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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幾個世紀以來蓮花園所守護的秘密

如今被你掀開了神秘的面紗

生長在園內的奇妙花朵

可以帶給主人永恆的生命與無窮的智慧

你必須幫助花兒盡可能地成長

並在採收時從中獲得能量

也有其他人正在覬覦蓮花園

並且想把花兒占為己有

在昆蟲守護者們的幫助下

你將會獲得掌控蓮花園的足夠力量

並在最終達到真正的天人合一



• 12片特殊能力板塊：
（每種能力4張）

• 30個得分指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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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配件

• 4 組玩家牌組：
（每組有31張花瓣卡）

• 20張野生花瓣卡：

• 8個昆蟲守護者：
（每位玩家2個）

• 4個長老守護者：
（每位玩家1個）

每位玩家的其中26張花瓣卡
上只有1個守護者符號

每位玩家的另外5張花瓣卡上有2
個守護者符號

	【三瓣花】	 【四瓣花】	 【五瓣花】	 【六瓣花】	 【七瓣花】	

	 鳶尾花	 報春花		 櫻花	 百合花	 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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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守護者／顏色： 
每位玩家選擇自己喜歡的守護者類型，這些守護者
將在遊戲中幫助你成為蓮花園真正的主人。

2  準備玩家們的牌組（花瓣卡）： 
•	所有人根據自己所選擇的守護者類型，各自拿取相對應的牌組，並
依照玩家人數做好以下準備。	

•	接著將準備好的牌組各自洗牌之後，放在每位玩家自己的面前形成牌組。		

3  野生花瓣牌庫：將野生花瓣卡洗牌後面朝下形成牌堆。抽出最上
面的4張，打開之後面朝上，放在所有玩家都方便拿的位置。

4  昆蟲守護者：每位玩家拿走自己所選顏色的2個昆蟲守護者。

5  長老守護者：將所有的長老守護者（銀色）先放在一旁。

6  特殊能力板塊：按照類型分類成三疊，並放在一旁。

7  得分指示物：先放在一旁。	

雙人遊戲 使用所有的卡片。

三人遊戲 從每位玩家的牌組中移除每種類型的花瓣
卡各1張（【三瓣花】、【四瓣花】、【五瓣花】
、【六瓣花】、【七瓣花】）請確認每張被移
除的花瓣卡上都只有1個守護者符號。

四人遊戲 從每位玩家的牌組中移除每種類型的花瓣
卡各2張（【三瓣花】、【四瓣花】、【五瓣花】
、【六瓣花】、【七瓣花】）請確認每張被移
除的花瓣卡上都只有1個守護者符號。

 黃色蝴蝶 綠色毛毛蟲 紅色瓢蟲 藍色蜻蜓

遊戲設置



蓮花園
花朵擺放區

三人遊戲設置範例

2

2

4

2

4

4

7

6 53



5

1	 每位玩家從自己的牌組頂端抽4張牌當起始手牌。	
在整場遊戲的過程中，玩家們的手牌皆為秘密資訊。

2	 由最精通園藝的玩家當起始玩家，遊戲以順時鐘的方式進行。

3	 每次輪到的玩家在回合內必須執行兩個行動，
接著抽牌以保持手上有4張手牌。

可以執行的行動有：

• 打出花瓣卡
	 從手牌中打出1到2張花瓣卡到蓮花園內的同一朵花上。

• 交換花瓣卡
	 把1到2張手牌塞回自己牌庫的最下方，	
然後再從牌庫頂端抽取相同數量的花瓣卡。

• 移動守護者
	 算是一次行動，將你的1個守護者移動到任何一朵還未完成的花上	
（可以從個人供應區也可以從另外一朵花上出發）。

玩家可以從上述三種行動中任意執行兩個行動，順序不限。
相同的行動可以在同一回合內執行兩次。
玩家在同一個回合內不能執行超過兩個行動。

遊戲流程

打出花瓣卡
算是一次行動，玩家可以從手牌中打出1到2張
花瓣卡到蓮花園內的一朵花內。

蓮花園內共有五種不同的花朵，每種花需要不同數量的花瓣才算完
成。花瓣卡左上角的數字就是用來標示花朵類型以及花瓣數量。

	【三瓣花】	 【四瓣花】	 【五瓣花】	 【六瓣花】	 【七瓣花】	

	 鳶尾花	 報春花		 櫻花	 百合花	 蓮花



相同類型的花瓣卡（卡片左上角數字相
同的）會依螺旋狀的方式排列成一朵花。
放置花瓣卡時，必須依照前一張花瓣卡上
的半透明形狀來擺。如此一來，可以更清楚
的看出每朵花還缺多少花瓣才能算是完成。

如果要擺放的是一朵全新的花，花瓣卡可以放在蓮花園內的任意位置。	
不過要注意，蓮花園中不允許同時存在兩朵相同類型的花。	
因此，玩家們必須先完成一朵花，才能再重新擺放同類型的新花朵。

不同類型的花瓣卡不能放在同一朵花上。

交換花瓣卡
一次行動，玩家可以把1到2張手牌塞回自己牌庫的最下方，然後再從牌庫頂端抽取
相同數量的花瓣卡。

玩家無法藉由這個行動抽取野生花瓣卡。
玩家的手牌

交換兩張卡

玩家的新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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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守護者
在一次行動中，將你的1個守護者移動到蓮花園中任何一朵還未
完成的花上。守護者可以從玩家個人供應區或是從另外一朵花上
出發。遊戲中無論如何都不能移動其他玩家的守護者。

玩家們藉由守護者的幫助，來獲得蓮花園中花朵的控制權。控制權主
要是依照花瓣卡上的守護者符號，以及放在花上的守護者數量來決
定的。當花朵完成時，擁有花朵控制權的玩家就可以獲得獎勵。

2		從一朵花移動到另外一朵花上

1		從個人供應區移動到一朵花上	
或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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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花瓣卡
把手牌補到4張
當玩家們做完自己的2個行動之後，他必須把手牌補
到4張，接著結束自己的回合。補牌時，玩家可以自
行選擇要從自己的牌堆，或是從野生花瓣卡來補牌，
當然要兩種方式混搭也可以。如果玩家手上本來就
有4張牌，那他跳過這個步驟，回合直接結束。

從自己的牌堆抽牌
從自己牌堆內抽出來的牌，左上角都會有自己
的守護者符號。某些花瓣卡上有1個守護者符
號，某些則有2個守護者符號。當要判斷花朵控
制權的時候，所有的符號都要列入計算。

從野生花瓣卡抽牌
遊戲的過程中，玩家們可以看到4張翻開的野生花瓣卡。
野生花瓣卡上不會有任何的守護者符號－他們是中立
的。當玩家完成補牌之後，再翻出足夠數量的牌補回野
生花瓣卡區。也就是說，在任何玩家的回合開始時，都必
須有4張翻開的野生花瓣卡。當野生花瓣牌堆用完的時
候，遊戲還是繼續進行，但是不會再補充野生花瓣卡了。

野生花瓣卡



9

當一朵花的花瓣數量符合花瓣卡左上角的數字時，花朵就算完成了。組
成一朵花的花瓣卡數量，永遠都不能超過花瓣卡左上角的數字。

決定控制權
當花朵被完成的當下，玩家們就必須要來判斷誰能夠獲得花朵的控
制權。決定控制權的依據就是花朵上的守護者符號與放在上面的守護
者數量加總。擁有控制權的玩家可以得到以下其中一種獎勵：

•	獲得1個得分指示物，遊戲結束時會因此得到5分，或是	

•	得到1個特殊能力板塊，可以在接下來的遊戲中使用

如果有平手的狀況發生，那所有平手的玩家都可以獲得自己選擇的獎勵。

蒐集花瓣
放置最後一張花瓣卡而完成一朵花的玩家，可以蒐集這朵花所有的花瓣卡，把這些卡
片都擺在自己面前。當遊戲結束的時候，每張蒐集到的花瓣卡可以讓玩家獲得1分。

收回守護者
所有停留在已經完成的花朵上的昆蟲守護者，都會直接回到玩家的個人供應區。

範例：玩家B（藍色蜻蜓）放
置了最後一張花瓣卡在這朵
花上，因此他得到這7張花瓣
卡（可以得分）。玩家A（紅色
瓢蟲）獲得花朵的控制權，
因此他可以選擇要拿得分指
示物或是特殊能力板塊。

完成花朵



當花朵被完成的當下，擁有控制權的玩家可以選擇得到1
個價值5分的得分指示物，或是得到1個在接下來的遊戲
中會為玩家提供特殊能力的板塊。遊戲中總共有三種特
殊能力的板塊，每種板塊的能力都很獨特。當玩家選擇
獲得特殊能力板塊時，他可以把板塊放在自己的牌堆旁，
提醒自己在接下來的遊戲中，可以使用的特殊能力。

玩家不能獲得重複的特殊能力板塊，一種只能拿一次。
如果每種特殊能力板塊都各擁有1個之後又獲得花朵的
控制權，玩家只能選擇拿價值5分的得分指示物。

長老守護者
玩家獲得屬於自己的長老守護者，之後可以在「移
動守護者」的行動中使用。長老守護者在決定花
朵控制權的時候，會被當成2個守護者來計算。

天人合一
玩家可以持有的花瓣卡上限從原本的4張變為5張。
在他下一次抽牌的階段，他必須把手牌補到5張。
補牌時，玩家一樣可以自行選擇要從自己的牌堆，
或是從野生花瓣卡來補牌，當然要兩種方式混搭
也可以。如果是在別人的回合中獲得這個能力，不
會立刻觸發補牌的動作，玩家還是必須等到自己
的下一個回合要結束前，才會把手牌補到5張。

無限生長
玩家之後在執行「打出花瓣卡」的行動時，不再
受到2張卡的上限限制；可以一次打出3張或更
多張的花瓣卡。但是所有打出的花瓣卡仍然必
須在同一朵花上，當然也必須是同一個類型，
並且不能超過花瓣卡左上方的數字需求。

特殊能力板塊



玩家A 
（紅色瓢蟲）
第一個行動：移動守護者
玩家A從個人供應區移動1個守護者到一朵
【三瓣花】的花上。

玩家B 
（藍色蜻蜓）
第一個行動：交換花瓣卡
玩家B將2張手牌塞回自己牌庫的最下
方，然後再從牌庫頂端抽2張花瓣卡。

結算：玩家A完成了【三瓣花】的鳶尾花，同時也贏得了
花朵的控制權。他可以選擇獲得1個得分指示物，或是
得到1個特殊能力板塊，而這3張花瓣卡也都歸玩家A所
有，遊戲結束時可以得到3分。玩家A與玩家B將他們的
守護者放回自己的供應區內。之後，玩家A從自己的牌
堆，或是從野生花瓣卡補2張牌後，結束他的回合。

回合範例

蓮花園
花朵擺放區

第二個行動：打出花瓣卡
玩家A接著從手中打出2張【三瓣花】完
成了一朵鳶尾花（其中1張有2個守護者符
號，另外1張上則沒有符號）。

玩家A的手牌

玩家A

玩家C

玩家B

第二個行動：打出花瓣卡
玩家B使用特殊能力從手中打出3張
【五瓣花】完成了一朵櫻花（其中
2張卡上各有1個守護者符號）。

（請參考第十二頁的範例圖片）



玩家C
（黃色蝴蝶）
第一個行動：打出花瓣卡
玩家C從手中打出2張【六瓣花】（2
張卡上都各有1個守護者符號）。

結算：玩家B完成了【五瓣花】的櫻花，這5張花瓣卡
歸玩家B所有，遊戲結束時可以得到5分。玩家C贏得
了花朵的控制權，他可以獲得得分指示物或特殊能力
板塊。玩家A與玩家C將他們的守護者放回自己的供
應區內。之後，玩家B補3張牌後，結束他的回合。

結算：玩家C完成了【六瓣花】的百合花，這6張花瓣卡歸玩家
C所有，遊戲結束時可以得到6分。玩家C同時也贏得了花朵的
控制權（計算時，長老守護者要當2個守護者來算），他可以
獲得得分指示物或特殊能力板塊。所有玩家將他們的守護者
放回自己的供應區內。玩家Ｃ補3張牌後，結束他的回合。

玩家B

玩家B

玩家A

玩家A

玩家C

玩家C

蓮花園
花朵擺放區

蓮花園
花朵擺放區

玩家B手牌

玩家C手牌

第二個行動：打出花瓣卡
玩家C再從手中打出1張【六瓣
花】完成了一朵百合花（這張
卡片上沒有守護者符號）。



當有玩家抽出自己牌庫內的最後1張牌時，就會觸發最後一輪遊戲。所有玩家
都必須進行自己的最後一個回合，當然也包括觸發最後一輪的那位玩家。不
過該名玩家可能會碰到以不足4張手牌的情況，來進行他的最後一個回合。

當所有玩家都進行完最後一回合後，所有在蓮花園內還沒被完成的花朵，
就會視花朵的控制權來判斷歸誰所有。每朵花分別結算，控制權最高的玩
家可以獲得花瓣卡（最後換算成分數）。如果有平手的情況發生，則由平
手的玩家們均分花瓣卡（無法均分的花瓣卡移出遊戲）。這種特殊的平手
規則只有在最後一輪使用。（一般的平手規則請參考第九頁的說明。）

玩家B（藍色蜻蜓）有3個守護者（長老守護
者當2個守護者算），而玩家A（紅色瓢蟲）
只有2個守護者符號，因此玩家B（藍色蜻
蜓）獲得2張花瓣卡，每張最後會算1分。

玩家A（紅色瓢蟲）與玩家C（黃色蝴
蝶）都各有2個守護者，因此同時擁有
花朵的控制權。兩位玩家各獲得1張花
瓣卡，並把剩餘的那張移出遊戲。

三位玩家都各有1個守護者，因此三位
同時平手。可是這朵花目前只有2張花瓣
卡，無法均分，所以沒有任何玩家可以
得到花瓣卡，2張卡片都被移出遊戲。

遊戲結束



玩家們把剩餘的手牌都放回牌堆，並先放到一旁。玩家的牌堆最後不會
拿來計分，但如果最後有平手的狀況會用來決定勝負。

每位玩家各自計算自己在遊戲中獲得的得分指示物以及花瓣卡的分數總
和。這個時候花瓣卡左上角的守護者符號以及數字沒有任何的意義。

花瓣卡	＝	每張1分
得分指示物	＝	每個5分

由分數最高的玩家獲勝！

如果有發生平手的狀況， 
那就由牌堆內還剩下最多卡片的玩家獲勝。

25張花瓣卡
=	25分

4個得分指示物
=	20分

玩家A最終得分
=45分

11張花瓣卡
=	11分

6個得分指示物
=	30分

玩家B最終得分
=41分

21張花瓣卡
=	21分

3個得分指示物
=	15分

玩家C最終得分
=36分

最終計分

玩家A獲勝

 玩家A 玩家B 玩家C



這是專為四名玩家設計的變體規則，玩家們可以組隊來玩「蓮花園」。

如同說明書第三頁所述來完成遊戲設置，每個人各自選擇自己顏色的守護者。

玩家們選擇組隊的隊友，並確保所有玩家都知道自己的隊友使用的是什麼顏色
的守護者。同隊的隊友座位應該相互交錯，以便團隊間的順序可以交替輪流。

直到最終計分之前，遊戲會按照一般正常規則來進行。計分時，	每位玩家把自己的最
終得分跟隊友的相加，以計算出團隊的最終得分。得分最高的隊伍可以贏得比賽。

注意：
•	 同隊的隊友在決定花朵控制權時，不能把兩人的守護者數量
相加，每位玩家依然是各自分別計算自己的數量。

•	 玩家們不能藉由隊友的特殊能力板塊來獲得特殊能力。	
•	 玩家們必須要在不洩露太多有關自己接下來要做什
麼的情況下，尋找彼此幫助的方法。

家庭版變體規則

範例：玩家A和
C是隊友，玩家B
和D是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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