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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悠哉的年輕人，常以略帶平淡的口吻表示自己
不是當王的料。以帥氣與否作為行動與美學的標
準。

SABER查理曼

MASTER

主人公

新的英傑 新的戰場 以及新的對戰者們
月之新天地 在此新生

尼祿·克勞狄烏斯
身穿鮮紅禮服，自稱·男裝的少女劍士。個性驕傲且充滿自信，毫不謙
虛地稱呼自己為「萬能的天才」、「極致的藝術」。

SABER

玉藻前
總是滿面笑容，以可愛言行包裝惡意的美
女，一對挺立的狐耳就是她的註冊商標。
稱呼主人公為「主人」並全心全意地服侍
照料，但對自己身為反英靈一事感到在
意。

CASTER

阿提拉
崇高且理性的戰士。凡事鍥而不捨。直覺格外準確，面臨
任何狀況都會理性面對。

SABER



隨著故事進行，遊戲中將有多位英靈會以我方或敵方的身份登場。其中也包括在前作

「Fate/EXTELLA」也曾登場的英靈，以及故事進展至特定階段即會登場的英靈。

登場英靈

英靈介紹 01

身高 187cm 體重 78kg 寶具 無限劍製

Class 弓兵無銘

身高 160cm 體重 48kg 寶具 淚之星，軍神之劍

Class 劍士阿提拉

身高 163cm 體重 49kg 寶具 水天日光天照八野鎮石

Class 魔術師玉藻前

身高 150cm 體重 42kg 寶具 邀至心蕩神馳的黃金劇場

Class 劍士尼祿・克勞狄烏斯

身高 176cm 體重 69kg 寶具 揭示王威、踏遍世間的十二輝劍

Class 劍士查理曼

身高 178cm 體重 75kg 寶具 日輪啊，與死相隨吧

Class 槍兵迦爾納

身高 175cm 體重 65kg 寶具 祈禱之弓

Class 弓兵羅賓漢

身高 164cm 體重 56kg 寶具 不存於此世的幻馬

Class 騎兵阿斯托爾福

身高 177cm 體重 72kg 寶具 破壞神的手翳

Class 弓兵阿周那

身高 154cm 體重 44kg 寶具 鮮血魔孃

Class 槍兵伊莉莎白·巴托里

身高 180cm 體重 78kg 寶具 轉輪勝利之劍

Class 劍士高文

身高 185cm 體重 70kg 寶具 突穿死翔之槍

Class 槍兵庫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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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 168cm 體重 55kg 寶具 滿溢死亡的魔境之門

Class 槍兵斯卡哈

身高 166cm 體重 60kg 寶具 無二打

Class 暗殺者李書文

身高 345cm 體重 280kg 寶具　不死的一萬騎兵

Class 狂戰士大流士三世

身高 225cm 體重 153kg 寶具 軍神五兵

Class 狂戰士呂布奉先

身高 172cm 體重 57kg 寶具 騎英之韁繩

Class 騎兵美杜莎

身高 191cm 體重 81kg 寶具 騎士不徒手而亡

Class 狂戰士蘭斯洛特　

身高 162cm 體重 55kg 寶具 黃金鹿與暴風夜

Class 騎兵法蘭西斯·德瑞克

身高 154cm 體重 42kg 寶具 誓約勝利之劍

Class 劍士阿爾托莉亞・潘德拉剛

身高 180cm 體重 70kg 寶具 集稾成束，如月光焚燒殆盡

Class 魔術師阿基米德

身高 212cm 體重 130kg 寶具 王之軍勢

Class 騎兵伊斯坎達爾

身高 159cm 體重 44kg 寶具 紅蓮的聖女

Class 裁定者聖女貞德

身高 182cm 體重 68kg 寶具 天地乖離開闢之星

Class 弓兵吉爾伽美什

身高 196cm 體重 70kg 寶具 螺湮城教本

Class 魔術師吉爾･德･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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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作『Fate/EXTELLA』的保存資料連動，將能獲得在本作『Fate/EXTELLA LINK』中可使用的遊戲內特典內容。

若要取得「前作連動特典」，必須在連上PlayStation™Network後，完成前作『Fate/EXTELLA』保存資料的確認動作。

阿提拉的服裝
鋼鐵的
護士服

阿爾托莉亞・
潘德拉剛的服裝

琉璃色禮服

尼祿・
克勞狄烏斯的服裝

火紅貴公子

玉藻前的服裝

衝擊學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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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說明基本操作方法。關於戰鬥中的各項動作操作，將於戰鬥中操作（→P.14）一節詳細說明。

左操作桿

螢幕(觸碰螢幕)

<按鈕

方向按鈕

>按鈕

S按鈕

A按鈕

D按鈕

F按鈕

右操作桿

START按鈕

SELECT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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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按鈕操作為預設配置下的設定。部份操作可於選項（→P.19）當中進行變更。

<按鈕＋S按鈕 寶具真名解放

方向按鈕
左操作桿

右操作桿

A按鈕

S按鈕

F按鈕

D按鈕

<按鈕

>按鈕

SELECT按鈕

START按鈕

螢幕（觸碰螢幕）

選擇項目／使用咒碼靈賦

選擇項目／移動角色

變更視角

決定項目／衝刺／迴避

取消／跳躍

確認事件回顧紀錄／弱攻撃

強攻擊

防禦

主動技能(與ASFD並用)

使用令咒

跳過／暫停選單

月靈驅動／驅動技能／鏡頭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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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遊戲後會出現標題畫面。標題畫面選
單包括下列項目。

開始進行遊戲。第一次遊玩時，請先選擇
並決定主人公（御主）的性別。

在開始遊戲前的準備（→P.3）一節中所記載
的「前作連動特典」，可透過下列方式取得。

本遊戲支援自動保存。顯示保存中時請勿關閉主機電源。關於自動保存

標題畫面選單 前作連動特典

NEW GAME / LOAD GAME
確認主機內有前作『Fate/EXTELLA』的保存資料。
在本作『Fate/EXTELLA LINK』的標題畫面，選擇「NEW GAME」或「LOAD 
GAME」開始進行遊戲後，即可取得「前作連動特典」。

①
②

①
②
③

④

同一台主機下的「前作連動特典」取得方式

確認主機內有前作『Fate/EXTELLA』的保存資料。
在前作『Fate/EXTELLA』標題畫面中選擇「DATA SHARE」，並選擇「上傳」。
上傳完成後，再啟動本作『Fate/EXTELLA LINK』，在標題畫面的「前作連動特
典」中選擇「是」。
在標題畫面選擇「NEW GAME」或「LOAD GAME」開始進行遊戲後，即可取得
「前作連動特典」。

不同主機下的「前作連動特典」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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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選單

開始遊戲後，將會進入主選單畫面。主選單包含下列項目。

遊玩主線故事。

遊玩特別戰鬥模式。隨著主線故事
進展，特別戰鬥將會隨之解鎖。

EXTRA BATTLE

STORY

可鑑賞已解鎖的事件或音樂。

可閱覽英靈的情報、語音、模組。 可欣賞曾經觀看過的事件場景。

GALLERY

英靈鑑賞 事件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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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看用語辭典。

用語說明

可確認已取得的安裝技能一覽列表。

安裝技能一覽

GALLERY OPTIONS
可設定各種遊戲選項。（→P.19）

可播放遊戲的背景音樂。

BGM鑑賞

可確認玩者所構築的禮裝一覽表。

禮裝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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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房間選單的種類

私人房間是主人公和英靈的房間。在此可和英靈對話或確認情報。

可自訂主動技能。

與英靈進行對話。

選擇英靈。

對話

選擇英靈

可進行英靈設定。

自訂英靈

主動技能

可設置安裝技能。將安裝技能設置於插槽中，即可
為英靈附加新技能。

安裝技能

可變更英靈的服裝。

可消耗QP提升英靈等級。此功能會將英靈的等
級，提昇至與隊中等級最高之英靈相同的等級。

服裝

金錢就是力量系統

可鑑賞各英靈的資料。

英靈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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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更主人公的禮裝。裝備禮裝後即可使用咒
碼靈賦。

自訂禮裝

可使用完成任務後所獲得的QP，來構築已取得
配方的禮裝。部份配方需要用到強化重點。

從持有QP構築道具，或將道具分解轉為QP。

道具工房

可閱覽教學內容。

教學

禮裝構築

可將安裝技能加以合成，製作出新技能或強化
現有技能。

合成安裝技能

可將不需要的禮裝或安裝技能分解為QP。

分解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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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畫面說明

1

2

3

11

13

4

5

6

12

7

8
9

10

代表領地的階級。

1 領地階級

顯示任務中所提示的指令。另外隨著戰況變化，畫面上也隨時會顯示出各種訊息視窗。

2 任務指令顯示

顯示關卡的地圖。我軍鎮壓中的領地顯示為藍色，敵軍鎮壓中的領地則顯示為紅色。

3 迷你地圖

顯示從關卡開始至今所擊破的敵人數量。

5 累積擊破數

顯示英靈的等級與獲得經驗值。

6 經驗值量表

顯示連段數。

7 連段數顯示

顯示英靈的HP狀態。

8 HP量表

代表發動月靈驅動所需的點數，以及驅動剩餘時間的量表。

9 驅動量表

收集黃金魔力球可累積寶具量表，當寶具量表到達MAX後，按下,按鈕
＋d按鈕可解放寶具真名。

10 寶具圖示

顯示可使用的咒碼靈賦。

11 咒碼靈賦界面

標示敵軍侵略者或英靈等目標的所在方向。

12 方向標記

顯示除了任務指令外，目前正在挑戰中的任務。若能成功完成挑戰任務，可獲得安裝技能。

13 挑戰任務
顯示已出現的侵略者情報。

4 侵略者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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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會被劃分為數個領域。這些領域稱為領地。敵軍支

配的領地以紅色表示，我軍支配的領地則以藍色表示。

鎮壓敵軍領地並擴展我軍領地，能讓戰局更有利於我

方。同時，鎮壓領地還能獲得大量的QP。

想鎮壓領地，必須打倒所有守護該領地的侵略者。侵略

者的數量，可藉由迷你地圖下方顯示的侵略者量表確

認。

鎮壓領地

敵方英靈和闇影英靈是和侵略者不同的存在，他們會

侵略我方佔領中的領地，並試著搶奪我軍領地。我軍領

地遭到侵略時，會以箭頭圖示標記在迷你地圖上。若對

敵軍的侵略放任不管，我軍領地有可能會被攻陷，請前

往該處進行防衛。

英靈與闇影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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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達成交辦的任務，有助於完成關卡。螢幕上方會顯
示任務的目標。任務中應擊破的對象以及鎮壓的領地，
會在迷你地圖上以目的地的方式強調出來。

任務

暫停選單裡可確認勝利或敗北條件。只要滿
足勝利條件就算勝利（＝通過關卡）。相對的，
若滿足敗北條件或無法成功防衛御主，就算
敗北。在迷你地圖上以！圖示標記的我方英
靈或防衛據點一旦撤退或陷落，就算是我軍
敗北，因此在戰鬥過程中，請時時確認迷你地
圖，試著完成勝利條件以拿下勝利。

勝利和敗北

領地的防衛

受制體

若對發生敵襲的領地放任不管，領地有可能會被攻陷。
被攻陷的領地會被敵軍給奪走。只要將攻進該領地的所
有侵略者全數擊破，就算成功防衛領地。

受制體是能夠產生出闇影英靈的攻性程式。若對受制體
放任不管，將會發生闇影英靈所發動的敵襲。若是領地
內有受制體，請優先將其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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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出威力較低但速度快的攻擊。普通
攻擊擊中敵人後，會使敵人後仰。

弱攻撃 f按鈕

強攻撃 a按鈕

可使出雖然動作較大，但能將敵人擊飛
的高威力攻擊。

連段攻撃 f與a按鈕的組合

將普通攻撃和強攻擊組合，可使出連段
攻擊。依序按下f a、f f a、f f f a

‘等按鍵組合，可施展出攻擊範圍或攻擊
力皆不相同的各種招式。

每位英靈使出連段攻擊的按鈕組合並
不相同。各角色的連段攻擊方式，可在
暫停選單內教學內容的指令表中加以
確認。

朝著左操作桿傾斜的方向移動。同時右
操作桿可用來移動視角方向，, 按鈕
可重置視角方向。

移動 左操作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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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s按鈕，即可朝著面對的方向，以直
線方式高速移動一段時間。跳躍中也可使
出衝刺。衝刺中按下f按鈕可使出弱攻
撃。

按下d按鈕即可跳躍。跳躍中可以再次按
d按鈕使出空中跳躍。跳躍中按下攻擊按
鈕，可使出跳躍攻擊。

衝刺 s按鈕

跳躍 d按鈕

按下, 按鈕可進入防禦狀態，防止敵
方攻擊造成的傷害。

若持續防禦敵人攻擊，會引發防禦破解並
受到傷害。這時只要暫時解除防禦狀態，
就能避免防禦破解發生。在防禦時善用這
個技巧，可防止敵人破解我方的防禦。另
外我方對敵人的攻擊同樣會引發防禦破
解，若在敵人防禦時不斷加以攻擊，也可
破壞掉敵方的防禦姿態。

防禦 ,按鈕

防禦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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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鬥中按下SELECT按鈕，可開啟令
咒選單。有「魔力解放」和「瞬間移動」兩
種命令可選擇，並根據令咒內容消耗不
同畫數。

令咒 SELECT按鈕

身為御主的玩者，可以使用咒碼靈賦來支援英靈。按
下方向按鈕的上下左右，就能夠使用咒碼靈賦。咒碼
靈賦有各式各樣的效果，包括恢復英靈HP、治療異
常狀態等等。而玩者所裝備的禮裝，則決定了能使用
的咒碼靈賦種類。

咒碼靈賦 方向按鈕上下左右
按下.按鈕可開啟主動技能選單，接著按下ad sf按鈕，即可施放對應的主動技
能。

主動技能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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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靈驅動／驅動技能／鏡頭鎖定 觸碰螢幕

使用主動技能，或是用普通攻擊打倒敵
人時，驅動量表會隨之上升。驅動量表集
到最高時，按一下觸碰螢幕即可發動月
靈驅動。

進入月靈驅動狀態後，英靈身上會出現
類似靈氣的特效，此時攻擊和防禦力皆
會大幅提升，並可使出強力攻擊。月靈驅
動狀態中，驅動量表會逐漸減少，一旦量
表歸零時，月靈驅動狀態就會解除。

另外，在月靈驅動狀態中，若再次按下觸
碰螢幕，即可發動驅動技能，對領地內廣
範圍的敵人造成大傷害。一旦發動驅動
技能，將會一口氣消耗掉所有驅動量表，
並解除月靈驅動狀態。

寶具真名解放　,按鈕＋d按鈕

若在月靈驅動發動中打倒敵人，可獲得
黃金色的魔力球。黃金色的魔力球能充
填寶具量表，寶具量表累積到MAX後，
按下即可解放寶具的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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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選單 START按鈕

戰況詳細

可確認各領地戰況。

在戰鬥中按下START按鈕，可進入暫停選單。

玩者情報

可確認裝備中安裝技能及禮裝內容。

副任務

可確認目前承接中的副任務。

教學

可確認教學內容和指令列表。

選項

可確認及變更各種項目設定。

返回基地

將會放棄戰鬥並返回基地。該次任務所獲得的安裝技能或道具都
會被捨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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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變更難度及各種顯示設定。

鏡頭設定

遊戲設定

變更鏡頭操作。

操作設定

可變更按鈕與操作桿的配置設定。

音訊設定

變更BGM、音效、語音的音量。

視覺設定

可變更螢幕的明亮度。

保存

可進行資料保存。但在戰鬥中不能保存資料。

讀取

可進行資料讀取。但在戰鬥中不能讀取資料。

個人資料

變更主人公的情報。

可確認及變更各種項目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