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倫敦大笨鐘的陰影下為起點，巡遊至羅馬競技場的拱門上；從莫斯科燦爛的洋蔥穹頂出發，遊歷到巴黎精緻的
艾菲爾鐵塔。《鐵道任務歐洲篇》將引領你，漫遊於超越世紀籬藩的歐洲城市，開啟一場嶄新的火車冒險。你
的勇氣能驅使你穿越漫長的阿爾卑斯山隧道，或是來場駛向北極的壯遊嗎？你的野心能讓你在舊帝國中建造豪華火車
站，或是嘗試跳上遠近馳名的歐洲快車？每一個佈局，都將成就你成為歐洲鐵道大亨！

提上隨身行囊、與腳伕打聲招呼、隨後攀上這輛列車吧！

歡迎來到《鐵道任務歐洲篇》的週年紀念版。
我們以這款內容豐富的大盒版《鐵道任務歐洲篇》，與眾多家庭和朋友們歡慶這些年來壯麗的火車冒險。我們精心製作出細緻的
車廂模型，以及華麗的美術設計和全新的配件，以提升您的遊戲樂趣。我們也很高興可以收錄迄今為止發布過的所有官方任務
卡，以及《歐洲1912》擴充中包含的幾個變體，以確保最佳的遊戲體驗。這款《鐵道任務歐洲篇》的週年紀念版，是我們感謝
您多年來堅定支持的回饋。祝您享受一場愉快的遊戲！
								

Alan R. Moon 以及 Days of Wonder 團隊

內容物

◆1
 份規則說明書

◆ 1張歐洲鐵道地圖

◆1
 組Days

◆彩
 色車廂：棕、紅、紫、灰、藍各45節（另有若干備用車廂，請確

保開始遊戲時每人僅擁有45節車廂）

of Wonder線上註冊碼（位於說明書最後一頁）

◆1
 08張任務卡（見附圖說明）
蘇黎世
蘇黎世

46張來自
主遊戲
020.indd 9

7x56-ZHt-22122

5-CardsFront-8

722033-T2RE1

布達佩 斯
布達佩 斯

華沙
華沙

22/12/2020

塞瓦斯 托波爾
塞瓦斯 托波爾

19:52

55張來自
歐洲1912
020.indd 77

22/12/2020

7x56-ZHt-22122

5-CardsFront-8

722033-T2RE1

布達佩 斯
布達佩 斯

倫敦
倫敦

雅典
雅典

6張來自
東方快車
020.indd 7

7x56-ZHt-22122

5-CardsFront-8

722033-T2RE1

722033-T2RE1
19:52
22/12/2020

020.indd 110

◆1
 5座彩色火車站

（每色各3座，與車廂的顏色相符）

◆ 5
 個計分標記（5種車廂顏色各1個）

◆1
 張歐洲特快車

H 歐洲特快車 H
歐洲特快車

加分卡

倫敦
倫敦

柏林
柏林

巴黎
馬德里
馬德里

無論其收錄自哪個系列，你
都可以藉由卡左上角分數的顏
色來區分該任務卡屬於短程還
是長程：

H 歐洲大城市 H
歐洲大城市

◆ 1
 張大城市幫助卡

莫斯科
維也納

羅馬

安哥拉
雅典
雅典

722033-T2RE15-CardsFront-87x56-ZHt-22122020.indd 1

22/12/2020
722033-T2RE15-CardsFront-87x56-ZHt-22122020.indd
19:5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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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程任務卡：

最後，有些短程任務卡還附有「Big Cities（大
城市）」的標誌。這些卡牌上標註的城市都屬於
歐洲的大城市：倫敦、柏林、莫斯科、巴黎、維
也納、馬德里、羅馬、雅典娜和安哥拉。

◆1
 10張車票卡：

2

22/12/2020

1張來自
Ticket to Ride
with Max
7x56-ZHt-22122

5-CardsFront-8

19:53

哥本哈 根
哥本哈 根

長程任務卡：

19:54

 遊戲準備 z
此為主遊戲的遊戲準備。如要查看《歐洲1912》、《超級歐
洲》和《歐洲大城市》的變體規則，以及使用《東方快車》迷
你擴充的卡牌和《Ticket to Ride with Max》特典卡，請參閱
規則書末頁。

將歐洲特快車加分卡放在一旁備用

拿取全部擁有「Europe」標誌的任務卡，將6張長程任務卡和
40張短程任務卡分開（見任務卡附圖）；洗勻長程任務卡並發
給每個人1張。將剩餘的長程任務卡放回盒子裡，避免讓任何人
看見剩餘的任務卡內容。

首先將地圖攤開放在桌面中央。每個人選一個顏色，並拿取所
屬顏色的45節車廂、對應的一組3個彩色火車站以及計分標記。
每個人將自己的計分標記放在地圖周圍計分軌的起始處 ❶。在遊
戲中，每當有人得分時，請立即移動計分軌上對應的計分標記。
將所有車票卡面朝下洗牌後，發給每個人4張

❹。

現在將所有短程任務卡洗勻，發給每個人3張
任務卡面朝下疊成一疊，放在地圖旁備用 ❻。

❺，並將剩餘的

在進行第一個回合前，所有人看過自己的任務卡後，決定要留
下哪幾張。每個人最少要留下2張，當然也可以保留更多。棄掉
的任務卡可以是長程任務也可以是短程任務，將棄掉的任務卡面
朝下放回盒子裡，避免被其他人看到內容。決定留在手中的任務
卡將會保留到遊戲結束。

❷。

將剩下的車票卡面朝下疊成一疊，形成牌堆，並翻開最上方的
5張卡，在地圖旁邊面朝上排成一列 ❸。如果這個步驟翻出的5
張票卡有3張是彩虹票卡，立即將這5張票卡棄掉，並翻出5張新
的票卡取代。

現在你們可以開始遊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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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目標

如果在任何時候，面朝上的車票卡中有3張彩虹票，請立即將所有面朝上的
車票卡棄掉，重新翻開5張車票排成一列。

遊戲結束時，總分最高的人獲勝！分數的來源有：

遊戲中你手上的車票卡張數沒有限制。當抽牌堆的車票用完時，將棄牌重
新洗牌，組成新的抽牌堆。請務必將卡牌徹底洗勻，以免同色的車票卡連在
一起。

●打
 出車票連結相鄰的兩座城市路線；
●完
 成任務卡上的指定路線（用車廂連結任務卡上的兩座城市，路徑不

在極為罕見的狀況下，遊戲會出現所有車票都在玩家手上，抽牌堆和棄牌堆
都空了的情況。在這個情況下，你們將不能再抽車票卡，只能選擇旅遊、抽取
任務卡或建造火車站。

限）；
●遊
 戲結束時，贏得歐洲特快車加分卡的「最長路線」獎勵；
●遊
 戲結束時，留存在你庫存區的每個火車站也會加分。

彩虹票

但要注意，如果遊戲結束時你尚有任務卡未達成，卡牌上的分數就會變成扣
分唷！

彩虹票可以當成任何顏色的車票使用，也是完成渡
輪路線的關鍵（詳見渡輪）。

遊戲流程

如果你從面朝上的車票卡中抽取彩虹票，則你當前
回合一共只能抽取1張卡。如果你的第一張卡先抽了
面朝上的某色車票卡，翻開來填補空缺的正好是彩虹票；又或者面朝上的車票
中已包含彩虹票，但你第一張卡並未選擇它。在這種情況下，你都不能選擇彩
虹票做為你要抽取的第二張卡。如果在任何時候，面朝上的車票卡中有3張彩
虹票，請立即將所有面朝上的車票卡棄掉，重新翻開5張車票排成一列。

由最常去歐洲的人當起始玩家，從起始玩家開始依照順時鐘順序輪流進行回
合。每個人在回合中從以下四個行動中選擇一個執行：
◆ 抽取車票－你可以抽2張車票卡（若選擇的是面朝上的彩虹票，則只能

抽取1張。關於此特殊規則詳見彩虹票一節）。

注意：如果你很幸運的從抽牌堆上盲抽到一張彩虹票，你還是可以從牌堆抽
第二張卡，或者從桌上抽取一張某色車票（不能是彩虹票），你無須展示你從
抽牌堆抽到的票。

◆旅
 遊－你指定一段尚未有車廂的鐵軌，打出對應張數和顏色的車票，並

用你的車廂填滿這段鐵軌。你會因為擺上的車廂數獲得對應分數，如計
分表上所示。請記得移動你計分軌上的計分標記。

旅遊

◆抽
 取任務卡－你從牌堆抽取3張任務卡（遊玩《歐洲大城市》變體規則

時為4張），並且必須至少留下1張。

旅遊是指完成一條在地圖上連結兩座城市的連續彩色鐵軌空格（有時候是灰
色的）。

◆建
 造火車站－你可以在一處尚未有其他火車站佔領的城市中建造1座火

車站。建造第一座火車站時，你必須打出一張任意顏色的車票，並將火
車站放在指定城市上；建造第二座時，你必須打出兩張同色的車票才能
將火車站放在指定城市上；第三座火車站則需要打出三張同色的車票。

要執行旅遊，你必須打出同一顏色的車票（可搭配任意數量的彩虹票），張
數則必須等於該段旅程鐵軌的格數。大多數鐵軌會指定你要打出什麼顏色的車
票（見範例1）。某些灰色的鐵軌代表你可以打出任一顏色的車票，但所有車
票必須是相同顏色（見範例2）。

抽取車票卡

在你打出車票後，請用你的車廂填滿鐵軌，將所有打出的車票放到棄牌堆。
當你旅遊時，依據該段鐵軌上的車廂數量，獲得對應的分數。請記得移動你計
分軌上的計分標記。

遊戲中有8種類型一般車票卡，每色各12張，以及14張彩
虹票。這8種顏色對應了地圖上鐵軌的顏色－紫、藍、橘、
白、綠、黃、黑、紅）。

地圖上凡是空的鐵軌，你都可以選擇，無須與你先前已旅遊的鐵軌相連。你在
你的回合中最多只能完成一段鐵軌（也就是一條連結兩座城市之間的鐵軌）。

如果你選擇抽取車票卡，你可以抽面朝上的卡，或是抽牌
堆頂部的第一張卡（盲抽）；如果你抽面朝上的卡，請在抽
完後立即翻開牌堆上的第一張卡，將他面朝上放在地圖旁，
讓面朝上的卡保持5張。你的第二張卡也可以抽面朝上的卡
或是抽牌堆頂部的第一張卡；同樣的，如果你抽面朝上的卡，請在抽完後將面
朝上的卡補滿5張。如果你選擇的是面朝上的彩虹票，那麼這回合你只能抽這
一張（詳見彩虹票一節）。

一段鐵軌必須在單一回合中完成。舉例來說，你不能在一段三格的鐵軌上僅
僅放置兩輛車廂，然後下一回合再放置第三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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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
範例1：

範例2：

旅遊三格長的黃色路線時，玩
家必須打出以下的一種組合：

旅遊兩格長的灰色路線時，
玩家可以打出2張紅色車
票、1張黃色車票加1張彩
虹車票、或2張彩虹車票等
等組合。

3張黃色車票、2張黃色車
票加1張彩虹車票、1張黃
色車票加2張彩虹車票、或
3張彩虹車票。

重要提醒：在2-3人遊戲中，雙線鐵軌中只有其中一線通車。當其中一條
被使用後，另一條自動失效，無法被任何人使用。

渡輪
渡輪是一種特別的灰色路線，在水上連結兩座城市。它們
很容易識別，其路線上至少會有一格標示了彩虹票的圖示。
要搭上渡輪，你打出的車票中必須包含至少特定數量的彩
虹票，其數量等同於顯示彩虹票圖示格子的數量，而剩餘的格子必須支付相同
顏色的車票。

渡輪
玩家必須打出4張同色的車票以及2張彩虹票，
才能搭乘渡輪從士麥納前往巴勒莫。

隧道
如圖所示，隧道的格子形狀較為特殊，外圍的框線也
較粗。
隧道特別的地方在於玩家無法明確知道須支付多少車票才
能通過隧道！
當你嘗試通過隧道時，你必須先打出該路段指定顏色的車票，數量也必須相
符，接著從抽牌堆翻開3張卡。每翻開1張與你所出同色的車票時，你必須立
即從手上支付1張額外的同色車票（亦可使用彩虹票來支付），才能成功通過
隧道。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該色車票補足這額外的要求（或不願打出），將剛剛打出
的車票收回手上，你的回合立即結束。

雙線鐵軌
有些城市之間有雙線鐵軌（兩條
路線等長並連結相同的城市），一
個人不能同時佔用這兩條相同路程
的鐵軌。

在回合結束時，將剛剛翻開的那3張車票丟入棄牌堆。
請記得彩虹票是多色卡，因此，如果在剛剛嘗試通過隧道時翻開的3張卡中
包含了彩虹票，你必須為每張彩虹票支付額外的1張牌。
雙線鐵軌

非雙線鐵軌

如果玩家全部使用彩虹車票來通過隧道，則只有翻到彩虹票才需要額外支付
車票，而此時只能用彩虹票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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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
範例1：

範例3：

範例2：

翻開的卡

翻開的卡

打出2張紅色車票，

打出2張綠色車票，

打出2張彩虹票，

翻開1張紅色車票：

翻開1張彩虹票：

翻開1張彩虹票：

須再打出1張紅色車票。

須再打出1張綠色車票。

須再打出1張彩虹票。

建造火車站

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通過隧道前無法翻開滿3張卡，則你就只須就已翻開
的卡來檢查是否須額外支付車票即可。也就是說，當所有玩家手牌滿滿、牌庫
與棄牌堆都為空時，通過隧道完全沒有額外支付車票的風險。

火車站的擁有者可以借用一段進出該站、由其他玩家行經
的鐵軌，來連結他任務卡上的兩座城市，以獲得任務卡的分
數，但僅能指定一段鐵軌使用。

抽取任務卡
玩家可以在回合中抽取更多任務卡。要抽取任務
卡，你要從任務卡牌堆上方抽取3張卡（遊玩《歐洲
大城市》變體規則時為4張）。如果任務卡牌堆不足
3張，則你只能抽取剩下的卡。
抽取任務卡的玩家必須保留至少1張，但也可以
依照自己的喜好保留更多張。將所有棄掉的卡放
回任務卡牌堆底部。未棄掉的任務卡將一直保留
在你手上，直到遊戲結束。你無法在遊戲過程中
棄掉它們。

翻開的卡

你可以在任何空的城市上建造你的火車站，即使目前你尚
未行經進出該站的任何一段鐵軌。一座城市上至多只能有一
座火車站。
里加
里加

每名玩家每回合至多建造一座火車站，每名玩家整場遊戲中至多建造三座火
車站。

布加勒斯特
布加勒斯特

當你建造第一座火車站時，須從手上打出並棄掉1張車票，接著放置你的火
車站到你所選擇的城市；建造第二座時，須從手上打出並棄掉2張同色車票；
第三座則須3張同色車票。當然，你可以用彩虹票來替代任一張某色車票。
722033-T2RE15-CardsFront-87x56-ZHt-22122020.indd 17

如果你想要用一座火車站來達成數張任務卡上的任務時，你只能使用進出該
站的某一段鐵軌。每張任務卡都只能使用該路段，不能更換路段。你在建造火
車站時無須指定要使用哪一段鐵軌，等到遊戲結束、計算任務分數時，再決定
要使用哪一段鐵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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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張任務卡上有兩座城市的名稱以及分數。在遊戲結束時，如果你的車廂可
以連結任務卡上的兩座城市，則你獲得任務卡上的分數。如果無法連結兩座城
市，則任務卡上的分數會變成扣分。

你不一定要建造火車站。遊戲結束時每一座未使用的火車站讓你獲得4分。

遊戲中請不要讓其他人看到你的任務卡內容。你的手上可以有任意數量的任
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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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分軌上加上你達成的任務卡分數，再扣掉你未達成的任務卡分數。

車站費用

1

st

玩家每擁有一座未使用的火車站便獲得4分。

2

最後，在地圖上擁有最長的歐洲特快車路線（能連成一條路線、不含岔路）
的人獲得「最長路線」加分卡，額外獲得10分。在歐洲特快車路線中可以包
含迴圈，也可以通過相同城市數次，但每輛車廂只能被計算一次。如果有人平
手，則平手的人都能獲得10分。

3

nd

rd

車廂數

分數

遊戲結束
當有任何人面前剩下0、1或2輛車廂時，所有人（包
含剩下2輛以下車廂的人）再進行一回合之後，遊戲結
束。所有人計算各自的總分。

計分
旅遊時所獲得的分數應該已經顯示在計分軌上。若你們想再次確認，可以互
相檢查彼此的分數是否正確。

結算總分最高的人獲勝！

接著，所有人展示自己的任務卡。這時每個人要決定自己建造的火車站要用
於哪條鐵軌：每座火車站允許擁有者使用一條（並且僅能一條）對手的鐵軌來
連結為完成任務卡所需的城市。

如果出現同分，則完成最多任務卡的人獲勝；若再度平手，則剩餘火車站最
多的人獲勝；若再度平手，則擁有歐洲特快車加分卡的人獲勝。

在計分時，可以將火車站放到所選鐵軌的車廂上來幫助標記你選擇了哪一條
鐵軌。這個動作也表示那條鐵軌現在同時屬於兩名玩家（如果該鐵軌上放置了
超過一座火車站，則同時屬於更多玩家）。

提醒：如果周圍的鐵軌都是空的，則那座火車站不會帶來任何益處。

計算最終分數

旅遊的分數

任務卡加分/扣分
愛丁 堡
愛丁 堡

布雷斯 特
布雷斯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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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每個保留
的火車站

歐洲特快車加分

最終分數

H 歐洲特快車 H
歐洲特快車

威尼斯
威尼斯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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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2020 19:52

變體規則

所有規則通用

◆ 起始手牌：4張車票卡
◆ 遊戲結束加分：歐洲特快車

儘管盒子裡的所有車票卡可以讓我們有無數種探索歐洲的方式，但以下是我
們最喜歡的三種變體規則。

 歐洲1912 z
歐洲1912

使用加分任務卡
你們可以決定是否在遊戲中添加7張加分任務卡（6張來自「東方快車
(Orient-Express) 」迷你擴充、1張來自「Ticket to Ride with Max」
Youtube單元）。只需簡單的將這些卡牌加入任務卡堆，並按照你們所選
的變體規則設置遊戲即可。

46

55

這種變體規則唯一的不同在於所使用的任務卡：
只需簡單的將擁有「Europe」標誌的任務卡替換
成擁有「1912」標誌的版本即可（6張長程及49
張短程任務卡）。
♦使
 用所有擁有「1912」標誌的任務卡

 經典規則 z
經典規則

♦使
 用所有擁有「Europe」標誌的任務卡

♦遊
 戲開始時：1張長程和3張短程任務卡（未
使用的長程卡面朝下放回盒中）

♦遊
 戲開始時：1張長程和3張短程任務卡（未
使用的長程卡面朝下放回盒中）

♦每
 個人必須保留至少2張任務卡（長程或短程
皆可）。所有棄掉的任務卡面朝下放回盒中

♦每
 個人必須保留至少2張任務卡（長程或短程
皆可）。所有棄掉的任務卡面朝下放回盒中

♦遊
 戲過程中：抽取3張任務卡，保留至少1張
所有其他規則維持不變。

♦遊
 戲過程中：抽取3張任務卡，保留至少1張

 超級歐洲 z
46

55

 歐洲大城市 z
45

這種變體規則會使用擁有「Europe」和「1912」標
誌的所有任務卡（12張長程及89張短程任務卡）。
♦ 使用所有擁有「Europe」和「1912」標誌的
任務卡
♦遊
 戲開始時：2張長程任務卡。每個人可以保
留0或1張，但不能都保留。所有未使用的長
程卡面朝下放回盒中
以及
♦5
 張短程任務卡。每個保留了1張長程卡的人
必須保留至少2張短程卡，其他人必須保留至
少3張。
♦ 將所有被棄掉的短程卡洗勻，並放到抽牌堆底部。
♦遊
 戲過程中：抽取3張任務卡，保留至少1張
所有其他規則維持不變。

註冊你的桌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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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歐洲大城市幫助卡放在地圖旁邊
♦使
 用所有擁有「Big Cities」標誌的任務卡
（此變體規則不使用長程任務卡）
♦遊
 戲開始時：5張任務卡
♦每
 個人必須保留至少2張任務卡
♦將
 所有被棄掉的任務卡洗勻，並放到抽牌堆
底部
♦遊
 戲過程中：抽取4張任務卡，保留至少1張
所有其他規則維持不變。

製作人員

快來探索Days of Wonder Online－一個你可以和所有朋友們一
起暢玩的線上桌遊社群！在www.daysofwonder.com註冊你的
遊戲並探索一個充滿各種遊戲變體規則、全新地圖以及各種驚奇
的網站。只需簡單點選New Player按鍵並依照指示執行即可。

這種變體規則會使用擁有「Europe」和「1912」
標誌的45張「Big Cities（大城市）」任務卡。長
程任務卡將不會被使用，可以將它們放回盒中。

遊戲設計：
Alan R. Moon
插畫：Julien Delval
平面設計： Cyrille Daujean

作者Alan和出版社DoW在此感謝所有協助遊戲測試的玩家們：
Phil Alberg, Buzz Aldrich, Dave & Jenn Bernazzani, Pitt
Crandlemire, Terry Egan, Brian Fealy, Dave Fontes, Matt
Horn, Craig Massey, Janet Moon, Mark Noseworthy, Mike
Schloth, Eric Schultz, Scott Simon, Rob Simons, Adam
Smiles, Tony Soltis, Richard Spoonts, Brian Stormont, Rick
Thornquist.

關於地理位置：我們力求準確代表1901年歐洲的政治邊界，並
保有當時城市的通用名稱及語言。但因部分遊戲需要，我們不
得不對一些城市的地理位置稍作調整，還請見諒。

Days of Wonder, the Days of Wonder logo, and Ticket to Ride are all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Days of Wond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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