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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首頁簡介！

可與全世界玩家連線的電子飛鏢機 !

擁有炫麗的LED燈光變化的發光
鏢靶（飛鏢鏢盤）。不僅可使遊戲更
精彩，還會隨著遊戲進行提示瞄準
區域，引導玩家投擲。

可與全世界的玩家進行網路
對戰。透過機台的視訊鏡頭
與圖案功能，享受跨越語言
障礙，與全世界玩家交流的
樂趣。

各種風格的「DARTSLIVE 
T H E M E 」與「 A W A R D  
MOVIE」任您挑選，讓您可以
自由設定最適合自己的遊戲
界面。

DARTSLIVE2是甚麼 !?

「發光鏢靶」讓遊戲更精彩 !

設定自己喜愛的遊戲介面，玩出好心情！

臨場感十足的網路對戰「GLOBAL MATCH」！

可自由設定顯示在遊戲介面中的暱
稱或稱號。亦會顯示你目前設定中
THEME的圖標。

可查看最新資訊。

可設定及購買THEME。

可查看你的PLAY DATA。

查看「目前所在地」便可知道朋友目
前在哪裡玩飛鏢。



計分方式
HOW TO COUNT THE SCORE

HOW TO PLAY
開始使用DARTSLIVE2玩遊戲之前 遊戲的玩法

BEFORE YOU START THE GAME HOW TO PLAY THE GAME

投入硬幣，按下開始按鈕選擇想玩的遊戲。

選擇玩家人數後開始遊戲！

購買DARTSLIVE 會員卡。
請諮詢店內服務人員並購買會員卡。

在〔Settings〕⇒〔會員卡名〕設定暱稱。
將會員首頁加入書籤，查找更方便。

TRIPLE
對應號碼的三倍為得分數

1

上會員登錄頁面  
（http://www.dartslive.com)。2

完成會員登錄  !3

1

2

BULL
50分。根據遊戲不同也會有外側

的Bull(Single Bull)25分、內側的

Bull(Double Bull)50分的情況。

DOUBLE
對應號碼的雙倍為得分數

SINGLE
對應號碼為得分數



AWARD MOVIE

透過TouchLive購買！透過TouchLive購買！

如何購買AWARD MOVIE ?

AWARD MOVIE是甚麼 ?

「AWARD MOVIE」是在打出各種AWARD時於遊戲

介面中播放的MOVIE。搶眼的MOVIE及音效可使打出

AWARD的喜悅倍增  !讓你的AWARD秀出個性吧。

【DARTS】⇒【AWARD MOVIE SHOP】
發亮的AWARD MOVIE表示可以購買。

而沒有發亮的AWARD MOVIE，請按

　　，查詢購買條件。

自由設定AWARD ! 讓飛鏢的樂趣多更多 ! 自由設定AWARD ! 讓飛鏢的樂趣多更多 ! 

設定你的AWARD MOVIE !
在「AWARD MOVIE SHOP」裡設定你的

AWARD MOVIE。

可設定的AWARD MOVIE會顯示　　　　 。

只要按下AWARD MOVIE的SELECT按鈕，

就能設定你想設定的AWARD MOVIE。

送禮物給朋友 !

SELECT

玩家可以把自己收藏的AWARD MOVIE

送給朋友。

把兩張會員卡同時插入TouchLive的讀

卡機，選擇「AWARD MOVIE SHOP」就

OK！※自己收藏的AWARD MOVIE將在

送出後消失。



透過TouchLive！透過TouchLive！

如何得到DARTSLIVE THEME？

什麼是DARTSLIVE THEME ?

如何玩DARTSLIVE THEME？

透過會員卡網頁！透過會員卡網頁！

你可以在DARTSLIVE2的遊戲畫面中使用自己喜歡的背景

主題－「DARTSLIVE THEME」。現在就從種類繁多的選擇

中，尋找最適合自己的設計吧！其中說不定還有會動的

THEME以及擲中BULL時出現特效的THEME？！

【DARTS】⇒【THEME SHOP】
你可以在THEME SHOP內購買
THEME，而且當你把兩張
DARTSLIVE CARD重疊，同時插進
TouchLive時，可以把THEME
作為禮物送人！

【THEME MENU】⇒【購買】
你可在會員卡網頁的THEME MENU
設定你想使用的THEME ! 
你也可以在「我的最愛」的登錄你常
使用的THEME！

DARTSLIVE THEME
在自己的遊戲畫面中展現個人風格！在自己的遊戲畫面中展現個人風格！

①當你使用DARTSLIVE2與朋友
對戰後，你將可複製（獲得）對
方的THEME！！成功複製對
手的THEME後，玩家還會得到
DARTSLIVE POINT。※其中也
有無法複製的THEME。

②THEME的種類十分豐富，有
的圖像會動，有的還會在玩
家擲中BILL或TRIPLE 20時，
產生特效。

③除了每個月固定更新的

THEME以外，更有一些是專
為CAMPAIGN或活動設計
的特別版的THEME。種類繁
多，琳瑯滿目，非常適合收
藏！



MATCH GAMES

01 GAMES

CRICKET GAMES

CARD

PRACTICE GAMES

PARTY GAMES

「01 GAMES」是最熱門的飛鏢遊
戲。玩法是從一個基本分數開始扣
減，誰先扣到0分便是贏家。若擲中
的分數超過了所剩分數，那回合會
判定為「BUST」，分數亦會返回上
回合的所剩分數。

GLOBAL MATCH

想要認真一較高下時，則可玩
「MATCH GAMES」。
有混合01和CRICKET的「MEDLEY」，
也有3人以上隊伍報隊參加的

「TRIOS GALLON」。

「CRICKET」是跟01 GAMES不相
伯仲的熱門遊戲，常用於公開比
賽。
這是一個以20～15及BULL為目標
區的戰略遊戲。總分較高者勝出。
玩家的策略往往是勝負的關鍵。

「GLOBAL MATCH」是可以跟世界
各國玩家一起連線對戰的遊戲。
利用圖案和視訊鏡頭跨越語言的
屏障交流，享受遊戲的無限樂趣！

「PRACTICE GAMES」可讓玩家磨
練技術。
例 如 只 須 瞄 準 高 分 區 的
COUNT-UP，以及擲中BULL以外
便不算分的EAGLE'S EYE等等種
類繁多的遊戲，任君選擇。

你可以輕鬆查閱自己的會員卡中
儲存的遊戲記錄，也可以隨時查
看由01和CRICKET的對戰成績算
出的RATING。掌握自己的實力
後，更可激發自己的鬥志。

若想讓大家一同歡樂，「PARTY 
GAMES」是最佳選擇！
除了誰把汽 球弄破就出局的
LUCKY BALLOON，還有内含8種
小遊戲的飲飲等，動畫精彩有趣，
更能炒熱氣氛！

C O N T E N T S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遊戲!!



01 GAMES [301/501/701/901/1101/1501]

01 GAMES

可在PLAYING OPTION內
選擇「HANDICAP」。
 在01或CRICKET等的遊戲中若感
到雙方水平有距離，可選擇「讓分」。
(只可在遊戲開始前進行選擇)

可在PLAYING OPTION內
選擇「REVERSE-A-ROUND」。
 搞錯擲鏢順序時，可返回前一回合。

（請注意有些遊戲並沒有這項功能）

可在PLAYING OPTION內
選擇「SWITCH THE ORDER」。
 不須把卡重新插入，亦可重新決定順序。
(只可在遊戲開始時.進行選擇)

想更改「順序」或「遊戲人數」！ 搞錯擲鏢順序！需要「讓分」時 !

可在PLAYING OPTION內選擇「GAME SETTING」。
 可設定有關遊戲的得分或比賽規則等細節。
(只可在遊戲開始前進行選擇)

想更改遊戲規則 !

遊戲中若按START(黃色按鈕)，螢光幕上便會出現
「PLAYING OPTION」的畫面。

遇到這情況該怎辦 ?遊戲時若有問題......

「PLAYING OPTION」

以「0分」為目標！

□ 遊戲人數
1～4人

（雙人賽2－8人）

□ 遊戲規則
從一個基本分數（基本分數跟遊戲名稱相同）
開始扣減，誰先扣到剛好0分便是贏家。
若擲中的分數超過了所剩分數，那回合會被判定
為「BUST」，分數亦會返回上回合的所剩分數。
　
□ 獲勝秘訣 !
遊戲開始時應瞄準高分數的目標區。
當分數越接近0分時，投鏢時就越要仔細計算
如何讓分數以最快速度減少歸零。

推薦當4人在玩01的時候，使用特別的遊戲
規則「FREEZE」。
2人組成1支隊伍。當你的夥伴的殘留分數比對手的隊伍的總
殘留分數來得要高的話，你將無法取得0點而完成遊戲 ! 



CUT THROAT
CRICKET GAMES

當相同目標區出現3個記
號時，陣地便變成「OPEN」
的狀態。
這表示該分區已變成我方
陣地，之後再擲中的便可
得分。

雖然擲中敵方的陣地不能
得分，但若成功在對方陣
地擲到3個記號便可「封鎖」
該陣地。
已被「封鎖」的陣地誰也
不能得分。

若所有目標區被「封鎖」或
完成所有回合，遊戲便結束，
分數較高者勝出。
應先擲入我方陣地來奪分，
還是應先「封鎖」敵方陣地 ?
關鍵在於如何運用策略。

應該先奪分，還是先「封鎖」?

「封鎖」敵方的陣地 !

擲中三個記號後便可開始奪分 !

□ 遊戲人數　3～4人（雙人賽4～8人）

集齊3個人的話，就玩這個吧！
CRICKET大混戰
□ 遊戲規則
只要參加人數超過3人，所有CRICKET遊戲都會變成
CUT THROAT的形式（亦可更改）。
基本的遊戲規則跟STANDARD CRICKET相同，不同的是
擲中的分數會加在對手身上，而遊戲則以分數較低者勝出。

STANDARD CRICKET

齊來攻入敵人的陣地 ! !
CRICKET GAMES

□ 遊戲規則
以20～15及BULL為目標區。
擲中相同目標區以獲取3個記號(投中一倍區算
1個、雙倍區算2個、三倍區算3個)後，目標區便成
為我方陣地，之後再擲中的便可得分。
　
□ 獲勝秘訣 !
你亦可「封鎖」敵方陣地。
※詳細遊戲規則請參閱左下方。

□ 遊戲人數
1～4人

（雙人賽2－8人）



RANDOM CRICKET

HIDDEN CRICKET

隨機抽選陣地的CRICKET遊戲 ! !

找出秘密陣地的CRICKET遊戲  ! !

選數字決勝負!!

百發百中的輕鬆CRICKET遊戲 ! !

SELECT-A-CRICKET

ALL NUMBERS CRICKET

每次電腦會隨機抽選6個分區及BULL為目標區。
若自己擅長的分區被抽中的話，將對你有利。

遊戲開始時，所有目標區會被隱藏著，要在擲中之
後才知道哪些分數是否為隨機抽中的目標區。
先找出秘密陣地的人，會有追加1個記號的Bonus，
更為有利。

這是一個由玩家自由選擇7個目標區的CRICKET
遊戲。
初學者應選擇一些鄰近的分區，這樣會容易投擲。
可根據不同的技術水平來選擇目標區。

因所有分數都是目標區，因此應先盡量把擅長的
分區變為我方陣地。



PRACTICE GAMES

COUNT-UP

PRACTICE GAMES

從這裡開始 !只須瞄準高分區 ! !
□ 遊戲規則
累計所有擲中的分數，
總回合累積分數較高者勝出。

□ 獲勝秘訣 !
雖然瞄準三倍區亦是策略之一，
但瞄準BULL才是上策。
初學者首先可設定以超過400分為目標。

□ 遊戲人數
1～4人（雙人賽2－8人）

SHOOT OUT

倍率增加！助你反敗為勝 ! !
□ 遊戲規則

「擲中得分數」x「已擲中分區的數目」=你的得分。
越接近遊戲的尾聲越有機會奪取高分。
但是一旦擲中的話，你便不能再在該分區上得分。

　
□ 獲勝秘訣 !
切記最後得倍數可有20倍以上，因此秘訣是在
遊戲開始、倍數低時瞄準低分區； 應預留那些
高分區供倍數變高後投擲。

□ 遊戲人數
1～4人（雙人賽2－8人）



CRICKET COUNT-UP

EAGLE’S EYE

投擲指定分區的神射手  !

只需瞄準BULL。提升你的飛鏢技巧 !

緊張刺激  !擲失的話分數會減半  ! !

第2鏢雙倍、第3鏢3倍  !

HALF-IT

MULTIPLE COUNT-UP

玩家必須擲中指定的目標區（20～15及BULL），
總分較高者勝出。

擲中SINGLE BULL有25分，DOUBLE BULL有
50分。
總回合累積分數較高者勝出。

由基本分40分開始，在每回合擲中指定的
目標區便能加分。
但若3鏢都失準，基本分就會減半。

在每回合投擲的第1鏢有1倍，第2鏢有雙倍，
第3鏢有3倍的分數。總回合累積分數較高者
勝出。



LUCKY BALLOON
PARTY GAMES

這是一款「誰把氣球弄破了就出局！」的簡單遊戲。
不靠實力只靠運氣 !

□ 遊戲規則
氣球會隨著取得的分數逐漸變大 !誰把氣球弄
破了就出局。每次三鏢之中，你可以選擇只投一支
或者兩支飛鏢。可是當「Unlucky!!」出現的時候，
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你都必須投完3支鏢。

□ 獲勝秘訣 !
如果你只顧投擲低分區，當遊戲結束時，
你將會被烙上「小雞」的烙印，表示你很膽小！
這是一款不分實力高低，只看運氣的遊戲，
非常適合初學者玩！

□ 遊戲人數
2～4人（雙人賽 3～8人）

飲飲 !
PARTY GAMES

想與大家一同熱熱鬧鬧地玩樂 ? 
「飲飲  !」就是你的最佳選擇 !

□ 遊戲規則
每個ROUND將隨機出現不同的小遊戲。一共有
8個ROUND，能體驗8種不同的遊戲。若各遊
戲成績差強人意，DRINK POINT便會遞增，
最終DRINK POINT較少的人勝出。

□ 獲勝秘訣 !
最後一回遊戲的DRINK POINT將是2倍。
請注意這裏就是勝負的關鍵  !

□ 遊戲人數
2～4人（雙人賽 3～8人）



SURVIVOR

CASTLE BOMBER

PARTY GAMES

PARTY GAMES

攻破城堡，趕走敵方的王國  !
□ 遊戲規則
若擲中敵方城牆上的分數，標有該分數的
城牆便會塌下；當敵方整面城牆塌陷，敵方軍隊及
國王也被擊倒時便宣告敵方GAME OVER。
白色城牆須擲1次，其他城牆須擲2次才會塌下。
若擲中我方城堡的分數，城牆便能重建。
擲中城牆得1分、軍隊/國王各5分。
　
□ 獲勝秘訣 !
擲中BULL能一舉破壞所有快將倒塌的城牆。
但要注意我方的城牆亦會一起倒塌。

K.O.對手，令他一敗塗地  ! !

□ 遊戲人數
2～4人（雙人賽 3～8人）

□ 遊戲規則
各人的「LIFE」(基本分)由300分開始。
每回合預先決定各人的分區，若擲中對手的分
區便能減少對方的「LIFE」,若擲中自己的分區，
自己的「LIFE」便可「恢復」。「LIFE」減至0分便會
GAME OVER。
　
□ 獲勝秘訣 !
擲中BULL會對所有人的「LIFE」造成傷害。

（SINGLE BULL是10点、DOUBLE BULL
是20点）

□ 遊戲人數
2～4人（雙人賽 3～8人）



UNDER THE HAT

SEVENS HEAVEN

疊高HAT，死守「LIFE POINT」!

擲出「777」!有如角子老虎機般刺激 !

誰都能擲中BULL的COUNT-UP遊戲！？

BIG BULL

擲中的分數必須超越對手先前的分數，
帽子才能疊高。不然「LIFE POINT」則會減少。

「LIFE POINT」減至0便會GAME OVER。

 配合捲軸上所顯示的數字，加上自己所擲中的
分數，若總數包含「7」便能奪得擲中的分數。
若總數沒有7的話，得分便會加入「POOL」，留待
下位能擲出7的人。擲出777便能奪得「JACKPOT」
內所有分數。

遊戲規則跟COUNT-UP相同，不同的是三倍區
範圍以內的地方全都是BULL。

（※本遊戲為DARTSLIVE2發光飛鏢靶的機種專用遊戲）



MEDLEY

來場堂堂的對決 !
MATCH GAMES [3LEG/5LEG/7LEG MEDLEY]

【第1局】決定先後順序
利用CORK來決定先後順序。
各人擲1鏢，較近BULL者先擲。
 

【第2局】負方先擲
第1局的負方先進行投擲。
 

【第3局】1勝1負的話，便再來一局決勝負
若不能決勝負，在第3局便需要再決定先後順序。
CORK的勝方可決定先後順序及選擇所喜歡的遊戲。

在CORK畫面中若按BULL，便可
進行「COIN TOSS」。
 決定CORK的次序及投擲的先後
次序。

若厭倦了以往的遊戲組合，可在
「PLAYER CHOICE」內挑選你喜
歡的遊戲組合。
 除了01及STANDARD CRICKET之外，
還可選擇COUNT-UP遊戲。

遊戲種類

以3LEG MEDLEY來決勝負  !

PLAYER’S CHOICE

利用「COIN TOSS」來決定次序  !

・501-STANDARD CRICKET

・701-STANDARD CRICKET

・701(Master Out)-

　STANDARD CRICKET

・901-STANDARD CRICKET

・901(Master Out)-

　STANDARD CRICKET

・STANDARD CRICKET-501

・STANDARD CRICKET-701

・301-301　・501-501

・701-701

・PLAYER’S CHOICE

令你緊張不已的對決  ! !

「MATCH MEDLEY」

□ 遊戲規則
這是一個混合了01跟CRICKET的對決遊戲。
亦可在其他不同的遊戲組合中選擇喜歡的遊戲。
最受歡迎的便是501+STANDARD CRICKET。
　
□ 獲勝秘訣 !
先後順序由「CORK」決定，
注意這亦是決定最初勝負的關鍵。
此外，心理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 遊戲人數
2人（雙人賽3－4人）



我想與海外的玩家對戰  !

想與亞洲、北美、歐洲及世界各國的玩家對戰
的話，請尋找這些國家的國旗記號，來找到想要
對戰的玩家。透過視訊鏡頭與玩家進行交流，
也是一種樂趣喔！

與全世界的玩家連線對戰 !

實力懸殊的玩家也能盡情享樂  !

為了讓不同實力水平的玩家對戰時也能享受
其中樂趣，推薦你玩雙人對戰或者選用
Auto Handicap讓分制。
擁有多種不同的對戰方法供玩家選擇，是
GLOBAL MATCH的魅力之處。

使用不同圖案向對方表達自己的心情 ! 

可用圖案功能向對方表達自己的心情。
現在，你能夠突破語言的障礙，與世界各國的玩
家溝通了！

GLOBAL MATCH
網路對戰

□ 遊戲規則
與全世界的玩家進行網路對戰－GLOBAL MATCH。
對戰遊戲包括701及STANDARD CRICKET。
(※必須使用DARTSLIVE會員卡)
　
□ 遊戲人數
1人（雙人賽-2人）



CARD

CARD

根據一起玩鏢的人數來計算DARTSLIVE POINT。如果1天玩10場
遊戲，就是大量獲得POINT的好機會 !當然也可以使用自己獲得
的POINT來買喜歡的THEME喔 !

1
2

3

5 7

POINTS6

你現在設定的DARTSLIVE THEME會顯示出來。DARTSLIVE 
THEME種類琳瑯滿目，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心情任意替換 !

THEME7

01 STATS是每回合的平均得分；CRICKET STATS是每回合的平
均MARK數。遊戲結束後，這些數字會顯示在畫面上。

STATS8

COUNT-UP的HIGH SCORE會顯示出來。COUNT-UP的遊戲規
則非常簡單，就是將你射中的分數相加為得分，新手也能立即
上手。玩得開心，同時提升自己的實力！

HIGH SCORE9

在CARD DATA畫面上按P3按鈕後，就可以進入「登錄HOME 
SHOP」。登錄HOME SHOP後，在會員首頁可以隨時確認HOME 
SHOP的RANKING及在場玩鏢的玩家。

登錄HOME SHOP10

在DARTSLIVE2上，除了會員卡名以外還可以自己輸入「通用
名」作為自己的稱號。帥氣的稱號或是有趣的會員卡名，一定可
以為你的對戰增添趣味，讓氣氛更高漲 !

通用名1

在登錄會員卡時如果在使用者設定時登錄會員卡名，當你玩
DARTSLIVE2時這個名字就會被顯示出來。用你喜愛的名字來
增添遊戲的樂趣吧 !

CARD NAME2

以④RATING為基礎分出C～SA的7個等級叫作FLIGHT。SA是
最高級。在比賽時經常會採用這種FLIGHT分級制。

FLIGHT3

以⑧的STATS進行統計的結果分出1～18等級來進行評價的數
字稱為RATING。數字越大，代表你的能力越高。這是參加比賽
時的一種指標。

RATING4

你經常前往的店鋪是哪一間?如果有特別喜歡的店鋪，一定要
將它設定為HOME SHOP。有了自己的HOME SHOP，就能認識
更多朋友，玩鏢就會更起勁 !

HOME5

4

6

8 9

10

你的實力如何 ?
□ DATA管理
根據記錄在DARTSLIVE會員卡的成績算出
的RATING，可以在DARTSLIVE2或是
DARTSLIVE的螢幕畫面、TouchLive、會員首頁
進行確認。
RATING是從01及CRICKET的戰績結果
算出來的數據。掌握自己的實力程度，便能提
升自己的鬥志！



2
STANCE

以手肘為支點擺動前臂，像丟紙飛機一
樣將飛鏢擲出。

1

想像有一根木棍從上而下豎直的，支撐
著前腳讓身體站立。
將身體重心的九成放在前腳上，一成左
右放在後腳上為最佳狀態。

3

找準重心1

用食指和拇指持鏢2

手腕向後倒3

GRIP

THROWING

正確的站姿 !

正確持鏢  !

平穩地擲出!!

保持飛鏢的平衡，不要用力，
輕鬆持鏢。

用正確的姿勢來提高得分 ! !

先來親身體驗一下擲「飛鏢」吧 ! !

將飛鏢放在食指上尋找能讓
左右平衡的點

▲擲鏢的手與前腳
　相反
　像丟棒球一樣的投擲
　方法會用力過猛，
　非常危險

姿勢過於誇張

▲

動作過大，將難以控
制飛鏢的飛行方向。

手肘動作過大
會使擲鏢位置不穩定，難以瞄準。

用食指的第1關節和拇指的指
腹夾住飛鏢的重心部位

手腕向後倒時將飛鏢的鏢尖
對準目標方向

錯誤的站姿

錯誤的投擲方法

用指尖持鏢
會造成飛鏢不穩，很
難瞄準方向

持鏢位置過於
靠後
會難以保持飛鏢的平
衡，無法平穩的將飛
鏢擲出

不自然持鏢姿勢
指尖過度用力，會難以
隨心所欲的擲出好鏢

錯誤的持鏢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