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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人數2~5位
適合8歲以上的玩家
遊玩時間30~45分鐘

遊戲介紹

你和探索隊的同伴們正在哥斯大黎加的熱帶雨林追尋野生的珍奇動物，在雨林的溪流間、高山上與叢林中盡可能地
蒐集稀有動物的數量。身為探索隊的隊長，你將決定小隊的探索行動，但路上危機四伏，居心叵測的隊員可能會把
你所發現功勞占為己有，還要小心雨林中大自然的威脅，種種可能皆會造成探索隊的前進提前中止。蒐集各式各樣
的動物來獲得更高分數（越多越好！），遊戲結束時擁有最多分數的玩家獲得勝利。

遊戲配件
72個板塊，如圖所示：
每種地形板塊的一般動物數量是
稀有動物的兩倍，詳細資訊請見
附錄A。

栗嘴大嘴鳥
（一般）

s
山地／丘陵

s

美洲獵豹
（稀有）
野生威脅

s
海岸／濕地

s

s

雙冠蜥
（一般）

森林
紅眼樹蛙
（稀有）

s

卷尾猴
（一般）

犀牛甲蟲
（稀有）

5張玩家幫助卡（配對著玩家顏色）

30個探索隊員（5隊顏色各6名）

設置

1個探索隊長
第1面：記分表

第2面：罕見程度

將板塊面（動物面）朝下全部洗勻。
接著用板塊來拼湊出一個正六邊形的熱帶雨林，
每一邊長度以五個板塊為準（如圖示），將剩餘
多出的板塊放回盒中，這些板塊在這次遊戲中不
會被用到。
每位玩家拿起一組同顏色的探索隊員，在六邊形
的頂點旁分別各放置一名探索隊員，所以在遊戲
開始時，會共有六隊的探索隊伍，而每個隊伍裡
都會有一位玩家的探索隊員。
選擇一位玩家作為起始玩家（最近去過熱帶雨林
的人（哥斯大黎加優先），或選擇任一探索隊中
隨機一名探索隊員），他會是第一個探索隊的隊
長，將探索隊長指示物交給該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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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與威脅
在遊戲中共有三種地形：山地／丘陵、森林與海岸／濕地，每種地形會有相對應的動物類型（說明書背後有表格明
確說明），每種地形均有一般與稀有的兩類動物物種，每種地形有不同的機率在一個板塊中翻到一隻或兩隻動物，
而地形危險的程度也不同。
山地／丘陵：一般的大嘴鳥，稀有的獵豹，大量的
動物伴隨著大量的威脅。
海岸／濕地：一般的雙冠蜥，稀有的紅眼樹蛙，較少量的動物，也有著比較少的
威脅。
森林：一般的卷尾猴，稀有的犀牛甲蟲，最少量的
動物但卻有最少的威脅。
野生的威脅以蚊子記號為標示，看起來或許無害，但其實
是非常危險！（見附錄B）遭遇到第一個威脅並沒有什麼
問題，但在一輪中遭遇到第二次威脅將會結束你的探索
行動！

兩個威脅將減少
你探索的板塊。

x

x

遊戲流程
每輪由探索隊長決定哪一位置的探索隊要來進行探索移動，隊長是第一位可
以優先取得翻開板塊的玩家，儘管如此，在一輪中如果他們翻到了兩個威
脅，隊長將被迫拿取翻開的所有板塊（或是拿不到任何板塊）。

s

紅色玩家只能選擇有探索隊員
的隊伍，來移動探索隊長。

如果你是探索隊長，選擇一個含有你的探索隊員的隊伍，
如果隊伍內沒有你的隊員則你無法移動他們，
如果你的所有探索隊員都已經返回，則你這場的遊戲結束，探索隊長的角色將跳過
到下一位玩家。

s

s

s

隊長決定探索隊其鄰近所要翻開的一個地形板塊來進行隊伍移動，在探索隊第一次進
入熱帶雨林時，他們只有一個入口板塊可以選擇，在探索隊深入雨林後，則可以選擇與
其鄰近的任何地形板塊，（利用探索隊長指示物來標示探索隊目前的位置，好讓其他玩家
清楚辨識隊伍移動的路徑）。

s

s

當隊長決定好一個地形板塊，將它翻過來，它會顯示1隻到2隻的動物，也有可能出現威脅，
隊長可優先決定是否要蒐集這板塊，或是放棄，如果選擇放棄，還在隊伍中的玩家，可以選擇
是否要蒐集或放棄，依照隊長順時鐘方向輪流決定。

蒐集動物板塊
如果你決定蒐集動物板塊，從探索隊中拿取你的探索隊員與翻開的板塊，並放在你的面前。你所有蒐集的板塊都需
面朝上讓其他玩家看到。接著將所有剩餘的探索隊員移動到最後一個被翻開的板塊空格的位置。在之後的回合中此
探索隊再次移動時，他們會根據當前的位置移動到鄰近的板塊。
如果其他玩家決定蒐集板塊，則他應拿取自己顏色的探索隊員與翻開的板塊。
如果有任何玩家蒐集了板塊，這一輪即告結束。探索隊長指示物以順時鐘方向傳遞給下一位玩家，該玩家成為新的
一輪中的探索隊長。

放棄且翻開更多的板塊
如果所有人都選擇放棄，探索隊長從最後一個已翻開的動物板塊旁，選擇一個新的鄰近地形板塊並翻開，探索隊長
現在可以選擇要蒐集之前所有翻開的板塊，或是選擇放棄，如果探索隊長放棄，還在隊伍中的玩家的玩家（從探索
隊長順時鐘方向）可以再次決定是否蒐集那些翻開的板塊，或是決定繼續放棄。同樣的，一旦有玩家決定蒐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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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他應將自己顏色的探索
隊員與所有翻開的板塊放在
自己面前，所有剩餘的探索
隊員移動到最後一個被翻開
的板塊空格上。

藍色玩家蒐集

藍色決定蒐集動物板塊，他將
所有翻開的板塊與自己的探索
隊員取回，所有剩餘的探索隊
員移動到最後一個被翻開的板
塊空格上。

野生的威脅

x

如果有一個威脅被翻開，遊
戲照常持續進行，但只要第
二個威脅被翻開，這一輪立即結束；探索隊長必須丟棄掉2張具有威脅
記號的板塊，但可以保留這輪所翻開的剩餘板塊，隊長將自己顏色的
探索員移出探索隊，剩餘的探索員則移動到最後一個被翻開的板塊空
格位置，順時鐘方向的下一位玩家成為探索隊長。

x

探索隊長必須拿走所有非威脅記號
的板塊，將威脅板塊都丟棄，這次
的探索立即結束。

更多探索隊相關
如果探索隊附近沒有任何鄰近的板塊，他們探索的路徑被
截斷了！他們無法繼續探索或蒐集任何的板塊，將這些探
索隊員移除熱帶雨林。如果你是隻身一人的探索隊，直到
你決定停止前，你可以一直翻開新板塊，直到你翻開了兩

移出遊戲

個威脅，一人的探索隊是非常強大的！遊戲持續進行，直到所有的探索員都離開熱帶雨林，或是所有的板塊都被取
得。

計分
你會得到六種動物的分數：

動物數量

1

2

3

4

5

6

7或是更多

分數

1

3

6

10

15

21

28

六種動物至少蒐集各一隻，可獲得20分獎勵；每一套六隻的動物組合均會累進此20分獎勵。擁有最多分數的玩家獲得
勝利，如果有平手的狀況，擁有任意同一種數量最多的動物玩家獲得勝利，如果依舊是平手，則這些玩家共享勝利。
計分範例：
3 獵豹 = 6 分
1 大嘴鳥 = 1 分
5 卷尾猴 = 15 分
22 分

兩人玩家變體
兩人玩家遊玩時並沒有規則的改變，但如果玩家想要遊玩時間較長的兩人遊戲，給予雙方玩家各兩組顏色探索隊
員。當你將探索隊員移出探索隊時，你可以選擇要從隊伍中拿走你的任一顏色的探索隊員，而這些板塊必須依照蒐
集的探索員顏色分開來放置，遊戲結束時，以各自的顏色計分，最後再相加總來獲得你的最後計分。
計分範例：
2 獵豹
= 3 分
3 卷尾猴 = 6 分
9分

策略與提示
比起4或5人的遊戲，在2與3人遊戲中，玩家需要蒐集更多的板塊！

2 卷尾猴 = 3 分
1 獵豹
= 1 分
1 大嘴鳥 = 1 分
5分
總共 = 14 分

6種動物各有一隻的20分，在人數越多的遊戲中越強勢。
觀察其他玩家所蒐集的動物，有時候最好自己先蒐集也不要讓其他玩家獲得。
你可能需要提早離開危險的探索隊，來避免你的探索隊員被截斷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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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板塊與動物資料
地形

動物

出現兩隻動物的機率

威脅的風險

高山／丘陵

大嘴鳥（28，一般）
獵豹（14，稀有）

75%

6中有3

海岸／濕地

雙冠蜥（24，一般）
紅眼樹蛙（12，稀有）

50%

6中有2

森林

卷尾猴（20，一般）
犀牛甲蟲（10，稀有）

25%

6中有1

附錄B：哥斯大黎加明星動物見面會（動物與國家介紹）
栗嘴大嘴鳥
這是一般常見的大嘴鳥，可以在哥斯大黎加與許多其他地方看到，成年的大嘴鳥大概是22英吋高
（52-56公分），雄鳥體型比雌鳥稍大，他們主要是食果動物（以果實為主食），但他們偶爾也會吃
一些小蟲與爬蟲類。
美洲獵豹
西半球最大的貓科生物，牠們的棲息地偏好在沼地或是水源區，牠們是游泳與攀爬的專家，美洲獵豹
可以在中南美洲各地被找到，但因為棲息地的減少與人們的盜獵，使牠們物種的數量受到威脅。
雙冠蜥
一般成年的雙冠蜥可以生長約30英吋（76公分），但有四分之三的長度是尾巴，牠們在陸地上的跑
速可達時速7英里（時速11公里），如果遭受驚嚇，牠們通常會逃往附近的水域，牠們前進的速度之
快，可以在沉下去前跑行水面上數公尺。
紅眼樹蛙
這夜行的青蛙有著獨特的鳴叫（聽起來是嗶嗡－嗶嗡－嗶嗡－嗶嗡－），雌青蛙身形比起雄蛙更大，
但通常都不會超過1.5英寸（4公分）。因為疾病與棲息地的減少，這些青蛙是高度瀕臨絕種的物種，
現正從其他區域引進蝌蚪來進行物種的復育。
卷尾猴
卷尾猴是高度群居的動物，以16-20隻為群體過著團體生活，被人類所圈養已超過50年歷史。牠們能
夠製作並使用工具，會吃多種的植物和昆蟲。牠們被認為對雨林有益，因為牠們的覓食可促進種子的
散播。
犀牛甲蟲
這些甲蟲可以長到3英寸（8公分）長，牠們巨大可畏的觸角是用來爭奪雌性與食物用，牠們可以存
活4年，而牠們一生有一半的時間為幼蟲，以腐木為食。（他們需要樹齡較老的林木來維持牠們的群
體，這也是牠們稀有的原因之一）
蚊子
雖然蚊子不會直接對生命造成威脅，在哥斯大黎加牠們會傳遞登革熱，這是一種症狀類似流感的危險
疾病。來到哥斯大黎加探訪雨林的訪客建議穿著長袖長褲及使用防蚊液以避免蚊蟲的侵擾。
哥斯大黎加
哥斯大黎加是一個位於中美洲的國家，大約450萬的人口，數百年來香蕉和咖啡是其主要的出口農產品，而微型處
理器、製藥、軟體及觀光等多元產業開發亦幫助了哥國經濟上的轉型。1949年哥斯大黎加憲政廢除了軍隊，成為了
全世界第一個廢除常設軍隊的國家（為了維護國際間的領土及國內的治安，哥國仍保有些許的武裝力量）。
哥斯大黎加的憲法也聲明了「每一個人都享有擁有一個健康及生態平衡環境的權利」。如此對於生態意識的承諾使
得哥斯大黎加成為了永續環境及生態旅遊的最佳典範，根據統計在哥國境內具有高達5%的全球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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