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UL

新一代已長大，今天是他們的重要日子，必須通過試煉才能成為部落的正式成員，加油！

注意！

此模組須搭配《石器時代2.0史前部落》方能進行遊戲。搭配模組A或B能更容易了解《成年禮擴充》，雖然難度等級為 1，但稍作了調整，
對於進階玩家也會帶來足夠的挑戰。

難度等級建議：

本擴充與其他模組相同，可與任何模組搭配使用。

額外遊戲準備

受試者共有4名：少年戰士、少女偵查者、少女工匠和天才。將4名受試者平均分給每位玩
家，如果是3人遊戲，其中一位玩家多拿一張受試者牌。玩家將獲得的受試者放在自己的族人
中，藍色那面朝上。

然後，每位玩家如常抽取2張族人 ，放在自己的族人中。

增加難度

若你們對《石器時代2.0史前部落》已經相當熟悉，可嘗試將難度等級提高到中等：將模組L中的3張夢境牌 放回盒中，這3張牌僅在
難度等級為容易時才會用到。

! 不可以查看4名受試者背面的資訊，也不能將牌翻面。

受試者

難度等級1：

模組    A  ＋    ｜   模組    B  ＋ 

特別刺激的組合：

模組    D  ＋    ｜   模組    D  ＋    J  ＋   ｜   模組    F  ＋ 

模組 

  成年禮（17張牌）

難度等級：容易

儘快讓受試者做好準備！

• 任務牌L

• 秘密牌9

• 4張受試者

• 2顆骰子

3

4

成年禮

或

已在墳墓中。

少年戰士

當你獲得這種標記時，可以立刻
將其中一片放在此牌上。

少年戰士

當你獲得這種標記時，可以立刻
將其中一片放在此牌上。

少女偵查者

當你獲得這種標記時，可以立刻
將其中一片放在此牌上。

少女偵查者

當你獲得這種標記時，可以立刻
將其中一片放在此牌上。

少女工匠

當你獲得這種標記時，可以立刻
將其中一片放在此牌上。

少女工匠

當你獲得這種標記時，可以立刻
將其中一片放在此牌上。

天才

當你獲得這種標記時，可以立刻
將其中一片放在此牌上。

天才

當你獲得這種標記時，可以立刻
將其中一片放在此牌上。

成年禮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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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

當你獲得這種標記時，可以立刻
將其中一片放在此牌上。

額外規則

當你獲得牌上所繪的工具時，可以將它放在此牌上（見基本
版規則第12頁）。

如果其他牌要求你在受試者上放置工具，你只能將該牌顯
示的工具放在受試者上。

新圖示和新行動

• 特例：在遊戲準備時，你先拿取受試者，之後才抽取族人，如果你因族人獲得1支火把 ，而少女偵查者 或天才 正好也在你的
族人中，你可以直接將火把放在他們上。

• 放在受試者上的工具不能挪作他用，只能用於某些特殊牌上的特定行動。

• 4名受試者毋需進食，也不會受傷，他們還不算是族人 。

試煉牌
在此模組中，共有4張試煉牌，牌背為一塊石碑。

從：「少年戰士」棄掉
你必須從「少年戰士」棄掉2根長矛。

從：「少女偵查者」棄掉
你必須從「少女偵查者」棄掉2支火把。

從：「少女工匠」棄掉
你必須從「少女工匠」棄掉2個手斧。

從：「天才」棄掉
你必須從「天才」棄掉1根長矛、1支火把和1個手斧。

技能展示
你必須能夠展示足量的技能（此處為6），種類可以由這3項技能任意組成。

將紙牌翻面
將圖中所繪的受試者翻面（此圖例中為「少女偵查者」），他/她通過試煉，成為真正的族人。
特例：當你將受試者翻面時，若其上仍有工具，將工具放入你的族人中。

範例：

你們只能在「天才」上放置剛好 1支火
把、1個手斧和1根長矛。

從：

從：

從：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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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的紙牌

作弊

你可以在某場試煉中使用此牌，並擲 1顆骰子，若擲出
的技能正好是該試煉所需，則你少棄掉與擲骰結果種類
和數量對應的標記。擲骰後，不論你是否能夠使用擲骰
結果，將「作弊」送進墳墓。

過度積極

與其他行動相同，可以由其他玩家
協助你。

他可以從他的牌堆翻開下一張試煉

牌 ，並與你一同完成試煉。

準備

查看你牌堆中 1張牌的正面（不限於牌堆頂的
3張牌），而不執行其上任何行動，看完後將
其面朝下放回牌堆中的任意位置。

已經嘗試過

《新的開始擴充》

或《恐怖鳥擴充》了嗎？
更多精彩的擴充請搜尋新天鵝堡官方網站！

為一張        擲1顆骰子，若擲
出一或二個正好是該牌需要的
工具，你便能因此少棄掉對應
種類和數量的標記。

選擇性：

作弊*
將此牌
放在你的
族人中

或

翻開你的下一張

將1片工具標記從一名受試者上
放回供應區。

過度積極*

2

或

查看你牌堆中 1張牌
的正面，然後放回牌
堆中的任意位置。

準備*

範例：作弊

假如你擲出 1×技術 ，
你可以為翻開的這張試煉
牌少支付1個手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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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鳥擴充
我們四處探索並進入了未知的領域。 神秘的蛋四處可見，它們來自什麼樣的動物？

此模組須搭配石器時代2.0史前部落方能進行遊戲。

如同其他模組，本模組可搭配其他模組來進行遊戲。我們建議在進行難度等級7之前，
進行包含此模組的遊戲。

巨惡渡渡鳥（18張牌）

難度等級：中等

快！在這些巨大的動物孵化前，我們必須找到並摧毀所有的蛋。

• 任務牌K
• 2顆骰子

• 秘密牌9

額外遊戲設置

將此模組中，牌背為森林 、河川 、山脈 的7張牌洗勻後，面朝下放在 ，這疊牌形成「恐怖鳥」。

附加規則

透過特殊的紙牌行動，你才能從 翻開或棄掉「恐怖鳥」牌，且你必須從「恐怖鳥」牌疊最上方拿取。

當你執行行動獲得的戰利品包含蛋 時，將你剛執行的那張牌面朝上放在你的族人旁，該牌代表一顆蛋 。當你摧毀一顆蛋
時，將族人旁的一張蛋 放進墳墓。

新符號

你必須棄掉一個你的工具標記，自行決定要棄掉那一種。

以下組合將使遊戲特別刺激：

模組    B  ＋    K  ｜        模組    G  ＋    K 
模組    F  ＋    K  ｜        模組    I  ＋    K 

模組

THE TERROR BIRDS

K巨惡渡渡鳥

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