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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目標

你們扮演的是住在魔法森林裡的女巫，建造自己的薑餅屋，用五顏六色的薑餅引來飢餓的童話角色：
這將使你得分。你的房屋每完成一層，就會獲得獎勵，這也會使你得分。哪位女巫建造的薑餅屋最好，
並且得分最高，哪位女巫便將獲勝，成為最足智多謀的巫師！

遊戲配件

玩家版圖：

4塊玩家版圖  
（具有不同的兩面）： 
你將在此建造自己的房子。玩
家版圖上顯示有9個建造格，每
個格子上帶有一個符號。

o

o

o

帶有符號的建造格

寶庫： 

你的獎勵卡牌放在
此處。 請來做客的童話角色放在你玩家版圖下方。

將你在遊戲中收集到的東
西放在你玩家版圖旁邊。

o

o

麵包櫃： 

你的薑餅放在此處。

工坊：

你的樓梯放在此處。

大門： 

你吸引過來的童話角色
放在此處。

很久很久以前，森林深

處住著一個女巫，她

一個人住在自己的房子裡。

她最大的愛好就是烤製美味

的薑餅；實際上，她愛極了

薑餅，愛到連自己住的整棟

房子都是用薑餅造的。但

是，還有別人像她一樣熱愛

薑餅！幾位童話角色路過她

家門，飢腸轆轆的他們為了

填飽肚子，居然忍不住從她

房子掰下薑餅！這時，女巫

擔心這群可憐人會弄壞她的

薑餅屋，她留心觀察他們最

喜歡的是哪種薑餅，想出法

子邀請他們進屋做客…… 

一款板塊放置遊戲，可供
8歲以上的2到4位女巫進行遊
戲。遊戲時長：30到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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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板塊：這些板塊是你房子的主要建造材料。 

標記：

卡牌：

2

擀麵杖

最高12分

每個帶有以下符號
的角色

40張角色卡牌： 所有角色卡牌格式相同。 20張獎勵卡牌： 根據你的遊戲模式來決
定使用獎勵卡牌的哪一面（見下一頁）。

標準遊戲面

教學遊戲面

角色的“性格”和“種族”只在標準遊戲中產生作用，會有特
定的獎勵卡牌提到這些特征。在教學遊戲中，“性格”和“種
族”不具有意義。

每張角色卡牌背面
均帶有大門符號。

計分本 概覽表

9

8

煙囪

至少建造8層  
（包括完成或未完成的）

煙囪 （共2張）：
如果你建造了一棟高樓，煙囪會給你帶來獎勵：6層和8層
的房子分別計4分和9分。未完成的樓層也計入其中。如果
你的房子層數少於要求的層數，那麼煙囪不會使你獲得任
何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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坩堝

最高12分

每位非人角色

坩堝 （2張人類、2張非人的相關獎勵卡）
如果你邀請了許多人類或非人類種族的角色，坩堝會給你
帶來獎勵。根據坩堝本身的描述，你每邀請到1位對應種族
的角色，獲得1或2分。每個坩堝最多能夠使你獲得12分。 

（注意“漢索爾與葛麗特”帶有2個人類符號，即該卡牌對於
對應的坩埚，計為2張卡牌）。

2

掃帚

最高12分

每位性格和善
的角色

掃帚 （1張性格和善的角色的相關獎勵卡）
如果你邀請了許多帶有性格“和善”符號的角色，掃帚會給
你帶來獎勵。你每位此類角色使你獲得2分。你最多能夠
從這把掃帚獲得12分。

1/3/6/9/12
1/2/3/4/5  

位性格惡劣的角色

最高12分

掃帚

掃帚 （1張性格惡劣的角色的相關獎勵卡） 
如果你邀請了許多帶有性格“惡劣”符號的角色，掃帚會給
你帶來獎勵。下方表格顯示你會獲得的分數。你最多能夠
從這把掃帚獲得12分。  

示例：  
卡麗莎邀請了4位性格惡劣
的角色：這為她帶來9分。

分數

1 1分
2 3分
3 6分
4 9分

5张及
以上

12分

獎勵卡牌概覽

60個雙格板塊：每個雙格板塊上顯示
有2個建造格，每個格子上帶有一個符
號，兩個格子之間有一條線。

28個萬能板塊：每個萬
能板塊上顯示有1個建造
格，格子上帶有一個星
星符號。

22個樓梯板塊：每個樓梯板塊
上顯示有1個建造格，格子中
央帶有一個方洞（梯井）。

72個薑餅標記：薑餅會吸引童話角色來到你的房子，方便你請他們來家裡做客。

“紅色”（心形）、“黃色”（圓形）、“藍色”（方形）、“綠色”（五邊形），每種18個。

小拇指

o

o o名稱

薑餅 

用來邀請這
位角色做客

分數

o

o種族

人類
或
非人

性格

和善或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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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準備

在遊戲開始之前，你們必須共同決定要玩教學遊戲還是標準遊戲。我們建議初次遊戲時採用教學遊戲。
然後按照以下步驟來準備遊戲：

教學遊戲

拿取獎勵卡牌並將其翻到沒有文字的一面。根據
玩家人數，選擇以下分數的卡牌：

• 2位女巫：1, 2, 3, 4, 5, 6 
• 3位女巫：1, 2, 3, 4, 5, 6, 6, 7, 7 
• 4位女巫：12張卡牌，分數隨機

標準遊戲

將獎勵卡牌翻到帶有文字的一面，再將其
混洗，不要查看。根據玩家人數，選擇：

• 2位女巫：隨機6張卡牌
• 3位女巫：隨機9張卡牌
• 4位女巫：隨機12張卡牌

白雪公主

盜賊
獅鷲 山神青蛙國王

1

2

3

4

5

6

8

1 將選中的獎勵卡牌放到中央，讓所有玩家都看得
到。將剩餘的獎勵卡牌放回遊戲盒中——你不會再
用到這些卡牌。

2 混洗角色卡牌（背面顯示有一個大門符號 ），
然後將帶有大門的一面朝上放置，放在獎勵卡
牌展示區旁邊。這作為抽牌堆。從這個牌堆中
抽出4張角色卡牌，將他們正面朝上擺作一行，
放在抽牌堆旁邊。這作為角色隊列，裡面包含
了現在正在森林中漫步的角色，能夠被吸引和
邀請。

3 將萬能板塊、樓梯、薑餅標記分別堆放，放在所
有玩家均可輕鬆拿取的地方。這作為公共供應
堆。

4 每位女巫拿取一塊隨機的玩家版圖並放到自己面
前。將所有剩餘的玩家版圖放回遊戲盒中。除此之
外，每位女巫還能得到一個樓梯板塊。

5 將雙格板塊翻至正面朝下（使不帶符號的一面
朝上）並進行混洗。每位女巫抽取15張正面朝
下的雙格板塊，作為她的個人抽牌堆，放在她
的玩家版圖旁邊。將所有剩餘的雙格板塊放回
遊戲盒中——你不會再用到這些板塊。

6 每位女巫從自己的個人抽牌堆中抽取3個雙格
板塊，將其正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使你們能夠
看見符號）。 

7 決定一位起始女巫（例如，最近去過森林的女
巫）。

8 從起始女巫右手邊的女巫開始，按逆時針順序，
每位女巫從角色隊列中選擇一張角色卡牌，將選
中的卡牌放在大門處（在自己的玩家版圖前方）。
暫時不要抽牌補滿隊列。

在每位女巫都選擇了1張角色卡牌後，將角色隊
列補充至4張角色卡牌。 

你必須選擇1張卡牌，但不用擔心：如果你對自
己的卡牌不滿意，你可以稍後棄掉。

你可以自行決定使用玩家
版圖的正面還是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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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玩法

當你已完成遊戲準備時，你可以開始建造自己的房子，吸引飢腸轆轆的童話角色前來做客！玩家將輪流
進行遊戲。起始女巫先進行遊戲。然後順時針順序的下一位女巫進行自己的回合，如此繼續下去，直到遊
戲結束。在你回合中，你必須執行以下2個行動之一： 

   建造，然後邀請一位角色      或者             拿取兩個樓梯 

    建造，然後邀請一位角色 

這個行動分為3部分，必須按照以下順序執行。

A. 建造……

從你面前的3個雙格板塊中選擇1個，拿取並正面朝上放置在你玩家版圖上，使符號朝上。然後執行你剛
剛用雙格板塊覆蓋的符號的效果。

按以下步驟繼續進行：

 你必須將雙格板塊放在你玩家版圖上印刷
的建造格上，或者之前放置的板塊上 (1)。

但是：  雙格板塊必須放在平面上。

 你不能用雙格板塊只覆蓋另一個
雙格板塊的一個格子。雙格板塊
中的線是用來提醒你這一點的。 

 在你放置一個雙格板塊之前，你可以放置
你工坊的1個或多個樓梯板塊到一個單獨
的建造格上去。如果你這麼做，你必須將
雙格板塊放到樓梯（和一個相鄰板塊）上 
(2)。 

什麼情況下會需要樓梯？
有時你會想要覆蓋兩個符號，但這兩個符號不在同一層。你不能直接將雙格板塊放在此處，除
非你先放置樓梯板塊來將這個符號“抬高”至相應的樓層。（由於樓梯板塊上有方洞，該符號仍
然可見）。除此之外，樓梯板塊還能幫助你完成一層或者提高你房子的整體高度。

 在放置雙格板塊後，你可以執行剛剛被覆蓋的符號的效果。如果你放置樓梯板塊，視作該符號通過
方洞可見。你來決定先執行哪個符號。你並非必須要執行符號。

符號和效果

當你用板塊覆蓋了一個符號時，觸發一個效果。下文解釋了各種符號和效果： 

薑餅： 你烤出了美味的薑餅！從公共供應堆拿取對應的薑餅標記（如果供應堆中還
有），再將它放進你的個人供應堆。（但是：你的麵包櫃最多只能保留10個薑餅標記；
見“供應堆上限”）。

樓梯： 你親手造出了一段極好的樓梯！從公共供應堆拿取一個樓梯板塊（如果供應
堆中還有），再將它放進你的個人供應堆。（但是：你的工坊最多只能保留4個樓梯板
塊；見“供應堆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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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 你神奇地將一塊薑餅變成了另一塊！從你個人供應堆拿取1個薑餅標記用來
交換（如果還有的話），將它換成公共供應堆中的1個薑餅標記。 

大門： 你製作的點心散發著香氣，將童話角色吸引到你家門前來！選擇以下2個選項
之一：

 從角色隊列拿取一張角色卡牌並將它放在你的大門處（在你玩家版圖前方）。
或者

 從抽牌堆抽取3張角色卡牌。自己查看卡牌，不要向其他玩家展示，選擇其中一
張並且將它正面朝上放在你的大門處。將其他2張卡牌以任意順序正面朝下放
到該抽牌堆底部。 

薑餅會吸引童話角色來到你的房子，這樣你才能好好招呼他們，好讓他們來你家做
客。你同時最多可以吸引2個角色（見“供應堆上限”）。你可以隨時將已吸引的角色正
面朝下放回抽牌堆底部，比如為了給更好的卡牌騰出空間。 

萬能： 蘊藏無限可能！執行上述任意一項效果。 

獎勵：  

當你覆蓋2個相同符號時，你可以執
行效果3次而不是2次。這就是女巫
的魔法！ 

如果你覆蓋的是2個萬能符號，你可
以執行任意3個效果（相同的或不同
的均可）。 

重要：如果你覆蓋的只是1個萬能符
號和1個其他符號，即便你選擇了相
同的效果，也不能得到獎勵（見示
例2）。

示例： 1. 愛麗絲在2個藍色薑餅符號上放置了1個雙格板塊，得益於獎勵，她獲得了3個藍色薑餅標記，而不是2個。

2. 鮑勃覆蓋了1個黃色符號和1個萬能符號，從公共供應堆獲得1個黃色薑餅，並且選擇另一效果進行執行。即使
他選擇獲得第二個黃色薑餅，他不會獲得第三個作為獎勵，因爲他覆蓋的不是兩個相同的符號。

3. 卡麗莎想要覆蓋2個交換符號，但一個交換符號比另一個交換符號低2層。她在2個交換符號中較低的符號上放
置2個樓梯，使它“抬高”2層。隨後她將1個雙格板塊放置在樓梯上（及其相鄰的交換符號上）。由此她可以交換
最多3個薑餅標記。

4. 戴爾覆蓋了2個樓梯符號，得益於獎勵，他由此應可獲得3個樓梯標記。但是，他早已有了2個樓梯板塊，因此
他只能再拿取2個樓梯，因為供應堆內最多能夠保留4個樓梯（見“供應堆上限”）。

5. 愛麗絲覆蓋了2個萬能符號。她現在可以執行任意3個效果（相同的或不同的均可）。她選擇拿取1個樓梯板塊和
2個紅色薑餅標記。

6. 鮑勃覆蓋了2個大門符號，使得他能夠吸引最多3位童話角色。但是，因為大門處最多只能保有2張角色卡牌，
所以他不能保留全部3張卡牌。



白雪公主
盜賊

山神青蛙國王

Snow White

鹿角兔

Jacka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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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囪

至少建造8層  
（包括完成或未完成的）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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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然後邀請一位角色……

在建造過後，你終於可以邀請這些挨餓的小傢伙進來了！從角色隊列或你的大門處選擇一張卡牌。按
照卡牌上印刷的薑餅標記數量，從你個人供應堆支付等量的薑餅標記（將其放回公共供應堆）。這是邀
請這位角色的“費用”。 

示例： 1. 卡麗莎棄掉2個紅色和2個綠色的薑餅標
記，從角色隊列中邀請了白雪公主。 

將接受邀請的角色卡放置在你遊戲版圖下方。接受邀請的角色在遊戲結束時會帶來分數，每張卡牌分
數見卡牌上印刷的數字。如果你供應堆中有足夠的薑餅標記，你可以在一個回合中依次邀請多位角色。 

但是： 不要補滿角色隊列，直到你回合結束！

2. 戴爾每種薑餅分別棄掉
了一個，從自己的大門處
邀請了鹿角兔。

放置萬能板塊

你每邀請到一位角色，都會驅使你擴張自己的房子！

當你邀請童話角色時，你立即從公共供應堆獲得一個萬能板
塊，你必須將它放置在你玩家版圖上。

 你可以將一個萬能板塊放置在另一個萬能板塊頂上。

 你不能將樓梯板塊放在萬能板塊下方。

在你放置萬能板塊後，你可以如常執行被覆蓋的符號的效
果。你放置萬能板塊而得到任意數量的薑餅時，如果這些薑
餅足夠邀請另一位角色，那麼你可以立即進行邀請。

重要： 

 你放置一個雙格板塊後（而不
是放置之前），才能邀請童話
角色。

 請記住你每回合可以邀請多位
角色。

 不論何時你邀請了一位角色，
別忘了立即放置一個萬能板
塊。

C. ………說不定還可以完成一層？ 

你不時會建成自己房子的一層，即令你玩家版圖上3x3區域的9個格
子達到同一高度。 

在你回合結束時，檢查你在該回合完成了幾
層。你每新完成一層，你可以從中央選擇一
張獎勵卡牌。將所選的卡牌面朝上放置在你
的寶庫中（位於你玩家版圖的左邊）。

一些獎勵卡牌的名稱相同。你的確可以擁有相同名稱的多張卡牌。

但是： 所有女巫最多只能有3張獎勵卡牌！當你完成第四層或更高
層時，你不再獲得獎勵卡牌。獎勵卡牌無法被棄掉，也無法交換成其
他卡牌。（中央的獎勵卡牌數量充足，足夠所有女巫使用）。

重要： 通過使用樓梯和萬能板塊，你可以在一個回合內完成多層，獲得相應數量的獎勵卡牌。概覽
表內會詳細解釋獎勵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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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拿取兩個樓梯

不進行建造，你可以改為棄掉你的一張正面朝上的雙格板塊，從而從公共供應堆拿取最多2個樓梯板
塊。

重要：在執行本行動時，你不能邀請任何童話角色。（通常你只會在無法放置雙格板塊時考慮這一行
動）。
如果你建造的房子導致自己無法再放置雙格板塊，你必須選擇“拿取2個樓梯”行動。如果供應堆內的
樓梯板塊已用盡，你什麼都不獲得。你的回合立即結束，但你仍然必須棄掉一個雙格板塊。

回合結束

如果你的個人抽牌堆內有正面朝下的雙格板塊，拿取1個這樣的板塊並將它正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再次
使你面前有3個正面朝上的雙格板塊）。
將角色隊列重新補滿至4張正面朝上的卡牌，如有必要，從抽牌堆抽取卡牌並將其正面朝上排成一行。

配件數量： 

公共供應堆是有限的。如果你們用完了樓梯或萬能板
塊，那麼你們無法再獲得此類板塊。如果一種薑餅標記
暫時不可用，與上述板塊同理。 

重要：如果一種薑餅不可用，你不能獲得另一種薑餅作為
替代。如果所有萬能板塊均已用完，你仍可邀請童話角
色；你只是不再能在邀請童話角色時再獲得萬能板塊。

供應堆上限：   

遊戲中的任何時間內，你都不能同時擁有超過10個薑餅
標記、4個樓梯板塊、3張獎勵卡牌、2張受吸引的角色卡
牌。 

在任何時間，你可以從你個人供應堆棄掉薑餅標記（將其
放回公共供應堆），不獲得任何補償。對於受吸引的角色
同理：你可以隨時將其放回抽牌堆底部，比如為了給新的
卡牌騰出空間。 

但是：你不能棄掉自己的獎勵卡牌。

遊戲結束及計分

即使是女巫終究也需要休息！當所有女巫面前均沒有任何正面朝上的雙格板塊時，遊戲結束。然後用遊
戲自帶的計分冊來記錄你的分數，決出勝者：

 接受邀請的每張角色卡牌上印刷著的分數，即為該卡的分數。（在你大門處的剩餘受吸引的角色不
計分）。
 在教學遊戲中，每張獎勵卡牌的分數固定。

 在標準遊戲中，獎勵卡牌的分數不固定。這些卡牌的文本會告訴你這張卡牌將計幾分。（概覽表內
會詳細解釋獎勵卡牌）。
 最後，你供應堆內剩餘的薑餅標記會使你得分。每2個薑餅標記計1分（向下取整）。薑餅的類型與此
時計分無關。

獎勵卡牌

在教學遊戲中，每張獎勵卡牌分數固定。

在標準遊戲中，獎勵卡牌結算沒有這麼簡單。每張卡牌所值的分數將在概覽表中詳細列舉。

 每張獎勵卡獨立結算。（例如，你有2張煙囪，你稍後會將其分開結算）。
 一些獎勵卡牌最高價值12分。（帶有“最高12分”字樣）

 



小拇指 青蛙國王獵人 長髮姑娘 獅鷲巨龍 山神

2

擀麵杖

最高12分

每個帶有以下符號
的角色

1/3/6/9/12
1/2/3/4/5  

位性格惡劣的角色

最高12分

掃帚

4

6

煙囪

至少建造6層  
（包括完成或未完成的）

愛麗絲

36
6
6
0
3
51

8

標準遊戲的計分示例：
愛麗絲邀請了7位童話角色： 她由此得4+2+4+10+2+6+8=36分。

愛麗絲有著以下3張獎勵卡牌: 

最後，愛麗絲供應堆內剩餘有7
個薑餅標記： 她因為薑餅標記
而獲得3分。

擀麵杖： 她因為獵人、巨龍、
青蛙國王額外得2分，一共是
3x2=6分。

掃帚： 愛麗絲有3位性格“惡劣”
的童話角色（山神、巨龍、青蛙
國王）。為她帶來6分。

煙囪： 愛麗絲的房子建了五
層，其中四層已經完成。很遺
憾，這還不夠。她無法從這張
獎勵卡牌獲得任何分數。

愛麗絲總得分為
36+6+6+0+3=51分。

遊戲設計：Phil Walker-Harding
遊戲插畫：Andy Elkerton
英文编辑：Ralph Bienert和

Grzegorz Kobiela
中文翻譯：Mikan
中文校對：魏晉
平面設計：atelier198

如果你遇到損壞或缺失
的問題，請聯繫我們： 
parts.asmodeena.com

Elsheimer Straße 23
55270 Schwabenheim
Germany  
www.lookout-games.de 

如有疑問、建議或批評，
請聯繫我們： 
buero@lookout-games.de

© 2019 Lookout GmbH

得分最高的女巫獲勝。

出現平局時，比較你們房子的高度，即房子的層數（包括完成和
未完成的層數），房子較高者獲勝。如果仍出現平局，則你們共
享勝利。

特殊情況： 在極端罕見的情況，如果
所有樓梯板塊均已用盡，且沒有玩家
能再擺放雙格板塊，遊戲提前結束。
分數正常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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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囪

至少建造8層  
（包括完成或未完成的）

煙囪 （共2張）：
如果你建造了一棟高樓，煙囪會給你帶來獎勵：6層和8層
的房子分別計4分和9分。未完成的樓層也計入其中。如果
你的房子層數少於要求的層數，那麼煙囪不會使你獲得任
何分數。

2

坩堝

最高12分

每位非人角色

坩堝 （2張人類、2張非人的相關獎勵卡）
如果你邀請了許多人類或非人類種族的角色，坩堝會給你
帶來獎勵。根據坩堝本身的描述，你每邀請到1位對應種族
的角色，獲得1或2分。每個坩堝最多能夠使你獲得12分。 

（注意“漢索爾與葛麗特”帶有2個人類符號，即該卡牌對於
對應的坩埚，計為2張卡牌）。

2

掃帚

最高12分

每位性格和善
的角色

掃帚 （1張性格和善的角色的相關獎勵卡）
如果你邀請了許多帶有性格“和善”符號的角色，掃帚會給
你帶來獎勵。你每位此類角色使你獲得2分。你最多能夠
從這把掃帚獲得12分。

1/3/6/9/12
1/2/3/4/5  

位性格惡劣的角色

最高12分

掃帚

掃帚 （1張性格惡劣的角色的相關獎勵卡） 
如果你邀請了許多帶有性格“惡劣”符號的角色，掃帚會給
你帶來獎勵。下方表格顯示你會獲得的分數。你最多能夠
從這把掃帚獲得12分。  

示例：  
卡麗莎邀請了4位性格惡劣
的角色：這為她帶來9分。

分數

1 1分
2 3分
3 6分
4 9分

5张及
以上

12分

獎勵卡牌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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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箱
你房子裡每有1個對
應的符號，獲得

然後將本卡牌翻面。

o

烤箱 （每種薑餅各1張相關獎勵卡）
烤箱不僅可以在遊戲結束時爲你帶來分數，當你獲得烤箱
時，還可以立即獲得指定類型的薑餅標記。計算你房子當
前顯示的對應類型的符號數量。然後從公共供應堆拿取等
量的薑餅標記。（記住你供應堆的薑餅標記上限為10個） 。
然後將烤箱翻至反面（即沒有文字的一面）。在遊戲結束
時，你會因為烤箱而獲得2分。

3
3 寶箱

至少完成3層

寶箱 （共2張）：
如果你房子完成了多層，寶箱會給你帶來獎勵：完成3層和
4層分別計3分和5分。如果你的房子完成的層數少於要求
的層數，那麼寶箱不會使你獲得任何分數。

2

擀麵杖

最高12分

每個帶有以下符號
的角色

擀麵杖 （每種薑餅各1張相關獎勵卡）
每張擀麵杖各對應一種薑餅。計算你邀請到的角色中，有
幾位角色帶有指定類型的薑餅（查看他們的“費用”）。你每
張此類卡牌使你獲得2分（忽略卡牌上顯示的符號個數）。
每張擀麵杖最多能夠使你獲得12分。 

（卡牌如“漢索爾與葛麗特”不會因此得分，因為他們不顯
示任何類型的薑餅）。

1

4

魔杖

最高12分

每個至少帶有4個
薑餅的角色

魔杖 （共2張）
如果你邀請到多位“昂貴”的角色，魔杖會給你帶來獎勵。
你每位“費用”為4個和6個薑餅的角色分別使你獲得1分和
2分。每張魔杖最多能夠使你獲得12分。

示例： 戴爾剛剛完成了他房子的一層，並且
選擇了這個烤箱。 

他房子當前有3個紅色薑餅符號。因此，他從
公共供應堆獲得3個紅色薑餅標記，再將烤
箱翻至背面。

獎勵卡牌概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