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戏的创意来源及游戏目标 

与其他沙漠民族不同，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塔吉”

（Targi）的“图阿雷格”族男人在 25 岁成年后要用蓝紫

色面纱遮挡住脸庞，而族里的女人们则不用。在过去图

阿雷格人曾一度靠武力主宰撒哈拉沙漠南北的货物贸

易，利用五条纵贯沙漠的贸易路线连接撒哈拉沙漠以南

的大城市，与非洲北边的地中海沿岸。不同的家族被划

分成为各种部落，听从于部落中的贵族。作为图阿雷格

部落的首领，玩家们将用部落周边（椰枣与盐）或进口

货物（胡椒）进行贸易，从中获取金币与其他利益，并

同时扩张他们的家族。但沙漠是个险恶之地，强盗和其

他部落都在与你争夺有限的资源。在游戏结束时拥有最

多胜利点数的玩家获胜。 

游戏配件： 

80张卡牌，包括: 

       
45张部落卡                     19张货物卡 

    
16张边界卡                      8个金币指示物 

                

6个塔吉人标记            4个部落标记      1个强盗标记 

                     

30个货物指示物                1个起始玩家指示物 

（椰枣，盐，胡椒各 10个）         （银护身符）  

 

15个胜利分数指示物 

游戏准备 

初次游戏前，请将所有指示物从板块上小心取下。 

16张边界卡上标注了 1-16的数字，如下图所示按

顺序进行摆放，让卡牌的数字位于左上角，形成一个环。

所有边界卡在整场游戏中不会变动位置。 

 

提示：在边界卡的正面，不同的作用使用了对应符

号作为说明。在卡牌背面，则用文字进行描述。初学本

游戏时，推荐使用卡牌的背面进行游戏。 

分别随机混洗货物卡以及部落卡，然后分配 5张货

物卡与 4张部落卡进入边界卡围成的中央区域。 



 

 

将剩下的部落卡形成牌库放在边界卡 14“部落扩

张”旁；将剩下的货物卡形成牌库放在边界卡 13“旅行

商队”旁。将货物，金币，以及胜利分数指示物放在一

旁作为公共供应堆。将强盗（灰色标记）放在边界卡“贵

族”旁。每个玩家获得各自颜色的 3 个塔吉人标记以及

2个部落标记。同时每个玩家还获得椰枣、盐、胡椒各

2个，1个金币，4点胜利分数指示物。 

最近吃过椰枣的玩家为起始玩家并拿取起始玩家

指示物开始游戏。若无人吃过，则蓝色方玩家为起始玩

家。（“图阿雷格”人有时也被称为“蓝人”） 

 

游戏的进行  

游戏概览 
在每轮里，每个玩家轮流依次在边界卡上放置自己

的 3个塔吉人标记。然后在每两个同色塔吉人标记所在

行列十字相交的中央区域上，放上该玩家的部落标记。

玩家的标记放置的卡牌表示了玩家可以执行何种行动。

玩家可以巧妙的结合执行行动的顺序来获益。当有玩家

将部落区 12个位置填埋或强盗在边界卡上走完一圈到

16时，游戏结束。 

游戏流程  

1. 将强盗标记向前移动 1格（在边界卡上） 

在每轮开始时，将强盗按照顺时针往前移动 1格。

在第 1轮，直接将强盗放置在 1号边界卡“贵族”上。玩

家的塔吉人标记不能放置在强盗所在边界卡上。每当强

盗到达游戏区域的边角处时，会执行一次该卡牌上描述

的掠夺，玩家将可能会失去货物或胜利分数，在后期甚

至会失去金币（参见“掠夺”）  

2. 依次放置塔吉人标记（在边界卡上） 

从起始玩家开始，每个玩家依次放置 1个其拥有的

塔吉人标记到边界卡上，直到 3个全部放完，玩家通过

放置塔吉人标记占据边界卡来获得其在本轮中想要执

行的行动。 而以下边界卡玩家不能放置塔吉人标记：  

• 强盗所在的边界卡；  

•“掠夺”（四个角落）边界卡；  

• 已放置塔吉人标记的边界卡；  

• 与对手玩家已放置塔吉人标记相对的边界卡； 

范例：蓝色玩家开始放置他的第一个塔吉人(1)。

紧接着白色玩家放置了塔吉人在另一个区域，他不能放

置塔吉人在标注白色 X的区域上。  



 

 

 
蓝色玩家放置他的第二个塔吉人(2)。他不能放置

在标注蓝色 X标记的区域。因为该区域对面已有一个白

色塔吉人。然后白色玩家放置其第二个塔吉人在强盗的

对面区域。放置塔吉人在强盗对面是允许的，但是不允

许放置在强盗所在区域上。  

最后玩家们各自放置他们最后的塔吉人标记：  

3. 在十字交叉点放置部落标记（中央区域） 

在玩家放置完所有塔吉人标记后，每个玩家开始放

置部落标记，每个玩家根据其所属颜色的塔吉人所在边

界卡行列的直线进行延伸，一旦在中央区域产生交叉

点，就可以在交叉点放置对应颜色的部落标记。最常见

的情况下可以放置 2个部落标记。 

提示：若玩家在放置塔吉人标记时出现同色相对的

情况，最多只会产生 1个交叉点，即只能放置 1个部落

标记。 接着前一个范例：玩家放置对应的部落标记。  

 

4. 执行行动  

由起始玩家开始，玩家连续执行完所有塔吉人以及

部落标记所在卡牌对应的行动。顺序可由玩家自由决

定。无论如何，玩家必须在结束前一个行动后再执行下

一个行动。玩家也可以选择不执行完所有的行动。 

一旦玩家使用了某边界卡的行动，他将他的塔吉人

标记取回，边界卡保留不动。 

若中央区域的卡牌被使用，玩家将他的部落标记取

回，卡牌空位将立即被一张相异类型的卡牌代替： 

若货物卡被使用，将其放到货物卡的弃牌堆，并将

1张部落卡面朝下放置在其之前腾出的空位。若部落



 

 

卡被使用，同理则使用货物卡来代替。 

提示：货物牌库被摸完时，洗混弃牌堆形成新的牌

库。 

 

若1张货物卡上描绘了1或2

种货物，或 1 金币或 1VP，玩家

获得相应的资源。若卡牌上描绘了带有斜线划分的 3

种货物，玩家可以选择获取他所选择的 1个货物。然后

弃掉该货物卡。 

提示：若供应堆没有可用的指示物时，玩家可以通

过纸笔进行记录。 

玩家在支付部落卡上描述的相应货物或金币后可

将部落卡放在面前（参见“部落区”）。若玩家不能或不

想支付部落卡的费用时，他可以选择将卡收入手牌中。

无论如何，每个玩家部落卡的手牌上限为一张。 

然而一旦存在手牌，在接下来的时间中，若存在抽

取部落卡的机会，而又不能立即打出该卡牌（支付费用）

时，抽取的部落卡必须被放入部落卡弃牌堆。亦不允许

在有手牌时与刚刚摸取的部落牌进行交换。 

通常部落卡只能在你获取它时打出，在稍后的回合

中，当塔吉人标记放置到“贵族”边界卡时，你可以从

手中打出你前期收入手牌的部落卡。（例外：某种部落

卡允许玩家直接从手牌打出而无需“贵族”行动） 

当使用贵族行动时，你可以从手中打出部落卡（需

支付费用），或弃掉手牌为更好的卡牌腾出空间。 

5. 翻面新入场的货物与部落卡并交换起始玩家 

在轮次最后，所有玩家执行完其行动时，

将所有新入场的货物卡与部落卡翻面正面朝

上。起始玩家将起始标记交给对方，新的 1 轮

随着移动强盗开始。 
 
其他规则细节  

部落区  

打出部落卡的费用在卡牌右上角。 

提示：在某些卡牌费用上有斜线存在，这意味着玩

家能够选择支付相应货物或 1个金币来打出该卡。 

卡牌右下角为卡牌自身胜利分数，用 1-3个银十字

架来表示。 

许多卡牌在游戏中给予玩家一些好处。每张卡牌上

均有详细描述。部落卡一旦打出，玩家即可使用该卡所

带来的好处。例如：若卡牌给予玩家 1个额外的货物，

该玩家可以在该卡牌打出的同一轮次获得此货物。  

玩家在构建自己的部落区时，应当按照合计三行，

每行四张的原则来进行。每行卡牌在扩张时须遵循从左

至右的规则。允许在一行未填满时直接在其他行第一张

的位置放置卡牌。 

这意味着允许玩家数行同时进行建设。但打出的卡

牌通常在整局游戏中都不会再变动位置（例外：某种部



 

 

落卡允许两张打出的卡牌进行位置互换）。 

 

部落卡通过以下符号被分为 5种类型： 
水井        骆驼骑士       绿洲      塔吉女      帐篷 

  

若一个玩家使用 4 张相同类型的部落卡牌完成部

落区中一行的建设，将在游戏结束时获得 4分。 

若使用 4 张类型各不相同的部落卡牌完成部落区

中一行的建设，将在游戏结束时获得 2分。 

在一行中未完成 4张，或是完成 4张但不符合以上

要求的情况，不会获得任何额外的分数。 

金币不被视为货物。 

掠夺  

若强盗移动到“掠夺”边界卡时，玩家

必须交出卡上描绘的物品。从当前起始玩家开始，每个

玩家选择交出分数或货物（最后一轮则为金币）。将交

出的物品返还公共供应堆，并且将强盗立即移动到下一

个边界卡，然后玩家们开始依次放置塔吉人标记。 

轮次结束时货物和金币的库存限制  

获得的货物与金币在进入下一轮前有库存限制。如

果一个玩家在执行完他所有行动后，拥有超过 10个以

上货物和/或 3 个以上金币，则必须返还超出的货物

以及金币。返还的货物的类型由玩家自行决定。而在游

戏轮次中，玩家获得的货物与金币并没有限制，只要他

能在轮次结束前消耗掉即可。 

游戏结束与计分  

当有玩家打出 12张部落卡时，该轮次即为游戏的

最后一轮。若打出 12张部落卡的玩家为当轮的起始玩

家，他的对手依然可以将回合进行完。 

或当强盗移动到第四个“掠夺”卡时，玩家们必须先

支付第四张掠夺卡所需的费用，然后游戏立即结束。 

每个玩家将他所获得的胜利分数指示物以及打出

的部落卡上的分值进行加总。某些部落卡会提供额外的

分数，详见卡牌说明。 

然后根据玩家的打出的部落区进行额外加分：  

• 一行部落区中，4张部落卡均采用相同的类型建

造，获得 4分。 

• 一行部落区中，4张部落卡均采用不同的类型建

造，获得 2分。 

最高分数的玩家获胜。 若出现分数相同的情况，

持有最多金币的玩家获胜。若双方金币仍然相同，该局

游戏为平局。 

范例：蓝色玩家打出了 12张部落卡而导致游戏结

束。他持有的胜利分数指示物为 3分，打出的部落卡上

的分数为 21分，他还获得了两个部落卡的额外加分：

每打出2个“水井”类型部落获得1分以及每打出2个“骆

驼”类型部落卡获得 1 分。此外他还通过第一行的四个

绿洲类型部落卡获得了 4分，第二行四个不同类型的部

落卡获得 2分，第三行没有获得其他分数。最终蓝色玩

家分数为 33分。  



 

 

 
范例的分数合计： 

部落卡：                        21 

胜利分数指示物：                 3 

特殊部落卡：                     3 

同类型的部落卡行：               4 

各不相同的部落卡行：             2 

合计                            33 

后记 

小科普——沙漠之王的今昔 
图阿雷格是沙漠上古老的游牧部族，他们是北非柏

柏尔人的后裔，起源于利比亚的费赞地区，后来扩张之

其他撒哈拉地区。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图阿雷格氏族的

真正祖先是一个名叫希娜纳的女王，因而图阿雷格妇女

便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她们是图阿雷格文明的

真正标志。 

沙漠地带的资源匮乏，完全依赖放牧根本不可能生

存。在这种情况下，图阿雷格人一方面向来往于撒哈拉

沙漠的商队收取过境税，另一方面则干脆武装抢劫过往

商队或者周边的定居国家。有时图阿雷格人自己也参与

经商，不过他们的货物一般都是抢来的。 

图阿雷格人对撒哈拉沙漠商队的抢劫遵循一种“可

持续发展”的原则，既不对商队进行毁灭性劫掠，也不

天天劫掠。所以，即使图阿雷格人长期横行于撒哈拉商

道，但基本上没有使这些商道断绝。 

长期的游牧、劫掠和征战养成了图阿雷格人彪悍的

性格，不过他们并不是常胜将军。据说，本来在图阿雷

格人那里戴面纱的是女人。有一次，男人战败归来，一

个个垂头丧气，他们的女人见了之后又羞又怒，将自己

脸上的面纱扯下来，扔给那些男人，对他们说：“你们

这些男人真是没用，看来应该由你们来戴这些面纱。”

就这样，图阿雷格男人戴起了面纱。 

然而到了现代图阿雷格人的生活面临着诸多困境，

原本的绿洲随着沙漠化逐年消失，卡车的普及使得骆驼

商队利润减少。而更糟的是在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

立，划分国界时，图阿雷格人被迫分散在数个国家，成

为了遭受排挤的少数族群。也许这正应了他们古代的称

谓“Targi”——被神遗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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