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書

遊戲目 標
在遊戲中，你要建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親自選擇並裝飾每一個房間。遊戲將進行十二輪，每輪中，
玩家要在自己的房屋裡建造一個房間。當牌堆耗盡時，遊戲結束。此時每個玩家都已經建造了屬於自己
的房屋，結算你的分數，最高的玩家就是遊戲勝利者！

遊戲配 件

一疊房間卡

卡牌背
面

四張玩家提示卡

一疊特殊卡

面

十枚傢俱標記

起始玩家標記

卡牌背

公共版圖

四張玩家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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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倦了讀規則書？快來遊戲官網看教學視頻來學習遊戲吧！

www.wydawnictworebel.pl/domek

起始準備
-每名玩家拿取一張代表自己房屋的玩家版圖，以及一張提示卡
-將公共版圖放在中央，以便所有玩家拿取
-混洗所有特殊卡，組成牌堆並背面向上放在 A 位置。在中央版圖上方4個空位個放一張特殊卡
-混洗所有房間卡，組成牌堆並背面向上放在 B 位置。在中央版圖下方5個空位個放一張房間卡
-年紀最小的玩家獲得起始玩家標記
-將傢俱標記放在公共版圖旁邊

1

起始玩家位
這個空位不放置任何卡牌

A

Drill

Rusztowan
ie
2

Supplier

Tool.
Play before taking cards.
Swap a room card from
your house with a room card
from the track.

Narzędzie.
Canopy
bed
Połóż na pustym miejscu na
swojejFurnishing.
planszy. Pozwala
Put
the
canopy
bed token
budować nad Rusztowaniem.
on
a
bedroom
Będziesz musiał je card.
zastąpić
dobraną kartą pomieszczenia.

Helper.
At the end of the game,
you can swap a room card
from your house with a room
card from the discard pile.

Storage room

1

B

1

1 4 9

Bathroom

Living room

3

1

Pantry
Worth 3 points next to Kitchen.

3

2

6

Children's room

遊戲流程
遊戲進行十二輪。
每一輪中，從起始玩家開始順時針方向，每位玩家從中央版圖選擇一組牌拿取。一組牌是指一張下方
的房間牌，及其正上方的特殊牌；或者最左邊的房間牌與起始玩家標記。獲得卡牌後，立刻將所選的
房間牌擺放到你的房屋中，盡量將同類型的房屋連起來以獲得更高的分數（具體請見第6頁的“如何擺
放房間”）。特殊牌的具體用法請見下一頁。
如果沒有玩家選取起始玩家標記，那麼原起始玩家保留手上的起始標記。他/她將繼續成為下一輪的起
始玩家。
所有玩家都拿取了一組牌後，將公共版圖上剩餘的卡牌全部丟棄，然後重新從牌堆抽取4張特殊卡和5
張房間卡放在公共版圖上。遊戲共進行十二輪，當牌堆耗盡時，遊戲結束，所有玩家結算分數。

普通房間 -這些卡牌是最常見的房間，你只能將他們放在房屋最上面兩層的十個空
格裡。
1 4 9
Living room

附加房間 -根據相鄰房間類型，在遊戲結束時帶來額外分數的房間，同樣只能放在
房屋最上面兩層的十個空格裡。
1

Sauna
Worth 3 points next to Bathroom.

Garage

0 4

3

地下室 -這些房間只能放在房屋最下麵一層的兩個空位裡。這些房間有深色的邊
框，並且其房屋名稱和信息在卡牌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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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的特殊卡有著不同的使用方式和規則：
屋頂卡 -將其背面向上放在房屋左下方的屋頂空位上。一旦放置後，你就不能在遊戲結束前
再次查看你的屋頂卡。屋頂卡一共有四種不同的類型。
傢俱卡 -立刻拿取一個對應類型的傢俱標記，你必須將其放置在卡牌所指示類型的房間中，
然後將傢俱卡丟棄。如果你無法擺放這個傢俱，那麼將傢俱標記和卡牌都丟棄。將傢俱放
入房間時，會自動完成這個房間。（具體請見第6頁的“如何擺放房間”）。
Rusztowan
ie
2
Narzędzie.
jacuzzi
Połóż na pustym miejscu na
swojejFurnishing.
planszy. Pozwala
Put the
Jacuzzi
token
budować
nad
Rusztowaniem.
on a bathroom
card.
Będziesz
musiał je zastąpić
dobraną kartą pomieszczenia.

Drill
Tool.
Play before taking cards.
Swap a room card from
your house with a room card
from the track.

工具卡 -將其正面向上放在你房屋的一邊。你可以根據卡牌上的指示，在你的回合任意時間
使用這些道具。所有道具在使用後都必須丟棄。
幫手卡 -將其正面向上放在你房屋的一邊。幫手會在遊戲結束時給你提供特別的幫助（室內
設計師除外）。

Supplier
Helper.
At the end of the game,
you can swap a room card
from your house with a room
card from the discard pile.

為了方便查看，請將被丟棄的房間卡和屋頂卡分開放置，以便於一些特殊的幫手卡查看（例如：供應商和屋頂工），這
也會讓遊戲的整理和下一次的準備速度加快。

2~3人遊戲特殊規則
如果只有2~3名玩家，在每一輪發牌之後，由起始玩家選擇一組牌丟棄。玩家不能選擇起始玩家位下方
的房間牌。
變體規則：如果和年齡較小的玩家一起玩這個遊戲，也可以不丟棄卡牌。這會讓遊戲難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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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擺放房間
當從公共版圖拿取卡牌之後，你需要將房間卡擺放到自己的房屋中去。所有房間一旦放置，就不能再次
移動也不能被其他房間覆蓋，除非使用幫手牌或工具牌的特殊效果。房間可以從左到右擺放，也可以從
右到左，或者在房間與房間之間留下空位，並沒有嚴格的限制。但是玩家必須遵守以下三個原則：
[A] 任意房間擺放時，下方不能有空位存在（屋頂卡的空位不算在內）.
[B] 地下室只能放在房屋最下層，其他房間必須放在房屋靠上兩層中.
[C] 當擴張一個房間時，不能超過該房間的面積上限（請參考下一頁）

[A]

[B]

屋頂牌區

如果你無法放置一個獲得的房間，或者你不想放置該房間，你可以選擇將其背面向上作為一個“空
房間”放到你的房屋中。所有空房間在遊戲結束時都是零分。空房間的下方不能有空格存在，空房
間可以放在任意位置，也可以與其他空房間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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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這個臥室已經有兩張牌
了，你不可以增加第三張
牌

房間可以橫向擴張。一個房間可以由1、2、3張相同並橫向相鄰的牌組成，其大小上限由卡牌上的 、
或
來標記。當房間大小達到上限，或者是房間中擺放了傢俱，這個房間就立刻/完成/了。玩家不
可以在完成的房間左右放置相同類型的房間卡。除非將獲得的房間背面向上作為空房間放置。
注意：相同房間卡上下相鄰時，被視為兩個不同的房間。遊戲結束時也是分開計分。

小美獲得了一張浴室卡，浴室的大小上限為
1。如果小美想將新獲得的浴室放在如圖所
示的位置，她必須將卡牌背面向上作為一個
空房間來放置。

阿強獲得了一張廚房牌，他有兩個可選位置。他可以
將廚房與客廳相鄰擺放，但這樣會限制客廳的擴張。
他也可以將卡牌與已有的廚房相鄰擺放，但這樣就必
須將卡牌背面向上放置，因為下方的廚房已經達到大
小上限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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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傢俱放入房間會自動完成該房間，這個房間就無法繼續擴張。如果你想將相同類型的卡牌與帶傢俱的
房間相同擺放，那麼你必須將該牌作為空房間放置。空房間可以彼此相鄰。

阿強決定在他的客廳裡放一架鋼琴（這個客廳大小僅為1），這會立刻完成這個客廳，並阻止這個客廳的擴張。
（鋼琴是非常敏感的樂器，在有鋼琴的房間周圍施工，會影響鋼琴的音質！）

遊戲結束與計分
在第十二輪結束時，所有玩家的房屋都會有十二個房間。現在，你可以好好觀
賞自己辛苦建造的房子了！遊戲附贈了計分表，可以幫助玩家計分。
計分時，不要忘記使用供應商、雜務工、屋頂工的特殊能力！
你會從以下四個方面得分：
-房間
-屋頂
-傢俱
-房屋額外獎勵

房間的得分
大部分房間的分數是由其大小來決定的，即同層相鄰的該房間數量。卡牌上
數字表示該房間得分。

的

一個大小為2的臥室可以獲
得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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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9

om
Living ro

1 4 9
Living room

1 4 9

Living ro
om

大小為1的客廳只有1分，但是大小為2的客廳可以獲得4分！大小為3的客廳竟然有9分！卡牌上的標記展
示了該房間大小和分數的對應關係。

Ga rage

0 4

Garage

0 4

大小為1的車庫獲得0分，但是大小為2的車庫獲得4分。

傢俱的得分
每個傢俱會獲得上面所標記數字的得分。如果你有室內設計師的話，每個傢俱還會額外多獲得1
分！（請參考第12~13頁的“幫手卡”）

阿強的房子裡有一個大小為1的臥室。下一回合，他在這個臥室裡擺放了一個貓咪小窩。這會立刻
完成這個房間，他無法再擴張該臥室。同時，如果他再拿到豪華床，他必須丟棄這個傢俱，因為傢
俱無法放入已經完成的房間，而且豪華床只能放置在臥室裡。但如果他有另一間隔離的臥室，豪華
床可以放在這間臥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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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額外獎勵
玩家提示卡上顯示了兩個額外加分的項目：
[A] 靠上的兩層房間中，每層都有浴室的話，額外獲得3分
[B] 房屋中同時有浴室、廚房、臥室，額外獲得3分。這些房間可以在任意層，任意大小。並且玩家只會獲
得一次。擁有兩間浴室、兩間廚房、兩間臥室，只會給玩家帶來3分的獎勵。

屋頂的得分
當你獲得屋頂卡時，將其背面向上放在房屋左下角的屋頂區。遊戲中，你不可以查
看獲得的屋頂牌。遊戲結束時，翻開你所有的屋頂牌，選擇其中4張計分。屋頂的
得分會根據其排列組合來決定分數。
玩家額外獲得的屋頂不會帶來分數。當玩家獲得的屋頂少於4張時，玩家未完成屋
頂，所以獲得零分。
玩家獲得：
彩色屋頂（4張屋頂牌顏色至少有兩種）：3分
單色屋頂（4張屋頂牌顏色完全相同）：8分

Rus zto wan ie

Narzędzie.
miejscu na
Połóż na pustym
Pozwala
swojej planszy.
Rusztowaniem.
budować nad
ł je zastąpić
Będziesz musia
pomieszczenia.
dobraną kartą

彩色屋頂：3分

單色屋頂：8分

同時，在完成的屋頂中，每扇窗戶額外獲得1分的獎勵。每種顏色的屋頂牌各有一張帶窗戶的屋
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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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 sz to

e.
Narzędzi ejscu na
mi
pustym
ala
Połóż na planszy. Pozw iem.
swojej
sztowan ić
ć nad Ru
tąp
budowa z musiał je zas nia.
Będzies tą pomieszcze
kar
dobraną

w an ie

1

1

帶有2扇窗戶的彩色屋頂：
彩色屋頂獲得3分+2x每扇窗戶1分=5分

1

屋頂可能獲得的最高分數：
單色屋頂獲得8分+1扇窗戶1分=9分

勝利
得分最高的玩家獲勝！如果出現平手時，平手玩家共同分享勝利的喜悅！
變體規則：如果玩家希望能打破平手，那就尋找你的房間裡有幾個小孩，小孩最多的玩家獲勝！

特殊卡效果詳解
傢俱卡
當玩家獲得傢俱卡後，你立刻拿取對應的傢俱，放置到卡牌指示的房間中去，然後丟棄這張傢俱卡。這
個房間立刻被完成。一個被完成的房間不能在相鄰位置放置同類型的房間卡。
每個房間不論其大小，最多只能有一個傢俱。空房間（背面向上的房間卡）中不能擺放傢俱。
樹屋和鳥巢比較特殊：你必須將這兩個傢俱放在房子邊上，而不是放在房間裡。所以玩家有可能同時擁
有樹屋和鳥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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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手卡
幫手在遊戲結束計分時帶來特殊效果（室內設計師除外）。每個幫手都有簡短的文字說明，你可以在下
表獲得更加詳細的說明：
屋頂工: 遊戲結束時，你可以從棄牌堆選擇一張屋頂卡，將其加入你的屋頂區。
注意：你必須在翻開屋頂區的卡牌之前使用該效果！
Roofer
Helper.
At the end of the game,
you can add one roof card
from the discard pile
to your roof cards.

Supplier
Helper.
At the end of the game,
you can swap a room card
from your house with a room
card from the discard pile.

供應商: 遊戲結束時，你可以從棄牌選擇一張房間卡，將其與你房屋中的一個房間交換（空房間也能交
換）。新放置的房間必須遵守房間放置原則。如果你移除了帶有傢俱的房間卡，那麼上面的傢俱也會被
丟棄，不會帶來任何分數。
雜務工: 遊戲結束時，你可以將你房屋中兩個房間的位置對換。被交換的房間必須遵守房間放置原則。
（例如：地下室不能被換到上層，已完成的房間不能擴張等等。）空房間交換時，必須保持空房間的狀
態。
如果你交換了一個帶有傢俱的房間，那麼該傢俱會隨著房間一起移動。如果移動後，會導致某個房間中
傢俱數量超過一個，那麼你必須將該房間的傢俱移除到只剩一個為止！

Handyman
Helper.
At the end of the game,
you can swap 2 room cards
in your house.

小美使用了雜務工，來把她的客
廳卡移動到另外一張客廳卡邊
上。

Architect

建築師: 每項完成的房屋額外獎勵，都多得1分。也就是說，完成每層都有浴室時，獲得4分；完成同時
擁有廚房、浴室、臥室時，獲得4分。額外地，每個空房間都獲得1分！（建築師將這些房間改造成了有
用的房間。）

Helper.
Each of your empty rooms
is worth 1 point.
Every functionality bonus
is worth +1 mor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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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or designer

室內設計師: 當你獲得這張牌時，卡牌效果立刻生效。你放置傢俱時，不會完成這個房間。擁有傢俱的
房間可以繼續擴張，除非這些房間已經到達大小上限。（但是你的每個房間依然只能有最多一個傢俱。
）計分時，你的每個傢俱多得1分。

Helper.
Furnishing tokens do not
close your rooms.
Every token gives +1 point.

工具卡
當你獲得工具卡時，將其放在房屋邊上（支架除外）。你可以在之後的回合中使用這些工具（手提鉆除
外）。工具都是一次性的，使用過後就會被丟棄。如果你在最後一輪中獲得工具，你將無法使用這個工
具。

電鑽 -你只能在拿牌前使用這個工具。將你房屋中一張房間卡和公共版圖上一張房間卡對換。被對換的卡
牌必須放置在另一張牌原本的位置上。新放置的房間卡必須遵守房間放置原則。你不可以交換空房間。
Drill
Tool.
Play before taking cards.
Swap a room card from
your house with a room card
from the track.

從房屋中換出一張書房，
來取得公共版圖上的客廳

Jackhammer
Tool.
Play before the first player
takes a card pair! Instead of
your normal turn, immediately
take one room card
from the track.

手提鑽 -你只能在一輪開始時使用這個工具，你這一輪中第一個選取想要的卡牌。（注意：你這一輪中
不會拿取兩次卡牌，這個工具只是讓你在起始玩家之前拿牌。）並且，你只能拿取房間卡，必須將對應
的特殊卡丟棄。如果你拿取了最左邊的房間卡，你不會成為起始玩家。在你拿取卡牌後，從起始玩家開
始，剩餘的玩家依次拿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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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攪拌機 - 你只能在拿牌前使用這個工具。你可以對換公共版圖上兩張房間卡的位置。
Concrete mixer

1

Tool.
Use just before taking cards.
You can swap 2 room cards
on the card track.

Drill

Rusztowan
ie
2

Tool.
Play before taking cards.
Swap a room card from
your house with a room card
from the track.

Narzędzie.
Canopy
bed
Połóż na pustym miejscu na
swojejFurnishing.
planszy. Pozwala
Put the canopy
bed token
budować
nad Rusztowaniem.
on a bedroom
Będziesz
musiał je card.
zastąpić
dobraną kartą pomieszczenia.

Storage room

1

1

1 4 9

Bathroom

Living room

1

Pantry
Worth 3 points next to Kitchen.

3

阿強是這一輪中第二個拿牌的玩家。場上還剩下4組可選的卡牌。他想要一張客廳卡和一個紅色的屋頂。於是他打出
水泥攪拌機來將客廳交換到紅色屋頂的下方，就可以同時拿取兩張牌了。

Scaffoldingie
Rusztowan
Narzędzie.
Tool.
Place
Połóż
onna
anpustym
empty space
miejscu
in your
na
house.
swojej
You
planszy.
can place
Pozwala
a room
directly
budować
above
nad Rusztowaniem.
the scaffolding.
Będziesz
Later you
musiał
mustjereplace
zastąpić
dobraną
scaffolding
kartą
with
pomieszczenia.
a room card.

支架 -把支架放在房屋中一個空位上，這個空位下方不能再有空格存在。你可以
在支架上方直接建造房間。在後面的回合中，你可以用新獲得的房間卡來替換
支架。而且你必須在遊戲結束前這麼做。（你也可以用空房間來替換支架。）

阿強不想再拿取第二張車庫，於是他拿取了一張客廳和一個支架。他將支架放在地下室裡，這樣他就能在支架
上方擴張得分較高的客廳。他希望將來可以再拿到第二張車庫，就可以替換這張支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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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示例
房間得分：
•
•
•
•
•
•
•
•
•
•
•

兒童房：2分
客廳：4分
浴室：1分
梳妝室：1分
浴室：1分
臥室：1分
廚房：1分
食品儲藏室：3分（在廚房邊上）
廚房：1分
車庫：0分
空房間：0分
總計房間得分：15分

傢俱得分：
• 鋼琴：3分
• 貓咪小窩：1分

房屋額外獎勵：
• 每層都有浴室：3分
• 同時擁有浴室、廚房、臥室：3分

屋頂得分：
• 選擇4張屋頂牌計分。
• 完成彩色屋頂：3分
• 窗戶：1分

最終得分： 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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