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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介紹

 

遊戲配件
1本中文規則書

1本規則附錄：建築物一覽表

1個遊戲圖板

5個人物指示物（每個人一個顏色）

5個船型指示物（每個人一個顏色）

‧ 6張可以卸下的圖板，包含：

 7個大、圓形補給板塊，每個板塊上有兩個指示物

16個大、圓形食物生產板塊（4×「2/5」，3×「3/4」，3×「5/6」，2×「7/8」，2×「9/10」，1×「11/12」，1×「13/14」）

 1個大、圓形起始玩家板塊

總共420個指示物：

48個 「1法郎」錢幣

30個 「5法郎」錢幣

60個 「牛」指示物（0份食物）反面是「肉」指示物（3份食物）

60個 「穀物」指示物（0份食物）反面是「麵包」指示物（2份食物）

30個 「鐵」指示物 反面是「鋼鐵」指示物

42個 「黏土」指示物反面是「磚塊」指示物

48個 「木材」指示物（1點能源）反面是「木炭」指示物（3點能源）

42個 「魚」指示物（1份食物）反面是「煙燻魚」（2份食物）

30個 「煤」指示物（3點能源）反面是「焦煤」指示物（10點能源）

30個 「毛皮」指示物反面是「皮革」指示物

‧ 110張牌卡

5張回合概述卡，標有玩家代表顏色，背面則是食物儲藏室

33張基本建築物卡

36張特殊建築物卡

20張計輪卡，背面是「船」

11張借貸卡

5張計輪概述卡─每張各顯示1、2、3、4及5人遊戲

‧ 港都情濃擴充：Le Grand Hameau 34張牌卡和4張玩家創意空白卡

‧ 港都情濃擴充：Essen Promo Cards 12張牌卡

遊戲設置和配件說明
《港都情濃》的遊玩可以進行完整版本及短時間版本。短時間版本的規則變動，會在這節最後說明。根據遊玩的人數，下列的表格顯示

了遊戲需進行的輪數。

玩家人數         1      2     3      4      (5)

輪數（完整版本）       　　　　 7     14     18     20     (20)

遊戲時間（分）（完整版本）   　　　  60    120    180    200    (210)

輪數（短時間版本）     　　　　  4      8     12     12     (15)

遊戲時間（分）（短時間版本）     20     45    120    130    (150)

只建議經驗豐富的「港都情濃」玩家進行5人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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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時間版：

每位玩家得到5法郎與1個

煤。抽6張特殊建築物卡面朝

下放在這裡

短時間版本：

不用放特殊建築物卡。在每

一個供給區多放1個貨物，每

位玩家得到5法郎、2煤、2

木材、2黏土、2鐵、2魚、1

牛與1毛皮。特殊設置－需要

用到價值為2的木船：單人遊

戲：得到其中1艘木船，另1

艘放在木船格。兩人遊戲：

每位玩家各得1艘木船。

特殊建築物卡

煤資源補充區 建築計畫區I 建築計畫區II 建築計畫區III 毛皮資源補充區

牛資源補充區穀物資源補充區鐵資源補充區黏土資源補充區木材資源補充區魚資源補充區
財政部

牛供給區穀物供給區鐵供給區黏土供給區木材供給區魚供給區法郎供給區

起始：2 起始：2 起始：2

每輪起始

每
輪
結
束

計輪卡

當最後一張計輪卡
被翻過來，每位玩家可
以執行一次最後行動。

在最後行動階段，
每棟建築物可以被
超過1位玩家佔據。

木船格

木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鐵船格 

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鋼鐵船格

鋼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豪華遊輪格

豪華遊輪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
建築物行動

起始：1

起始設置變更（短時間版本）： 

‧在7個供給區放上3法郎、3條魚、3個木材、2份黏土、1塊鐵、1份

穀物及1頭牛（參見遊戲圖板的「特殊建築物」區）

‧每位玩家起始資本：5法郎、2條魚、2個木材、2份黏土、2塊

鐵、1頭牛、2個煤及2張毛皮。

‧基本建築物卡背面標示，看較淺色的小勾勾，

而不是深色的大勾勾。

‧不使用特殊建築物卡。

‧在單人短時間版本遊戲，玩家起始有一艘價值2的木船，同時把

另一艘價值2的木船卡放在木船格的遊戲圖板上。

建設成本 使用費

排序編號

價值

行動效果

3. 補給板塊：

將七個補給板塊混洗，面朝

下放在遊戲圖板中的圓形

區域中。將玩家的船型指

示物放在第一個補給板塊

旁邊。

4. 貨物及食物指示物：

在貨物及食物指示物放在

對應的資源補充區，不需

要將所有指示物放到資源

補充區，大部分可以先留在

盒子裡，需要的時候再拿

出來。

遊戲圖板上有對應的六種

貨物及１法郎的資源補充區

與供給區，５法郎、煤與毛

皮只有資源補充區；法郎是

這款遊戲中的貨幣。

 

5. 升級貨物：

每一個貨物指示物有兩面：

一面基礎面（未加工）與一

面「升級」面，可以從指示

物的邊框來區辨，一開始貨

物在供給區都以未加工型

態進入遊戲，他們可以透過

接下來的建築物行動進行

升級。

7. 起始資本：

每位完整版玩家起

始獲得5法郎、1個

煤。

2. 玩家配件：

每位玩家拿取一個人物的

指示物、一個船隻指示物、

一張同顏色的回合概述卡（

玩家可以選擇翻轉到背面

的食物儲藏室）。

9. 基本建築物卡：

共有兩種建築物卡：基本建

築物卡與特殊建築物卡（以

船錨作為區分）。

卡片上除了使用說明外，每

張建築物卡還有一或以上的

符號。

8. 特殊建築物：

洗好特殊建築物卡，

並面朝下放置6張

卡在「特殊建築物」

區。其他特殊建築物

卡放回盒子，在這次

遊戲中不會使用到。

1. 遊戲圖板：
將遊戲圖板如同右圖放置，

左中右的順序為： 

 

左：財政部 

中：建築物計畫區 

右：船隻空格

6. 起始供給：

完整版遊戲開始前，放置2

法郎、2條魚、2個木材、1份

黏土在相對應的供給區。

（見下圖供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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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時間版：

每位玩家得到5法郎與1個

煤。抽6張特殊建築物卡面朝

下放在這裡

短時間版本：

不用放特殊建築物卡。在每

一個供給區多放1個貨物，每

位玩家得到5法郎、2煤、2

木材、2黏土、2鐵、2魚、1

牛與1毛皮。特殊設置－需要

用到價值為2的木船：單人遊

戲：得到其中1艘木船，另1

艘放在木船格。兩人遊戲：

每位玩家各得1艘木船。

特殊建築物卡

煤資源補充區 建築計畫區I 建築計畫區II 建築計畫區III 毛皮資源補充區

牛資源補充區穀物資源補充區鐵資源補充區黏土資源補充區木材資源補充區魚資源補充區
財政部

牛供給區穀物供給區鐵供給區黏土供給區木材供給區魚供給區法郎供給區

起始：2 起始：2 起始：2

每輪起始

每
輪
結
束

計輪卡

當最後一張計輪卡
被翻過來，每位玩家可
以執行一次最後行動。

在最後行動階段，
每棟建築物可以被
超過1位玩家佔據。

木船格

木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鐵船格 

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鋼鐵船格

鋼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豪華遊輪格

豪華遊輪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
建築物行動

起始：1

Ordnungszahl

建築物類型

14. 船卡：

當計輪卡被使用過後將它翻面，這樣就有一艘新的船進入遊戲。船卡

（從木船到豪華遊輪），與基本建築物卡標示方式相同：最上面那行顯

示建設成本，第二行標示價值（下面為售價）、船的類型與船的符號。

15. 借貸卡： 

遊戲開始時將借貸卡放在遊戲圖

板旁，也有可能在遊戲中都不會

使用到。

16. 計輪概述卡：

在每個遊戲中只會有一張適合玩

家人數的計輪概述卡，一面是完

整版本遊戲，另一面是短時間版

本遊戲。

12. 建築計畫區： 

將保留的基本建築卡混洗，並平分

成3堆。將它們翻到正面並按照排序

編號（右上角）排好，最小的數字在

最上面。將牌堆在遊戲圖板上向上

展開，讓每張卡片最下面一行是可以

被看到的。

最上面的建築物是可以被建造或購

買的，卡片最後一行露出來讓玩家

可以知道接下來哪一棟建築物可以

被建造或購買的（同時也知道建築

成本或價值）。

10. 鎮上的起始建築：

綠色的營造廠卡以及2張

建設公司卡從建築物牌堆

中移除，放在遊戲圖板的

旁邊。這些建築在遊戲開

始前已經被建好，並屬於

城鎮。

11. 基本建築物卡排序：

每張基本建築物卡背面顯示這張卡在遊戲中是否會被使用到，按

照玩家人數挑選背後有打勾的卡片。完整版本是看顏色較深的大勾

勾，短時間版本是看顏色淺的小勾勾。

如果卡片上在適合人數那格沒有打勾，則從遊戲中移除。（特例：如

果卡片上標示「起始」而沒有打勾，則將它放在起始建築旁邊。）例

如：3人完整版本遊戲，移除碼頭、保留鋸木廠。（如右圖標示這兩張

卡片的背面欄位）

13. 計輪卡：

將計輪卡翻到「收穫」（或

是「無收穫」）那面，並按

照玩家人數與輪數將它們

排序，計輪卡朝上放在遊

戲圖板中，第一回合在最

上面。

計輪卡顯示不同玩家人數

的輪數，如果玩家人數上

沒有相對應的輪數，則將

它從遊戲中移除。

許多計輪卡上有兩個數字，

短時間版本的遊戲看顏色

淺的小圈圈。

17. 食物生產板塊：

將食物生產板塊放在遊

戲圖板旁。

‧在2人短時間版本遊戲，每一位玩家起始都有一

艘價值2的木船。

‧計輪卡按照淺色小圈圈的數字排序，而不是深

色大圈圈的數字。

‧計輪概述卡請看「短時間版本」那面。

‧當翻開一張計輪卡時，不要看右邊上面的數字

（灰底）而是看下面的數字（白底）。 

（參見第11頁，遊戲順暢的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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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進行
在計輪階段，依據玩家遊戲人數進行固定的輪數。一輪由7個玩家的回合組成，其

他如計輪卡所述。

在最後階段，每一位玩家執行最後一次行動，然後結算每個人的財富，最多財產的

人贏得遊戲。

計輪階段
住的離水最近的玩家為起始玩家，起始玩家獲得起始玩家板塊，在他的行動結束

後，遊戲依順時針的方向進行。

每個玩家的回合
每個玩家的回合包括兩個強制行動與數個額外行動。玩家必須進行第一個補給行

動，然後執行主要行動。額外行動如購買、出售，是可以在玩家回合的任何時間進

行。

補給行動

在每個玩家的第一個行動，都是新貨物到港口，將相對應的資源放到供給區。

‧ 玩家將自己的船型指示物放到下一個空的補給板塊上（依照箭頭的方向）。在

第一輪回合中，補給板塊面朝下直到有船在上面，它們才會被翻開，遊戲結束

前它們都不會改變位置。

‧ 每個補給板塊上會有兩種指示物（貨物或是法郎），玩家各由資源補充區拿取

一個相對應的資源放到供給區，指示物的未加工那面朝上，指示物邊框會顯

示他是否加工過。

‧ 當一個玩家的船放到第七個補充板塊上時，為此輪的最後一個行動回合，這一

次行動結束後，最接近的輪數計輪卡會結算（參見第7頁「一輪結束」），然後將

卡片翻面。之後新的一輪開始，下一位玩家從第一個補給板塊開始補給行動。

‧ 借貸卡的利息：

七張補給板塊中，有一個標示著「利息」，每當玩家放置船在這個板塊上，所有

向銀行借貸的玩家都需要繳交1法郎的利息（不管他借貸多少）。若有一位玩家

無法支付法郎，他必須賣出建築物、船隻或是再借貸（參見第10頁「借貸卡」），

然後支付這1法郎。

完整時間版：

每位玩家得到5法郎與1個

煤。抽6張特殊建築物卡面朝

下放在這裡

短時間版本：

不用放特殊建築物卡。在每

一個供給區多放1個貨物，每

位玩家得到5法郎、2煤、2

木材、2黏土、2鐵、2魚、1

牛與1毛皮。特殊設置－需要

用到價值為2的木船：單人遊

戲：得到其中1艘木船，另1

艘放在木船格。兩人遊戲：

每位玩家各得1艘木船。

特殊建築物卡

煤資源補充區 建築計畫區I 建築計畫區II 建築計畫區III 毛皮資源補充區

牛資源補充區穀物資源補充區鐵資源補充區黏土資源補充區木材資源補充區魚資源補充區
財政部

牛供給區穀物供給區鐵供給區黏土供給區木材供給區魚供給區法郎供給區

起始：2 起始：2 起始：2

每輪起始

每
輪
結
束

計輪卡

當最後一張計輪卡
被翻過來，每位玩家可
以執行一次最後行動。

在最後行動階段，
每棟建築物可以被
超過1位玩家佔據。

木船格

木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鐵船格 

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鋼鐵船格

鋼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豪華遊輪格

豪華遊輪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
建築物行動

起始：1

完整時間版：

每位玩家得到5法郎與1個

煤。抽6張特殊建築物卡面朝

下放在這裡

短時間版本：

不用放特殊建築物卡。在每

一個供給區多放1個貨物，每

位玩家得到5法郎、2煤、2

木材、2黏土、2鐵、2魚、1

牛與1毛皮。特殊設置－需要

用到價值為2的木船：單人遊

戲：得到其中1艘木船，另1

艘放在木船格。兩人遊戲：

每位玩家各得1艘木船。

特殊建築物卡

煤資源補充區 建築計畫區I 建築計畫區II 建築計畫區III 毛皮資源補充區

牛資源補充區穀物資源補充區鐵資源補充區黏土資源補充區木材資源補充區魚資源補充區
財政部

牛供給區穀物供給區鐵供給區黏土供給區木材供給區魚供給區法郎供給區

起始：2 起始：2 起始：2

每輪起始

每
輪
結
束

計輪卡

當最後一張計輪卡
被翻過來，每位玩家可
以執行一次最後行動。

在最後行動階段，
每棟建築物可以被
超過1位玩家佔據。

木船格

木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鐵船格 

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鋼鐵船格

鋼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豪華遊輪格

豪華遊輪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
建築物行動

起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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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行動

補給行動後是主要行動，主要行動也是強制執行，玩家必須從兩個主要行動中選擇

一個執行：從一個供給區拿取貨物，或是執行建築物的行動效果。

主要行動A：從供給區拿走貨物

‧ 玩家將一個供給區的所有指示物（貨物或是法郎）都拿走。

‧ 每位玩家的個人貨物沒有上限，所有的貨物和法郎面朝上，它們是公開的並不

是隱藏資訊。

主要行動B：建築物行動

‧ 進入建築物

大部分的建築物能讓訪客執行一個行動（例如：建造其他的建築物），或是將未

加工的貨物升級。執行一個建築物行動，玩家必須進入建築物，將他們的人物

指示物移動至未被佔用的建築物上。 

玩家可以進入鎮上的建築物或是其他玩家的建築物。 

建築物的行動在第6頁及建築物一覽表都有詳細說明。

‧ 使用費

使用其他玩家的建築物需要支付使用費，使用費在建築物卡的右上角（在建設

成本和排序編號的中間）。在進入建築物、使用該建築前，必須支付食物或法

郎給擁有的玩家。 

如果食物或金錢中間有／分開，則玩家只需要支付其中一種作為使用費。 

如果玩家無法支付使用費，則他無法使用該建築物。一位玩家進入一個建築物

必須執行該建築物的行動。

注意：在這個遊戲中，法郎可以1:1替換食物，但食物不能替代金錢。

額外行動：購買與出售

‧購買

 除了補給和主要行動外，在自己的回合中，玩家可以隨時（在補給行動前或是主

要行動前）購買一間或多間建築物與船隻。 

（詳細參見第9頁「規則釋義」） 

 建築物：任何時間，所有鎮上的建築物，以及建築計畫區最上方的3張建築物卡

是可以被購買的，大多的情況，建築物的購買費用是它的價值，如果費用不同會

顯示在價值下面（售價）。玩家可以從同一個計畫區依序購買多棟建築。

 

完整時間版：

每位玩家得到5法郎與1個

煤。抽6張特殊建築物卡面朝

下放在這裡

短時間版本：

不用放特殊建築物卡。在每

一個供給區多放1個貨物，每

位玩家得到5法郎、2煤、2

木材、2黏土、2鐵、2魚、1

牛與1毛皮。特殊設置－需要

用到價值為2的木船：單人遊

戲：得到其中1艘木船，另1

艘放在木船格。兩人遊戲：

每位玩家各得1艘木船。

特殊建築物卡

煤資源補充區 建築計畫區I 建築計畫區II 建築計畫區III 毛皮資源補充區

牛資源補充區穀物資源補充區鐵資源補充區黏土資源補充區木材資源補充區魚資源補充區
財政部

牛供給區穀物供給區鐵供給區黏土供給區木材供給區魚供給區法郎供給區

起始：2 起始：2 起始：2

每輪起始

每
輪
結
束

計輪卡

當最後一張計輪卡
被翻過來，每位玩家可
以執行一次最後行動。

在最後行動階段，
每棟建築物可以被
超過1位玩家佔據。

木船格

木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鐵船格 

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鋼鐵船格

鋼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豪華遊輪格

豪華遊輪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
建築物行動

起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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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有面朝上、放在最頂端的船可以買，每艘船的售價都比它的價值高，如同

建築物卡，售價會顯示在價值的下面。 

 

注意：造船廠還未被建造前，玩家是可以購買船的，造船廠只有在建造船時必須

存在。 

 

‧出售

建築物與船是可以賣給城鎮的。即使在其他玩家的回合也可以進行出售的行

動，但不能打斷現在玩家的行動。建築物與船出售的價格為價值的一半。

當一位玩家出售建築物時，這棟建築物被放到鎮上的建築物旁；當一位玩家出

售船時，這艘船回到該種類型船卡的頂端。

 
‧注意：

- 當一棟建築物被購入或出售時，建築物上的人物指示物會回到玩家手中（工人

被送回家）

- 在同一個玩家的回合內，不能賣出同一棟建築物又買回來。

- 不能將建築物與船隻出售給其他玩家。

- 償還貨款請參見第10頁「償還貨款」。

建築物

建設新建築物

玩家可以使用「營造廠」以及「建設公司」的行動，建造新建築物。遊戲開始時，這

些建築物歸鎮上所有，當玩家進入這些建築物時，可以支付建設成本建造在建築計

畫區最上面的建築物。

建設成本所需要的資源顯示在建築物卡的頂端（同

時也會顯示在卡片底部）。

注意：磚塊可以替代黏土，鋼鐵可以替代鐵。

建築物一覽表中有其他更多建築物卡的說明，包含完整的建築物卡列表與其行動

效果。

建造船隻

每一輪結束時，擁有船隻的玩家可以減少支付的食物量。

每一輪結束時，當計輪卡被翻開，會帶來一艘新的船隻（參見第8頁「一輪結束」的

「新的船隻」）。玩家可以透過造船廠的行動建造船隻（一次行動只能建造一艘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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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造船隻，玩家必須支付造船廠擁有者使用費、建設資源與3點能源（詳細請參

閱計輪卡背面的船隻說明）。玩家可以從木材（或木炭）及煤（或焦煤）中產生能

源。

特殊情況：

第一次使用造船廠建造一艘木船以外的船（如鐵船、鋼鐵船或豪華遊輪），使用的

玩家必須放置1塊磚塊在造船廠，讓造船廠現代化。磚塊保留在造船廠上，對所有

玩家而言，這間造船廠已經完成現代化。只有要造船的人可以使造船廠現代化，不

一定要是造船廠擁有者。

船隻非常重要！

在這個遊戲中，長期規劃食物供應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若玩家在遊戲開始時沒有足

夠的穀物或牛，建議要盡量早點建造或購買船隻─否則他可能會花大部分遊戲的

時間在獲取食物。遊戲進入中期，對每位玩家來說建造船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

沒有船就無法從遊戲中獲勝！

一輪結束

收穫階段

在收穫階段，達到以下條件的玩家，可以得到穀物與牛隻：當一位玩家有至少一

個穀物，才會再得到一個穀物；一位玩家至少要有2頭牛，才會再得到一頭牛。

當計輪卡上顯示「無收穫」，則穀物與牛不會增加。

餵食階段

每位玩家需支付計輪卡上飯鍋裡顯示的食物量。船隻可以幫助支付食物需求，

每一艘玩家所擁有的船，可減免的食物量顯示在船卡上。若一位玩家付不出足

夠的食物量，則他必須賣掉建築物或是拿取借貸卡（參見第10頁「借貸卡」）。

每經過7個玩家的回合，最上面的計輪卡要進行結算。

找到對應到玩家人數的位置。

第二個數字表示輪數，完整版本遊戲看咖啡色的圈，短時間版看淺

色圈。

第三個數字，飯鍋裡的數字，表示每位玩家在餵食階段需支付的食

物量。

第四個物件可能會顯示一個建築物的圖示（參見第8頁「小鎮建設的

建築物」）

最右邊的格子是這輪數起始玩家提醒，只會與一輪的開始有關係（

參見第11頁，「遊戲順暢的小技巧」的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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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每1法郎可以被視為1份食物，玩家可以使用法郎支付全部或部分食物。

- 當玩家建造船隻時，他們會獲得對應玩家數量的食物生產板塊，板塊表示該玩

家每輪從船卡得到的食物。

- 如果一位玩家擁有的船隻生產的食物超過需求量，或是一位玩家支付超過的食

物量（例如：支付「肉」指示物，3份食物），多支付的部分無法找零。

小鎮建設的建築物

某些計輪卡上會有  或  這兩種牌的符號，表示一棟建築物或一棟特殊建

築物會被加入鎮上建築物。

- 基本建築物卡 ：如果計輪卡上顯示的是基本建築物卡，則從建築計畫區中，

選擇排序編號最小（排序編號在卡片右上角）的建築物放到鎮上。

- 特殊建築物卡 ：如果計輪卡上顯示的是特殊建築物，則將最上面覆蓋的特

殊建築物翻開（詳細內容請參閱建築物一覽表「市場」的內容）。

新的船隻 

當計輪卡結算後，將計輪卡翻到背面，會有一艘新船隻加入遊戲，將新的船放在

該種類船卡的最上面（見第3頁的遊戲圖板）。

　　

下一輪

下一位玩家開始新的一輪（可以參閱第11頁「遊戲順暢的小技巧」的第一點）。

計輪概述卡

計輪概述卡提供所有輪數的概況。

‧卡片上面第一行，棕色圈圈的數字顯示遊戲輪數。

‧第二行數字（在輪數下面、飯鍋圖形內），顯示每一輪結束每一位玩家需要支

付的食物量。

‧第三行表示

A.一輪結束有無基本建築物或特殊建築物被建造出來。

B.有無收穫階段。

‧第四行與第五行表示哪一種船卡在輪結算後會被加入遊戲中，例如：「2」與「

木船」，表示會有一艘價值2法郎的木船加入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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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階段

當最後一張計輪卡結算完，遊戲進入最後階段。

最後行動
每位玩家只有一個回合，僅能執行一次主要行動（見第5頁）。不能執行補給與購買

行動、也不需要支付借貸的利息。玩家仍然可以償還貸款、出售建築物及船隻。

由起始玩家開始，每位玩家輪流執行一個回合。

注意：只有最後階段，人物指示物可以重複進入已經有人使用的建築物。在最後階

段，每一位玩家都有機會可以使用任一個建築物，唯一不能使用的建築物，是原本

該玩家已經站著的建築物。

遊戲結束及勝利者 
最後行動結束後，遊戲結束。最富有的玩家獲得勝利！

玩家的財富包括：

‧建築物與船隻所標註的價值（卡片名稱左邊的數字）

‧有加號  的建築物，會根據玩家擁有的建築物或貨物數量而提供額外的價值（

例如：銀行）（詳請參閱卡片的文字與圖片說明）。 

‧現金

‧每張未償還的借貸卡扣7法郎

玩家的貨物是沒有價值的（例外：倉庫）。

如果遊戲結算獲得平手，則同時有多位勝利者！

重要提示（第一次玩之前閱讀！）

規則釋義
‧ 建造與購買的差異 

建築物與船隻可以被建造與購買，通常玩家透過建造的方式取得，以下說明兩

者重要差異：

建造是主要行動，玩家須使用建築效果來建築，從建設計畫區選擇建築

物，並且需要支付建設成本。

購買是額外行動，需要花費金錢。

不論是建造或是購買，玩家都會將該張建築物卡拿到自己面前。

‧只有建築計畫區的建築物可以被建造

 建築計畫區最上面的建築物是可以被建造或購買的。但鎮上的建築物（或小鎮

建設的建築物）不能被建造，只可以被購買（因為它們已經被建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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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物無上限

 遊戲供給的指示物（貨物與法郎）是沒有上限的。如果其中一種貨物的指示物

沒有了，可以使用「2食物生產板塊」背面的5x（五倍板）來表示。當有一個貨物

放在五倍板上，將其視為5個貨物。

‧建築計畫區牌堆用光

 如果有任一建築計畫區被清空，就讓它維持清空的狀況。

‧可以換錢，但不能換食物與能源

 在遊戲過程中，任何時間玩家可以將五個1法郎兌換成5法郎（以此類推），當他

們支付過量的金額可以找零。當玩家使用食物支付建築物使用費或餵食階段支

付食物時，付出超過需要的量不會被找零。

同樣的，當玩家使用建築物行動支付能源時，多餘的能源不會歸還。

‧總是不利玩家

 在許多建築物卡上，玩家可以得到一半貨物、一半法郎或需要支付一半能源。總

是不利玩家：當一位玩家得到一半的資源時，向下取整數（意指無條件捨去）；

當一位玩家要支付一半的資源時，向上取整數（無條件進位）。

借貸卡
‧貸款

 當玩家付不出應該付的貸款利息（參見第4頁「補給行動」），或是在餵食階段付

不出需要的食物時（參見第7頁「一輪結束」），玩家才能拿一張或多張貸款卡。

當玩家有食物或錢必須支付，除非他仍然無法支付需求量，他可以再拿一張新

的借貸卡。玩家獲得借貸卡後，必須將借貸卡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

透過借貸卡玩家可以獲得4法郎，玩家不會被強迫出售建築物。

‧償還貸款  

遊戲中任何時間都可以還貸款（即使在繳交貸款利息前），償還貸款須繳交5法

郎，若未償還，遊戲結束時每張貸款卡會扣玩家總資產7法郎（參見第9頁「遊戲

結束及勝利者」）。

建築物

‧建築物卡總共有五類：工藝業 、商業 、工業 、公共建築

市場、土窯與黑市這三種建築物則視為非建築物（無符號）。 

‧大多數建築物允許訪客執行建築物行動。其他不提供玩家執行行動的建築物（

例如：銀行），只對擁有的玩家有意義，這些建築物卡右上角有一個上鎖的標

記。

‧遊戲一開始，只有工藝業有意義的（參見建築物一覽表的「市場」與「市政廣場」

）。（接第11頁）各種建築物的差異只對基本建築物的「市政廳」與「銀行」、特

殊建築物的「公會」與「創業園區」有影響。這些建築物的價值會隨著玩家擁有

的建築物種類而異動。

如果卡片右下角有加號，表示其價值與其他卡片或是資源有關。（參見第10頁「

銀行」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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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卡片上如果有「榔頭」或「漁夫」標記在不同建築物會有優勢（詳細參見建

築物一覽表）。

擁有「榔頭標記」建築物的玩家，在土窯、煤礦坑會有額外的收穫；

擁有「漁夫標記」建築物的玩家，在漁場、市政廣場會有額外的收穫。

‧當卡片上有／符號時，表示「或」。

其他的情況都視作「和」，有些建築物行動，一個行動回合可以執行

多次行動（例如：市場、商務中心）。

‧箭頭表示可以讓貨品升級，若玩家執行這個行動，除非卡片上有限制，否則他可

以升級任意數量的貨品。若有限制升級次數，會顯示在箭頭內（例如：「6x」）。

有時箭頭上還有升級條件，可能在貨品升級時需要支付能源（例如：麵包廠及製

磚廠）。

遊戲順暢的小技巧

‧每一輪由誰開始?

 每當計輪卡結算完，翻到船卡那面時，計輪卡的最右邊會顯示下一輪哪一位玩

家為第一個行動的人：「1」是起始玩家，「2」表示第二位玩家，以此類推，這也確

保玩家每輪都有結算計輪卡。

在短時間版本，看下面較淺色格子內的數字，為第一個行動的人。

‧食物儲藏室

（食物儲藏室用來儲存食物） 

食物儲藏室在回合概述卡的背面，可以幫助玩家評估該一輪結束前自己有多少

食物。玩家可以將餵食階段需要的食物指示物放置在食物儲藏室，回合結算時

繳交，或者是將食物生產板塊放置在食物儲藏室，提醒玩家擁有的船隻可提供

多少食物。（參見第7頁「餵食階段」）

‧宣布收穫祭

 每一輪結束時，玩家應該宣布「收穫祭」，所有玩家可以互相提醒這階段他們可

以多得到一份穀物與牛隻。

‧建築物可以被賣出

大家常常會忘記建築物可以在任意時間出售，新手玩家常常會覺得自己付不起

建築的使用費，所以選擇其他行動；但其實他可以賣出一棟建築物以獲得使用建

築物的費用。在遊戲尾聲，出售便宜的建築物或木船是非常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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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倒置

 我們建議玩家將他們的建築物卡牌倒著放，這樣其他玩家可以更容易地閱讀它

們。 

‧主要行動之後，輪到下一位玩家的回合

 當一位玩家完成他的主要行動之後不用宣稱他結束了，下一位玩家可以直接進

行他的回合。有些玩家會在主要行動後出售或購買建築物，但這是很少見的，如

果該玩家想要這麼做，他可以請下一位玩家等一下再開始他的回合。

‧輪數 

 計輪卡的數量與玩家進行的遊戲輪數相同，計輪卡會在遊戲起始時，會按照順

序放好。玩家可以透過計輪卡，檢視目前進行到哪一輪。

‧最後行動

 一般而言，最後一次行動對遊戲影響不大，玩家可以同時進行行動。但在一些少

見的情況，行動順序可能影響遊戲，例如：需要支付使用費，或是要建造豪華遊

輪，則可以依照原本的遊戲順序。

遊戲一輪的詳細範例，與所有卡牌的資訊可以參見建築物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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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輪示範
David(紅色玩家)、Fraser(綠色玩家)、Dale(藍色玩家)正常玩完整版的遊戲。每個人起始獲得5法

郎、1個煤，在供給區會有1個黏土、2個木材、2條魚、2法郎(可以參見「遊戲設置和配件說明」的第6

及第7點)。

1. 紅色 玩家翻開第一張補給板塊，並將他的船型指示物放上去，板塊上顯示的是鐵跟法郎，則從

資源補充區拿1塊鐵放上鐵的供給區，從資源補充區拿取1法郎放在法郎供給區。然後他從法郎供

給區拿走3法郎（主要行動），現在他有8法郎了。他可以使用額外行動購買一棟建築物（例如：6法郎

買市場），不過這名玩家沒有這麼做。 

2. 綠色玩家翻開第二個補給板塊，是要添加木材與魚在相對應的供給區上，然後他將他的船型指

示物放在補給板塊上，他拿走3個木材（主要行動）。

3. 藍色玩家翻開下一張補給板塊，並將船型指示物放上去，然後將魚與穀物從資源補充區放到供

給區，然後他從供給區拿走4條魚（主要行動）。

4. 紅色玩家翻開第四張補給板塊，並將木材與牛加入供給區，他將他的船型指示物從第一個補給

板塊移到他剛翻開的板塊上。現在供給區有1個木材、1個黏土、1塊鐵、1個穀物與1頭牛。

紅色玩家先使用額外行動支付6法郎購買市場建築物，然後他的主要行動是將自己的指示物放在市

場上，因為這是他擁有的建築物，所以不需要支付使用費，他從資源補充區拿1個煤與1個穀物（兩

個不同的基本貨物），然後看了一下特殊建築物牌堆最上面兩張。（詳細參考「市場」的說明）

5. 綠色玩家將他的船型指示物移動到第五個補給板塊上，然後將木材、1法郎加到供給區，他將他

的人物指示物放在建設公司（不需要支付使用費的那棟），他將三個木材回到資源補充區，建造航

線。

6. 下一個補給板塊為供給區帶來1條魚與1個黏土，現在供給區有1法郎、1條魚、2個木材、2個黏

土、1塊鐵、1個穀物與1頭牛，因為航線可以賺錢，藍色玩家有考慮要花14法郎買木船，他從供給區

拿2個木材。 

7. 紅色玩家現在執行遊戲的第七回合，並在供給區補上木材與黏土，現在供給區總共有3個黏土、

每種貨物各1個，紅色玩家想「越多越好」，所以他拿了3個黏土。

現在結束一輪，結算計輪卡，每位玩家需要支付兩份食物，藍色玩家付了2條魚，紅色與綠色玩家

各付2法郎，三人遊戲的第一輪無收穫，如果是豐收的話，紅色玩家獲得1個穀物。計輪卡結算完成

後，翻過來變成第一艘進入遊戲的船。

8. 綠色玩家開始第二輪，將他的船型指示物從第5個補給板塊移到第1個補給板塊，將1塊鐵、1法郎

從資源補充區拿到供給區。在接下來的遊戲中補給板塊維持面朝上，而且不會改變它們的位置。接

著綠色玩家可以執行他的主要行動了。

基本建築物
總共有33棟基本建築物，但會因為玩家人數調整，

不是所有建築物都會用到（參見遊戲規則的「遊戲

設置和配件說明」）。

33棟基本建築物中，有9個工藝業、6個商業、10個

工業、4個公共建築和4個非建築；所有建築物上共

有6個漁夫標記、8個榔頭標記。

市場   （N，排序編號01，價值6，使用費：2份食物

或1法郎，建造成本：2個木材）玩家可以選擇2種

不同的基本貨物，然後從資源補充區各拿取一個（

不是從供給區！）。基本貨物可以藉由指示物的邊

框辨識出來，玩家可以選擇魚、木材、黏土、鐵、穀

物、牛隻、毛皮或是煤。玩家如果擁有工藝業建築，

每有一棟可以多選擇一種基本貨物，但同一種基本

貨物不能重複拿取，所以一位玩家最多可以得到8個

貨物。這個行動之後，玩家可以看特殊建築物牌卡

最上面的兩張，然後任意順序放回牌頂。遊戲結束

時，特殊建築物牌堆永遠不會是空的，這讓市場使

用者可以一直影響特殊建築物的順序。當玩家在看

特殊建築物時，下一位玩家可以開始他的回合。

鋸木廠   （I，排序編號02，價值14，無使用費，建

造成本：1個黏土、1塊鐵）鋸木廠與建設公司有些

類似，鋸木廠讓玩家可以建造建築物但不能建造船

隻，這張卡片的名字背景是綠色，如同建設公司與

營造廠。玩家可以使用鋸木廠的建築物行動，建造

建築計畫牌堆最上面的三個建築物之一，但這個建

築物至少需花費一個木材作為建造成本。鋸木廠

的優勢，在於建築時可以少支付一個木材成本。鎮

上的建築物無法被建造，它們已經被建造好了，只

能被購買。技巧：在遊戲初期可以將鋸木廠賣掉，

換取購買木船的資金，漁場與炭窯也可以採取相同

的策略。

漁場   （C，排序編號03，價值10，無使用費，建造

成本：1個木材、1個黏土、1個漁夫標記）玩家執行

漁場的建築物行動，可以從資源補充區領3條魚。此

外，如果玩家擁有的建築物卡上有漁夫標記，每個

標記可以多領1條魚。漁場本身也有1個漁夫標記。 

木工廠   （C，排序編號04，價值8，使用費：1份食

物，建造成本：3個木材，1個榔頭標記）玩家付出

1-3個木材回資源補充區，可以從財政部獲得5-7法

郎。技巧：遊戲早期多使用木工廠，可以獲得購買木

船的錢。  

麵包廠   （C，排序編號05，價值8，使用費：1份食

物，建造成本：2個黏土）玩家可以將任意數量的穀

物升級成麵包，即將指示物翻轉到背面。每烤1塊麵

包需要支付1/2點能源（向上取整數）。舉例來說，

要烤3塊麵包需要支付2點能源。每烤2塊麵包可以

額外獲得1法郎（向下取整數）。玩家使用1個焦煤

最多可以烤20塊麵包。

五金行   （C，排序編號06，價值8，使用費：1份食

物，建造成本：3個木材、1個黏土，1個榔頭標記、1

個漁夫標記）進入五金行的玩家可以從資源補充區

獲得1個木材、1個磚塊、1塊鐵。磚塊可以用來讓造

船廠現代化，建造皮革工廠與菜市場。除了五金行

之外，製磚廠也是一個獲得磚塊的方式。

炭窯   （C，排序編號07，價值8，無使用費，建造

成本：1個黏土）玩家可以將任意數量的木材升級

成木炭，即將指示物翻轉到背面。若玩家使用這個

建築物行動，並不用將所有木材都升級；升級木炭

不需要支付能源點數，製造木炭本身即能提供需要

的能源。

到背面，此外，該名玩家每屠宰2頭牛，可以獲得1

個毛皮（向下取整數），每屠宰4-5頭牛，可以獲得

2個毛皮。 毛皮是屠宰牛的副產品，它們可以升級

成皮革，可以參見附錄最後一頁：「我可以如何使用

皮革」。

土窯   （N，排序編號10，價值2，使用費：1份食

物，土窯不能被建造，只能購買）玩家使用土窯的

建築物行動，可以從資源補充區領3個黏土，如果玩

家擁有的建築物卡上有榔頭標記，每個標記可以多

領1個黏土。

煙燻廠   （C，排序編號08，價值6，使用費：2份食

物或1法郎，建造成本：2個木材與1個黏土、1個漁

夫標記）使用煙燻廠的建築物行動，玩家最多可以

將6條魚升級成煙燻魚，即將指示物翻轉到背面。

不論升級幾條魚，都只需要支付1點能源，而升級2

條魚會獲得1法郎（向下取整數），即玩家升級2-3

條魚可以獲得1法郎，升級4-5條魚可以獲得2法郎，

以此類推。

屠宰場   （C，排序編號09，價值8，使用費：2法

郎，建造成本：1份木材、1個黏土、1塊鐵）玩家可

以將任意數量的牛隻轉換成肉，即將指示物翻轉

I

建築物一覽表

完整時間版：

每位玩家得到5法郎與1個

煤。抽6張特殊建築物卡面朝

下放在這裡

短時間版本：

不用放特殊建築物卡。在每

一個供給區多放1個貨物，每

位玩家得到5法郎、2煤、2

木材、2黏土、2鐵、2魚、1

牛與1毛皮。特殊設置－需要

用到價值為2的木船：單人遊

戲：得到其中1艘木船，另1

艘放在木船格。兩人遊戲：

每位玩家各得1艘木船。

特殊建築物卡

煤資源補充區 建築計畫區I 建築計畫區II 建築計畫區III 毛皮資源補充區

牛資源補充區穀物資源補充區鐵資源補充區黏土資源補充區木材資源補充區魚資源補充區
財政部

牛供給區穀物供給區鐵供給區黏土供給區木材供給區魚供給區法郎供給區

起始：2 起始：2 起始：2

每輪起始

每
輪
結
束

計輪卡

當最後一張計輪卡
被翻過來，每位玩家可
以執行一次最後行動。

在最後行動階段，
每棟建築物可以被
超過1位玩家佔據。

木船格

木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鐵船格 

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鋼鐵船格

鋼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豪華遊輪格

豪華遊輪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
建築物行動

起始：1
完整時間版：

每位玩家得到5法郎與1個

煤。抽6張特殊建築物卡面朝

下放在這裡

短時間版本：

不用放特殊建築物卡。在每

一個供給區多放1個貨物，每

位玩家得到5法郎、2煤、2

木材、2黏土、2鐵、2魚、1

牛與1毛皮。特殊設置－需要

用到價值為2的木船：單人遊

戲：得到其中1艘木船，另1

艘放在木船格。兩人遊戲：

每位玩家各得1艘木船。

特殊建築物卡

煤資源補充區 建築計畫區I 建築計畫區II 建築計畫區III 毛皮資源補充區

牛資源補充區穀物資源補充區鐵資源補充區黏土資源補充區木材資源補充區魚資源補充區
財政部

牛供給區穀物供給區鐵供給區黏土供給區木材供給區魚供給區法郎供給區

起始：2 起始：2 起始：2

每輪起始

每
輪
結
束

計輪卡

當最後一張計輪卡
被翻過來，每位玩家可
以執行一次最後行動。

在最後行動階段，
每棟建築物可以被
超過1位玩家佔據。

木船格

木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鐵船格 

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鋼鐵船格

鋼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豪華遊輪格

豪華遊輪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
建築物行動

起始：1

完整時間版：

每位玩家得到5法郎與1個

煤。抽6張特殊建築物卡面朝

下放在這裡

短時間版本：

不用放特殊建築物卡。在每

一個供給區多放1個貨物，每

位玩家得到5法郎、2煤、2

木材、2黏土、2鐵、2魚、1

牛與1毛皮。特殊設置－需要

用到價值為2的木船：單人遊

戲：得到其中1艘木船，另1

艘放在木船格。兩人遊戲：

每位玩家各得1艘木船。

特殊建築物卡

煤資源補充區 建築計畫區I 建築計畫區II 建築計畫區III 毛皮資源補充區

牛資源補充區穀物資源補充區鐵資源補充區黏土資源補充區木材資源補充區魚資源補充區
財政部

牛供給區穀物供給區鐵供給區黏土供給區木材供給區魚供給區法郎供給區

起始：2 起始：2 起始：2

每輪起始

每
輪
結
束

計輪卡

當最後一張計輪卡
被翻過來，每位玩家可
以執行一次最後行動。

在最後行動階段，
每棟建築物可以被
超過1位玩家佔據。

木船格

木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鐵船格 

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鋼鐵船格

鋼鐵船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建築物行動
或是

使用額外行動購買船隻。

豪華遊輪格

豪華遊輪建造成本  

需使用造船廠的
建築物行動

起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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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心   （P，排序編號11，價值10，使用費：1份

食物，建造成本：1份木材、1個黏土、1個漁夫標記）

使用的玩家會得到財政部補助，每有一位其他玩家

指示物（自己的不算）在自己的建築物內，使用藝術

中心的玩家可以得到4法郎補助。第一次遊玩的玩

家，應該注意遊戲中可以贏得8法郎或更多錢的機

會，不要錯過這個大好機會！藝術中心只有在遊玩

人數4人以上時使用，當遊玩人數太少時，它的建築

物行動太弱。

造船廠   （I，共2張，排序編號12/17，價值14，使

用費：2份食物，建造成本：2個木材、2個黏土、2塊

鐵，需要現代化，1個漁夫標記）玩家進入造船廠，

支付建造船的成本（包括3點能源）可以建造船隻，

玩家一次只能建造一艘船。玩家只能建造已經出現

在遊戲圖板上的船隻，且只能建造牌堆最上面那一

張。第一位在造船廠建造非木船的玩家，需要支付

一個磚塊讓造船廠現代化，磚塊保留在造船廠的卡

片上，直到遊戲結束。只有要建造船隻的玩家可以

讓造船廠現代化。已經完成現代化的造船廠，之後

再建造鐵船、鋼鐵船或豪華遊輪時不需要再進行現

代化。造船廠在遊戲規則中有詳細說明（參見第6頁

「建築物與船隻」章節的「建造船隻」）。同類型的

船隻提供等量的食物，唯一的差異是價值，越後期

的船隻價值越高，但豪華遊輪是例外，第一艘豪華

遊輪價值38，最後一艘是30。）

黑市   （N，排序編號13，價值2，使用費：1份食

物）黑市只能被購買無法被建造，使用黑市的玩家

可以從空的供給區中，各獲得2個貨物，如：1法郎、

魚、木材、黏土、鐵、穀物與牛；5法郎、煤、毛皮以

及各種升級貨物不能透過黑市取得。注意：如果遊

戲設置完成，黑市在建築計畫區的牌堆頂，我們建

議重洗、重新設置，否則起始玩家優勢太大。黑市會

多常被使用取決於它在遊戲中出現的時間，第一次

遊玩的玩家需要提高警覺，當黑市出現可以獲得4個

或以上的貨物，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製磚廠   （I，排序編號14，價值14，使用費：1份食

物，建造成本：2份木材、1個黏土、1塊鐵）玩家可

以將任意數量的黏土升級成磚塊，即將指示物翻

轉到背面。每升級1塊磚塊需要支付1/2點的能源（

向上取整數），即升級1-2塊磚塊，需要支付1點能

源，3-4塊磚塊需要支付2點能源，5-6塊磚塊需要3

點能源，以此類推。每升級2塊磚塊，玩家可以額外

獲得1法郎（向下取整數），當玩家燒2-3塊磚塊，獲

得1法郎，4-5磚塊2法郎，以此類推。 除了製磚廠，

五金行是其它可以獲得磚塊的方式。

地方法院   （P，排序編號15，價值16，無使用費，

建造成本：3個木材、2個黏土）玩家可以直接退回1

或2張借貸卡，如果玩家剛好只有1張借貸卡，可以

直接退回。如果有2張借貸卡，可以退回1張並從財

政部得到2法郎。若玩家有3或以上的借貸卡，可以

退回2張（或是選擇退1張借貸卡，從財政部得到2法

郎）。如果一位玩家有5張或以上的借貸卡，藉由地

方法院的幫助仍然有希望贏得遊戲。地方法院卡只

有在3人以上遊玩時使用（短時間版本，則只有5人

遊玩會加入），遊玩人數較少，每位玩家運送貨物

的機會多，有足夠的時間償還貸款。

煤礦坑   （I，排序編號16，價值10，使用費：2份食

物，建造成本：1個木材、3個黏土）玩家使用煤礦

坑的建築物行動，可以從資源補充區領3個煤，如果

玩家擁有的建築物卡上有榔頭標記，可以多領1個

煤，但最多也只會多領1個。技巧：因為煤礦坑的加

乘效果，建議玩家要取得1個榔頭標記（例如：買一

個建設公司或是營造廠）。如同煤礦坑的建築物行

源。焦煤主要用在移動船隻與生產鋼鐵，生產焦煤

本身不需要支付額外的能源，製造焦煤本身即能提

供需要的能源。

碼頭   （I，排序編號26，價值10，售價24，建造成

本：1個木材、2個磚塊、2塊鐵）碼頭不允許執行建

築物行動。在遊戲結束時，碼頭的價值依據擁有者

擁有的船隻數量而增加，每張船卡，不論船的種類，

替碼頭增加4法郎的價值。碼頭只有在4或以上的遊

玩人數時使用，在遊玩人數不多的情況下會太強。

塞納河大橋   （N，排序編號27，價值16，使用費：2

法郎，建造成本：3塊鐵）玩家可以賣任意數量的貨

物，每個升級過的貨物1法郎，基礎貨物必須3個一

起賣，並獲得1法郎（可以是一樣或不同的貨物）。

建築物卡的圖案是勒阿弗爾的諾曼地大橋，塞納河

大橋通常在遊戲最後用來銷售所有剩下的貨物。

市政廳   （P，排序編號28，價值6，售價30，建築

成本：4個木材、3塊磚塊）市政廳沒有建築物行動

可以執行，在遊戲結束時，市政廳的價值會受擁有

者的其他建築物影響，每一個公共建築（包括市政

廳本身）增加市政廳4法郎的價值。此外，每棟工藝

業建築增加市政廳2法郎的價值。市政廳與銀行是

非常鼓勵投資的，市政廳的擁有者需要存錢買公共

建築與工藝業建築。 

銀行   （E，排序編號29，價值16，售價40，建造成

本：4個磚塊、1個鋼鐵）銀行不提供行動，在遊戲結

束時，銀行的價值會依據擁有者的其它建築物而不

同。每個工業建築提升銀行3法郎的價值，此外每個

商業建築（包括銀行本身）提升銀行2法郎的價值。

注意：銀行是遊戲的建築物中唯一需要鋼鐵的建

築。銀行與市政廳是非常鼓勵投資的，所以擁有者

需要存錢買工業與商業建築。

教堂   （P，排序編號30，價值26，不能被購買，無

使用費，建造成本：5個木材、3個磚塊、1塊鐵）玩

家進入教堂必須有至少5個麵包和2條魚（非煙燻

魚），他進入教堂後，會額外獲得5個麵包、3條魚，

這是奇蹟！築物卡上的圖案是勒阿弗爾的聖約瑟夫

教堂，這個行動是來自聖經裡布施眾人（五餅二魚）

的故事。

建設公司   （C，排序編號B1/B2，起始建築，價值

4/6，使用費：無/1份食物，各有1個榔頭標記）建設

公司是起始建築，這些建築讓玩家建設建築物，但

不能造船，玩家可以使用建設公司建造建築計畫區

牌頂3個建築物的其中一個，小鎮建設的建築物不

能被建造─它們已經被建造好了，所以只能被購

買。建設公司的詳細內容，在規則書裡的第6頁「建

築物與船隻」章節的「建設新建築物」下也有解說。

營造廠   （I，排序編號B3，起始建築，價值8，使用

費：2份食物，1個榔頭標記）營造廠是起始建築，使

用它的建築物行動是讓玩家能從建築計畫牌庫頂建

造兩棟建築物，但無法讓玩家建造船隻。玩家可以

從同一列中連續建造兩棟建築物，玩家也可以僅建

造一棟建築，然後用額外行動購買下一棟建築物，

然後再用營造廠的效果，建造第三張的建築物。小

鎮建設的建築物不需要再被建造，它們已經被建造

過了、只能被購買。營造廠在規則書第6頁「建築物

與船隻」章節的「建設新建築物」下也有解說。

動，市場也能獲得煤，此外，在炭窯、焦煤廠也能獲

得能源。

航線   （E，排序編號18，價值10，使用費：2份食

物，建造成本：2個木材與3個磚塊、1個漁夫標記）

執行航線建築物行動的玩家，用一艘船運送貨物需

要支付3點能源，木船可以運送2個貨物、鐵船3個、

鋼鐵船4個，豪華遊輪無法用來運送貨物。每次運

送肉、煙燻魚、木炭、毛皮、磚塊與鐵，可以獲得2法

郎；如果運送牛、麵包、煤可以獲得3法郎，皮革可

以獲得4法郎，焦煤可以獲得5法郎，鋼鐵可以獲得8

法郎，其他貨物則每個1法郎。每個貨物的售價有標

示在航線卡上，在貨物指示物（右下角）也有標示。

玩家使用一艘以上的船運送貨物，可以一起支付所

有的能源，不需要分開支付。通常，玩家會用1個價

值10點能源的焦煤支付3艘船的能源。皮革、牛、

麵包最常被運送，焦煤與磚塊也很常見。每種貨物

都能被各種船運送，在同一艘船上可以是相同的貨

物，也可以是不同的。

菜市場   （E，排序編號19，價值10，使用費：1法

郎，建造成本：1個木材、1個磚塊）進入菜市場的玩

家可以從資源補充區獲得1頭牛、1塊肉、1條魚、1條

煙燻魚、1個穀物、1塊麵包。從菜市場得到的貨物

相當於8份食物，其中有些還可以拿來升級。

製革廠  （C，排序編號20，價值12，無使用費，建

造成本：1個木材、1個磚塊）使用製革廠的建築物

行動，玩家最多可以將4張毛皮升級成皮革，即將指

示物翻轉到背面。每將一張毛皮轉成皮革，玩家會

獲得額外的1法郎。在36棟特殊建築物中，有4棟可

以讓玩家將皮革賣出好價錢，同時可以參考附錄最

後一頁「我可以如何使用皮革？」。

商務辦公室   （E，排序編號21，價值12，使用費：1

法郎，建造成本：4個木材、1個黏土，1個榔頭標記

與1個漁夫標記。）使用商務辦公室的玩家，可以將

任意的4個貨物（無論有沒有升級）交換成1個鋼

鐵，法郎不算是貨物，此外，也可以選擇用任意1個

貨物交換1個木炭、1張皮革或是1塊磚塊。4個貨物

可以是一樣或不一樣的貨物，玩家使用2次商務辦

公室的建築物行動，即可收集到建造最貴的鋼鐵船

所需要的建材。

煉鐵廠   （I，排序編號22，價值12，使用費：3份食

物、1法郎，建造成本：1個木材、2個磚塊，1個榔頭

標記）玩家從資源補充區拿到3塊鐵。玩家可以付出

6點能源以取得額外一塊鐵。用6點能源換第4塊鐵

非常不划算，但有時候玩家急需鐵來建造鐵船。

煉鋼廠  （I，排序編號23，價值22，使用費：2法

郎，建造成本：4個磚塊、2塊鐵）玩家可以將任意數

量的鐵升級成鋼鐵，即將指示物翻轉到背面。每升

級一塊鐵需要支付5點能源，如果玩家同時升級1個

以上的鐵，他可以一起支付能源，不需要分開支付。

通常，玩家會使用焦煤支付能源，除了煉鋼廠之外，

玩家也可以透過商務辦公室來獲得鋼鐵。 

倉庫   （E，排序編號24，價值4，售價10，建造成

本：2個木材、2個磚塊，1個榔頭標記）

倉庫無法執行建築物行動。在遊戲結束時，倉庫的

價值會依據擁有者剩下的貨物數量增加，不論基本

或是升級的貨物，每個貨物都能增加倉庫1/2法郎的

價值（必要時，向下取整數）。倉庫只有在4人以上

遊玩時使用，在遊玩人數不多的情況下會太強。

焦煤廠   （I，排序編號25，價值18，使用費：1法

郎，建造成本：2個磚塊、2塊鐵）玩家可以將任意數

量的煤升級成焦煤，即將指示物翻轉到背面。每生

產出1個焦煤，玩家獲得1法郎。焦煤能提供10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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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建築物
每一場遊戲最多可以買到5個特殊建築物，但由於「

市場」的功能，每場遊戲會準備6張特殊建築物卡。

就像其他小鎮建設的建築物一樣，特殊建築物可以

被購買，但無法被建造（如同土窯與黑市一樣，但

足球場例外）。

36棟特殊建築物中有6個工藝業建築、14個商業建

築、6個工業建築、4個公共建築、5個非建築與1艘

船，所有特殊建築物卡上總共有13個漁夫標記、9個

榔頭標記。

勞工局   （P，排序編號001，價值6，無使用費，1個

漁夫標記）使用這個建築物行動的玩家，每有一個

漁夫標記可以從資源補充區獲得1條魚，此外，每有

一個榔頭標記，則玩家可以獲得1個煤。

麵包坊   （E，排序編號002，價值6，使用費：1份食

物）玩家可以賣出麵包，每個麵包3法郎，最多賣出

6個麵包。

法國麵包鋪   （E，排序編號003，價值4，使用費：1

份食物）玩家可以賣出1塊肉與1個麵包的組合，最

多賣4組，每賣出一組可以從財政部得到6法郎。

農莊   （E，排序編號004，價值8，使用費：1法郎、1

個漁夫標記）玩家可以從資源補充區獲得2條魚、2

份穀物、2個木材、1個毛皮與1頭牛。

成衣廠    （I，排序編號005，價值8，使用費：2份

食物或1法郎）玩家可以賣出任意組數的毛皮與皮

革組合，每一組毛皮與皮革，可以從財政部獲得7

法郎。

鐵礦與煤坑   （N，排序編號006，價值6，使用

費：1份食物，1個榔頭標記）使用這個建築物行動的

玩家，可以從資源補充區獲得2個鐵與1個煤。

漁市   （E，排序編號007，價值4，使用費：1份食

物、1個漁夫標記）玩家可以賣出最多7條魚，每條魚

2法郎。但在這裡無法賣出煙燻魚。

海產店   （E，排序編號008，價值6，使用費：1份食

物、1個漁夫標記）玩家可以在這裡賣出任意數量的

煙燻魚，1條3法郎。

魚塘與灌木林   （N，排序編號009，價值4，使用

費：1份食物、1個漁夫標記）進入魚塘與灌木林的玩

家，會從資源補充區得到3條魚、3個木材。

林中小屋   （E，排序編號010，價值4，使用費：1份

食物、1個漁夫標記）玩家可以賣出1個木材與1塊肉

的組合，最多賣四組。每賣出一組，可以從財政部獲

得5法郎。

苗圃   （C，排序編號011，價值6，使用費：1份食

物，1個榔頭標記）使用苗圃建築物行動的玩家，可

以從資源補充區獲得4個木材、從財政部獲得3法

郎。

創業園區   （N，排序編號012，價值10，售價12，1

個榔頭標記）創業園區無法執行建築物行動，在遊

戲結束時，創業園區的價值受該玩家所擁有的其他

建築物而影響。每個工業建築提升創業園區2法郎

的價值。

1頭牛。

石匠公會   （C，排序編號025，價值8，售價10，1個

榔頭標記）石匠公會無法執行建築物行動，擁有石

匠公會的玩家，建造建築物時可以少支付1個黏土

或是1個磚塊。如果建築物的建造成本沒有黏土或

磚塊，則無法減免。

傢俱廠   （I，排序編號026，價值8，使用費：2份食

物，1個榔頭標記）玩家可以賣出任意組數的1個皮

革與1個木材的組合，每賣出一組可以從財政部得

到6法郎。

市政廣場   （N，排序編號027，價值6，使用費：1法

郎）使用市政廣場的玩家，每擁有一棟工藝業建築，

可以從資源補充區拿取一個升級的貨物。升級的貨

物可以從指示物邊框辨別，玩家只能選擇不同類的

貨物，而且不能選擇鋼鐵、法郎或基本貨物。

酒館   （E，排序編號028，價值4，無使用費，1個漁

夫標記）玩家可以賣出一組木材與穀物的組合，最

多四組，每賣出一組可以從財政部獲得3法郎。

貨運公司   （E，排序編號029，價值6，使用費：1份

食物）玩家必須支付3法郎給財政部，然後從兩個相

鄰的供給區拿取所有的貨物，但不能選擇法郎。相

鄰的供給區包括：牛與穀物、穀物與鐵、鐵與黏土、

黏土與木材、木材與魚。

釀酒廠   （C，排序編號030，價值6，使用費：1份

食物）使用釀酒廠的玩家，可以賣出最多4份穀物，1

份2法郎。

足球場   （P，排序編號31，價值24，建造成本：1個

木材、2個磚塊、2塊鐵）足球場無法執行建築物行

動，足球場無法被購買，而且必須等到有一列建築

計畫清空了才能建造。足球場會一直保留在建築計

畫堆直到被建造。

煉鋼廠   （I，排序編號031，價值8，使用費：2份食

物或1法郎，1個榔頭標記）使用這個建築物行動的

玩家，可以支付15點能源將最多1塊鐵轉換成2個

鋼鐵。

牛排館   （E，排序編號032，價值6，使用費：1份食

物）玩家可以賣出一組肉與木炭最多四組，每賣出

一組可以從財政部獲得6法郎。

風力發電廠   （N，排序編號033，價值8，售價12）

風力發電廠無法執行建築物行動。擁有的玩家在主

要行動需要支付能源時，可以少消耗3點能源。如果

玩家需要支付的能源少於3點（例如：煙燻廠、麵包

廠或製磚廠），也無法得到多出來的能源。

磚塊工廠   （I，排序編號034，價值8，使用費：2份

食物，1個榔頭標記）玩家付出10法郎與3個磚塊，

從財政部獲得24法郎。

動物園   （P，排序編號035，價值8，使用費：1法

郎，1個漁夫標記）使用動物園的玩家會因為擁有的

動物而獲得金錢，每1頭牛可以獲得1/3法郎，每1條

魚可以獲得1/3法郎，兌換的金額向下取整數，但玩

家可以保留這些動物指示物。

公會   （E，排序編號013，價值4，售價8，1個漁夫

標記，1個榔頭標記）公會無法執行建築物行動，在

遊戲結束時，公會的價值會因為擁有者其他的建築

物而有差異。每一個商業建築（包含公會本身）提升

公會2法郎的價值。

港哨   （P，排序編號014，價值6，使用費：1份食

物）玩家可以支付某一位玩家1法郎，這位玩家必

須將他的人物指示物從建築物拿回來自己的面前；

而進入港哨的玩家，這時候移動他的人物指示物到

剛剛那位玩家原本站的建築物上，如果這棟建築物

非該玩家所有，需要支付使用費然後執行建築物行

動。如果建築物無法執行建築物行動，則在上面的

玩家不能被踢走，但這些建築物只會在基本遊戲的

擴充出現。 

冶煉廠   （I，排序編號015，價值10，使用費：2法

郎）使用冶煉廠的玩家，可以從資源補充區獲得1個

煤、1個焦煤、1個鐵。

餐廳   （E，排序編號016，價值6，使用費：1份食

物，1個漁夫標記）玩家可以賣出1個木材、1個煙燻

魚與1個麵包，最多三組，每組貨物可以從財政部獲

得8法郎。

狩獵小屋   （C，排序編號017，價值6，使用費：1份

食物、2個漁夫標記，1個榔頭標記）使用狩獵小屋

建築物行動的玩家，可以從資源補充區獲得2張毛

皮與3塊肉。

煤交易鋪   （E，排序編號018，價值4，使用費：1

份食物）玩家可以用1份食物換1個資源補充區的木

炭，或是用2份食物換1個煤。食物可以加在一起計

算，例如，一位玩家可以用2塊肉，價值6份食物換3

個煤。即使是在煤交易鋪，玩家仍然可以用法郎代

替食物。

甜點店   （E，排序編號019，價值6，使用費：1份食

物）使用甜點店建築物行動的玩家，可以賣出一組

麵包與穀物的組合，最多三組，每賣出一組可以從

財政部獲得5法郎。

毛皮商   （C，排序編號020，價值6，使用費：1份食

物）玩家可以將任意數量的毛皮換成麵包，此外，可

以賣出皮革換得5法郎，最多兩次。

皮革工業   （I，排序編號021，價值8，使用費：2份

食物）玩家交回3個皮革，然後付出手上的14法郎，

就可以從財政部獲得30法郎。

磚窯   （C，排序編號022，價值6，使用費：1份食

物）使用這個建築物行動的玩家，可以用1個黏土與

1點能源交換3個磚塊。

豪華遊艇   （S，排序編號023，價值20，1個漁夫標

記）豪華遊艇被小鎮建造後，玩家主要行動時，可以

進入造船廠支付使用費，免費將一艘自己的鐵船換

成豪華遊艇，被交換的鐵船會被移除遊戲。豪華遊

艇被算作鐵船的一種，但不能航行在航線上，也無

法在每輪結束時提供玩家食物。豪華遊艇無法執行

建築物行動。

飼養場   （E，排序編號024，價值6，售價8）飼養

場無法執行建築物行動，但如果擁有飼養場的玩家

有2-6頭牛，他在每次收穫時，會得到2頭牛而不是

1頭。如果他有7頭牛以上，則在收穫時只會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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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獲得金錢？

‧「法郎」供給區提供法郎。

‧在木工廠，賣出1-3個木材，可以獲得5-7法郎。

‧有些建築物賣出貨物可以獲得津貼，在煙燻廠、麵包坊、製磚廠（每 

　個貨物1/2法郎），或是在製革廠、焦炭廠（每個貨物1法郎）。

‧航線可以提供玩家運送貨物─數量取決於玩家擁有的船隻類型。

‧貨物也可以透過塞納河大橋出售（但較推薦在遊戲結束時使用）。

‧動物園、苗圃等特殊建築提供金錢；36棟特殊建築物中有15棟可以

　銷售貨物。

‧建築物與船隻隨時可以半價出售。

 

 如何獲得食物？ 

‧注意：食物永遠可以用錢來替代。

‧可以從「魚」供給區獲得魚（1份食物）。

‧漁場提供魚（1份食物）、黑市也可能提供2條魚。

‧魚可以在煙燻廠升級成煙燻魚（2份食物）。

‧穀物可以在麵包廠升級成麵包（2份食物）。

‧牛隻可以在屠宰廠升級成肉（3份食物）。

　注意：穀物和牛隻在未升級前不算作食物。

‧菜市場可以獲得8份食物，包括1個穀物、1頭牛。

‧教堂可以獲得13份食物（直到遊戲結束）。

‧特殊建築物中的狩獵小屋（9份食物）、毛皮商（將毛皮轉換成2

份食物）、市政廣場（最多7份食物）。

 如何獲得能源？

‧在「木材」供給區的木材（1點能源）。木材能在炭窯升級成木炭（3 

　點能源）。

‧煤礦坑可以獲得3-4個煤（每個3點能源）。

‧煤可以在焦煤廠升級成焦煤（10點能源）。

‧商務辦公室可以將任何1個貨物換成1個煤（3點能源）。

‧玩家可以常常藉由黑市獲得2個木材。

‧在特殊建築物中，冶煉廠提供1個煤與1個焦煤，共13點能源；市政 

　廣場則可以換到1個焦煤、1個木炭，共13點能源；煤交易鋪可以用 

　食物換得能源；勞工局每一個榔頭標記可以獲得1個煤；還有風力 

　發電廠，每次行動可以減免3點能源支付。

 如何獲得磚塊？

‧五金行可以獲得1個磚塊。

‧黏土可以在製磚廠燒成磚塊（每塊磚塊需要支付1/2點能源）。

‧特殊建築物的磚窯可以用1個黏土與1點能源升級成3個磚塊；玩

　家也可以從市政廣場獲得1個磚塊。

‧石匠公會的擁有玩家，每次建造時可以減免1塊磚塊，如果建造 

　建築物需要黏土，也可以用磚塊取代黏土。

‧商務辦公室可以用任何1個貨物交換1個磚塊。

 
如何獲得鐵？ 

‧可以從鐵供給區獲得鐵。

‧煉鐵廠可以獲得3-4塊鐵。

‧可以從市場獲得1塊鐵。

‧五金行可以獲得1塊鐵。

‧如果「鐵」供給區空了，可以從黑市獲得2塊鐵。

‧特殊建築物中的鐵礦與煤坑提供2塊鐵，冶煉廠提供1塊鐵。

 
如何獲得鋼鐵？ 

‧鐵可以在煉鋼廠升級成鋼鐵（每個鋼鐵需要支付5點能源）。

‧特殊建築物包括煉鋼廠，可以將1塊鐵與15點能源升級成2個鋼 

　鐵。

‧商務辦公室中可以將4個貨物換成1個鋼鐵。

‧如果建築物需要鐵的時候，玩家可以用鋼鐵取代鐵。

 我可以如何使用皮革？

皮革可以透過航線銷售賺錢（每個皮革4法郎）。

皮革在製革廠生產，可以在航線中賣出獲利（每個皮革4法郎）。此外

也有其他特殊建築物可以賣出皮革（成衣廠、毛皮商、皮革工廠、傢俱

廠）。儘管只是將毛皮轉換成皮革就已經很值得了（轉換1個皮革可以

獲得1法郎），即使皮革只能在塞納河大橋賣出，但在製革廠的轉換過

程已經值回票價了。

 在遊戲的最後，哪些建築物行動是我 
　應該執行的？

‧塞納河大橋：將不需要的貨物全部賣出。

‧煉鋼廠：生產鋼鐵來建造鋼鐵船或是豪華遊輪。

‧造船廠：建造鋼鐵船或豪華遊輪。

‧航線：賣出貨物。

‧工藝業建築：提升市政廳、銀行與教堂的價值。

‧木工廠：賺取額外的7法郎。

‧其他能賺錢的特殊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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