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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概述： 

玩家扮演 15 世纪勃艮第地区的贵族，在 5 个阶段的游

戏中，通过贸易、家畜驯养、城市建设或是科学研究等方式

获得胜利分数，在游戏结束时，获得最高胜利分数的玩家取

得胜利。 

 

游戏配件： 

164 个六边形牌片，分别是： 

——7*8 个建筑牌片（米黄色，其中 16块背面为黑色） 

——7*4 个动物牌片（浅绿色，其中 8块背面为黑色） 

——26个知识牌片（黄色，其中 6块背面为黑色） 

——16个城堡牌片（深绿色，其中 2块背面为黑色） 

——12个矿物牌片（灰色，其中 2块背面为黑色） 

——26个航船牌片（蓝色，其中 6块背面为黑色） 

42 个货物牌片（正方形，分为六种颜色，每种颜色 7

块） 

20 个银币（八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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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个工人牌片（正方形） 

12 个奖励牌片（正方形，分为六种颜色，每种颜色一个

大牌片、一个小牌片） 

4 个胜利分数牌片（分为四种玩家颜色，每种颜色一个，

标记有 100/200 的分值） 

8 个游戏标记。（分为四种玩家颜色，每种颜色两个） 

9 个骰子（分为四种玩家颜色，每种颜色有两个，另有

一个白色骰子） 

1 个公共图版 

6 个玩家图版（双面） 

初始设置： 

一、公共版图区设置： 

1、将公共图版放置在桌子中间，公共图版图示： 

2、将 20 个银币、30 个工人牌片和白色骰子放置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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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版图一旁，作为供应区。（注意：银币和工人的数量是无

限的，在少数情况中，银币和工人牌片被用完时，可以用其

他标记物代替。） 

3、将 164 个六边形牌片根据背后的颜色分成两类，面

朝下放置在公共版图一旁，作为供应区。 

4、面朝下洗匀 42 个货物牌片，然后分为 5个一组，一

共 5组的牌片堆，分别放在公共版图的 5个阶段空格上。剩

余的 17个牌片暂时面朝下放置在一旁。 

5、将 12 个奖励牌片分别放在公共版图的相应位置上。 

 

二、玩家区域设置： 

每位玩家获得： 

1、一个玩家图版，将编号为 1 的一面朝上摆在玩家面

前。（关于编号为 2 到 9 的玩家图版，参阅后面的更多信息

一节）。玩家版图图示： 

2、1 个城堡牌片（深绿色的六边形牌片），面朝上放置

在地产区中央骰子值为 6的深绿色空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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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随机 3个货物牌片，从初始设置时剩余的 17个货物

牌片中获得，面朝上放置在玩家图版左上方的货物存储区

中，相同类型的货物（按颜色区分）存放在一起，不同类型

的货物分开存放。 

（还有未分配的货物牌片放回游戏盒中，不再使用。） 

4、1个银币，放置在玩家图版左上方的银币存储区中，

银币的数量始终对其他玩家可见。 

每位玩家选择一个玩家颜色，并获得： 

1、2个该颜色的骰子。 

2、1个该颜色的游戏标记，放置在公共图版的胜利区域

轨道的 0/100 格上。 

3、1个该颜色的胜利分数牌片，暂时放置在玩家图版一

旁。 

4、掷骰得到最高点数的玩家成为起始玩家，获得 1 个

工人牌片放置在玩家图版左下方的工人存储区中，工人牌片

的数量始终对其他玩家可见。按顺时针方向第二个玩家获得

2个工人牌片，第三个玩家获得 3个，第四个玩家获得 4个。 

每个玩家将他们的第2个游戏标记按照顺序叠放在公共

图版的回合次序轨道最左边的一格上，起始玩家的游戏标记

放在最上面，最后一个玩家的游戏标记放在最下面。 

起始玩家获得白色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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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流程： 

游戏将进行 5 个阶段（从 A 到 E），每阶段包括 5 个回

合。 

一、5 个阶段说明： 

在每个阶段开始时，进行如下设置： 

1、移除公共图版上所有剩余的六边形牌片，放回游戏

盒中。（通常在第一个阶段不需要执行此步骤） 

（注意：航船、矿区和城堡牌片可以保留，货物牌片也

同样保留在公共图版上） 

2、从供应区中随机抽取新的六边形牌片，面朝上放置

在公共图版的6个仓库中对应颜色的空格里：在2人游戏中，

只放置在标有数字 2的空格中（共 12 个），在 3人游戏里，

放置在标有数字 2和 3的空格中（共 18 个），在 4人游戏里，

所有 24个空格均放置牌片。 

（注意：在 3人游戏中，骰子数为 6的仓库中深绿色的

空格规则为：在 A、C 和 E 阶段，如常放置城堡牌片，在 B

和 D阶段，放置矿区（灰色）牌片） 

3、从供应区中随机抽取背面为黑色的六边形牌片，面

朝上放置在公共图版的中央黑色仓库区。（数量与第 2 个步

骤的规则相同） 

4、从对应的阶段空格中拿取 5 个货物牌片，面朝上分

别放置在 5个回合空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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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 个回合说明： 

在阶段设置之后，将进行 5个回合，每个回合按如下方

式进行： 

1、所有玩家投掷他的两个骰子，起始玩家同时也要投

掷白色骰子。所有玩家将骰子放置在面前，对其他玩家可见。 

（同时掷骰可以让回合次序靠后的玩家先安排自己的

计划） 

2、起始玩家根据白

色骰子的掷骰结果将回

合空格最上面的货物牌

片放置到对应骰子数的

仓库中。（这是白色骰子

的唯一作用） 

 

 

3、从起始玩家开始，每个玩家按照回合次序执行他的

行动，当所有玩家的行动都完成后，一个新的回合开始。 

（回合次序：根据回合次序轨道上的玩家标记位置决

定，右边格子的玩家标记顺位比左边高，同一格子内上方的

玩家标记顺位比下方高） 

（根据阶段空格上的货物牌片和回合空格上的货物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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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数量，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当前游戏阶段和回合。以及游戏

还要进行多长时间。） 

 

三、玩家行动说明： 

每个玩家在其回合内执行两个行动，每个行动使用一个

骰子，当一个骰子被使用后，将其放置在玩家图版的已用骰

子存储区。 

工人牌片：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

以修正你的掷骰结果+1或者-1（修正结

果时，1 和 6 视为相连，亦即 1 可以通

过-1 修正为 6,6 可以通过+1 修正为 1），工人牌片使用后立

即返回供应区，玩家可以通过使用数个工人牌片来修正其掷

骰结果，例如使用两个工人牌片将掷骰结果 2修正为 4（+2）

或者 6（-2）。 

 

四、行动： 

每个行动都需要一个骰子，这两个行动可以按照任意的

顺序或者组合来进行（包括执行两个相同的行动） 

1、行动：从公共版图获得六边形牌片。 

玩家可以从与掷骰结果对应数字的仓库中获

得一个六边形牌片。 

获得的牌片必须放置在玩家图版左下角的六边形牌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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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区中。（而不是直接放置在地产区上！） 

若玩家的存储区已经满了，则他必须先选择移除（出游

戏）一个存储区中的牌片，再将新牌片放在存储区中。（玩

家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2、行动：将六边形牌片放置在你的地产区

中。 

玩家可以将自己存储区的一个牌片放置在地

产区中。 

放置牌片到地产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放置的地产区空格上的数字必须与掷骰结果相同。 

（2）地产区空格的颜色必须和牌片的颜色相同。 

（3）新放置的牌片必须与地产区上已经放置的牌片相

邻。（所以玩家放置的第一块牌片必须与起始的城堡相邻） 

 

2.1、牌片类型： 

根据玩家放置牌片的类型，以下事件立即发生： 

（1）知识牌片（黄色）：共有 26个不同的知识

牌片，其作用在另文详细介绍。 

 

 

（2）航船牌片（蓝色）：当玩家将航船牌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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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产区后（因为只有六个蓝色的河流区，因此一个玩家最

多放六次），两个事件立即发生： 

首先，玩家任意选择一个仓库（不用考虑仓库的数字与

掷骰结果）中的货物牌片，放入玩家版图左上角的货物存储

区中。每个玩家最多可以存放三种不同类型的货物（按颜色

区分），同一类型的货物堆叠存放。若存储区已满，多余的

货物必须留在公共图版的仓库中。 

其次，玩家在回合次序轨道上将他的游戏标记向右边移

动一格，若该空格上已经有其他玩家的游戏标记，则新游戏

标记放置于原游戏标记之上，表示玩家游戏顺位的提升，新

的起始玩家将获得白色骰子。 

（3）动物牌片（浅绿色）当玩家将动物牌片放

置在地产区的牧地区上，他立刻获得胜利分数并将

胜利分数轨道上的游戏标记移动相应格数。 

计分规则： 

每一个牌片上印有 2到 4个不同类型的动物，提供相应

的 2到 4分。 

在新加入动物的牧地区如果已经有相同类型的动物（不

需要相邻），则原有牌片的同

类型动物可以再次计分。 

例如：玩家将一个 4个奶

牛的牌片放在牧地区，因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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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地区上已经有一个 3个奶牛的牌片，则此次放置为他带来

4+3=7 胜利分，如果将来在这块牧地区上再放置一个 4个奶

牛的牌片，则会为他带来 4+4+3=11 点胜利分。（见图例）

注意：两种同类型动物如果不在同一个牧地区，则原有动物

不能再次计分。 

（4）城堡牌片（深绿色）：当玩家将一个城堡

牌片放置在地产区上，他立即执行一个额外的行动，

该行动由玩家自行选择，且该行动的掷骰结果由玩

家任意决定。 

（5）建筑牌片（米黄色）：当玩家将一个

建筑牌片放置在地产区时，他立即获得该建筑

物提供的优势。其作用在另文详细介绍。 

注意：同一个城市区内不能放置两个相同

的建筑牌片！ 

当放置建筑牌片之后，其建筑提供的优势在放置后立刻

执行，而不用考虑掷骰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建筑提供

的优势无法执行，该建筑仍然必须放置下去，但是玩家失去

该建筑优势。 

 

2.2：放置六边形牌片的其他规则： 

（1）六边形牌片一旦被放置到地产区上，便不能改变

位置或者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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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同颜色的一片区域完成牌片放置，立即则通过

两种方式进行计分： 

首先，根据该区域的大小（1 格到 8 格），获

得对应的 1 到 36 分。（对应关系见玩家图版左上

方的胜利分数表） 

 

 

然后，根据完成该区域的阶段（A

到 E），获得对应的 10 到 2 分，阶段

A完成的区域可获得 10 分，阶段 E完成区域可以获得 2分。

（对应关系见玩家版图左上方阶段空格下方所对应的胜利

分数） 

（3）第一个完成地产区所有相同

颜色区域放置的玩家（例如完成放置全

部 6个浅绿色的牧地区）立即从公共图

版上拿取对应颜色的大奖励牌片并计

分，获得分数与游戏人数相关。（2人游戏获得 5分、3人游

戏获得 6分、4人游戏获得 7分）第二个完成的玩家拿取小

奖励牌片并计分（2人游戏获得 2分、3人游戏获得 3分、4

人游戏获得 4分。）第三个和第四个完成的玩家不获得分数。 

注意：当一位玩家获得的胜利分数超过 100 时，将他的

胜利分数牌片翻至100分面朝上放置在玩家图版右上角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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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骰子存储区旁边，当分数超过 200 时，将胜利分数牌片翻

面。 

 

3、行动：出售货物 

玩家可以从他的货物存储区中出售同一种类

的全部货物，掷骰结果决定了可以出售货物的种

类（根据颜色区分）。出售的货物必须面朝下堆叠放置在玩

家图版左上方的售出货物存储区中。（货物存储区旁边的灰

色格子） 

之后玩家立即获得： 

（1）1个银币。（无论出售了多少货物） 

（2）2\3\4 胜利分。（对应 2\3\4 个游戏玩家） 

注意：玩家必须出售同一类型的所有货物，不能保留。 

 

4、行动：获得两个工人 

玩家可以无视掷骰的结果，从供应区获得两个

工人，放置在玩家图版左下角的工人存储区中。 

 

五、额外行动：购买 

每个玩家在自己回合内的两个行动之外，可以

执行一个额外的购买行动，花费两个银币（放回供

应区）从公共图版中央黑色仓库中购买一个六边形牌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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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玩家图版的六边形牌片存储区。（也不能直接放置在地

产区上！）这个额外行动可以在玩家执行原来两个行动的之

前、之间或者之后进行。 

 

六、阶段的结束： 

当五个回合结束后，一个阶段便结束了，此时玩家可以

根据自己地产区的矿物牌片数量获得相应的银币，一些黄色

的知识牌片此时也发挥作用。然后新的一个阶段开始。 

游戏结束： 

在五个阶段都完成之后，游戏进入终局，此时所有玩家

根据以下规则进行最后一次计分： 

1、每 1个未售出的货物获得 1胜利分。 

2、每 1个保留的银币获得 1胜利分。 

3、每 2个保留的工人获得 1胜利分。 

4、一些知识牌片带来的计分。（见后面知识牌面说明） 

（注意：在玩家六边形牌片存储区的牌片是不能计分

的！） 

获得最多胜利分数的玩家获胜，若出现平手，地产区上

空格最少的玩家获胜，若还是出现平手，则在回合次序上顺

序靠后的玩家获胜。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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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经熟悉游戏的玩家，可以尝试使用以下变体： 

在其他游戏设置完成并且确定玩家次序之后，每个玩家

随机获得一个玩家图版，每个玩家可以自行决定使用版图的

哪一面来进行游戏，也可以自行决定起始城堡的放置位置。

玩家应该事先商议版图和起始城堡的选择是公开的（根据玩

家次序进行）还是秘密的（所有玩家同时进行）。 

 

其他：黄色背景字为待确认翻译，红色字体为计分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