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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player draws 4 cards 

from the Draw Pile.
Monster Horde

Look at any player’s hand and 

exchange up to 2 cards with them.

Scorch

需要與棄牌堆頂端的怪獸卡能量相同。
如果您有不只ㄧ張相同能量的怪獸卡，可以自由
選擇打出幾張，而且不管是否來自同一世界。

範例:
 .)暴風名1和火烈名2（ srettirC 張3

棄牌堆頂部如果有4張，或更多能量相同的怪獸卡，
請將卡牌全數移入異空間中。
創造如此壯觀景象的玩家，將可以立即獲得額外
的一個行動。
(此現象不管是否為同一玩家打出，怪獸也不管是
否來自同一星球)

WIN 勝利
最早將手牌全數使用完畢的玩家，使得宇宙平衡，
恢復以往的平靜與安詳，您將是最偉大的守護者大師!

Additional rules

Combine 集結
如果您有多張相同名稱的效果卡，您可以一次將它們
全數(或多張)打出。
如果您打出的效果卡，上方是數字種類的，效果將會
累積增加。(例如 “Monster Horde 怪獸部落” ）。
而其他種類的的效果卡，效果都不會累積增加。

（例如 “Shapeshifter 變形獸” ）。

無法出牌
如果您無法出牌，您將有一個贖罪的機會，請從牌
庫區頂端抽取一張卡牌，繼續由您進行遊戲。如果
您仍然無法出牌，您必須將棄堆中的所有卡片，全
部回收至手牌中。
由下一位玩家繼續進行遊戲。宇宙正在失控的擴張著，時間確是無情的在流逝

著...
您是拯救宇宙平衡的唯一希望!
守護者大師，請善用您手上的資源，與UNIMO並
肩作戰吧！

Setup 設置
1.首先您得要先選擇帶領的世界。每名玩家皆選擇
一個世界。
2.將玩家們所選擇的所有世界牌庫混合洗勻，然後
發給每位玩家8張卡片。
3.剩下的卡片面朝下放置，成為抽牌庫，請置於方
便玩家們拿取的桌子中央。。
4.選擇ㄧ名起始玩家。
5.起始玩家打出一張卡片並執行，而該卡放置於抽
牌區旁，此區域形成ㄧ棄牌區。
6.請按照順時針順序，進行遊戲。

PLAY遊戲進行
您的回合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動作執行:
1.使用怪獸卡
2.執行效果卡 

1 .使用怪獸卡
怪獸是由世界(顏色)和能量(數值)所組成的。
a.如果選擇與棄牌堆頂端的怪獸卡相同世界，能量
需要等於或大於。
b.如果選擇使用其他世界的怪獸卡，那該卡能量

附件:

世界標記

效果卡種類

70 張怪獸卡
UNIMO中分成5個世界，每個世
界各別擁有2 x 7張獨特的怪獸
卡，能量值範圍從40-100不等。

規則書 1 本

30 張行動卡
每個世界，都將獲得6張
行動卡。其中2張為世
界專屬，與4張ㄧ般行
動。

執行效果卡
效果卡將會帶來不同的影響，卡片上都有簡介供參考。
效果卡中有四組中立卡效果，此類型的效果卡適
用於任何世界之中使用，但世界專屬的效果卡，
只能用在同一個世界使用。
當您使用中立效果卡時，您可以選擇並轉換世界，來讓遊戲進
行，但是當您使用世界專屬卡時，世界是不會被轉換的。

效果卡標記

中立效果
世界專屬效果

效果種類標記

效果名稱

效果簡介

怪獸卡
每一隻怪獸都為了自己的世界而戰。
每個世界各別擁有2 x 7張獨特的怪獸卡，能量值範圍從40
的球體~100的屬性神不等。
每個世界都有自己的顏色和特色。
(烈火 Fire，崗岩 Rock，寒冰 Ice，亡靈 Undead，風暴
Storm)。

能量值
怪物卡標記

世界標記

怪獸名稱

中文規則
一名(或多名)玩家使用此行動，如果
打不出同種類卡牌的該名玩家，將
從牌庫頂抽取相對應數量的卡牌。
如果是負數，您將從手牌移除相對
應數量的卡牌置異世界中。

改變遊戲進行的順序(順、逆時針轉
換)；或與ㄧ名玩家交換手牌一張。

反抗之盾。玩家無法在這張卡牌之
後，打出任何擁有防禦標誌的卡
牌。

一名(或多名)玩家使用此行動，如果
打不出同種類卡牌的玩家，將跳過
一回合；或到下一名玩家之前，凍
結某一類型的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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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IRE
烈火

ROCK
崗岩

ICE
寒冰

STORM
風暴

UNDEAD
亡靈

NEUTRAL
中立

策略 / 提示
使用效果牌將會是重要的優勢。

例如，使用“Scorch 燒灼” ，不僅可以偷
看對手的卡片，還可以與該玩家交換2張卡牌。這
將打亂對方的計畫，讓您邁向勝利！

簡易版本
為了更快更容易的進行遊戲，只需移除所有的世界
專屬的效果卡即可。



Challenge any player to a duel.

Battle

24

Next player draws 4 cards 
from the Draw Pile.

Monster Horde

Play any Monster card 
together with this card.

Shapeshifter

Protects you against any 
card without      . 

Opponent gets to draw 3 cards instead.

Shield

3

Discard any 2 cards from your hand 
into the Graveyard.

Bonfire

2

Look at any player’s hand and 
exchange up to 2 cards with them.

Scorch
Place one opponent’s card in 

front of them. This card is frozen.

Freeze

All players, except for you, pick up 2 
cards from the Draw Pile.

Blizzard

2

Then deal.

Earthquake

Next player selects 2 random cards 
from your hand and puts them 

into the Graveyard.

Erosion

2

All players, including you, switch hands
 with the next player in turn order.

Twister

The direction of play changes.
Thunder

Choose any player to infect. 
They draw one of 3 Infection cards 

after each of their turns.

Infection

3

Choose up to 3 cards from the 
Discard Pile to add to your hand.

Survival Kit

3

Shapeshifter 

Shield 

BLizzard 

Freeze 

.

Bonfire 

Scorch 

Erosion 

Earthquake 

Infection 
選擇

Survival kit Monster horde 

BAttle 

Thunder 

Twister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