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淘金者还是总督？拓荒者还是建筑师？
 不论你们想在新大陆扮演什么角色，你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尽量赢取财富和声望！
  谁拥有收成最丰厚的种植园？谁能建造最宏伟的建筑？

             谁能获得最多的胜利分数？

游戏目标
游戏由多轮组成。每轮中每个游戏者从七个不同角色中选择一个，并据此为 

所有游戏者设定一种特定的行动。

举例而言，拓荒者可以让游戏者安置种植园，而在监管的帮助下，它们可以

生产货物。接下来这些货物将由商人卖到商会或通过船长运送回旧大陆。用

这些刚赚到的钱，游戏者可以借助建筑师在城里修建新的建筑物，等等。

在不断往复变化的进程中，谁能最好地计划每一步行动并充分利用他的特权

就将获得最大的成功，最终赢得游戏。 
 
胜利者是在游戏结束时拥有最多胜利分数的人。

游戏组件
5 张游戏面板        （每张绘有12个岛区和12个城区，以及7个角色的概览）

1 张总督卡          （指示每轮的起始游戏者）

8 张角色卡          （拓荒者、市长、建筑师、监管、商人、船长各一张；

2x 淘金者）

1 张存放面板        （用于各种建筑物和金钱)

49 个建筑物          （5个大型紫色建筑物（占2格），

2x 12个小型紫色建筑物以及

20个（彩色）生产建筑物）

54 个杜布隆金币       （圆形；46x 1,   8x 5）

58 个岛屿牌片         （8个采石场和50个种植园牌片：8x 咖啡,9x 烟草，

                                          10x 玉米，11x 糖，12x 靛蓝染料)

1 条拓荒船

100 个拓荒者          （圆形木制标志物）

1 个商会

50 个货物标志        （各 9x 咖啡和烟草，10x 玉米，各11x 糖和靛蓝）

    5 条运输船 

50 个计分圆片        （六角形；32x 1,   18x 5）

ANDREAS SEYFARTH

游戏目标

游戏者在每回合都扮演特定的不同角
色，并据此执行不同的行动。
 
 
 
你可以建造建筑物、安置种植园，生

产、出售并运送作物。

 
 
 
在结束时拥有分数最多的人是胜利者。

如果您是第一次阅读本规则，我们建议您留意下面用斜体写的提示以及边框中用黑体写的文字。提示主要用来解释规则的

细节和特殊情况。边框文字则作为游戏规则的简短版本出现，在它们的帮助下，即使您隔了一段时间没有玩，也能迅速找
回游戏的感觉。



2

•全部8个采石场牌片（正面向上）
•所有余下的牌片（洗好，正面朝下）

 
•从正面朝下的牌片堆翻出4、5或6张种植园牌片（比参加游戏人数多1个）
并摊开放在采石场牌片堆旁边。 
 

•计分圆片（分为2堆）：
- 3人游戏时： 75分 
- 4人游戏时： 100分
- 5人游戏时： 全部122分

•角色卡
- 3人游戏时： 除2张淘金者以外的所有卡

（= 6张）
- 4人游戏时： 除1张淘金者以外的所有卡

（= 7张）
- 5人游戏时： 所有8张卡

•3条运输船
- 3人游戏时： 有4、5和6个货仓的船

   
- 4人游戏时： 有5、6和7个货仓的船

 
- 5人游戏时： 有6、7和8个货仓的船

 

•所有货物标志物
（分为5堆）

•商会

•拓荒船
上面有3、4或5个拓荒者
（与参加游戏者数量相同）

•棕色的拓荒者（标志物）
（公共堆）

- 3人游戏时： 55 个标志物 
- 4人游戏时： 75 个标志物
- 5人游戏时： 95 个标志物

不需要的游戏组件留在包装盒里。

 

游戏准备

将存放面板摆在桌子中间。所有建筑物放在其上相应的位置。

 

将杜布隆金币根据面值分别放在存放面板相应的区域（=“银行”）。

 

每个游戏者获得：

• 1张游戏面板（正面朝上放在自己面前）
• 金钱：

- 3人游戏时： 2 杜布隆金币 - 4人游戏时： 3 杜布隆金币 - 5人游戏时： 4 杜布隆金币 
（游戏者的杜布隆应该一直放在游戏面板的罗盘上，以便随时都查看其他人的钱数。）

 

• 1个种植园牌片。 种植园的分配将由第一轮的起始游戏者（随机决定）开始进行。他获得总督卡以及一个

蓝色的靛蓝牌片（他应该把它面朝上，放在他岛上的12块田地之中任意一块上。

按顺时针顺序，接下来的游戏者获得：

- 3人游戏时： 第2个游戏者：1x 靛蓝 /  第3个游戏者：1x 玉米

- 4人游戏时： 第2个游戏者：1x 靛蓝 /  第3个和第4个游戏者：每人1x 玉米

- 5人游戏时： 第2个和第3个游戏者：每人 1x 靛蓝 / 第4个和第5个游戏者：每人 1x 玉米 

剩下的游戏组件按照下图进行摆放：

（注意：下图表示的是4人游戏时的状况）



  游戏进程

总督开始游戏并选择一个角色；

轮流执行相应的行动。

  

接着下一个游戏者选择角色，以此

类推。

 

 

每轮结束时，剩余的3张角色卡上

各摆放1个杜布隆金币。

 

总督卡移交下一个游戏者：

新的一轮开始，以此类推。

 

    角色
- 每种角色各有1个可供所有游戏者

选择

（例外：淘金者）

- 每个角色都可以获得一种特权

 

行动：

各个游戏者轮流

获得1个种植园

 
特权：

拓荒者可以不获得

种植园而获得

采石场

在拓荒者阶段结束时：

翻出新的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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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进程

游戏将进行多轮（大约15轮）。每一轮按如下方式进行：拥有总督卡的游

戏者开始。他为自己选择一个角色卡，正面向上放在自己面前，然后立刻

成为该角色行动的第一个执行者。然后是他左侧的邻居执行该角色的行动，

以此类推，直到所有人都执行过一次该行动为止。

 

 

随后轮到总督左侧的邻居：他从剩下的角色中为自己选取一个，并把此卡

片放在自己面前。从他开始（而不是从总督开始！），每个人依次执行此

卡上的行动。接下来是他左侧的邻居，选取角色并执行行动，以此类推。

 

 

如果所有人都已经获得一个角色并完成了行动，本轮即告结束。

未被选择的3张角色卡上，将被放上一个杜布隆金币。然后所有用过的卡

要被放回未使用的卡旁边，总督卡转交下一个游戏者：新的一轮开始。

新的总督首先选取一个任意的角色，依次继续下去。

 

 

角色

在角色卡的一面是一种特权，只对选取它的游戏者有效，另一面是通用

行动，每个游戏者轮流执行。

（例外：淘金者 ）

基本规则：

- 如果一张角色卡上放有一个或多个杜布隆，选取相应角色卡的游戏者

获得这些金钱。

- 执行行动总是从选取了该卡的游戏者开始，随后轮流进行。

 

- 轮到一个游戏者选取角色的时候，他不能选择放弃。

但他可以选择一个角色但随后并不进行任何行动。

 

- 游戏者可以自愿执行角色卡的行动（例外：船长）。

如果一个游戏者不能或不愿执行某个行动，他将被跳过。

 

- 在一轮结束前，角色卡将一直留在选取它的游戏者面前。本轮它不能再

被其他游戏者获取。

 

    拓荒者 （拓荒者阶段 � 在岛上放置新的种植园）

选取这一角色的人，可以随即获得一个采石场牌片（他的特权）或者

正面向上的种植园牌片之一，然后将其放在他游戏面板的任意空白地

上。

然后所有其他游戏者依次获得一个正面向上的种植园牌片（但不能是

采石场！例外：建筑小屋）并放置在自己的岛上。

 

最后拓荒者把未被取走的种植园牌片正面向上放进弃牌堆，然后从新

牌堆里翻出新的种植园牌片，其数量比参加游戏者的人数多一个。

 

 

提示：

- 请注意农庄、建筑小屋和收容院的特殊规则。

- 如果没有足够的种植园牌片以供拓荒者补充的话，他要把弃牌堆里的牌片洗好，
并把这些作为新的新牌堆。如果仍然没有足够牌片可用的话，在下一个拓荒者

阶段中，部分游戏者只能空手而回。

 

- 说明：种植园或采石场可以在岛上随意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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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游戏者轮流获得

拓荒者

 

特权：

市长额外多获得

1个拓荒者

 

4人游戏实例

市长

第二个游戏者

第三个游戏者

第四个游戏者

市长

第二个游戏者

（市长由此获得3个拓荒者，

第二个游戏者2个，

第三、四个游戏者各1个）

每个游戏者都可以将他的所有

拓荒者重新分配。

在市长阶段结束时：

将新的拓荒者放到拓荒船上

 

行动：

每个游戏者允许

修建一座建筑物

特权：

建筑师少花费

1个杜布隆

- 如果某个游戏者岛上的所有12块土地已被占满，他就不能在拓荒者阶段获得新的
牌片。

- 假如公共堆的采石场被用光，那么拓荒者的特权和建筑小屋就都无效。
 

 

    市长 （市长阶段 � 获取新的拓荒者）

牌片（种植园、采石场以及建筑）上标有1到3个圆。

每一个此类圆环上都能且只能放置一个拓荒者标志物。

一个牌片上至少有一个拓荒者，才能算做被占据。

只有被占据的牌片才能产生功用，无人占据的牌片无效！

 

选择了市长的人，随即可以从公共堆（而不是从拓荒船上！）里拿到

一个拓荒者（他的特权）。

随后他将拓荒船上的拓荒者分配给所有人，从他自己开始：每个游戏

者依次获得一个拓荒者，直到拓荒船空载为止。

 

每个游戏者可以把这些新的拓荒者，以及之前各轮获得的所有拓荒者，

随意在他的牌片上重新分配。如果一个游戏者无法安置他所有拓荒者

的话，他可以把多余的标志物放在圣胡安城的“中转站”。

它们可以待在那里，直到（在稍后的另一个市长阶段中！）牌片上有

足够的空圆放置它们为止。

 
 

最后一步，市长还需要处理对新拓荒者的需求：所有游戏者的建筑物

上每有一个空白的圆（种植园或采石场上的空白圆不算！），就有一  

个拓荒者从公共堆被放到拓荒船上。

 

注意： 但是放在船上的拓荒者数目最少也要等于游戏者人数。

 

提示：

- 在市长阶段，所有游戏者都可以同时自己动手分配拓荒者。但有时候谁把拓荒
放在什么地方会对他人有影响。因此本阶段也可以采用惯常的流程：首先由市

长分配他的拓荒者，然后是下一个游戏者，以此类推。

 

- 如果某次忘记将新的拓荒者放上拓荒船，事后只需要补充到最小数量。
 

- 如果公共堆里的拓荒者用光，市长就不能再使用他的特权。
 

- 说明：任何游戏者都不能“自愿”将拓荒者放进圣胡安的“中转站”；只要
有空位能够占据，他就必须占据。但这只能在市长阶段之内进行。

 

    建筑师  （建筑师阶段 �     修建建筑物）
选择这一角色的人，可以立刻建造一个建筑物，只要他向银行支付 

建筑上所标出的价格（第一个圆里的数字）减去1个杜布隆（他的特

权），他就可以把该建筑放置在12个城区中任意的空白处。

如果是大型建筑，他需要两块相邻的空白地。之后其他游戏者也可

以轮流修建一个建筑物。

 

 

注意：

 

            任何游戏者都不允许建造多于一个建筑物。

 

您可以在本规则的末尾找到每种建筑的详细资料及其功能。

   价格

 胜利分数

名称

1

2

3

4

5

6



采石场

每个有人占据的采石场，都会将该游戏者的建造费用降低1个杜布隆。

不过游戏者修建第一列中的建筑时，最多只能有一个采石场起效，第

二列的建筑有两个起效，第三列的有三个起效，第四列的有四个起效。

（例如，一个占据了3个采石场的游戏者必须支付如下的建造费用：

建筑小屋：1；分商会：3；港口：5；市政厅：7）

 

 

提示：

- 请注意大学的特殊效果。

- 即使建筑师没有造任何建筑，他也不能将那1个杜布隆（特权）取走。
- 任何人都不能修建多于12个城区的建筑。只有一个空地的人，不能修建大型

建筑物。 

监管 （监管阶段 � 生产货物）

选择此角色的人从公共堆里拿取与自己生产环节相对应的货物，并

公开放在自己游戏版面的罗盘上，让他的货物堆——在金钱旁边——

可以随时被看到。随后其他游戏者轮流获得他们的货物。

 

 

关于生产环节的详细介绍在第8页“生产建筑”的部分。

 

监管阶段的最后一步是，监管从公共堆中为自己再多拿取一个标志物

（他的特权），该货物必须属于他刚刚生产过的货物中的一种。  

 

提示：

- 请注意工厂的特殊效果。
- 如果公共堆里缺少某种货物，那么相应的游戏者就不获得任何东西。
- 如果监管没有生产任何东西，那么他也不能获得特权货物。

        商人  （商人阶段 � 出售货物）

选择此角色的人，可以立即将一个货物出售给商会。  

他因此获得上面标注的价格（0-4杜布隆）加1个杜布隆（他的

特权）。随后其他每个游戏者都可以依次出售货物，数量最多

为一个，价格按照标注。当每个人都轮过一次之后或者商会被

填满之后，商人阶段结束。

 

 

 

出售时请注意如下限制：

- 商会只收购最多四件货物。当被填满以后，后来的游戏者就不能再
出售货物。

-商会只收购不同种类的货物（例外：分商会）。

本阶段最后一步是由商人清空商会，如果它已经被四个货物标志填满，

清空时货物分类放回公共堆。如果商会里只有3件或更少的货物，它们

会被保留在商会中。（于是在下一次的商人阶段中，出售会变得更困

难，因为商会里已经有了某种货物，它的收购能力就受到了限制。）

 

 

 
提示：

- 请注意大小市场大厅以及分商会的特殊效果。 

- 如果商人没有出售货物，那么他也不能获得那额外的1个杜布隆（特权）。  

- 在商会“出售”玉米是完全许可的，尽管这并不会带来任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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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占据采石场

降低建造费用。

 

行动：

 

每个游戏者从公共堆

拿到一个货物

 

特权：

监管多获得

1个货物标志

注意： 监管是游戏里“最有风险”

的角色。这里必须要特别注意，不要

让其他游戏者在生产货物时的收益超

过你自己！

 

 

行动：

每个游戏者最多可以

出售1个货物

 

特权：

商人比正常情况

多获得1个杜布隆 

商会只收购不同的货物

（例外：分商会！）

 

在商人阶段结束时：

将填满的商会清空



    船长  （船长阶段 �        发送货物）

船长领导着前往旧大陆的货船，也就是说，所有人要轮流将货物

装上运输船。船长首先开始装货，接着是下一个行动的游戏者。

 

 

注意： 在船长阶段一个游戏者可能被轮到多次。在此要注意的

是，每当轮到一个游戏者送货时，如果他能够装货就必须装货。

但每次只能装一类货物。

 

当无人可以继续装货时，船长阶段才结束。

  

 
 
装货条件

装货时请注意一下限制：

- 每条运输船只能装载一类货物。

- 已由一条船装载的货物，不能再由其他运输船装载。 

- 已满的船不能再装任何货物。

- 当前行动的人只要可以装货就必须装货。但每次只能装一类货物。 

- 装货者必须提供最大货物量。即如果对应的船上仍然有装载货物

的位置，那么他就不能保留此种货物。从此也可以得出，对一个

游戏者而言，如果有多艘运输船可供选择的话，他必须选择足够

大的那一条。 

- 如果一个游戏者有多种货物可供装载，他可以自由选择提供哪种。

（他并不一定要选择供货数量最大的那种。）

 

 
 
胜利分数
游戏者每提供一个货物标志，就获得一个胜利分，以一个1分的计分

圆片表示。（在装货时所有货物都有相同的“价值”：每个标志物

1分！出售（商人阶段）时的价格差异在此时不存在！）船长在他第

一次装货时获得额外的一分（他的特权）。

胜利分数可以——与金钱和货物相反——扣放，即反面向上摆在罗

盘上。游戏者们应该不时地把他们1分的计分圆片换成5分的。

 

 

 

清仓
在没有人能供货之后，需要检查每个游戏者是否能保存尚位于罗盘上的

这些货物：原则上每个游戏者总可以保存一个货物标志物。

 

所有超出的货物必须保存在被占据的存储区里（大小仓库）。否则游戏

者就必须将他不能存放的货物无偿放回公共堆里。

（更多相关信息参考“小仓库”部分。）

 

船长阶段的最后一步是，由船长将所有装满的运输船完全清空，其中的货

物重新分类放回到公共堆里。未装满的船只原封不动。（于是游戏者们

在下一次船长阶段明显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因为即使货物的种类相同，

船上的装载空间也是有限的。）

 

 

提示：

-请注意大小仓库、港口和船坞的特殊效果。

6

行动：

游戏者们必须

将货物装载到

船上

特权：

船长多获得

1个胜利分数

每条运输船只能装载一类货物，

并且该类货物必须尚未由其他

运输船装载

 

等到所有游戏者都不能再装载

货物时，船长阶段结束，装满

的运输船都将被清空

 

 

清仓时注意！

每个游戏者只能有1个货物

（例外：仓库！）

船长阶段实例：

（4人游戏时）：

安娜是船长，开始装载货物。

她有2个玉米和6个糖。

5格的船和7格的船还空着，

6格的船上已经有3个玉米。

安娜现在必须装载2个玉米或全部6个糖；

她决定装糖，于是把6个标志物都放到7格

的船上（她无法使用5格的船！）。

她获得7个胜利分数（6+1（作为船长））。

 

现在轮到本诺。他有2个糖和3个烟草。

他选择糖，并将1个标志物放到7格船上的

空位。（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也可以将3个

烟草装到5格的船上。但他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他想把烟草卖给商会。）

他得到1个胜利分数。

 

克拉拉下一个行动。她有2个玉米和1个烟

草。她决定装载烟草，于是将它放到5格的

船上。

她获得1个胜利分数。

 
多尼是下一个。他有1个玉米和5个靛蓝。

他必须要把玉米装到6格的船上。

他获得1个胜利分数。

 

安娜又重新开始行动。现在她必须将两个

玉米装到6格的船上

她又获得2个胜利分数。

 

本诺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必须把他的

3个烟草装上5格的船。

他又获得3个胜利分数。

克拉拉和多尼，以及安娜和本诺现在没法

装载任何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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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船长阶段的第一部分就结束了。

现在需要查看的是各个游戏者的仓储容量。

已经装满的6格和7格船要被清空。

4个烟草标志物保留在5格的船上。

 

 

行动：

无！

特权：

从银行获得

1个杜布隆

一轮结束时：

在3个未用过的角色卡上，

每个放置1个杜布隆

 

所有角色卡放回原列

 

总督卡转交下一个游戏者；

新的一轮开始⋯⋯

 

  游戏结束

在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游戏结束：

- 没有足够的拓荒者以供补充
  

- 某个游戏者建满了12块城区
 

- 计分圆片用光
 

每个游戏者将下列内容相加：

- 他的计分圆片 +
- 他建筑物的胜利分数 +
- 大型建筑物所提供的额外分数
（如果有的话！）

胜利分数最多的游戏者是胜者。

 

- 如果一个游戏者不能保存他所有的货物，他可以选择保留哪些、把哪些放回公共
堆。

- 船长只获得一个额外的胜利分数，即便他装载了多种货物。如果他没有装货，则
 不能获得额外的胜利分数。 .

- 说明：并不是在每个阶段结束时都需要检查游戏者是否有足够的仓库保存货物，只有

 在每个船长阶段结束时才需要。

    淘金者

选择淘金者角色卡的人，不造成任何公共行动，而只有特权：从银行

得到1杜布隆。

 

新的一轮⋯⋯

等到最后一个游戏者也选择了一个角色，并且所有人都实行了相应的行动，

一轮就结束了。现在需要从银行里拿出三个杜布隆，在三张未使用过的角色

卡上各放一个。这些角色在下回合中会更有吸引力，因为它们除了本身的特

权之外还额外附赠一个或几个杜布隆。（比如一个游戏者选择了一张放有2

杜布隆的淘金者，那他就能获得总共3杜布隆。

  

 

 

最后，所有其他的角色卡要放回存放面板旁边。总督卡交给前总督左侧的游

戏者。新总督开始下一轮，由他挑选角色卡开始。

 

 

游戏结束

如果下面三个条件至少满足一个，当该轮结束时，游戏也结束： 

 

- 当市长阶段结束时，没有足够的拓荒者可以放到拓荒船上；
 

- 在建筑师阶段中至少有一个人建满了他的第12块城区；

 

- 在船长阶段所有计分圆片都被分发出去。
（在船长阶段，如果还有游戏者尚未得到计分圆片，但圆片已经

  用光，那么这些游戏者将其余的分数记在一张纸上。）

 

游戏者的胜利分数要记录在一张白纸上。

每个游戏者将下列内容相加：

- 他的计分圆片总值 +

- 他建筑物的胜利分数（右上角的棕红色数字） +

- 他所占据的大型建筑物的额外分数

注意： 即使建筑物未被占据，其胜利分数仍然有效。

（比如每个大型建筑各4分，即使它们是空的。）

 

但5个大型建筑所提供的额外分数，只有在它们被占据时才有效！

 

胜利分数最多的游戏者获胜。平分时杜布隆和货物（1货物=1杜布隆）

总量最大的人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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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

每个建筑物每个游戏者只能建造一次。

 

只有被占据的建筑物才有效果。 

 

生产建筑

没有生产建筑可以出产玉米！

 

  

生产建筑上的圆圈表示它最多能出产

的产品数量。

建筑物

以下规则对所有建筑有效：

- 每个建筑物每个游戏者只能建造一次。

- 只要至少有一个拓荒者被放到建筑上，该建筑就被占据。

只有被占据的建筑才能起作用（例外：胜利分数）。

- 建筑所修建的城区位置对游戏没有影响（正如种植园和采石场在岛上的位置

一样）。如果一个游戏者想要建造大型建筑物，但没有两块相邻的空地，他

可以把其他建筑物的位置重新调整。

但游戏者不允许把建筑物——岛屿上的牌片也是如此——完全拿出游戏版面

（比如为另一个建筑物空出地方或者为了推迟游戏结束的时间）。

- 每个建筑物右上角的棕红色数字表示，该建筑在游戏结束时能够带来的胜利

分数（无论是否被占据）。

- 每个建筑物第一个圆里的数字表示它的造价。

在建成之后该数字不再有任何作用。

生产建筑（蓝、白、浅棕和深棕色）是除种植园以外，生产货物的另一前提

条件：

 

- 靛蓝灌木在靛蓝作坊里被制成染料（蓝色货物）。

 

- 甘蔗在蔗糖磨坊里被磨制成糖（白色货物）。

 

- 烟草叶在烟草库里被压制成烟叶（浅棕色货物）。

 

- 咖啡作物在烘烤房中被烧制成咖啡豆（深棕色货物）。

 

- 注意：  玉米作物不需要任何生产建筑。玉米（黄色货物标志物）可以直接

从种植园中获得，也就是说，每一个被占据的玉米种植园在监管阶段都直接

出产一个黄色货物。

生产建筑上的圆表示，当它被拓荒者占据时，最多可以出产的货物数量。

此外游戏者还必须有同样数量被占据的种植园。

 

  举例

当前游戏者生产了如下货物：

 

2个玉米

（因为第三个玉米种植园还没有被占据）

 

1个烟草 
（因为烟草库中的第二个圆还没有被占据）

 

3个糖

（因为第四个甘蔗种植园还没有被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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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色建筑物

- 改变部分基本规则
 

- 并非必须使用

提示：

- 原材料没有“中转站”。在第8页的例子中，该游戏者实际上只能获得上述货物；

所有“闲置”的拓荒者都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 正如在“监管”部分所写，如果公共堆里缺少相应的货物标志物，那一个游戏者

在生产阶段就没有收成。

 

     紫色建筑物

一共有17种紫色建筑物：12种小型建筑物各有两个，5种大型建筑物只有一

个。

紫色建筑物的能力能部分地改变基本规则。（比如分商会的占有者可以卖

给商会一种已经存在的货物。）

但如果游戏者不想使用他的紫色建筑，他也并非必须使用（在使用船坞时

这很有意义）。

 

  小市场大厅

在商人阶段，小市场大厅的占有者出售货物时，从银行多获得1个杜布隆。

 

实例： 游戏者出售了一个玉米，于是从中获得1个杜布隆。

  农庄

在拓荒者阶段，轮到农庄的占有者行动时，在选取正面朝上的种植园牌

片之前，他可以从正面朝下的牌片堆上额外获得一个牌片，并将其放置 

在他岛上的空地上。 

 

提示： 如果一个游戏者拿取了上述背面向上的牌片，他必须马上将它放在

他的岛上。假如他同时占有建筑小屋，他不能把上述背面向上的牌片换成采石

场。

建筑小屋

在拓荒者阶段，轮到建筑小屋的占有者行动时，他可以不拿取正面向上

的种植园牌片，而是拿取一个采石场作为替代。 

 

提示： 即使拓荒者角色拥有建筑小屋，他也只能获得一个采石场。

 

  小仓库

如在“船长”部分所写，在船长阶段结束时所有游戏者都需要为未送出

货物提供储藏空间，否则就必须将它们放回公共堆里。

在船长阶段结束时，小仓库的占有者——加上所有人必然可以储存的一

个货物标志物——还可以随意储存另外一类货物。

 

 

提示： 货物并不需要真的存放在仓库里，而只是概念上的存放，也就是说，

货物仍然保留在罗盘上。

仓库并不能阻止强制装货的过程，只是在装货之后、将货物放回公共堆之前保 

护货物。

收容院

在拓荒者阶段，收容院的占有者如果拿取了一个牌片（种植园或采石

场），他可以立即从公共堆里得到一个拓荒者，并将其放在同一牌片

上。  

提示： 如果游戏者因为占有农庄而获得一张额外的扣放牌片，他不能因此

再获得一个拓荒者。  

如果公共堆里已经没有拓荒者标志物可用的话（接近游戏结束时有可能），他

可以从拓荒船上拿走一个。如果船上也没有的话，他就空手而归。



分商会

在商人阶段，分商会的占有者可以出售一种商会里已经有的货物。如果

商会已经被填满，那么分商会无法使用。

 

实例： 商会里已经有一个烟草货物标志物。现在轮到分商会的占有者行动，

他卖出了一个烟草。然后轮到另一个占有分商会的游戏者，他也出售了一个

烟草⋯⋯

   大市场大厅

在商人阶段，大市场大厅的占有者如果出售一件货物，他可以从银行

多获得2个杜布隆。
提示： 如果一个游戏者同时占有大小市场大厅，他在出售货物时可以获得

比正常多3个的杜布隆。

  大仓库

在船长阶段结束时，大仓库的占有者——加上所有人必然可以储存的

一个货物——还可以随意储存另外两类货物。

 

提示： 如果一个游戏者同时占有大小仓库，他可以随意保存3类货物，以及

第4类货物中的一个。

 工厂

在监管阶段，如果工厂的占有者生产了多类货物，那他可以从银行获得

金钱：生产两类货物时获得1杜布隆，三类货物时2杜布隆，四类货物时

3杜布隆，所有种类货物时5杜布隆。

每类货物的数量没有影响。

 

实例： 工厂的占有者拥有3块玉米种植园、3块甘蔗种植园和1块烟草种植园，

以及对应的生产建筑。在当前的监管阶段，他生产了2个糖和1个烟草，因为公

共堆里面已经没有玉米且只有两个糖了。

他从银行获得1杜布隆，由于他生产了两类货物。

 

 大学

在建筑师阶段，如果大学的占有者制造了一个建筑物，他可以立刻从公

公堆中取得一个拓荒者，并放在同一建筑上。

  

提示： 假如他建造的是含有多于一个圆的生产建筑，他依然只能获得一个

拓荒者。如果公共堆里已经没有拓荒者标志物可用的话（接近游戏结束时有可 

能），他可以从拓荒船上拿走一个。如果船上也没有的话，他就空手而归。

 

 港口

在船长阶段，港口的占有者每次装载货物时，都可以多获得一个胜利分

数。
实例： 港口（以及一座船坞）的占有者只能将他5个烟草中的3个装到“烟草

船”上，因为这样它就已经满了。于是他获得3+1分。

在下次轮到他送货时，他又把2个糖放到了对应的船上：2+1分。

后来他又用自己的船坞进行了一次运送，他直接把剩下的两个烟草标志物放回

公共堆：再获得2+1分。总而言之，通过港口，他在这一船长阶段赢得3分的额

外胜利分数。

船坞

 

在船长阶段中，当轮到一个游戏者的时候，他必须按照在“船长”部分

所写的条件来装货。但假如他占有一个船坞的话，在轮到他时，他可以

使用下面的方式：他无需使用三艘运输船，而是直接将某一类的所有货

物标志物放回到公共堆里，并获得相应的胜利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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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在港口的例子里，游戏者也可以

如此运用他的船坞：把所有5个烟草货物标

志放回到公共堆。

这样的话，在船长阶段的最后，“烟草船”

有可能不会被装满——也就是说不会被清

空⋯⋯

 

 

（可以认为他建造并使用了一艘属于自己的、没有容量限制的船（想象

中的）。）

当轮到他在同一船长阶段再次行动时，他必须像往常一样，将另一类货

物装载到运输船上，只要他还能这么做。

 

船坞在每次船长阶段只能使用一次。  

但何时使用由他自己决定。那艘属于他的“船坞船”——与三条运输船

不同——可以装载已经出现在其他运输船的货物或其他人通过别的船坞

运送过的货物。

 

提示： 如果一个游戏者使用他的船坞的话，他必须装载所选类别的所有货 

物。但此时他并非必须选择他拥有数量最多的那一种。

一艘“船坞船”最多可以 承载11个同类货物。

 

大型建筑物

在游戏中，以下的建筑物每种只有一个。虽然它们需要两个城区才能建

造，但仍然算做一个建筑物。

注意： 在本规则中所有提到“大型建筑物”的地方，所指的都是以下

五种建筑物。

公会大厅

在游戏结束时，公会大厅的占有者每拥有一个小型生产建筑（无论是否

被占据，包括小靛蓝作坊和小蔗糖磨坊），便多获得1个胜利分数；每拥

有一个大型生产建筑（无论是否被占据，包括靛蓝作坊、蔗糖磨坊、烟

草库和咖啡烘烤房），便多获得2个胜利分数。

 

实例： 在游戏结束时，公会大厅的占有者拥有大、小蔗糖磨坊、小靛蓝作坊和

咖啡烘烤房：他获得额外的6个胜利分数。

 官邸

在游戏结束时，官邸的占有者将根据他在岛上放置的种植园和采石场

（无论是否被占据）数量获得额外分数。

9个或更少的数量可以获得4个胜利分数，10个获得5分，11个获得6分，

12个获得7分。

 

实例： 在游戏结束时，官邸的占有者在他的12块岛区上放有10个种植园或采石

场，他获得额外的5个胜利分数。

堡垒

在游戏结束时，堡垒占有者的游戏面板上每三个拓荒者增加1个胜利分

数。 

实例： 在游戏结束时，堡垒的占有者在他的种植园、采石场、建筑物和圣胡

安总共有20个拓荒者，他获得额外的6个胜利分数。

 海关

在游戏结束时，海关的占有者每拥有4个胜利分数，便多获得1个胜利分

数。但此处只计算计分圆片的分数，而建筑物的分数不计入。

 

实例： 在游戏结束时，海关占有者的1分和5分计分圆片总共有23分，他获得

额外的5个胜利分数。

市政厅

在游戏结束时，市政厅的占有者每拥有一个紫色建筑（无论是否被占据，

市政厅也包括在内！）便多获得1个胜利分数。

 

实例： 在游戏结束时，一个游戏者拥有如下的紫色建筑物：农庄、建筑小屋、

分商会、大仓库、港口、官邸和市政厅（被占据），他获得额外的7个胜利分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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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出版者感谢众多测试者的全力投入和他们提出的无数建议，

特别是：

Beate Bachl, Sibylle Bergmann, Christine + Peter Dürdoth, Walburga
Freudenstein, Holger Frieberg, Markus Huber, Andreas Maszuhn,
Michael Meier-Bachl, Karen Seyfarth, Dominik Wagner 以及
维也纳游戏学院和来自Berlin, Bödefeld, Göttingen和Rosenheim的团体。 

222992

敬请访问我们的

网站：

www.aleaspiele.de

（我们建议在游戏进行中，把本页放在可以随时拿到的地方，以便于游戏者查阅某个建筑物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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