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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改變世界必須先改變自己。”
蘇格拉底

遊戲配件
• 8 造船廠面板 
• 32 個船隻模型 
（共4種顏色，每種8個） 
• 24 艦隊卡牌 

- 8 張時代I卡牌 
- 8 張時代II卡牌 
- 8 張時代III卡牌 

• 27 島嶼卡牌 
- 9 張等級1 
- 9 張等級2 
- 9 張等級3 

• 2 個入侵標記 
• 6 個面值6的錢幣標記 
• 4 幫助卡 

- 2 張海上衝突/棄除 
- 2 張海上衝突/回合計分 

• 1 本計分冊 
• 這本《規則手冊》

• 48 個海上衝突標記 
- 31 個勝利標記 

· 11 個分值為1的標記 
· 12 個分值為3的標記 
· 7 個分值為5的標記 
· 1 個分值為7的標記 

- 17 個失敗標記 
· 7 個分值為-1的標記 
· 5 個分值為-2的標記 
· 5 個分值為-3的標記 

• 6 個地面衝突標記 
- 3 個勝利標記 

· 1 個分值為1的標記 
· 1 個分值為3的標記 
· 1 個分值為5的標記 

- 3 個分值為-1的失敗標記 

遊戲概述 
在這個《七大奇蹟》擴展中，你將組建艦隊來征服這片海域。遊戲內包含
全新的艦隊卡牌和島嶼卡牌，並且提升了玩家之間的互動。遊戲的流程
有所改變，但勝利條件仍與《七大奇蹟》基礎遊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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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名詞 
注意：為了區分新名詞與原先存在的名詞，基礎游戲中的部分命名
已發生變更： 

• 軍事衝突現改為地面衝突（與海上衝突相對）。 

• 軍事標識現改為地面標識（與海軍標識相對）。 

•  新的時代卡牌稱為艦隊卡牌，但仍等同於基礎游戲中的建築
卡牌。 

造船廠面板 
造船廠面板將體現出玩家艦隊的演變過程。每支艦隊包含有一個起
始格子與六個升級格子，而大多數升級會為你提供增益。 
所有的造船廠面板都會提供相同的增益，但各個面板的建設費用不同。 
每個面板分為4支艦隊：

• 紅色（軍事）艦隊：能夠參與全新的戰爭：海上衝突。 
• 黃色（商貿）艦隊：能夠參與新的貿易線路。 
• 藍色（平民）艦隊：能夠額外得分。 
• 綠色（科研）艦隊：能夠探索未知島嶼。

在每個面板上，4種艦隊之一的起始格子上帶有一個奇蹟符號。 
這個符號表示該艦隊的顏色與該玩家的奇蹟相關。 

船隻模型 
船隻模型共有4種顏色（紅色、黃色、藍色、以及綠色）。船隻的顏色
使得玩家的造船廠面板上的幾支艦隊易於區分。 

收益 

海軍建設費用 

紅色 黃色 藍色 

艦隊的顏色 

綠色

起始格子 

第1格 

第2格 

第3格 

第4格 

第5格 

第6格

與玩家的奇蹟相關的
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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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隊卡牌
艦隊卡牌屬於建築，會提供新的效果。 
這些卡牌按照時代分別擺放，每個時代分別為2 紅色卡牌、2 黃
色卡牌、2 藍色卡牌、以及2 綠色卡牌。 

注意：所有艦隊卡牌的背面中央均有標記，在使用過後能夠
輕鬆將其分類。 

島嶼卡牌 
島嶼卡牌表示未被探索的島嶼。將這些卡牌分為3個等級，共9張卡
牌，每張卡牌都會提供一個獨一無二的效果。 

 等級1	 等級2		 等級3

海上衝突標記 
海上衝突標記表示在海上得勝或落敗。海上衝突標記有2種類型： 

• 海軍失敗標記（分值分別為-1、-2、-3）。 
• 海軍勝利標記（分值分別為1、3、5、7）。 

海上衝突標記與《七大奇蹟》基礎遊戲中的地面衝突標記不同。

入侵標記  
入侵標記與船塢、碼頭、以及防波堤卡牌相關。 
這表示著與這些卡牌關聯的額外的地面衝突。 

計分冊 
本遊戲盒中包含新的計分冊。玩家可以在
此統計從海上衝突中、一些島嶼卡牌中、
以及造船廠面板上的得分，將其計入遊戲
的最終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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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準備 
注意：帶有下劃線的步驟請參考《七大奇蹟》基礎遊戲。

1. 將基礎遊戲中的卡牌按照時代分類放置，張數與玩家人數相
對應。將剩餘卡牌放回遊戲盒中，在本局遊戲中不會再用到這
些卡牌。

2. 將艦隊卡牌按照時代分類並且分別混洗，各成一堆。隨機從每個
時代的艦隊牌堆中分別拿出若干張艦隊卡牌，張數與玩家人數
相對應。將這些卡牌與基礎遊戲中對應的時代卡牌混洗成一堆。 

注意：在3人遊戲中，將5張帶有  或  圖標的艦隊卡牌放
回遊戲盒中（西部商區、東部商區、船塢、碼頭、以及防波堤）。
然後，按照第2步執行。	

3. 將島嶼卡牌按照等級分類（1、2、3）。將每個牌堆混洗並且面
朝下放置，靠近桌子中央。 

4. 將海上衝突標記、入侵標記和額外的地面衝突標記靠近基礎遊
戲中的地面衝突標記放置。 

5. 將額外的錢幣加入基礎遊戲的錢幣中，構成銀行。開始遊戲時，
每位玩家獲得3個面值1的錢幣，將錢幣放置在各自的面板上。 

6.將遊戲幫助卡放置在桌面中央，使每位玩家都能夠輕鬆拿取。 

7. 每位玩家拿取一張造船廠面板——將它垂直放在各自的奇蹟面
板右側——然後拿取每種顏色各一個船隻模型。將這些模型放
置在對應顏色的起始格子上。 

+ + +
玩家人數

《七大奇蹟》

基礎遊戲
《七大奇蹟》

基礎遊戲

《七大奇蹟》

基礎遊戲艦隊擴展 艦隊擴展 艦隊擴展

玩家人數 玩家人數

1
2

7

3 4 5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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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概述
在每個時代開始時，每位玩家抽取8 卡牌作為手牌（與基礎遊戲
內抽取7張卡牌不同）。由此，對比於基礎遊戲，玩家在每個時代能
夠多打一 卡牌。

遊戲基本仍按照《七大奇蹟》規則進行，除了以下四項新規則： 

1.海軍建設 
2.海上衝突 
3.棄除一張卡牌 
4.行會計分 

1.海軍建設 

海軍建設可以在奇蹟階段中執行，也可以在打出一張建築卡牌後立
即執行。 
注意：當造船廠面板上的一艘船隻到達該列的最後一格時，此後不
能再升級對應的艦隊。	

a.建築卡牌 
當玩家建造一張紅色、黃色、藍色、或者綠色卡牌時，該玩家也可以
執行一次海軍建設，並且升級一支與所建造的卡牌顏色相同的艦
隊。此時，玩家必須支付該卡牌的費用，以及他的造船廠上對應顏
色的海軍建設費用。然後，玩家將自己造船廠面板上的對應顏色的
船隻向上移動一格。 

示例：蓋布瑞建造一張藍色卡牌，因此他可以執行一次藍色海軍建
設。他的卡牌費用為1份礦石，而海軍建設費用為1份磚塊。因此，他
一共需要支付1份礦石與1份磚塊才能執行建造和建設。

當建造一張免費的時代卡牌（例如從卡牌連鎖中獲得、奧林匹克奇
蹟、或者通天塔板塊）時也能執行一次海軍建設。在這種情況下，海
軍建設費用必須如常支付。 

重要：玩家從棄牌堆免費建造卡牌（哈利卡納蘇斯、所羅
門等等）時，該玩家不能執行海軍建設。

合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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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奇蹟階段 
每個造船廠面板上均帶有一個奇蹟圖標，位於4支艦隊其中
之一的起始格子上（紅色、黃色、藍色、或者綠色）。 

當玩家建造奇蹟的一個階段時，玩家可以支付該階段的費用與該
玩家造船廠面板上奇蹟圖標顏色對應的海軍建設的費用。在這種
情況下，玩家將對應該顏色的船隻向上移動一格。 

示例：安打算建造她的奇蹟：吉薩金字塔的第一階段，需要支付2份
礦石。她的造船廠面板上的奇蹟符號位於紅色艦隊上，因此她可以
支付1份木材來執行一次海軍建設。因此，她一共需要支付2份礦石
與1份木材才能執行建造和建設。	

合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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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上衝突

在每個時代結束時，在結算基礎遊戲的地面衝突之後，所有玩家必
須立即結算一次海上衝突。 

每位玩家計算自己各個城市、造船廠面板、以及島嶼上的所
有海軍標識總和，得出各自的海軍力量，然後將這個數值與
其他所有玩家的比較。 

結算時，通常海軍力量最低的玩家先獲得1個海軍失敗標記，然後
海軍力量最高的玩家獲得海軍勝利標記（參考圖表）。 

•  海軍力量最弱的玩家獲得1個海軍失敗標記，分值為-1、-2、或
者-3，取決於當前時代。 

•  海軍力量最強的玩家獲得1個海軍勝利標記，分值為3、5、或者7，
取決於當前時代。 

•  海軍力量第二強的玩家獲得1個海軍勝利標記，分值為1、3、或者5，
取決於當前時代。 

•  海軍力量第三強的玩家僅在時代III獲得1個分值為3的海軍勝
利標記。 

說明：在任何時代中，獲得1個海軍失敗標記的玩家不能獲得海軍
勝利標記。 

注意：在結算海上衝突之後，可能有某些玩家不會獲得標記。

最弱 最強 第二強 第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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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手 

當比較最弱海軍力量時出現平手，所有平手玩家拿取一個海軍失敗
標記，分值與當前時代的設定一致。 

當比較最強海軍力量時出現平手，所有平手玩家拿取分值比當前時
代的設定低一級的獎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當前時代為時代I或時
代II，則海軍力量第二高的玩家不會獲得標記，但如果當前時代為時
代III，他獲得一個分值為3的海軍勝利標記。 

當比較第二強海軍力量時出現平手，如果當前時代為時代I或時代
II，所有平手玩家不獲得標記。如果當前時代為時代III並且只有一
位玩家海軍力量最強，則所有平手玩家拿取一個分值為3的海軍勝
利標記，否則平手玩家不獲得標記。 

當比較第三強海軍力量時出現平手，所有平手玩家在時代III不獲
得標記。 

示例：在時代II，蓋布瑞與寶拉均有2個海軍標識，他們的海軍力量
是最弱的，因此他們每人拿取一個分值為-2的海軍失敗標記。安有8
個海軍標識，因此她的海軍力量是最強的，她獲得一個分值為5的海
軍勝利標記。羅密歐與弗雷德均有6個海軍標識，他們比較海軍力量
第二強時出現平手。為處理這一情況，他們應拿取低一級的獎勵，但
當前時代為時代II，第三強無獎勵。因此這兩位玩家不拿取標記。	

3.棄除一張卡牌
每當棄除一張卡牌時，該玩家可以從以下兩項之中選擇一項： 

獲得3元錢幣。 

4.行會計分 
在遊戲結束時，每 行會卡牌會提供至多10分。 
示例：羅密歐的出牌中有哲學家協會與貿易商行會。他左手邊的玩家
有7張綠色卡牌與4張黃色卡牌，而他右手邊的玩家有5張綠色卡牌與
2張黃色卡牌。因此，羅密歐在遊戲結束時因為哲學家協會而獲得10
分（注意不是12分），還因為貿易商行會而獲得6分，他總共因為兩個
行會獲得了16分。	

或
者 

他們各免費移動自己的黃色船隻一格 
（無需支付海軍建設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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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廠面板說明

紅色艦隊
紅色艦隊能夠提供海軍標識，並且由此提高玩家的海軍力量。 

玩家的海軍力量與其紅色艦隊的海軍標識數量相對應，在
此基礎上加入自己的城市、造船廠面板或者島嶼卡牌上的
海軍標識。 

示例：蓋布瑞造船廠面板上的紅色艦隊位於第三個升級格，為他提
供3個海軍標識。此外，他還有一張島嶼卡牌為他提供2個海軍標識。
因此他的海軍力量為5。	

黃色艦隊
黃色艦隊表明了玩家的貿易等級，為玩家提供錢幣，並且使得玩家
能夠向其他玩家征收賦稅。 
本列的最後一格也會提供2個海軍標識。 

當黃色艦隊到達帶有錢幣的格子時，該玩家立即獲得指定
數量的錢幣。 

玩家的貿易等級與其的黃色船隻所在格子顯示的數字對應。 

當回合結束時有黃色艦隊到達帶有賦稅符號的格子，則該
玩家征收一次賦稅，金額與格子所示對應。然後，其他所有
玩家失去錢幣，數量等同於本次賦稅金額減去玩家的貿易
等級的差值，將這些錢幣返回銀行。 

示例：寶拉的黃色艦隊位於其造船廠面板上的第二個升級格。她立
即獲得2元錢幣，並且在本回合結束時征收一次1元的賦稅。艾爾特
的黃色艦隊位於第一個升級格；他不失去錢幣（賦稅1-貿易等級
1=0）。羅密歐的黃色艦隊仍位於其造船廠面板上的起始格子；因
此他失去1元錢幣（賦稅1-貿易等級0=1）。	

說明：如果在回合結束時有多項賦稅正在征收，則只有金額最高的
賦稅生效。 
示例：寶拉的黃色艦隊位於其造船廠面板上的最後一格；她的海軍力
量提升2，並且征收一次4元賦稅。亞爾特的黃色艦隊已經升級四次；
他立即獲得4元錢幣，並且征收一次2元賦稅。在本回合結束時，只有
4元賦稅生效（因為它比2元賦稅更高）。寶拉不失去錢幣。艾爾特失
去2元幣（賦稅4-貿易等級2=2）。羅密歐的黃色艦隊仍位於其造船廠
面板上的起始格子；因此他失去4元錢幣（賦稅4-貿易等級0=4）。 

說明：如果玩家的貿易等級高於征收的賦稅，但他不會從賦稅中獲
得錢幣。 

藍色艦隊
藍色艦隊會為玩家提供分數，在遊戲結束時加入計分。 

玩家獲得的分數，與遊戲結束時其藍色船隻所在格子對應。 

本列的最後一格也會提供1個海軍標識。 

示例：羅密歐造船廠面板上的藍色艦隊到達了最後一格。現在他造
船廠面板上一共有10分，並且他的海軍力量提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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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艦隊 
綠色艦隊使玩家能夠探索未知島嶼。 

當有玩家的綠色船隻到達探索格子時，該玩家能夠探索
一個等級對應的全新島嶼，並且從島嶼的效果中獲益。 

遊戲內有兩種探索方式： 

獨自探索： 

當玩家獨自探索一個與本回合等
級對應的島嶼時，玩家從對應的
牌堆中抽取4 島嶼卡牌並且任
意選擇其中一張保留。玩家將它
放在造船廠面板的右側，僅露出
卡牌的效果。將所有未選擇的卡
牌放回對應的牌堆中並且完全
混洗。 

示例：艾爾特造船廠面板上的綠
色艦隊到達了第二個升級格。在
本回合，他獨自一人探索了一個
等級1的島嶼。因此他獲得4張等
級1的島嶼卡牌，並且任意選擇其
中一張保留。

集體探索： 

如果多位玩家在同一回合探索相
同等級的一個島嶼，則他們面朝
下均分所有該等級的島嶼卡牌，
使每位玩家獲得相同數量的卡
牌。剩餘的卡牌放回桌子中央。每
位玩家從獲得的島嶼卡牌中任意
選擇一張，並且將它放在各自的
造船廠面板右側，僅露出該島嶼
的效果。所有未選擇的卡牌返回
對應的牌堆中然後混洗。 

示例：在一局7人遊戲中，芙洛拉、
羅密歐、蓋布瑞的綠色艦隊均位
於其造船廠面板上的第二個升級
格。在本回合，這3位玩家探索了
一個等級1的島嶼。他們分配了所
有的等級1島嶼卡牌，並且每人獲
得相等數量的卡牌。因此他們每
人獲得3張卡牌，從中任意選擇一
張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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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隊卡牌說明 
船塢-碼頭-防波堤

玩家建造這些卡牌會獲得地面標識（分別為1、2、3個地面標識），並
且指定一位玩家對他發動一次額外的地面衝突。 

建造一張帶有入侵符號的卡牌時，玩家從儲備區拿取一個
入侵標記，然後立即將它交給雙箭頭指定的玩家： 

指定你右手邊的第二位玩家作為攻擊目標。 

指定你左手邊的第二位玩家作為攻擊目標。 

在當前時代結束時，發動入侵的玩家進行結算，按照基礎規則，該玩
家結算一次地面衝突，計算他的地面標識數量，然後與左右相鄰城
市、獲得該入侵標記的玩家城市比較。 

地面衝突結算完畢之後，作為攻擊目標的玩家將這個入侵標記放
回供應區。 

注意：打出這些卡牌時要小心，因為它們無法保證你能戰勝你的對手。	

沿海防線 - 軍港 - 沿海防禦工事

這些卡牌會提供海軍標識，從而提高玩家的海軍力量 
（分別為1、2、3個海軍標識）。 

船廠 - 建造廠 - 乾船塢，
棚廠 - 提督府 - 海軍總部

玩家可以通過這些卡牌自由選擇自己的一隻船隻，向上移動一格
（無需支付資源或錢幣）。某些卡牌也提供分數（分別為0、0、2、3、 
4、5分）。 

說明：玩家建造一張上述卡牌可以執行一次藍色海軍建設，然後從
上述卡牌獲得一次免費移動。因此玩家能夠利用這些卡牌，在同一
回合內執行2次海軍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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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秘藏 - 海盜巢穴 - 海盜兄弟會

這些卡牌會立即使你獲得錢幣或者分數（分別為3、6元錢幣，或者
4分）。此外，所有其他玩家的黃色艦隊每到達一個貿易等級則失去
1元錢幣。 
示例：蓋布瑞造船廠的黃色艦隊位於第三個升級格；因此他失去2元
錢幣。寶拉的黃色艦隊仍位於起始格子；因此她不失去錢幣。

東部商區

每回合僅限一次，玩
家可以從右手邊第二
位玩家處以1元錢幣
的價格購買1個自選
資源。

海關 

在遊戲結束時，玩家
的黃色艦隊每到達
一級貿易等級，則獲
得2分。

西部商區 

每回合僅限兩次，玩
家可以從左手邊第二
位玩家處以1元錢幣
的價格購買1個自選
資源。

海員學院 - 地圖資料室 - 海軍檔案室 

這些卡牌使玩家抽取指定等級的島嶼牌堆頂的一 卡牌（等級分
別為1、2、3），然後將其放置進場（放在玩家的造船廠面板右側）。
玩家從卡牌效果中獲益。 
注意：請注意不要將這些卡牌的效果與海軍建設中的探索混淆。

探險家辦事處 - 航海家協會 - 船長俱樂部 

這些卡牌提供一個科技符號，與玩家擁有的最多符號對應。 
如果多個科技符號數量均為最多的，則該玩家從中選擇一種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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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卡牌說明 
島嶼卡牌分別有3個等級：

島嶼卡牌的等級與時代無關：玩家可以在時代I就發現等級2的島嶼。 
島嶼卡牌會提供獨特、隱秘的效果。 

荒島 - 處女島 - 廢棄港口 

這些島嶼卡牌每輪產出1個圖示資源。 
說明：上述島嶼卡牌的資源不能通過貿易賣給相鄰玩家。 

青銅島 - 黑鐵港 - 猩紅群島 

這些島嶼卡牌提供地面標識（分別為1、2、3）。 

微風島 - 風之港 - 信風群島 

這些島嶼卡牌提供海軍標識（分別為1、2、3）。 

人煙之島 - 巨像港 - 君主群島 

在遊戲結束時，這些島嶼卡牌提供分數（分別為3、5、7）。 

黃玉島 - 琥珀島 

這些卡牌使玩家在其造船廠面板上免費移動對應顏色的船隻向上
一格。 

白瀾港 

這張卡牌使玩家在其造船廠面
板上免費移動兩艘不同的船隻
向上一格。 

暴風雨群島 

這張卡牌使玩家在其造船廠面
板上免費移動三艘不同的船隻
向上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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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忘港 

這張島嶼卡牌進場後，在每個時
代結束時，玩家可以選擇不參加
海上衝突，當玩家選擇這麼做之
後，在結算海上衝突時忽略他的
海軍力量。

彩虹群島 

在遊戲結束時，玩家選擇一種顏
色的卡牌。玩家的城市每有一張
該顏色的卡牌，獲得1分。 

久遠港 

當這張島嶼卡牌進
場後，玩家每次執行
海軍建設少支付1份
資源。 
說明：本卡牌效果只
對資源生效。錢幣費
用仍需全額支付。

奇妙港 

當這張島嶼卡牌進
場後，玩家每次執行
海軍建設獲得1元錢
幣（不論該建設是否
免費）。 

失落之島 

當這張島嶼卡牌進
場後，所有通過建造
奇蹟而執行的海軍
建設無需支付費用，
並且每次玩家建造奇
蹟階段時可以選擇與
他的奇蹟相關的艦隊
顏色。

迷霧島 

當這張島嶼卡牌進場
後，玩家不再遭受貨
幣損失（由賦稅或者
海盜卡牌導致的）。

海盜港 

所有其他玩家的黃
色艦隊每到達一個
貿易等級 則失去
1元錢幣。在遊戲結
束時，這張島嶼卡
牌提供3分。

奢靡群島 

在遊戲結束時，玩家
造船廠上的黃色艦隊
每到達一級貿易等級
，則獲得2分。

黃金群島 

在遊戲結束時，這張
島嶼卡牌提供一個額
外的科技符號，由玩
家選擇。 

翡翠群島 

在遊戲結束時，這張
島嶼卡牌提供一個額
外的科技符號，與玩
家擁有的最多符號對
應。

庇護群島 

在遊戲結束時，玩家
每有一張島嶼卡牌，
則獲得2分，包括這
張卡牌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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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說明

回合結算 
回合結算通常按以下順序進行： 

1.   支付所有建造費用 
(卡牌、奇蹟，以及可能執行的海軍建設)。 

2.   移動與你執行的海軍建設對應的船隻，如果有的話。 

3.   結算所有效果，損失錢幣除外。 

4.   結算島嶼探索。 

5.   建造已棄除的卡牌 
(並非海軍建設)。 

6.   結算錢幣損失 
(賦稅與海盜)。 

8人遊戲規則 
進行8人遊戲時需要加入以下規則。 
注意：《七大奇蹟》基礎遊戲與艦隊擴展搭配使用可以進行8人遊
戲，但需要從其他的擴展中加入第8個奇蹟。	

遊戲設置 
按照7人遊戲正常準備遊戲配件（基礎遊戲中全部的時代I、時代II、
以及時代III卡牌，9張行會卡牌，以及每個時代的7張艦隊卡牌）。 

遊戲概述 
在每個時代開始時，每位玩家抽取7張卡牌。跟《七大奇蹟》基礎遊
戲一樣，每位玩家將從中打出6張卡牌。 
注意：8人遊戲主要加入了團隊變體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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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遊戲規則 
在進行4、6、或者8人遊戲時，你可以用《七大奇蹟》2人組隊變體
規則進行遊戲。隊友之間的座位必須是相鄰的。 

時代概述 
在遊戲過程中，玩家可以與自己的隊友自由討論或者向隊友展示自己
的手牌。在你從相鄰城市購買資源之前，你必須使用自己的資源。 
隊友之間有以下禁止事項： 

•  借出或者借取錢幣； 
•  交換卡牌； 
•  進行貿易而不支付錢幣； 
•  在通過連鎖建造建築時購買資源。

當玩家引發一次錢幣損失（賦稅或者海盜）時，他的隊友仍需支付
相應的錢幣。 

結算地面衝突 
在團隊遊戲中，玩家不能攻擊隊友。玩家只能與其相鄰對手的城
市對抗。 
在結算地面衝突時，玩家將獲得雙倍的勝利/失敗標記： 

•  失敗時獲得2個分值-1的失敗標記； 
•  在時代I獲得勝利，則獲得2個分值1的勝利標記； 
•  在時代II獲得勝利，則獲得2個分值3的勝利標記； 
•  在時代III獲得勝利，則獲得2個分值5的勝利標記。 

結算海上衝突 
海上衝突將分別結算，按照正常規則。出現平手時仍按正常規則結
算，無論平手玩家是否屬於同一團隊。 

賦稅與海盜 
從造船廠面板觸發的賦稅，以及從海盜秘藏、海盜巢穴、海盜兄弟
會卡牌以及海盜港島嶼卡牌觸發的錢幣損失均對所有玩家生效，
而非對團隊生效。 

和   艦隊卡牌 
在團隊遊戲中，帶有 或  效果的卡牌按照正常規則生效，
並且分別把右手邊的第二位玩家和左手邊的第二位玩家的城市作
為目標，而非對團隊生效。 

示例：寶拉和蓋布瑞組成一個團隊。寶拉的右手邊是蓋布瑞，而左手
邊是羅密歐。在時代II，蓋布瑞打出了碼頭卡牌。這導致一次地面衝
突，然後他將入侵標記交給他左手邊第二位玩家，也就是羅密歐。 

船塢、碼頭以及防波堤卡牌會觸發一次額外的地面衝突，但結算時
參戰的玩家只會獲得1個失敗標記或者1個勝利標記。 

遊戲結束 
每位玩家統計自己的得分，然後2位隊友將他們的分數相加，總和
即為他們團隊的分數。獲得最多分數的團隊贏得遊戲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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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隊擴展和其他擴展 
在搭配艦隊擴展進行幾局《七大奇蹟》遊戲之後，你可以開始自
由組合其他擴展。但是，我們建議你最多加入2個擴展進行遊戲。 

簡要說明： 

艦隊擴展+卓越工程 
在這種組合之下，建造一張卡牌時玩家可以選
擇執行一次海軍建設或者參與興建一次卓越
工程，但不能在同一回合內執行這兩種建造。 

艦隊擴展+城邦擴展 
在這種組合之下，玩家如果在征收賦稅與錢幣
損失時未付清錢幣，負債機制生效。不能或者
不想付清錢幣的玩家拿取等同於未支付金額
的負債標記。

F.A.Q.
巴比倫奇蹟（B面）

Q： 巴比倫奇蹟的第二階段已建造完畢後，玩家還可以用本時代
的最後兩 卡牌執行一次海軍建設嗎？ 

A： 巴比倫空中花園的第二階段使得玩家能夠打出本時代的最
後一張卡牌，而不用將它棄掉。使用這張卡牌進行建造視作
進行額外的一個回合；因此玩家可以在這個回合執行一次
海軍建設。 

海上衝突出現平局 

Q： 結算海上衝突時，如果出現所有玩家均為平手的情況怎麼辦？ 

A： 如果所有玩家的海軍力量相同，則此次海上衝突所有玩家均
不拿取勝利/失敗標記。 

入侵標記 

Q： 玩家在一個時代內打出了船塢和防波堤卡牌怎麼辦？ 

A：  這種情況下只對指定玩家結算一次額外的地面衝突。 

Q： 一個時代內，一位玩家能否作為兩次入侵的目標？ 

A： 兩位玩家在一個時代內均打出一張入侵卡牌（ 和 ），
他們可以選擇同一位玩家作為目標。在這種情況下，被選中的
玩家在該時代結束時將要結算4次地面衝突。 

外交與入侵 

Q： 打出外交卡牌的玩家仍會成為入侵目標嗎？ 

A： 外交標記對於入侵是無效的。 

示例：蓋布瑞的左手邊是艾爾特，右手邊是寶拉。寶拉打出了
一張外交卡牌，而艾爾特打出了一張船塢卡牌。由於該卡牌上
的入侵，艾爾特與寶拉仍需結算一次地面衝突。	

Q： 是否有可能同時對抗同一位玩家的兩次地面衝突並且獲勝？ 

A：  一位玩家在每個時代只能與任意一位玩家結算一次地面衝突。 

示例：蓋布瑞的左手邊是艾爾特，右手邊是寶拉。蓋布瑞打出
一張外交卡牌，而艾爾特打出了一張船塢卡牌。艾爾特將與寶
拉結算兩次地面衝突（蓋布瑞用他的外交標記避過了戰鬥，因
此輪到寶拉；船塢卡牌也會提供一次地面衝突），但他們只會
結算一次衝突，並且只會獲得一個勝利/失敗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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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說明
免費移動自己的造船廠面板
上的藍色船隻向上一格。 

免費移動自己的造船廠面板
上的黃色船隻向上一格。 

免費移動自己的造船廠面
板上的任意一艘船隻向上
一格。 

免費移動自己的造船
廠面板上的任意2艘
或者3艘不同的船隻
向上一格。 

通過奇蹟執行的海軍建
設無需支付費用，並且可
以任意選擇艦隊顏色。 

每次執行海軍建設少支
付1份資源。 

每次執行海軍建設獲得
1元錢幣（不論該建設是
否免費）。 

提高指定數量的海軍力
量。 

在每個時代結束時，玩家
可以選擇是否參與海上
衝突。如果玩家選擇不
參與，則結算此次海上
衝突時忽略其海軍力量。 

探索一個等級對應的全
新島嶼，並且從島嶼的
效果中獲益。玩家抽取
的島嶼卡牌數量視同時
執行這一行動的玩家人
數而定。 

將對應牌堆頂的島嶼卡
牌打出，放置入場。 

在遊戲結束時，玩家從這
張卡牌上獲得一個額外
的科技符號，與玩家擁有
的最多符號對應。 

每回合僅限一次，玩家
可以從右手邊第二位玩
家處以1元錢幣的價格
購買1個自選資源。 

每回合僅限兩次，玩家
可以從左手邊第二位玩
家處以1元錢幣的價格
購買1個自選資源。 

所示數值為玩家的貿易
等級。 

其他所有玩家失去錢幣，
數量等同於本次賦稅金額
減去玩家的貿易等級的差
值（至多每回合一次）。 

其他所有玩家失去錢幣，
數量等同於各自的貿易
等級。 

玩家不再因為賦稅或者
海盜卡牌遭受貨幣損失。 

玩家每到達一級貿易等
級，獲得2分。 

玩家每有一張島嶼卡牌，
獲得2分，包括這張卡牌
在內。 

在遊戲結束時，玩家選擇
一種顏色的卡牌，其城市
中每有一張對應顏色的
卡牌，獲得1分。 

選擇一位玩家作為目標，
對他發動一次額外的地
面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