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6歲以上的玩家
當你與年齡較 大的玩 家一 起玩，我們建議你使 用以下兩條 規
則：

• 孩子 們也參與描述卡牌。由最年長的玩 家開始。當一 張 牌被
猜出時，該玩 家將這張 牌面向上 放在 桌子中間，然 後 他 左手
邊的玩 家翻下一 張 牌並 描述 這張 牌。成 年玩 家可以參與，
在 孩子 們遇 到困難時 給予適當幫助。

• 遊 戲時間延長 到2倍（20分鐘）。沙漏走完時，翻轉一下，繼
續 遊 戲！

調整難度
別猶豫！如果覺得遊 戲 太簡單 或是 太困難，就添加
或減少 一 些卡牌。

比如，如果 孩子 們都已經 是專家了，那就試著在
20分鐘內猜出30張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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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到！》由Peter Sarrett設計，英文版由© R&R GAMES出版。《時間到！兒童版》內涉及的改
編及變體規則由The Sombrero-wearing Belgians团队設計（該團隊由Cédrick Caumont和Thomas Provoost二人
組成）。 

开发：« Les Belges à Sombreros »由Cédrick Caumont & Thomas Provoost组成 • 插画：Éric Azagury  • Sombrero-wearing 
Belgians想要向所有曾為《時間到！》兒童版提供幫助的學校和孩子們致謝。同樣還向Jeux de Nim 
store的Carine和Nicolas Maréchal致以衷心感謝。



《時間到！兒童版》是《時間到！》的合作版本，專為兒童設計， 

無需閱讀能力即可進行遊戲。 

孩子們要通過語言描述和形體模仿來共同獲得勝利！ 

但是請趕快，就要沒時間了！

配件

• 220張带插畫的卡牌

•  1個10分鐘計時 沙漏 

两头底部颜色 不同

• 1個收 納布袋

• 1本規則書

遊戲目標

在《時間到!兒童 版》裡，所有玩 家一 起 進行 遊 戲，與有限的遊 戲
時間賽跑！

遊 戲 基 本的目標 是在時間結束前完成兩回合 遊 戲。

以下規則適用於較年幼的兒童（大 約4歲 左右）。如果是較年長的
兒童 進行 遊 戲（6歲以 上），請閱讀本規則書最後的遊 戲 建議。



回合結束

當所有的卡牌都被猜出後，將計時 沙漏平躺，計時 暫停（
別忘了計時 沙漏的方向）。

洗勻你們剛才猜出的那些卡牌，準備 進 入 第二回合！

 

• 隨機 抽取20張卡牌，洗勻，然 後面向下放
置在 所有人都能 拿得到的地方。

• 倒轉計時 沙漏：遊 戲開始了！

•  一 位 成 年人 抓取 牌 堆 第一 張 牌，通 過語言描述 牌上的
圖畫嘗試讓 孩子 們猜 測，不能直 接說出名字或者直 接向
孩子 們展示卡牌。

舉例：爸 爸需 要讓 孩子 們猜出一頭母牛。他可
以說：“這 是一種可以 擠奶的動物，它是 雌性的.. .”
他 不能直 接說“這 是 一頭母牛”。

• 孩子 們可以猜任意多次，沒有限制。

• 如果 這張 牌被猜出了，將它面向上 放 到桌子中間，抓取下一
張 牌並 繼 續 描述。

 

第一回合



遊戲結束與勝利

如果你在計時沙漏走完前完成了上述兩個回合的遊戲，
恭喜你們，你們獲得了遊戲的勝利！

否則，你們輸掉了這局遊戲。但是別氣餒，你們下次會
成功的！

與第1回合的規則相似，但 是 這次不使 用語言
描述，而是 通 過 形體動作和發出聲響。

• 仍使 用第1回合使 用過的的卡牌。

•  當所有玩 家做 好準備，立好計時 沙漏，計時 再次
開始。

注 意：如果 孩子 們都沒法猜中某張 牌，沒關係，
將這張 牌放回牌 堆 底，抓取下一 張。

如果一名玩 家在 第1回合或 第2回合直 接說出
了牌上的內容，或是在 第2回合不小 心講了
話，他必須 將這張 牌放回牌 堆 底並 抓取一 張新
牌繼 續 遊 戲。

 

第二回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