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壁畫大師 
Fresco  
 
主教非常的期待高級的遊客，不幸的是，大型壁畫（大教堂天花板上的畫）需要整修。他雇

用了著名的壁畫畫家，並且他們現在要證明自己的專業技巧。哪位畫家能夠讓壁畫恢復過往

的輝煌呢？ 
 
簡介 
壁畫大師是一款2-4人，年齡在10歲以上的遊戲，他會帶你回到文藝復興時期，親眼見證其
宏偉。透過盒中所附的三個擴張模組，你還可以進行更進階的遊戲體驗。你可以依照任何喜

歡的方式將基本遊戲和這些模組結合在一起，這些模組將會逐漸地增加挑戰性，從而影響遊

戲的時間。 
壁畫大師是一款確實可以提供多次娛樂的遊戲。 
基礎遊戲：壁畫大師 
擴充模組，將會逐漸地增加挑戰性： 
模組1：主教的要求 
模組2：人像 
模組3：特殊的混色 
 
遊戲目標： 
玩家扮演著壁畫畫家，依照主教的命令去修復大教堂天花板的壁畫。 
畫家們必須要小心的計畫他們一天的工作，為了使壁畫恢復到完美的狀態，他們常常不得不

早早起床，為大教堂的工作購買顏料和調和顏色。 
如果他們的收入不足，則他們必須在自己的工作室中完成其他訂單。但這又可能導致學徒們

情緒低落，需要通過劇院的晚間演出才能夠療癒他們。 
只有周密的計畫才能幫助你獲得最多得分，並且成為最輝煌的壁畫畫家。 
下一夜列出了壁畫大師的所有組件。包括額外模組的所有組建和規則。 
 
兩人遊戲的規則也可以在補充規則中找到。 
 
遊戲配件 
1張雙面遊戲圖板 
14個市場板塊 
25個壁畫板塊，價值由3~11 
60個硬幣（賽勒斯）面額有1塊（36個），5塊（16個）以及10塊（8個） 
78個顏料塊，紅色，黃色，藍色各17個；綠色，紫色橘色各9個。 
4個自然色的學徒 
20個學徒，每個顏色有5個 
12個大師畫家，4個顏色每種有3個。 
1個主教﹑4個小屏幕﹑4個大屏幕﹑4個行動表格﹑4張混色卡表﹑1個麻布袋﹑1本規則書 
 
分給遊戲玩家的配件 
每個玩家會拿到他們選擇玩家顏色的： 
1個小屏幕和1個行動表格，將表格顯示1的那面朝上並且放在小屏幕後面。 
第2面只會在遊戲終局的時候使用。 
1張大屏幕，每人得到紅黃藍色顏料各一個，以及12塊。 
1張混色卡表 



3個大師畫家 
5個學徒 
 
3或4人遊戲設置： 
1. 遊戲圖板：將雙面遊戲圖板放在桌面中央，讓所有的玩家都可以輕鬆碰到。4人玩家那一
面朝上（起始位置S1~S4）。 
3人遊戲的時候將圖板翻面，讓起始位置S1~S3那一面朝上。 

2. 起始位置（S1~S4）：每個玩家將一個自己的大師畫家放到麻布袋內，然後隨機抽出，將
抽出的大師畫家依序放到S1~S4的格子中。 

3. 旅社：每位玩家將一個自己的大師畫家放到旅社的一個格子中。旅社當中有不同的行動
： 
左欄 – 起床時間 
中欄 – 心情變化 
右欄 – 市場價格 

4. 四個攤位的市場：將14個市場板塊放到麻布袋內混合均勻。板塊上顯示著可以在市場上
購買的顏料。抽取適當數量的板塊並且面朝上的放置在格中，袋子裡會剩餘1個板塊。 
3人遊戲時將只有3個攤位，請將下列市場板塊事先移出遊戲。 
這樣總共只會有11個板塊，而抽完市場板塊之後將會有2個留在袋中。 

5. 大教堂與壁畫和祭壇：將25個壁畫板塊當中價值11的挑出，並且正面朝上放在壁畫的中
央空位上。將剩下的板塊混合均勻後隨機面朝上放到剩餘的壁畫格上。 

6. 工作室：將所有的硬幣放在三個對應的格子中作為一般補充區。 
7. 作坊：所有的顏料方塊都會依照顏色分類放在作坊中的六個空間內。作為一般補充區。 
8. 劇院：每個玩家將一個大師畫家放到對應的心情格上。然後將一個原木色的學徒放在每
個心情欄位的最上面。 

9. 主教：將主教放在壁畫格的正中央位置。 
 
所有剩餘的配件都不會在基本遊戲中使用。 
 
遊戲進行 
壁畫大師將會進行數個輪，每輪都會分成兩個階段： 
1. 選擇起床時間並且調整心情 
2. 計畫並且執行行動 
以下將介紹兩個階段的細節： 
 
選擇起床時間並且調整心情： 
在計分軌上最落後的玩家先開始，將自己在旅社的大師畫家從原本位置放到他想要起床的時

間（左欄）。第二靠後的玩家接著進行他的選擇，將大師畫家放到剩下的起床空格內，每個

起床空格只能夠被一位玩家佔據。 
起船的時間對於玩家會有以下影響： 
可能會改變玩家的心情 
會影響市場的價格 
會影響玩家在第二階段的行動順序。 
請注意：遊戲開始時，分數軌上的畫家大師將會站在起始位置的S1~S4上，S1被視為最後的
位置。 
範例：紅色玩家站在計分軌上最後的位置，他會最先行動，決定了起床時間後將自己的大師

畫家放到7:00的欄位內。這表示在本輪遊戲中他的心情會變糟，並且他要為了每個他想購買
的市場板塊付出2塊錢，其他的玩家不能將他們的畫家大師放在相同的時間欄內。 
然後將紅色玩家位處心情欄位的畫家大師往下移動1格。 
 



心情的改變 
任何心情的改變都會在旅社的中欄標示。在選擇起床時間後，玩家立刻調整他們在心情狀態

欄的位置。玩家不能夠移動棋子超過欄位的頂部或者底部。 
情緒狀態的影響如以下所示： 
■ 「+1」欄位 

如果玩家的大師畫家佔據兩個「+1」欄位其中之一的話，他會從自己欄位的最上方獲得
一個原木色的學徒。他可以將這個學徒在自己的行動表上作為一個額外的行動來使用

（也就是說會有總共6個行動）。玩家可以保有這個額外的學徒直到他們離開「+1」的
欄位為止。當他們離開「+1」欄位時，將原木色的學徒放回到自己欄位的最上方。 

圖示：玩家可以派遣一個額外的學徒。 
 
■ 「-1」欄位 

如果玩家的大師畫家佔據了任一個「-1」的欄位時，他們將會失去一個自己擁有的學徒
，將它放到自己屏幕的外面（在第二階段的行動時會只剩下4個行動）。當離開了「-1
」欄位時，他們會立刻將自己的學徒拿回來，必且可以再度使用。 

圖示：玩家的學徒數量-1 
 
市場價格 
根據玩家選擇起床的時間，在右欄會顯示玩家購買每一個市場板塊所需要的價格。 
範例：紅色玩家需要為每個想購買的市場板塊付出2塊錢。 
 
玩家順序 
在所有玩家選擇他們的起床時間後，玩家本輪的行動順序就決定了，比較早起床的玩家在第

二階段會比較早行動，整個順序會依照他們在本輪第一階段的起床時間而定。 
重要： 
遊戲中有2個不一樣的順序： 
1. 選擇起床時間的順序（是依照玩家在得分軌上的位置而決定）。 
2. 進行行動的順序（是依照玩家選擇的起床時間而定） 
 
計畫並且進行行動： 
計畫你的行動： 
所有的玩家同時開始在小屏幕後方計畫自己即將進行的行動。他們可以在遊戲圖板上五個不

同的區域進行行動，玩家將他們可以使用的學徒放置到他們的行動表上。每個單一行動格只

能夠被派遣一位學徒來進行該行動。 
範例：在這輪當中，紅色玩家準備要進行 
1 x 市場 
2 x 大教堂 
0 x 工作室 
1 x 作坊 
1 x 戲院 
 
執行行動 
在所有的玩家都放置好學徒後，同時將他們的小屏幕移開，然後依序造訪五個地區。在每個

地區當中，有造訪的玩家會依照起床時間來進行對應的行動。輪到行動的玩家要做完所有的

行動才會輪到下一個玩家。 
如果玩家沒有派遣任何學徒到某區域的話，他們就不能執行任何行動，而是單純地跳過他們

的順位。 
玩家不會被強迫執行他們所選的行動。玩家可以選擇放棄執行他們所選的行動。比方說玩家

沒有足夠的金錢或者正確的顏料來修復壁畫的時候。 



 
特定的位置和相關動作： 
市場：購買顏料或者關閉市場攤位 
大教堂：修復壁畫或者祭壇 
工作室：繪畫人像 
作坊：調和顏色 
戲院：讓畫家心情變好 
 
市場： 
第一個行動的玩家選擇一個市場攤位，並且進行下列兩個行動其中之一： 
購買顏料 或者 關閉市場攤位 
購買顏料 
每個玩家派往市場的助手都可以從所選擇的攤位上購買1個市場板塊。每個板塊都只能被購
買一次。採購的價錢則是由玩家之前選擇的起床時間來決定。 
玩家會獲得剛剛購買的市場板塊上所示的顏料方塊，並且將它們放在大屏幕的後面。 
當玩家結束他的採買之後，將該攤位剩下的板塊放回麻布袋內。 
 
關閉市場攤位 
如果回合玩家派遣了最少1名學徒到市場的話，他們可以放棄購買顏料，並且改為將所選的
市場關閉。所有在該市場上的板塊都放回麻布袋中。。這被算作是一個免費的行動。 
範例： 
1) 紅色玩家派遣了1個學徒到市場，使他能夠在市場上執行一次行動，他的起床時間是7點
，所以他需要為了每個市場板塊付出2塊錢。 

2) 他想要購買位於攤位IV上有3個黃色顏料方塊的板塊。他付出了兩塊錢並且從供應區中拿
取3個黃色方塊。隨後他將所有在攤位IV上的板塊放回麻布袋內。 

 
大教堂 
每個派遣到大教堂區的學徒都可以： 
修復1區的壁畫或者 
修復1次祭壇 
 
修復1區壁畫 
教堂的天頂壁畫被分成了25個區域；每個區域都包含一個板塊。為了要修復一個區域的壁畫
，玩家必須擁有在該區域板塊上對應顏色的顏料方塊。 
當修復一個區域的時候，玩家將需樣的顏料方塊放回供應區，並且獲得該板塊上顯示的分數

，額外加上主教給予的加分（請見後述章節的「主教」）。 
玩家將他們在分數軌上的的畫家大師往前移動等同於剛得到分數的格數（請不要計算起始格

子S1~S4，實際的計分會從第1格開始）。如果玩家移動結束在已經有其他玩家畫家大師所佔
的分數格時，玩家可以決定要停在該玩家前面或者後面一格。分數軌上的格子內不能有多於

1個玩家的指示物。 
在修復一個區域後，該玩家將壁畫板塊從版圖上移除，必且面朝下的放置在自己面前。最後

他將主教移動到剛修復完的格子內。 
範例： 
1) 紅色玩家配置了兩個學徒在大教堂，所以可以在這個區域進行兩次行動。他首先選擇了
價值為3的壁畫板塊。 

2) 他將指定的顏色方塊放回供應區，並且將他在分數軌上的畫家大師往前移動3格。 
3) 由於主教站在對角線的鄰近區域，所以紅色玩家可以獲得2點的額外分數（餅且將他的分
數標記往前移動對應的格數）。紅色玩家總共從這次的修復行動中獲得了5分。 
他將壁畫板塊從圖板上移除，並且面朝下的放在自己的面前，隨後將主教移動到剛剛修



復完的壁畫區上。 
4) 現在紅色玩家可以開始進行他在大教堂內的第二個行動 
 
移動主教： 
在修復任何的壁畫區域前，玩家可以付出最多1塊錢給供應區，然後將主教朝任意方向（水
平或者垂直）移動1格。這個移動可以停在任意壁畫格上，不論已經修復與否。 
主教的提供的額外得分： 
如果主教站在玩家進行修復的區域上，玩家在修復壁畫後可以額外獲得3分，如果主教站在
玩家進行修復的鄰近區域上（不論垂直或者水平），玩家在修復壁畫後可以額外獲得2分。 
 
修復祭壇 
玩家可以用修復祭壇的行動來取代修復壁畫。 
有兩種方式可以進行此行動： 
使用基本顏料來修復祭壇 
玩家將紅色，藍色，黃色的顏料方塊各1個放回供應區。 
他可以因為這個修復行動獲得2分。 
玩家可以用橘色，紫色，或者綠色的顏料方塊作為萬用色來取代原本需求的顏色。並且每使

用一個萬用色，就可以多獲得額外1分。 
 
使用三個不同顏色的調和色來修復祭壇： 
玩家可以將橘色，綠色和紫色各一的顏料方塊放回供應區，並且因為這個修復行動獲得6
分。 
 
請注意：通常這個行動會在遊戲接近尾聲並且可修復的壁畫區域數量變少時變得更有吸引

力。 
 
範例：玩家獲得總共3分。2分來自於基本的祭壇修復，1分來自於使用綠色方塊代替黃色。 
 
範例：玩家獲得總共5分，其中2分來自基本的祭壇修復，而3分來自於使用混色顏料作為萬
用色（2橘色1綠色的方塊）。 
 
範例：玩家將紫色綠色橘色各一的方塊放回供應區。並且獲得6分。 
 
工作室 
每個被分配到工作室的學徒都可以讓玩家從供應區獲得3塊錢。 
 
範例：紅色玩家沒有配置任何學徒在工作室，所以不能得到任何錢。他不能在此地區進行任

何行動，所以直接跳過該玩家的此回合。 
 
作坊 
每個被派遣到這個地區的學徒都可以讓玩家進行2次調色行動。 
行動玩家決定要調色的顏料後，將所需顏料放回供應區並且從供應區拿回調色結果的顏料方

塊。 
範例：紅色玩家派遣他的一位學徒到作坊進行調色，這讓他可以依照調色表上的說明進行兩

次的調色。 
 
戲院 
每個被派遣到這個區域的學徒都可以讓玩家在心情欄位的畫家大師往上移動2格。 
請注意：在戲院行動中改變的心情將會在下一輪選擇完起床時間之後進行調整。也只有在這



個時候，才會進行學徒數量的調整。 
 
範例：紅色玩家派遣了一位學徒到戲院，他的心情將會往上移動兩格。 
 
 
在所有的玩家結束他們的行動後，就開始準備下一輪的行動： 
 
■ 抽取對應數量的市場板塊，並且面朝上的放到每個市場攤位的格子裡面。 
■ 每個玩家都會因為放在自己面前每片面朝下的壁畫板塊獲得1塊錢（只有在玩家至少完

成1區的壁畫修復後才會執行） 
■ 所有的玩家將他們在起床時間欄上的畫家大師移動回到旅社最上面的睡眠區。 
位於分數軌最靠後方位置的玩家作為下一輪的起始玩家並且選擇他的起床時間。 
在小屏幕的後方有簡易的遊戲流程。 
如果在此時仍有兩個以上的畫家大師站在起始區域的話，將首位畫家大師移動到隊伍最後面

，並且其他顏色的畫家大師都往前移動一格。 
 
遊戲結束與最終計分 
如果圖板上的壁畫板塊在一輪開始時只剩下6個或以下，則該輪成為本次遊戲的最終輪。 
所有玩家將行動表翻到顯示為2的一面。 
在最終輪的時候，戲院區域不再顯示，而原本位置則由教堂取代。所以玩家在本輪有兩次訪

問教堂的機會。 
遊戲將會本輪結束後進行結算，就算壁畫沒有完全的修復。並且本輪結束的時候也不會有任

何的收入。 
請注意：如果壁畫在沒有觸發最終輪的狀況下被完全修復了，該輪也依舊被視為最終輪，玩

家在此輪結束後進行最終計分，並且不會拿到任何收入。 
 
最終計分 
所以的玩家開始將錢換成分數，每2塊錢就價值1分。最終得分的順序也跟玩家最終輪起床的
時間相同。 
 
最高得分的玩家獲得勝利，並且得到壁畫大師的稱號。 
請注意：如果計分軌上的畫家大師在最終輪時結束移動到其他玩家的格子上時，他只會往前

移動到鄰近的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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