的赫利歐托普之印，以隱藏空間和時間。此
發展路線適合講求直接與遠距戰鬥間平衡度的玩家。

遊戲中可以獨力發展這些路線，但需注意的是，最強大的能力分別位於各能力樹
頂端，因此務必謹慎使用天賦點數。已學得的能力無法取消，因此一旦選擇後將
永久保留。 

4.3.1 能力列表

訓練

劍術

能力 等級 1 等級 2
活力再生 戰鬥外的活力再生+25 % 戰鬥外的活力再生+25%

耐性 生命值+10 生命值+50

格檔 開啟格檔各方向攻擊的能力 格擋時的傷害減少：50%

匕首投擲 開啟投擲匕首的能力 匕首造成的傷害：+20

弓箭偏轉 開啟重新指定弓箭方向的

能力

開啟將弓箭朝向射擊者偏

轉的能力

堅忍 戰鬥中活力再生+10% 活力+1

能力 等級 1 等級 2
姿勢 從背後攻擊所受傷害：

150%

從背後攻擊所受傷害：

100%

格檔還擊 開啟格檔還擊對手打擊的

能力

反擊的秒殺機率： 10%

步法 格檔時的涵蓋範圍+100% 格檔時的涵蓋範圍+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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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勁 劍擊傷害+5% 劍擊傷害+15%

迴旋 開啟對眾多敵人造成傷害

的能力，對手承受50%額

外的傷害

對手承受100%額外的傷害

防衛 格擋承受打擊所需活力：-

25%

格擋承受打擊所需活力：-

50%

硬漢 傷害減少：+5% 傷害減少：+15%

謀士 戰鬥中活力再生：+10% 戰鬥中活力再生：+40%

耐勞 生命值+25 生命值+100

精確 極致效果機會：流血：10% 致命效果機會：流血：20%

，劍擊傷害：+5%

即死 秒殺機會：+2% 秒殺機會：+5%

巧技 所有致命效果機會：+5% 所有致命效果機會：+15%

無敵 生命值+50，傷害減少+5% 生命值+150，傷害減少

+10%

戰鬥銳敏 開啟終結技群祖，於腎上腺

素欄滿後啟動，可透過劍擊

再生腎上腺素

傷害+20%，傷害減少

+20%

旋風 透過劍擊再生腎上腺

素：+10%，所有抗

力：+10%，所有極致效果

機會：+10%

透過劍擊再生腎上腺

素：+30%，所有抗

力：+20%，所有致命效果

機會：+20%

能力 等級 1 等級 2
鍊金術士 炸彈傷害：+30%，陷阱傷

害： +50%

炸彈傷害：+70%，陷阱傷

害：+70%

合成 生命值+20 生命值+80

副作用 鍊金術附帶製造突變誘發物

機會： 2%

鍊金術附帶製造突變誘發物

機會：10%

藥水專精 藥水持續時間：+10% 藥水持續時間：+40%

收穫者 鍊金原料獲得：+50% 鍊金原料獲得：+100%

催化 使用藥水效果：+15%
藥水帶來的副作用：-30%

使用藥水效果：+35%
藥水帶來的副作用：-80%

塗油專精 塗油持續時間：+10% 塗油持續時間：+40%

嬗變 所有塗油使用效果：+15% 所有塗油使用效果：+35%

灌輸 所有突變誘發物使用效

果：+15%

所有突變誘發物使用效

果：+35%

試毒者 開啟飲用額外藥水的能力 中毒時傷害減少+10%

凝聚 中毒時活力再生+15% 中毒時活力再生+35%

置換 中毒時傷害+10% 中毒時傷害+25%

狂戰士 中毒時的秒殺機會+1% 中毒時的秒殺機會+3%

突變 開啟狂暴模式，並於腎上腺

素條棒充滿時觸發。

中毒時腎上腺素可再生

中毒時腎上腺素再生+25%

擴大 中毒時腎上腺素再生+15%

中毒時傷害+10%，

中毒時傷害減少+10%

中毒時腎上腺素再生+50%

中毒時傷害+15%，

中毒時傷害減少+15%

煉金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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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突變誘發物
突變誘發物為強大的突變觸發藥劑，可進一步提升能力。獲得突變誘發物的方法
有兩種：從遭擊敗敵人身上搶奪、使用鍊金術時所生產的副產品。若要進行突
變，請進入暝想，並於選取「角色」選項後找到擁有突變誘發物欄位之能力。突
變無法取消。

突變誘發物分為三種型態：小幅、基本與大幅，不同型態藥水可提升角色不等的
能力。

各種突變誘發物：

致命效果突變誘發物

效果：提升致命效果機會。

遠程突變誘發物

效果：提升阿爾德、伊格尼與亞克席之印的範圍。

生命突變誘發物

效果：提升生命值。

威力突變誘發物

效果：提升劍擊傷害。

力量突變誘發物

效果：提升傷害減少。

專注突變誘發物

效果：提升法印傷害。

魔法

能力 等級 1 等級 2
強化阿爾德之印 開啟阿爾德之印等級二。阿

爾德之印造成敵人傷害。法

印傷害：1，法印範圍+2m

開啟阿爾德之印等級三。阿

爾德之印造成敵人傷害。法

印傷害：6。 阿爾德之印具

有效範圍，法印範圍+6m
毀滅魔法 法印傷害+5 法印傷害+10，活力+1

強化亞克席之印 開啟亞克席之印等級二。遭

施法敵人：生命+20%，造

成傷害+20%

開啟亞克席之印等級三。遭

施法敵人：生命+50%,，造

成傷害+50%

強化昆恩之印 開啟昆恩之印等級二。昆恩

反射20%傷害，法印持續時

間+20秒

開啟昆恩之印等級三。昆恩

偏離50%傷害，法印持續時

間+60秒

魔法增幅 法印魔力+1 法印魔力+2，傷害減少

+10%

發洩 昆恩轉移反射傷害至兩名

敵人

昆恩轉移反射傷害至三名

敵人

致命吸引力 亞克席之印最多可施加於

兩名對手

亞克席之印最多可施加於

三名對手

魔法活力 活力+1 活力+2

強化伊格尼之印 開啟伊格尼之印等級二。

有機會燃燒對手。法印範

圍+3m

開啟伊格尼之印等級三。伊

格尼之印具有效範圍，法印

範圍+6m

強化亞登之印 開啟亞登之印等級二，玩家

可設置兩個陷阱

開啟亞登之印等級三，玩家

可設置三個陷阱

符記強化 亞登陷阱連結，使敵人無法

在符文間移動

所產生符文對敵人造成傷

害：5 點傷害/秒

能量流 法印致命效果機會+5% 法印致命效果機會+25%

魔法生命 生命值+50 所有抗力+5%

魔法感應 開啟赫利歐托普之印，於腎

上腺素條棒充滿時觸發，腎

上腺素可藉由法印再生

所有抗力+5%，

腎上腺素藉由法印再生

+50%

魔力控制 所有抗力+20%，

法印傷害+3%，

藉由法印的腎上腺素再生

+10%

所有抗力+30%，

法印傷害+7%，

藉由法印的腎上腺素再生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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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中的物品

可用的配方 鍊金術原料

5. 鍊金術
無論是否選擇鍊金術士發展路線，精進調製藥水與塗油、製造炸彈的技藝將是重
要的遊戲元素。精湛運用這些物品將有助於從死裡逃生。對狩魔獵人而言，鍊金
術士重要的知識不僅可以增加所造成的傷害，還可提升再生能力與造成致命效果
的機會。

5.1 鍊金術混合物類型
玩家在遊戲中可使用鍊金術能力，並製造出三種類型物品：

藥水—戰鬥前飲用可暫時性提升能力。這些液體混合物主要利用藥草、怪物身體
器官等特殊配方製成，另外通常還包括了酒這項鍊金術基本原料。喝藥水形同毒
害身體器官，因此除了強化特定感官之外，多數藥水都具有副作用。

塗油—戰鬥前用以抹刃。塗油可以暫時性提升對特定敵人的傷害，或增加造成致
命效果的機會。無副作用。

炸彈—遠距武器，用以突襲敵人並造成震暈、燃燒或驚惶。炸彈通常用於適當的
時機，如對抗成群敵人時，以便在難纏的戰鬥中取得優勢。

5.2 獲得配方
準備混合物前得先瞭解需要加入的鍊金材料—因此需藉助配方與調製法。由於傑
洛特僅具備基本的鍊金術知識，無法製造所有混合物，因此這些混合物通常出自
法師或藥草師之手。遊戲裡取得配方的方法有三種，分別是完成任務後的獎勵、
從商店購得或者如同戰利品般發現。學得的新配方會出現在裝備、日誌與鍊金術
面板裡。

5.3 原料
遊戲中有九種天然物品可用以製造藥水、塗油和炸彈，分別是明礬、水銀、賢者之石、

以太、硫磺、硃砂、天空、太陽與閃電。

這些物品可以在藥草和怪物身體器官等鍊金原料中發現，例如孽鬼的爪等。一旦取得鍊

金原料後，可以進入裝備與鍊金術面板查看當中所含的原料種類。

5.4 製作混合物與炸彈
若要製造混合物或炸彈，請進入暝想後選取鍊金術面板。畫面左方是已學得的配方列

表，右邊則是可使用的鍊金術原料，混合鍊金術物品的順序顯示於畫面下方。若要手動

加入各項物品，請捲動右方的捲條棒；或者利用欄位自動填滿選項，根據所提供配方自

動將物品加入畫面中間的鍊金術面板。依正確順序混合原料之後，混合物將完成並出現

在裝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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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水

貓
效果：在全暗環境中保有視力，

並可穿牆。降低所造成的傷害。

毒性：低

赤膀鴨
效果：犧牲活力與所造成的傷

害以提升生命值再生。

毒性：高

黃褐色貓頭鷹
效果：提升活力再生。

毒性：低

狼
效果：增加伊格尼焚燒與阿爾

德擊倒的極致效果機會。

毒性：低

白嘴鴉
效果：提升劍擊的傷害。

毒性：低

燕子
效果：增加生命值再生。

毒性：低

金鶯
效果：提升所有抗力。

毒性：低

三重冠
效果：犧牲生命值與造成的傷

害，以降低活力損失。

毒性：高

史泰莫福特的春藥
效果：消耗生命值以提升法印

威力。

毒性：中

馬里波森林
效果：犧牲生命值與極致效果，

以提升活力。

毒性：高

田鳧
效果：犧牲生命值與抗力，以

相當提升活力再生。

毒性：高

幡狀雲
效果：犧牲抗力與極致效果機

會，以提升傷害減少。

毒性：中

白色拉法達煎藥
效果：犧牲所造成的傷害，以

換取生命值增加。

毒性：極高

派翠的春藥
效果：提升法印傷害。

毒性：極高

獾
效果：相當提升極致效果機

會，以強化伊格尼焚燒和阿爾

德擊倒。

毒性：極高

雷霆
效果：犧牲生命值與生命值再

生，以相當提升所造成的傷害。

毒性：極高

塗油

食屍生物油
效果：提升對食屍怪的傷害。

吊死者之毒
效果：提升對人形怪物的傷害。

惡靈油
效果：提升對妖靈的傷害。

棕油
效果：提升極致效果機會：

流血。

佛卡之血
效果：提升劍擊傷害極限。

迴旋
效果：提升劍擊傷害。

蜘蛛油
效果：提升極致效果機會：

毒害。

炸彈

焚風炸彈
效果：震暈並癱瘓所有範圍內

的敵人。

蜂窩
效果：引爆後以碎片傷害所有範

圍內的敵人。

惡魔之塵
效果：釋放毒氣。

舞動之星
效果：爆炸後形成火焰並傷害

敵人。

龍之夢
效果：釋放可燃氣體。

螢火蟲
效果：使範圍內所有敵人目盲

與癱瘓。

閃光
效果：引爆後照亮周遭區域。

 
惡臭彈
效果：釋放味道噁心的煙霧，降

低煙霧內所有敵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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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物品欄
遊戲過程中會發現許多可以放入旅行包的物品—以待稍後使用或販售。物品欄面
板會將物品分類顯示：劍、遠距武器、護甲、升級物品、藥水、陷阱、炸彈、書
籍、突變誘發物、鍊金原料、工藝材料、誘餌和任務物品。傑洛特的旅行包位於
畫面左邊，目前所使用裝備則顯示在右邊。你可以在以反白槓選擇某物品時按下
[A]鈕來裝備它。在面板上方顯示了所擁有的金錢總額與攜帶物品的重量限制；一
旦總重量超過220公斤，超重的物品將使得傑洛特無法跑步，並大幅降低其戰鬥能
力。你可以按下[Y]鈕來丟棄物品。

6.1 升級劍與護甲
遊戲中將會發現護甲與劍的升級物品，可用以提升這些裝備的品質。請注意，遊
戲中只能升級那些擁有符文和強化欄位的物品。一旦獲得劍或護甲與升級物品
後，請進入裝備面板，選擇被詢問的升級物品並按下[A]鈕。升級完成後無法取
消。 

6.2 製作物品
除了利用配方製造混合物之外，遊戲中還可使用發現或購買的藍圖製造物品。很
遺憾傑洛特不懂得鍛造劍或製作手套，因此必須藉助合格的工匠來完成。委託工
匠的同時必須提供木材、皮革或線等工藝材料，以便讓工匠參考藍圖打造物品。

找到工匠並選取適當的對話選項後，畫面上將出現物品製造面板。您所擁有的藍
圖位在右方，工藝材料則在左邊；點選藍圖後，畫面中央會出現製造物品所需的
工藝材料總數量。若你擁有所有需要的物品，它們便會自動填滿列表。填入完成
後便可製造物品，並於完成後置入物品欄中。

7. 小遊戲
只要加入比賽，便可以透過小遊戲贏得額外的奧倫、獲得附加的經驗點數，甚至
還可以得到任務物品。在旅店中通常可以找到能夠挑戰的對手。

7.1 骰子撲克
所有人都熱愛骰子撲克—無論是人類、精靈或矮人。由於遊戲規則簡單且賭金
高，因此骰子撲克廣為人知的現象一點都不足為奇。請選取「玩骰子」此對話選
項開始比賽，遊戲使用五顆的六面骰子來進行，比賽方法如下： 

● 比賽開始後，畫面上會出現一個骰子撲克板，您的骰子在下方，上方則是對手

的骰子。

● 利用捲條棒（LB，RB和左搖桿）下注叫牌。對手可以提高賭注，您則可以選擇
接受或放棄叫牌。 

● 將骰子放到板子上並移動左搖桿來擲骰。擲骰時移動右搖桿可影響骰子滾動的方

向與投擲力道。請注意，切勿將骰子擲出板子。對手將緊接在您之後擲骰。

● 接著請比較您與對手的點數。

● 點選要重擲的骰子，之後該顆骰子將呈反白；確定後可以提高賭注並重新擲骰。

● 對手擲骰之後比較雙方點數，贏的人獲得賭金。

勝利骰子組合，由最高至最低：

五條—五顆骰子出現相同點數

四條—四顆骰子出現相同點數

葫蘆—一對加三條 
大六順—骰子出現2、3、4、5和6
大五順—骰子出現1、2、3、4和5
三條—三顆骰子出現相同點數

兩對—骰子出現兩對相同點數

一對—兩顆骰子出現相同點數

若雙方擲出相同骰子組合，那麼將以擲出的點數決勝負。若骰子組合和點數完全
相同，則該局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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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拳擊
拳擊可不是紳士們的娛樂消遣，但是這樣的比賽在泰莫利亞從沒少過，因此傑洛
特可以輕鬆地保持完美身材。與每間旅館中自稱的比賽主辦人交談並選擇適當的
對話後便可參與拳擊賽；開始比賽前必須先下注，越強對手的下注上限越高。

比賽對手將於進入拳擊模式後出現，對手的生命值欄位於其上方，您的生命值欄
則維持在原處。首先使對手生命值降至危急程度的一方獲勝，亦即撂倒對手的人
贏得勝利。

此小遊戲需要絕佳的反應力。比賽採取即時事件機制，因此若想給予對手一擊、
連擊或反擊，都必須同步按下相對應的鍵。畫面出現提示的暫時性時間中，將能
夠透過慢動作觀看比賽。一旦按錯鍵將會遭對手擊中，多次失敗後則輸掉比賽。

贏得一場拳擊後，可以得到稍早您與對手的賭注，同時可以再次進行比賽，但所
挑戰的對手將較為棘手。一旦失敗，將會損失賭金。若要奪回賭金，你所必須做
的就是向比賽主辦人要求重比。

7.3 比腕力
比腕力是旅店常客在厭倦連續飲酒後活動筋骨的娛樂消遣。若要開始比腕力此小
遊戲，請找到適當對手後選擇合適的對話選項。

就定位開始比賽之前，請先選擇所要下注的金額，接著比賽隨即展開；

將對手的手扳倒在桌面上即獲勝。比賽過程中必須將拳頭狀游標保持在對手下方
的黃色欄條棒中，並利用左搖桿來移動游標。勝利者贏得稍早所下的賭注。

此運動特別受到每日在礦坑和鐵匠舖辛勤工作的矮人歡迎，他們同時也是挑戰性
最高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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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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