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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兔法葉將軍從飛船上發現神秘的巨雲島後，它就

成為了領主們爭相征服的新目標。現在，兔子國王希

望你也能到天上看看。滿載新奇的資源回來，或許能

保住你夢寐以求的「大耳領主」稱號。

但在天上可不只這樣……兔子殖民者們在巨雲島快速

擴張，組織成各個轄區，貿易活動逐漸興盛起來……

現在開始可要快、狠、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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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配件
• 1個巨雲島圖板

• 86個兔子模型

（46個紫色和其他顏色各
10個）

• 7個城市模型
- 2個強度1的城市
- 1個強度2的城市
- 1個強度3的城市
- 3個胡蘿蔔城

• 20個建設指示物
- 14個農莊指示物
- 4個彩虹指示物
- 2個煙囪指示物

• 30個錢幣指示物
- 5個價值5的錢幣
- 10個價值3的錢幣
- 15個價值1的錢幣 

• 50張探索牌
- 29張領土牌
-  2張領土／建設牌 
- 7張建設牌
- 10張卷軸牌
- 2張行動牌

此規則書僅描述
擴充內的規則，

以及與基礎遊戲
不同的部分。

遊戲設置
1.   依照基礎遊戲方式設置， 

除了探索牌以外（見第4

點）。

4. 將擴充的探索牌和基礎遊戲的探

索牌一起洗混，作為牌庫，面朝

下放在遊戲圖板旁邊。

3.  將錢幣、胡蘿蔔城和其他指示物

放在圖板旁邊，方便取用。

2.  接著，將巨雲島放在新世界圖板旁邊。將本擴充

中的12個新奇農莊指示物、2個彩虹指示物（每種

顏色各一個）以及4個強度1、2和3的城市，放在

巨雲島圖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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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圖板上顯示的是巨雲島，由5

行共31個空格組成。每個空格就

是一塊可以佔領的領土。你的建

設可以放在巨雲島或是新世界圖

板上（仍要符合建設需求）。

領土座標
所有在巨雲島上的格子都是領

土，並各自標有座標和類型。每

個領土都對應到單獨一張領土

牌。座標包含表示第幾列的圖

示，以及表示在該列

第幾個的數字。

領土類型
海洋、森林以及農

田生產的基本資源

與新世界圖板上的

相同。
雨雲 此格不生

產任何資源。

城市 此格保持中立， 
直到有玩家佔領它們。

彩虹 此格將巨雲島

與新世界相連。

新奇資源 此格生產

獨特的資源。

巨雲島

根據不同玩家數，每一輪發
給玩家的卡牌數不同，也與
基礎遊戲不同：

在3人遊戲中，於A-輪抽卡牌階段
時，改為選3張而不是2張。在2人
遊戲中，儲備區改為12張卡牌。

玩家人數 2 43 5
每一輪的卡牌數 12 1215 10

每位玩家的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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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模型
新顏色的兔子模型讓你們能加入第5位玩家。

由於你可以用新的領土牌來佔領更多領土，

盒子內也附上每個顏色額外的10隻兔子。

不加入擴充中的卡片無法進

行5人遊戲：基礎遊戲中包

含的卡片數量不足， 

無法讓五位玩家同時遊戲。

擴充中包含7個城市：2個強度1、1個強度2、1個強度3，以及額外三個

胡蘿蔔城。

•  擴充中等級1、2和3的城市在巨雲島上有固定的位置，可以透過打出對應的 

領土牌來佔領。

•胡蘿蔔城是強度為5的城市。在收獲階段計算封地強度時，不要把胡蘿蔔城

與其他城市相加。打出對應的建設卡可以蓋出胡蘿蔔城。

城市 3

胡蘿蔔城

城市 1

當你計算包含胡蘿蔔城的封地的

(  )時，依照以下兩種方式計算：

-如果你的城市（除了胡蘿蔔城以

外）合計強度超過5，則忽略胡蘿蔔

城。

-如果你的城市（除了胡蘿蔔城以外）

合計強度等於或小於5，忽略這些城

市。這塊封地強度視為5。

備註：如果你在同一塊封地有2或3個胡蘿蔔城，忽略第二和第三個。

城市模型

卷軸牌
新的8張任務和2張寶物

(  ) 提供更多選擇。

這些卡牌的使用方式與

基礎遊戲中相同。

-兔法葉將軍 -
在巨雲島上每有一行你佔領的領土比

對手多時，你就獲得5 。

這塊封地如果不計算胡蘿蔔城，強度為3，

因此實際強度為5。

這塊封地如果不計算胡蘿蔔城，強度為7，

因此忽略胡蘿蔔城。

範例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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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
兩張新的彩虹牌為領土／建設牌。每張牌對應到一對彩虹指示物以及巨雲島上的

一個空格。每一對彩虹指示物連接兩個不同封地的領土，將它們視為相鄰（就像

基礎遊戲中的天空塔一樣）。

當你打出一張彩虹牌時，將你的兔子放在對應的領土格子上（上面應該已經有彩

虹指示物）；接著將卡牌正面朝上放在你的面前，並把第二個彩虹指示物放在該

牌上。

你可以在建設階段放置該指示物，但有以下兩條規則： 

•  它只能被放在新世界圖板上

•  你可以在每次建設階段移動它（但不能移出遊戲圖板）

煙囪
兩個煙囪都是藉由打出對應的建設卡來建設。它

們只能建設在巨雲島圖板上。在每個收穫階段，

選擇包含煙囪的封地中的一種基本資源。所有擁

有至少一塊領土在新世界圖板上的封地，現在都

被視為擁有該資源。在每個收穫階段，你可以改

為選擇其他基本資源（從包含煙囪的封地中選

擇）。

備註：煙囪的效果只有在收穫階段有效。 

煙囪不會額外產生資源，因此在計算 

任務，如木匠或兔女妖時沒有效果。

-彩虹 -
使用這個彩虹指示物來連接此領土和你在新世界上的領土。在每個建設階段，你可以將彩虹指示物重新放在新世界圖板上的

其他位置。

   -煙囪 -
從包含煙囪的封地中選擇一種基本資源。你在新世界上的所有封地都算作擁有該資源。

農莊
擴充內含14張新的農莊卡。

•  包含新的獨特資源：新奇資源（ ）。在巨雲

島上坐落著12個新奇農場，可以透過打出對應

的領土牌來佔領它們。

在計算封地的財富時，新奇資源與珍貴資源的計算

方式相同。

•  另包含兩個新的珍貴資源。它們的使用方式與基

礎遊戲中的珍貴資源相同，可以透過打出對應的

建設牌來獲得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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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幣
錢幣在遊戲結束時透過貿易分數提供你 。你可以用  和  

來換錢。有以下兩種方式可以得到錢幣:

•  每張稅務員能立即給你兩個  錢幣。 

• 每當你創造一個新轄區時，獲得  錢幣。轄區是指一塊擁

有兩隻或更多兔子的封地。 

備註：你只有在創造一個新轄區時才會獲得 

錢幣。當你擴張或調整現有的轄區時不會獲得

錢幣。

範例：錢幣獎勵

 -稅務員 -
獲得2錢幣 (            )。

+

+

+ 範例：沒有錢幣獎勵

在擴張現有的轄區時 

不會獲得錢幣。

在移動彩虹指示物

時不會獲得錢幣。

使用彩虹或天空塔連接兩個只有一隻兔子的封地

時，可以獲得一個錢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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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
貿易提供你在遊戲結束時另一種獲得  的方式。計算你的貿易分數

時，將錢幣總數乘上你生產的獨特資源的總數（也就是珍貴資源加上

新奇資源）。

[ ]x= +錢幣 
總數

貿易 
分數

珍貴資源 
總數 

新奇資源 
總數 

兔子王國的卡牌說明
市長、盜賊之王 和 兔女妖：胡蘿蔔城算作城市。

外交 和 探險家：巨雲島的邊緣和角落列入計算。

-市長 -
每控制一座城市獲得1 。

-外交 -
你每控制一塊圖板邊緣的 

領土，獲得1 。

-盜賊之王 -
如果你控制至少9座城市， 

獲得12 。

-兔女妖 -
封地內的城市，只要該封地沒有
生產資源，每座城市獲得2 。 

-探險家 -
每控制一塊在圖板角落的領土，

獲得3 。

術語
貿易：在遊戲結束時，將各別玩家的錢幣數乘上它們生產的獨

特資源總數，額外加分。

轄區：含有兩隻或以上兔子的封地。

新奇  : 在巨雲島特定領土上生產的獨特資源。

建設需求

此建設只能放在平原

上。

此建設只能放在巨雲島

圖板上。

此建設只能放在新世界

圖板上。

範例

[ ]x +

x= =7 35 (2+3)

備註：每個領土上只能有一個

建設。已經有新奇農莊或彩虹

的格子不能再放其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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