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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質指示物
貨物配件：

 

 

版塊

 
 

 

  
 

其他配件

1 個市場版圖

1 個出口版圖

《加勒多尼亞》是一款以19世紀蘇格蘭為背景的經濟類策略遊戲。

在那個時期，蘇格蘭完成了從農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轉變，而這種新的社會體系在很大
程度上都依賴於貿易和出口。作為這一轉變的結果，食物的產量開始增長，以供養逐漸增加
的人口，廉價的進口棉花開始大量地取代亞麻，牧羊的重要性也大大增加。當歐洲的葡萄酒
和白蘭地在19世紀下半葉的蝗災中遭受毀滅性打擊後，蘇格蘭威士忌成為了法國白蘭地的替
代品。威士忌產業的迅速崛起，使得威士忌成為歐洲最頂級的酒類飲品。

在《加勒多尼亞》中，玩家扮演歷史上各個獨特的氏族，爭相進行各種農業產品以及馳名歐
洲的威士忌的生產、貿易以及出口，以獲取最大的利益！

10 瓶牛奶 14 卷羊毛 10 塊乳酪 10 個穀物 10 個麵包 10 桶威士忌 棉花 煙草 甘蔗

16*個奶牛

16*個綿羊
16*個田地

16*個麵包店 16*個釀酒廠

16*個乳酪工廠

32*個工人

28*個商人

4*個航行指示物 4*個回合順位指示物

4*個榮譽標記

70個貨幣 (30個價值
為1,  20 個價值

為5以及20個
價值為10)

*代表該種配件擁
有4種不同玩家顏色

4張玩家幫助卡 1本規則說明書

計分表冊

2個骰子
（在單人遊
戲中使用）

6 個透明價格
指示物

8個科技板塊

16個港口獎勵
標記板塊

4個出口貨箱板塊

4個榮譽板塊

12個貨物板塊 50個出口合同板塊 9個港口獎勵板塊

9個計分模塊

9 個起始版塊

9個氏族板塊

4個玩家版圖

4 個地圖板塊

氏族配件：

遊戲配件

玩家人數：1-4
遊戲時長：每名玩家30分鐘
年齡：12歲或以上
遊戲設計師：Juma Al-JouJou
美術：Klemens Franz
中文出版商：
遊蹤桌影玩具貿易有限公司

www.gamdow.com

4*個定居點指示物 

遊戲教學視頻： 
karma-games.com/clans-videos/

規則 FAQ：  
karma-games.com/clans-FAQ/

其他國家語言：  
karma-games.com/clans-rules/

1個麥當勞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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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板塊
遊戲中的地圖由4塊雙面地圖板塊組成，每個板塊都擁有板塊編號（A-D）以及正反面編
號（1-2），這些板塊可以組合成16種不同的地圖。隨機選擇地圖板塊的一面，確保岩石
上顯示的字母按照順時針方向排列並且岩石在地圖中心相鄰（詳見圖示）。

港口獎勵板塊
混洗所有的港口獎勵板塊並隨機抽取4個，然後在地圖的每個角落與工廠相鄰的位置上各放
一個，其具體擺放位置根據玩家人數來確定。當1-2位玩家進行遊戲時將港口獎勵板塊放置
到標有1-2玩家圖示所示的格子裏。當3-4位玩家進行遊戲時將港口獎勵板塊放置到只標有箭
頭的格子裏。所有未用到的港口獎勵板塊都放回游戲盒子裏。 

市場版圖
將 市 場 版 圖 翻 到 對 應 玩 家 人 數 的 一 面 ， 然 後 將 透 明 的 價 格 指 示 物 放 置 在
圓 圈 標 識 的 起 始 價 格 上 。 將 六 種 貨 物 （ 羊 毛 、 牛 奶 、 穀 物 、 麵 包 、 乳 酪
和 威 士 忌 ） 對 應 的 指 示 物 和 板 塊 放 置 到 市 場 版 圖 下 方 形 成 各 自 的 供 應 堆 。

出口版圖
將出口版圖按照玩家人數選擇對應的一面朝上並放置在地圖旁。隨後，混洗所有計
分板塊抽取5張並以隨機順序面朝上放置在出口版圖邊緣的五個對應位置上。混洗
所有的出口合同板塊並面朝下放置在旁邊形成一疊。在出口版圖上每一個出口貨箱
中都面朝上的放置一個從堆疊上方抽取的出口合同板塊（在單人和3人遊戲中，其
中一個貨箱不放置板塊）。將玩家們的榮譽標記以及進口指示物（棉花、煙草和甘
蔗）放置在版圖旁邊。在1-2個玩家對應的那面出口版圖上，骰子圖示僅僅在單人遊
戲時使用，其他情況下請忽略該圖示（詳見第8頁）。 

初次遊戲：
當 你 第 一 次 進 行 《 加 勒 多 尼
亞》遊戲時，請考慮使用簡化
規則。有關簡化規則的變體，
請參見第9頁附錄。

 初始設置

注意：錢幣和貨物的配件數量
都是無限的；如果在遊戲中遇
到配件不足的情況，玩家可以
使用貨物板塊或者其他合適的
材料來予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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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初始資源
每位玩家選取一個顏色並且拿取一個玩
家版圖以及對應顏色的所有指示物。然
後每位玩家執行以下行動：

1 . 將 你 的 所 有 指 示 物 放 置 在 你 玩 家 版
圖對應的位置上，以下每種配件各有4
個：綿羊、奶牛、乳酪工廠、麵包店、
田地以及釀酒廠。
2.將8個工人中的4個放在森林區域
（其為伐木工），另外4個放在山脈區
域（其為採礦工）。

3. 拿取你所選顏色的4個港口獎勵標記板
塊。

4. 拿取與你所選顏色相同的5個方塊放置
在商人記錄軌上，這些方塊代表了你的商人。剩餘兩個方塊放置在玩家版圖下方，作為你起始商人的供應堆。 

5. 將航行指示物放置在航行軌最左邊的格子上。 

6. 將兩個科技板塊翻到左上角有箭頭的那一面並將其放置在對應工人下方的位置上。

7.拿取一個出口貨箱板塊，按照玩家人數選取對應人數那面並面朝上放置在你的玩家版圖旁邊。

回合順位
                                             隨機決定一個起始玩家。第一回合的順位按照順時針方向分
                                             配。將所有玩家的回合順位指示物按照該順序依次放在出口
                                             版圖的順位記錄軌上。在之後的回合，回合順位由玩家跳過
                                             的順序來決定。

氏族
混洗所有氏族板塊並隨機抽取玩家數量加1的氏族板塊(例如在3人遊戲中抽取4個板
塊）。然後，混洗所有起始板塊並抽取等同於氏族板塊數量的起始板塊，然後隨機
分配給每個氏族一個。
從末位玩家開始，按照倒序（也就是逆時針順序）每位玩家選擇一個氏族板塊並且
拿取對應的起始板塊，將其放置在自己面前。起始玩家最後從兩個氏族中選擇一個。
氏族的能力將在說明書的附錄中詳細說明。玩家獲得起始板塊上的金錢和貨物。

放置初始工人

從初始玩家開始，按照順時針的順序，每位玩家從其玩家版圖工人欄的最上方拿取
一個工人（伐木工或者採礦工）然後將其放置在地圖上一個空的格子裏。伐木工必
須放置在有森林的空位上，而採礦工則必須放置在有山脈的空位上（參見第4頁關於
擴張行動的內容來學習相關細節）。

隨後，從末位玩家開始，按照逆時針順序，每位玩家再次放置一個工人。第二個工
人不需要與第一個工人相鄰放置。每個格子在任何時候都只能容納一個單位（可以
是工人、綿羊、奶牛、乳酪工廠、麵包店、田地或者釀酒廠）。

每當工人被放置到地圖上時（包括初始設置），玩家必須支付其所放置格子的土地
費用以及工人本身的費用。土地費用標注在地圖的每個格子上，價格從£1到£6不
等。而工人的費用則是固定的，伐木工為£6，採礦工為£10（這些費用在玩家版圖
上都有注明）。

例子：這個格子包含有森林和山脈。所
以玩家可以選擇在這個格子上放置一個
伐木工（費用為£6+£6=£12）或者一
個採礦工（費用為£10+£6=£16）。

2人遊戲

注意：玩家不能在遊
戲中隱藏任何遊戲相
關的資訊。

貨幣圖示
在貨幣圖示中的紅色數
字表明你必須支付的費
用。而黑色數字則表明
你獲得的金錢。

2. 3.

7.4.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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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流程
遊戲會進行5個回合，每個回合包含以下4個階段：

階段1：準備階段 —  將上一回合的計分板塊翻面，重新填充出口版圖上的所有空箱並
                                           收回你的商人（在第一回合中跳過此階段）。
階段2：行動階段 — 玩家輪流執行行動直到所有玩家都跳過為止。
階段3：生產階段  — 在地圖上的單位進行生產貨物和獲得收入。 
階段4：計分階段 — 玩家根據當前回合的計分板塊獲得榮譽分。

第五回合結束後，遊戲會進行最終計分，勝利點數最多的玩家獲勝。

階段1：準備階段
將上一回合的計分板塊翻面。如有需要，將出口版圖上的所有空箱都用出口合同填滿（根據玩家人數來決定哪些
貨箱需要填滿）。玩家從市場版圖收回他們的商人並將其放置在玩家版圖旁。

階段2：行動階段 
在行動階段，從起始玩家開始，按照回合順位，每位玩家輪流執行一個行動。直到所有玩家都選擇“跳過”為
止。遊戲中共有8種行動可供選擇，除了“跳過”以外，其他行動都可以在同一回合中重複執行。

1. 貿易
只有在你供應堆的商人才可以用於貿易行動中，而在你玩家版圖上的商人則不能
被使用。你可以將你供應堆的商人派到市場裏進行貨物的買賣。你只能在一個貿
易行動中進行一次購買或出售一種貨物，放置等同於你購買或出售貨物數量的商
人到購買或出售區域（分別由向上和向下的箭頭來標識）這些商人將留在市場上
直到下個回合的準備階段被你收回。然後，你必須支付你所購買貨物數量乘以當
前價格的金錢或者獲得你所售賣貨物數量乘以當前價格的金錢。出售的貨物返回
到貨物供應堆，購買的貨物從貨物供應堆中拿取並放置到玩家的庫存中。在完成
交易後，調整貨物的價格，購買了多少個該商品，則價格上調多少格；售賣了多
少個該商品，則將價格下調多少格。

玩家只能在一個貿易行動中購買或者出售一種商品。想要對多種商品進行貿
易，玩家必須多次使用貿易行動。

一位玩家的商人不能同時出現在相同貨物的購買和售賣區域，因為在19世紀的
蘇格蘭，高流量的貿易並不常見。 

例子：一位玩家以£10的當前價格購買了兩桶威
士忌。他將兩個商人放在威士忌欄向上箭頭所示
的格子裏（購買區），支付20，從供應堆拿取2桶
威士忌並將其放到他自己的庫存中。隨後威士忌
的價格上調2格，當前價格變為£12。

2. 獲取一個出口合同

支付當前回合的費用，然後從出口版圖上拿取任意一個出口合同板塊，將其放置在你空的出口貨箱板塊
上。支付的費用在出口版圖計分板塊旁邊的位置上有標注。請注意，在遊戲的第一回合，玩家在執行此
行動時獲得£5，而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

你的出口貨箱裏只能有一個未完成的合同（除了布坎南氏族）。必須完成當前合同才能再獲取新的合
同，並且不能棄掉未完成的合同。

3. 擴張
將一個單位（綿羊、奶牛、乳酪工廠、麵包店、田地、釀酒廠、伐木工或者採礦
工）從你的玩家版圖上放置到地圖的一個空格子裏，所放置的位置必須與你之前放
置的單位相鄰或者在你已放置單位的航行範圍內。支付該單位的費用（費用為該單
位上方對應的紅色數字）以及土地費用（土地上標注的£1至£6不等的紅色數字）。 

1. 貿易
2. 獲取一個出口合同
3. 擴張
4. 升級航行能力

5. 升級科技
6. 雇傭一個商人 
7. 完成一個出口合同 
8. 跳過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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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鄰：沒有河流分割直接相連的格子。

在航行範圍內: 你當前航行等級可以到達的格子。

地形限制: 不同的地形只能放置特定類型的單位： 
草地：綿羊、奶牛、乳酪工廠、麵包店、田地以及釀酒廠
森林：伐木工
山脈：採礦工

如果一個格子包含多個地形，你可以將任意對應類型的單位放置在上面。如右圖所示的格
子，你可以放置任意類型的單位在上面，因為這個格子包含全部3種地形。

因此，如果你已經部署了你全部的伐木工，你不能夠向只有森林的格子擴張。同理，如果
你已經部署了你全部的採礦工，你也不能向只有山脈的格子擴張。

相鄰獎勵 

如果你擴張進入的格子與另一位玩家的單位相鄰（沒有河流分割而
直接相連），你可以立即執行一次額外的貿易行動，並從供應堆購
買相鄰玩家生產的該類貨物。在這次行動中，你可以購買不超過3個
該種貨物（在2人遊戲中，上限為4）。並且此次行動中基礎貨物（
羊毛、穀物、牛奶）的價格減£2，加工貨物（麵包、乳酪、威士
忌）的價格減£3。

按照貿易行動中所描述的方式來進行購買（詳見說明書第4頁）。你
必須擁有足夠數量的商人才能執行這一獎勵行動。在執行完這次獎
勵的貿易行動後，貨物的價格也會相應調整。

如果你擴張進入的格子與其他多位玩家的單位相鄰，你可以分別對
每個單位執行相鄰獎勵行動。

相鄰獎勵行動只能在擴張行動執行後立刻使用。

例子：如果一位玩家擴張到與另一位玩家釀酒廠相鄰的格子上時，那麼他可以購買威士忌。當前威士忌的價格為
£10，他只要在市場版圖中威士忌向上箭頭的區域放置足夠數量的商人，就可以按照打折後7的價格購買最多3桶威
士忌（2人遊戲時最多可購買4個）。如果他剛剛擴張進入的格子還與另一位玩家的乳酪工廠相鄰時，那麼該玩家在
擁有足夠商人的前提下還可以按照打折後的價格最多購買3塊乳酪（2人遊戲時最多可購買4個）。

建築獎勵
如果在擴張行動後，你在地圖上放置了你某種建築的第四個（也就是乳酪工廠、麵包店或者釀酒廠之
一）並且你的出口貨箱板塊是空的，那麼你可以立即從出口合同堆疊中抽取3個。你可以選擇其中一個
或者都不要。，然後將未選擇的板塊以任意順序返還到堆疊底部。如果你選擇這樣拿取出口板塊，你仍
然需要按照“獲取一個出口板塊”行動中那樣支付費用。但這個獎勵行動仍然算作擴張行動的一部分。 

4. 升級航行能力 
花費£4可以將你的航行指示物向右推進一格以擴大你的航行範圍。這個行動
允許你在未來跨越河流和湖泊進行擴張。
不管你的航行等級有多高，玩家都不能跳過陸地格子進行擴張，即便是沿著同
一條河的陸地格子。 

航行等級：                   無航行：你不能穿過任何水域進行擴張。

 穿越河流：你可以穿越一條河流擴張到相鄰的格子。

 穿越一塊湖泊：你不但可以穿越河流，你還可以穿越一塊湖泊進行擴張。

 穿越二塊湖泊：你不但可以穿越河流，你還可以穿越二塊湖泊進行擴張。

                                         之後的等級以此類推。

例子：我們來看紅色玩家的情況：在無航行的情況下，紅色只能擴
張到標有數字“1”；的格子；如果擁有“穿越河流”的航行等級，
則可以擴張到標有數字“2”的格子；如果擁有“穿越一塊湖泊”的
航行等級，則可以擴張到標有數字“3”的格子。紅色玩家決不能擴
張到標有“ ”的格子上，因為無論航行等級多高，玩家都只能穿
越河流或者湖泊到達相鄰的格子，而不能夠直接跳過陸地格子來進
行擴張（即便這些格子是沿著同一條河流）。

在使用相鄰獎勵時，有“*”標記的格子與藍色玩家的乳酪工廠相
鄰。雖然上方有“2”標記的格子與藍色玩家的乳酪工廠也挨著，但
之間有一條河流，所以兩者不算做相鄰。

3

2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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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升級科技 

玩家可以通過升級他們工人的裝備來增加工人（伐木工和採礦工）的收入。每個升級過的
工人在每回合的生產階段都會額外增加£2的收入。要升級工人科技時，花費£10將你玩家
版圖上的對應的科技板塊翻面。

如果你獲得一次獎勵升級行動（參見下文關於直接出口獎勵部分的規則）而你選擇升級科
技，那麼你只需要支付£5。

6. 雇傭一個商人
玩家的初始供應堆只有2個商人。想要雇傭一個新的商人，玩家必須支付£4然後
從玩家版圖上拿取一個新的商人加入供應堆。從現在開始，你可以使用該商人去
執行貿易行動了。

7. 完成一個出口合同
想要完成你出口貨箱板塊上的出口合同，你必須支付合同左側所列出的貨物，然後你獲得合同右側
所列出的收益。這些收益包括進口貨物，例如啤酒花、棉花、煙草、甘蔗以及直接出口獎勵。當你
完成給予棉花、煙草或者甘蔗的出口合同時，貨物的數量有多少，就將出口版圖上對應貨物的指示
物移動多少格。如果這種指示物到達或者經過一個有標記的格子（如右圖所示），那麼你可以獲得
£1（如果你在完成合同時忘記移動對應的貨物配件，你之後無法獲得獎勵！）。當你完成一個出口
合同後，將該板塊正面朝上放置在你的出口貨箱板塊旁邊，使得出口貨箱板塊可以放置新的合同。

出口合同絕不需要穀物和牛奶，但可能會需要其他任意貨物的組合。

那些需要肉（牛肉  或者 羊肉  ) 來完成的出口合同只能通過屠宰奶牛或者綿羊來完成。玩
家屠宰之後需要移除地圖上的動物並放回其玩家版圖上對應的位置。請注意這將降低玩家羊毛或
者牛奶的產量。同時，其原來所佔據的格子也將成為空格子，任何玩家都可以通過正常的擴張行
動來佔據那個格子。屠宰牛羊只有在完成出口合同時才允許執行，並且不會消耗額外的行動。 

直接出口獎勵
以下三種出口獎勵都可以讓玩家立刻獲得一個收益：

         金錢，直接從供應堆中拿取。 

         免費土地，這種獎勵可以讓玩家立刻執行一次擴張行動，並且無需支付他所
擴張進入格子的土地費用。但他仍然需要支付對應單位的費用，所有其他擴張
的規則以及相鄰獎勵都同樣適用。

        獎勵升級行動——選擇以下任意一個執行：

 一次只需要花費£5的升級科技行動。

 一次免費升級航行能力的行動。

 從玩家版圖上免費雇傭一個新的商人，或者選擇不雇傭新的商人，而從市場版
圖回收一個之前放在其上的商人。 

如果玩家在完成出口合同時獲得多個獎勵升級行動，那麼他可以選擇執行同個行動多次
或者不同的行動。 

8. 跳過
到你的行動時，如果你不能或者不想執行更多的行動，你必須選擇跳
過，然後在該回合的行動階段都不能再執行任何行動。在跳過後，將
你的回合順位指示物放到下回合順位軌上最左邊的空位上，然後獲得
對應的獎勵資金。玩家這回合選擇跳過的順序決定了下回合玩家的行
動順位。

免費行動：使用一個港口獎勵板塊
如果港口獎勵板塊與一位玩家的單位相鄰，或者在該玩家任意單位
的航行範圍內，那麼該玩家在他的行動輪除了執行對應行動外，還
可以使用港口獎勵板塊（該獎勵板塊的使用可以在其執行行動之前
或者之後）。他可以在當前或者未來的任意回合中使用該板塊（只
要玩家的單位與港口獎勵板塊相鄰，或者獎勵板塊在其任意單位的
航行範圍內）。一旦你使用了一個港口獎勵板塊，則將你的一個港
口獎勵標記放置到該板塊旁，表明你已經使用過該效果。每位玩家
在整局遊戲中只能使用每個港口獎勵板塊一次。（但多位玩家可以
使用同個港口獎勵）。玩家可以在一個行動輪內使用多個港口獎勵
板塊。（詳見附錄）。 

例子：黑色玩家首先“跳過”，他獲得L16並且
成為下一回合的先手玩家

例子：黑色玩家無論航行等級是多少都可以使用
港口獎勵板塊，因為他擁有一個單位與該獎勵板
塊相鄰。紅色玩家如果航行等級達到“穿越2個
湖泊”或更高則同樣可以使用該獎勵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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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3：生產階段

在生產階段玩家獲得收入並且根據其放置在地圖上的單位生產貨物。玩家獲得的金錢和貨物產量取決於玩家版圖
上那些空位，就是那些單位被移動後格子上顯示有收入標記的地方       。

生產階段按照以下順序來進行： 

 每個部署的工人會給你帶來收入（每一欄除了第一個以外的工人都顯示了你的總收入，

以方便你查詢）：

 每個伐木工可讓你獲得£4（升級後為£6）。

 每個採礦工可讓你獲得£6（升級後為£8）。
 生產基礎貨物：

 每只綿羊生產一卷羊毛。

 每頭奶牛生產一瓶牛奶。

 每塊田地生產2個穀物。

 生產加工貨物（可選）：

 每個乳酪工廠可以將一瓶牛奶加工成一塊乳酪。

 每個麵包店可以將一個穀物加工成一個麵包。

 每個釀酒廠可以將一個穀物加工成一瓶威士忌。

用於生產加工貨物的基礎貨物可以來自於任何地方：包含當前生產階段生產所得，之前回合的生產階段生產所
得，當前回合內購買所得或者之前回合購買所得，等等。

提示：建議玩家將當前儲存的貨物與資金放在自己玩家版圖的下方，而本回合生產所得放在玩家版圖上方以確保生
產正確數量的貨物。

提示：當玩家們熟悉生產階段的流程時，他們可以在跳過後自行拿取收入和生產的貨物以節省遊戲時間。

階段4：計分階段
在這個階段，玩家如果完成了計分板塊上半部分的條件，則可以獲得計分板塊下半部分所示的榮譽
分數。榮譽分數通過出口版圖上的計分軌來記錄，當你的榮譽分數完成一圈後，拿取或者翻面一個
榮譽板塊。每個計分板塊都會在附錄中有詳細的解釋。 

                                  最終計分
在五個回合結束後。計分表上記錄每位玩家的勝利點數（VP）。擁有最多勝利點數
（VP）的玩家將成為加勒多尼亞最偉大的氏族領袖從而獲得遊戲勝利！

榮譽分：每點榮譽分都價值1VP。

基礎貨物：每個在你的供應堆的基礎貨物都價值1VP。

加工貨物：每個在你的供應堆的加工貨物都價值2VP。

金錢：每£10換算成1VP。剩餘的資金將作為打破平局的籌碼。 

啤酒花：你完成的出口合同上每一個進口啤酒花都價值1VP。

棉花、煙草和甘蔗：根據其稀有度分別價值3、4或者5VP。（最稀有的
進口貨物是最有價值的！）在記錄軌上移動最遠的進口標誌物所對應
的貨物是最普通的，每個價值3VP（因為其進口的數量最多）；而第二
多進口的貨物每個價值4VP，最少進口的貨物每個價值5VP。如果進口
貨物的數量出現平局，則按照以下方式打破平局：棉花最為稀有，其
次為煙草，最後為甘蔗。玩家根據自己完成出口合同上對應貨物的數
量乘以其單個價值的VP就是每種貨物價值的總VP。

出口計分

玩家各自計算完成出口合同的數量，然後根據以下方式得分：

3-4人遊戲中：完成最多合同的玩家獲得12VP，完成第二多的獲得6VP。
2人遊戲中：只有完成最多合同的玩家獲得8VP。

如果完成數量出現平局，則將對應名次的所有分數加和，然後除以平局的
玩家人數，每位平局的玩家都會獲得這個數值的VP（如果需要，所得數字
向下取整）。

例子：在3人遊戲中，有兩位
玩家完成了相同數量的合同，
並且並列第一。他們將平均分
配前兩名的VP（12+6=18VP）
，也就是說每人獲得9VP。而
第三名的玩家則不會獲得VP。
在2人遊戲中，平局的玩家可
以分別獲得4VP。

例子：煙草是進口最少的貨物，而棉
花則是進口最多的。所以，每個煙草
價值5VP，每個甘蔗價值4VP，而每個
棉花價值3VP。你進口了3個煙草，2
個甘蔗和6個棉花。所以你的煙草獲得
5X3=15VP，你的甘蔗獲得4X2=8VP，
而你的棉花則獲得3X6=18VP。

£4 （升級後為£6）
£6 （升級後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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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點計分
每位玩家計算其相互之間都處於航行範圍內連通的定居點個數。一個定居點由相鄰同種顏色的一組單位組成（這
些單位之間相連且之間沒有河流），單獨且不與其他相同顏色相鄰的單位也視作一個定居點。如果你不是所有定
居點都在其他定居點的航行範圍內，那麼只計算互相在航行範圍內連通的最多定居點數量來進行計分。

3-4人遊戲中：擁有最多互相在航行範圍內定居點的玩家獲得18VP；第二多的玩家獲得12VP，而第三多的玩家獲得6VP。

2人遊戲中：只有擁有最多互相在航行範圍內定居點的玩家獲得12VP。
出现平局时，按照和出口计分相同的方式平分分数。

定居點計分不是根據擴張的格子總數來評判，也不是根
據建立了最大規模的定居點來評判！

例子：如果紅色玩家擁有“穿越一塊湖泊”的航行等級，那麼紅色玩家擁有3
個互相在航行範圍內的定居點。
如果黑色玩家擁有“穿越2塊湖泊”的航行等級，那麼黑色玩家擁有5個互相在
航行範圍內的定居點。

3個被圈起來的紅色單位屬於一個定居點因為他們相鄰。圖示上方的兩個紅色
單位是兩個定居點，因為他們之間有河流分割。紅色總共擁有4個定居點。然
而，圖示最左下方的定居點與三單位形成的定居點之間有2塊湖泊的距離，所
以不在其定居點的航行範圍內。然而，“穿越一塊湖泊”的航行等級足夠將三
單位形成的定居點與兩個圖示頂部的定居點相連，因為他們之間最遠只需要穿
越一塊湖泊。因此紅色的4個定居點中只有3個參與定居點計分。

提示：屠宰你的動物可能會對定居點計分產生有益或者有害的效果。你可以通
過屠宰牛羊來分割大型的定居點（將大的定居點分成更多個小的定居點），也
可能由於屠宰導致你的多個定居點不再位於其他定居點的航行範圍內。

注意：如果玩家們需要，可以從第四或者第五回合開始，使用定居點指示物在出口版圖記錄軌上記
錄每位玩家所擁有的互相在航行範圍內定居點的個數。

2人遊戲
在2人遊戲中，你會在更小的地圖上進行遊戲。地圖邊緣的陰影土地格子（同時還用迷霧進行了標
識）不屬於地圖的一部分，玩家不能夠擴張進入這樣的格子。這些陰影格子相鄰的非陰影格子將
成為地圖的邊緣格子。這一設定將會對5號計分板塊和弗格森氏族產生一定影響。所有的湖泊格子
都會在遊戲中使用。

單人遊戲
在這一變體中，你將嘗試獲得盡可能多的分數。你使用2人遊戲中的小地圖。使用你未選取顏色的工人來當做中立
配件，將其放置在地圖上所有土地費用為£1的格子上。所有這些格子在遊戲中你都無法進入。在單人遊戲中，你
無法獲得相鄰獎勵。

遊戲開始前隨機抽取5個出口合同板塊面朝上放置在出口版圖上。

每次你選擇跳過時都獲得£16的獎勵。

額外的遊戲階段：市場階段
在第2-5回合開始時，準備階段收回商人後，隨機選擇3種貨物進行價格調整。
投擲貨物和變價骰子。貨物骰子的結果會決定哪種貨物的價格發生變化。在本
回合如果貨物骰子顯示的貨物價格已經發生過變化，則重投貨物骰子。

查看骰子所示貨物的價格是在大括弧所示的範圍之上（偏高）還是之下（偏低）。大括弧範圍內的
貨物價格為適中，超出則偏高，低於則偏低。

如果價格偏低或者偏高，則忽視變價骰子結果所示的正負號（- 或 +）。

如果價格偏低，則價格的增幅等同於變價骰子結果的絕對值。 

如果價格偏高，則價格的減幅等同於變價骰子結果的絕對值。

如果價格處於適中範圍，則價格會根據變價骰子的結果對應調整。

 一個“-3”的結果會使得價格降3格。而一個“+1”的結果會使得價格漲1格。

例 子 ： 如 果 當 前 的 價 格 偏 低 ， 變 價 骰 子 結 果
為“-3”或者“+3”時，價格都會漲3格。

1.
2.

1.

3.

4.

5.

2.
3.

市場骰子：
貨物骰子：羊毛、穀物、
牛奶、麵包、乳酪、威士忌

變價骰子：-3, -2, -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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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出口合同板塊

從出口合同堆疊抽取新的板塊填滿出口版圖上的空位。你最後一次的變價骰子結果決定
了哪一個出口合同板塊會被移除。尋找正負號與數字在出口版圖上相交的格子，將對應
位置的板塊移除。每個行動階段開始都會有5個出口合同板塊在出口版圖上。
 

出口計分：

完成出口合同的數量：7個或以上  12 VP

完成出口合同的數量：6個  8 VP

完成出口合同的數量：5個  4 VP

變體規則
以下變體可以任意組合進行遊戲。

簡化變體規則  
以下簡化能讓你更好的完成初次遊戲。

固定的進口貨物價格
如果你不喜歡遊戲中的少量運氣成分，可以選擇該變體。無論進口多少棉花、煙草和甘蔗，在遊戲結束時，每
個貨物都價值4VP。所以，不需要記錄進口貨物的數量。

不使用計分板塊和港口獎勵板塊
玩家可以忽視初始設置時關於計分板塊和港口獎勵板塊的部分來簡化遊戲。

擁擠的地圖變體規則
如果玩家想要在更擁擠的地圖中進行遊戲，他們可以在2-3人遊戲時使用4個備用港口獎勵板塊的
背面來遮住地圖的任意4個土地格子，最好是每塊地圖板塊上各放一塊（4人遊戲時的地圖已經足
夠擁擠了）。這些被遮住的格子不能被玩家擴張進入。

無氏族變體規則
如果玩家想要進行初始條件更加平衡的遊戲，他們可以選擇不使用氏族。這樣除了起始板塊上的資金和貨物，所有
玩家還會根據順位獲得以下資金：
初始玩家£0，第二位玩家£2，第三位玩家£4，第四位玩家£6。

氏族拍賣變體規則 
（建議有經驗的玩家使用該規則）
如果玩家想要遊戲變得更有競技性，他們可以對氏族進行拍賣。在這種情況下，玩家將進行如下步驟：

混洗所有氏族板塊然後隨機抽取等同於玩家人數的氏族板塊，並且為每個氏族板塊隨機分配一個起始板塊。隨機
決定一位玩家，該玩家可以出價任意數量的VP（或者0VP）來競拍優先選擇氏族的權利。該玩家左手邊的玩家可以
出價更多的VP，重複上述流程直到有一位玩家的出價無人願意超過（最高出價為30VP）。如果輪到一位玩家出價
時，而他不想叫更高的價，則該輪拍賣他被視為出局。出價最高的玩家在計分表上寫下對應數量的負分，然後選取
一個氏族板塊和起始板塊的組合，並將其回合順位指示物放在第一順位。隨後其左手邊的玩家開始新的一輪拍賣，
以此類推，直到只剩一位玩家。他不會失去任何分數，拿取剩餘的那個氏族和起始板塊組合，將其回合順位指示物
放在最後一位

如果你想嘗試更多的變體規則，可以訪問 www.karma-games.com/clans-variants。

例子：A‘-3’指的是最

左下角的格子。

定居點計分：

14個或以上的定居點  18 VP
11-13個定居點  12 VP
8-10個定居點  6 VP

綜合結果：   0-115  VP：  初出茅廬
       116-130 VP： 沙場新兵
       131-145 VP：  漸入佳境
       146-160 VP： 出類拔萃
       161 VP以上：絕頂高手

團隊資訊 
遊戲設計師：Juma Al-JouJou
出版人：任智傑
遊戲編輯：梁文浩
中文排版：尤幸
翻譯：快遊人
校對：郝淩霄 

遊蹤桌影玩具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廣州市越秀南路208號喜
爾賓酒店610A
電話：020-83721560
網址：www.gamd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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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港口獎勵板塊
 
 
 
 
 
 
 
 
 
 
 
 
 
 
 
 
 
 
 

計分板塊

你的庫存中每有一個基礎貨物獲得
1點榮譽分。

你每有2個位於邊界格子上的單位獲得3點榮譽
分。在1-2人遊戲中有陰影並有迷霧標識的格子不
算做地圖的一部分，所以所有與陰影格子相鄰的
格子都算作地圖邊界格子。 

你的庫存中每有二個加工貨物獲得
3點榮譽分。

你完成的出口合同上每有一個棉花、煙草或者甘
蔗均獲得1點榮譽分。

你在地圖上放置的每個奶牛、綿
羊、乳酪工廠、麵包店和釀酒廠均
獲得1點榮譽分，每塊田地獲得2點
榮譽分。

你完成的出口合同上每有一個肉獲得2點榮譽分。

你在地圖上放置的每個工人獲得2
點榮譽分（包括麥當勞氏族的漁
夫）。

你的每個升級獲得1點榮譽分（包括科技升級、航
行能力升級以及雇傭商人）。只需要計算你航行
指示物左邊有幾個格子、你商人軌上有幾個空位
以及你有幾個升級（翻面）的科技。你的氏族初
始的升級也會得到榮譽分。

 Kickstater 解鎖的板塊
這些板塊是由Kicksater社區在《加勒多尼亞》眾籌時解鎖的板塊。

這些板塊並未經過Karma Games的測試。因此，他們可能會影響遊戲的平衡性。我們建議您不要在第一次遊戲時使
用它們。在經過測試後他們的效果可能會改變。請訪問 karma-games.com/clans-KS-tiles/ 來查看這些板塊相關的最新
規則。

支付 £3， 將一個
港口獎勵板塊放置
在該板塊上，然後
使用其他三個港口
獎勵板塊中任意一
個的效果。

你每佔據一個土地
價格為£5或者6的
格子獲得2點榮譽
分。

當你完成一個收益中有啤酒花的出口合同時，每個
你進口的啤酒花都可以讓你立即支付一個穀物來生
產一桶啤酒。每獲得一桶啤酒你就可以獲得£9*。
每個出口合同最多讓你生產3個啤酒。因此，您的氏
族能力可以讓你從出口合同中獲得最多27。 您可以
選擇在獲得直接出口獎勵之前或之後釀造啤酒。

* £9是一個初步價值，可能會在這個氏族進行
更多測試之後發生變化。 請在Boardgamegeek中
分享您在使用Clan MacEwen的經驗，或發送電子
郵件至juma@karma-games.de。

獲得 £10。

在貿易前可以將任意貨物的價格上調或者下調3步。

從你的玩家版圖上拿取任意二個單位（田地除外）
與你在地圖上的任意二個單位（田地除外）免費交
換。兩個新的單位必須與兩個舊的單位不同。新的
單位必須符合其地形限制。如果可能，你可以獲得
建築獎勵。你不能通過使用該板塊的行動獲得相鄰
獎勵。

你獲得 £5. 如果你的出口貨箱板塊是空的，你可以
立刻執行一次建築獎勵（跟平常一樣，如果你決定
拿取合同，你必須支付相應的費用）。

在你完成一個出口合同需要肉
時可以使用該獎勵。完成該合
同時可以少屠宰一個動物。

棄掉一個你選擇的基礎貨物然
後獲得任意三個基礎貨物（包
括你剛剛棄掉的那種）。

棄掉一個你選擇的加工貨物然
後獲得任意二個加工貨物（包
括你剛剛棄掉的那種）。

獲得一個獎勵升級（詳見規則
說明書第6頁）和3點榮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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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

布坎南氏族

該氏族的部分成員被譽為格拉斯哥的“煙草領主”。他們從美國進
口的大多數煙草很快就再次出口到歐洲大陸。布坎南街是格拉斯哥
最著名的一條商業街，它是以一位煙草大亨安德魯·布坎南的名字
命名的，這位煙草大亨曾經是這條街土地的擁有者。

你擁有一個額外的出口貨箱，所以可以在一個行動中獲取1-2個出口合同。如果你只獲取1個合同，你正常
支付對應的費用。但如果你在一個行動中拿取了2個合同（通過“獲取一個出口合同板塊”或者“建築獎
勵”），你只需要支付一個的費用。如果你使用建築獎勵，你可以抽取6個而不是3個出口合同，同時你可
以選擇0-2個出口合同保留（這同樣適用於8號港口獎勵板塊）。

完成一個出口合同行動：你一次性可以完成2個出口合同。
第一回合：如果你一個行動輪獲取2個出口合同板塊，你只會獲得1次+£5的獎勵。然而, 在你獲得出口合同的每個回合
中，你都可以獲得£5；所以你可以在一個行動輪獲得1個出口合同從而得到£5，然後在之後的行動輪再獲得1個出口合
同再次得到£5——即便第一個合同未完成。 
策略：由於在最後幾個回合一次性獲取2個出口合同的費用對你來說便宜很
多，所以你應該在那些回合中更加注重易於完成的小合同並且盡可能多的去完
成他們。

坎貝爾氏族

科倫·坎貝爾是一位先驅式地蘇格蘭建築師和建築學家，被譽為是喬
治亞風格的創始人。
這一氏族經常建造加工貨物的工廠，所以他們非常擅長建造工廠。
每個類型第一個建造的工廠都會便宜£3，同類型的第二和第三個工廠
都便宜£4，而第四個工廠則便宜£5。因此該氏族會生產大量的加工
貨物。 

策略：大量生產出口合同所需要的加工貨物。出售你的加工貨物也能夠帶來不菲的收入。 

坎寧安氏族

坎寧安位於埃爾郡北部，是蘇格蘭最重要的農業生產區域之一，飼
養奶牛是該地區最重要的事業。 
你通過牛奶來生產黃油。在生產階段結束後，你可以棄掉你供應堆
任意數量的牛奶指示物（不需要商人）。棄掉的每個牛奶可以讓你
獲得8，並且不要調整牛奶的價格。

策略：盡可能多的生產牛奶，並且在牛奶價格低的時候買入一些。避免生產乳酪，因為它會消耗你珍貴的牛
奶！

弗格森氏族

弗格森氏族是蘇格蘭最古老的氏族之一，他們遍佈蘇格蘭各地。從
北部的羅斯郡直至南部的丹弗裏斯郡都有他們的身影。
放置初始工人：你在遊戲開始時有3個初始工人（你仍然需要支付對應
的費用）。此外在3-4人遊戲時擁有“穿越2塊湖泊”的航行能力（在
1-2人遊戲時擁有“穿越1塊湖泊”的航行能力）。

在所有玩家都放置完工人後，你再放置你的第三個工人。你必須將起始的三個工人都放置在地圖邊界的格子上，

你依然需要支付工人費用和土地費用。

策略：運用你出色的航行能力獲得港口獎勵板塊！

Scotclans.com網站為我們的提供了非常寶貴的
研究資料，並且允許我們使用‘氏族’命名遊
戲，謝謝！

例子：坎貝爾建造了3個麵包店和一個釀酒廠。建
造第一個麵包店的價格為£8-£3=£5，建造第二
個和第三個麵包店的價格為£8-£4=£4,。建造釀
酒廠的價格為£10-£3=£7。

例子：如果你在第五回合的一個行動中獲
取2個出口合同，你只需要支付£15而不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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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氏族

麥當勞氏族是一個高地氏族，也是蘇格蘭最大的氏族之一。他們生活在赫布裏底群島，
位於蘇格蘭西海岸的一個群島。他們氏族的箴言是“依靠大海，依靠陸地[看看有沒有
更好的說話，比如什麼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一類的]”。該氏族的頭領擁有“群島之主”
的頭銜。

將你的氏族板塊放置在你玩家版圖的伐木工/採礦工區域上。你的科技升級區域為空，
因為你不能執行“升級科技”這一行動。

你擁有3個能力： 
1) 你可以將你所有的工人當做伐木工、採礦工或者漁夫（放置初始工人時也是如此）；你所有

的工人都要花費£6並且提供£4的收入。漁夫可以被放置或移動到空的湖泊格子和港口獎勵
板塊上，即便在1-2人遊戲中也是如此。放置在湖泊上時不需要支付土地費用。兩個漁夫永
遠不能彼此相鄰（否則會導致自然資源枯竭。）

2) 每個行動輪一次，在你執行行動之前，你可以通過划船將你的一個漁夫移動到一個相鄰的湖
泊格子上。

3) 在1-2人遊戲中，你初始擁有“跨越河流”的航海能力。
你仍然需要對應的航海能力來跨越湖泊進行擴張。與漁夫相鄰的陸地格子被認為是相鄰，所以即便沒有航行能力
也可以進行擴張。在部署漁夫時可以獲得相鄰獎勵，但是使用划船能力則不行。

策略：使用你的划船能力來擴大你的航行範圍，從而爭取提高定居點計分。 

麥肯基氏族

麥肯基氏族於1867年買下了帝摩釀酒廠，這是蘇格蘭最老的釀酒廠
之一。這個馳名世界的釀酒廠時至今日仍在運作，並且以其稀有獨
特的威士忌而出名。
在生產階段，你每生產一桶威士忌獲得£3（因為它的品質很棒！）
你不需要棄掉這些威士忌以就可以獲得這筆錢。

此外，你擁有一個酒窖。在每個生產階段開始時，已經在酒窖中的威士忌會向右移動一格。在生產階段開
始就在酒窖最右邊的威士忌會回到你的供應堆。你可以在任何時候將任意威士忌移出你的酒窖回到供應堆。當你
將這些成年威士忌移出酒窖時，你會獲得£7或者£15的收入。
在每個生產階段結束後，你可以放置一桶剛生產的威士忌進入酒窖。將其放置在最左邊的格子上，從而在之後的
生產階段可以繼續發酵。對於2號計分板塊而言，酒窖中的威士忌也會參與計分。
策略：當威士忌價格適中或者偏高時，賣出威士忌可以給你帶來大量的資金。當威士忌價格偏低時，將其放入酒窖或者
拿去出口是更合適。

羅伯森氏族

羅伯森氏族是蘇格蘭最古老的氏族之一。他們生活的區域被稱為“斯
特魯恩”，位於埃勒赫蒂河與加裏河交界處。該區域的名字來源於蓋
爾語單詞“Sruthan”，意為溪流。
每當你將一個單位放置在三角洲區域（一個與河流相鄰並且直接匯入湖
泊）的格子上時，你支付的總費用減少£3（在1-2人遊戲時減少£2），

這一技能在放置初始工人時也有效。 
策略：在遊戲開始時你可以選擇在三角洲或附近擴張你的氏族，盡可能的佔據
三角洲的格子。屠宰位於三角洲的牲畜可以讓你反復利用這一優勢。 

斯圖亞特氏族

斯圖亞特氏族是一個高地氏族。該氏族曾經誕生過很多偉大的君
主，例如瑪麗·斯圖亞特以及安妮女王。
你在遊戲開始時擁有3個額外的商人（總共有5個）以及跨越河流的
航行能力。此外，你每次在市場執行貿易行動時，無論你交易多少
個貨物，你都可以獲得£1（若是進行購買，那麼在購買之前獲得

這£1）。如果你使用相鄰獎勵而交易了多種貨物，那麼你交易的每種貨物你都可以獲得£1。
提示：每次你進入市場時直接拿取£1，這樣在操作上較為方便。

策略：盡可能多的在市場交易獲得+£1的獎勵。在生產和買賣各類貨物時都可以從中受益。

例子：在4人遊戲中，你在一個三角洲格子上
建造一個麵包店（費用為£8），土地費用為
£1。最終支付的費用為£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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