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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人 10歲以上 75分鐘 

 

 

清澈的流水和未遭破壞的豐富植被，讓紅樹林引人入勝。自古以來，紅樹林中

的部落按照習俗和傳統，與自然和諧共存。但並非所有的事都永恆不變。睿智

的酋長不久人世，現在正是尋找繼位者的好時機。為了不辜負老酋長樹立的典

範，你必須沿著神聖之路建造小屋，將珍貴的護身符帶到神聖的地方。你的遠

見和功績所帶來的影響力，可望很快讓你成為新的酋長。 

 

 

遊戲配件 

➔ 1張遊戲板 

➔ 85張紙牌 

● 32張地貌牌：水域﹑沙地﹑紅樹林和蘆葦各8張。 

● 53張寶藏牌：數值2×9張、數值3×8張、數值4×7張、數值5×7張、數

值6×6張、數值7×7張，起始牌10張。 

➔ 1艘小船 

➔ 2隻天堂鳥 

➔ 1個起始玩家標誌 

➔ 40個護身符：5個「1」，「2」到「6」共35個。 

➔ 1只布袋 

➔ 50間小屋，5色各10個。 

➔ 10根柱子，5色各2根（酋長柱和護身符柱各一組）。 

➔ 10個碗，5色各2個。 



➔ 8個神柱板塊，分別標示2到9。 

 

➔ 16個岩石區板塊（此為變體規則配件，詳見後述。） 

 

遊戲簡介 

你必須從下列地點收集護身符和建造小屋，以獲得分數： 

➔ 8條神聖之路 

➔ 岩石區 

➔ 神柱區 

 

遊戲板上有水平和垂直的神聖之路各有4條，每條路的起點都有一座神像，路上

包含各種地貌。 

 

遊戲結束時，護身符也會為你帶來分數。此外，你在指定地區蓋小屋時，會需

要護身符。 

 

在布袋中放置下列護身符： 

10個「2」﹑9個「3」﹑7個「4」﹑5個「5分」﹑4個「6」。 

 

遊戲結束時，得分最高的玩家獲勝，成為新任酋長。 

 

遊戲準備 

5人遊戲時，每名玩家拿取一色的8間小屋和1個碗。 

4人遊戲時，每名玩家拿取一色的9間小屋和1個碗。 

2-3人遊戲時，每名玩家拿取一色的10間小屋和2個碗。 

 

2-3人遊戲時，在每個有灰色小屋符號的地貌格（共3格）放置1間無人選擇顏色

的（中立）小屋。2人遊戲時，在每個有白色小屋符號的地貌格（共7格）放置1

間中立小屋。 

 

2人遊戲時，將神柱板塊「2」放在中立小屋下，所以現在板塊疊頂變成神柱板



塊「3」。此外，將最後一個儀式格（兩側為6和7）放置1間中立小屋。2人遊

戲中不會用到這些地方。 

 

1. 小屋﹑碗與酋長柱 

每名玩家選擇一個玩家顏色，將自己的酋長柱放在計分軌「0」的格子中，拿取

指定數量的碗和小屋。 

將未使用的小屋﹑碗和酋長柱放回盒中。 

 

2. 紙牌與起始玩家標誌 

決定一人擔任起始玩家，將起始玩家標誌放在他的面前。發給每名玩家指定的

起始牌：起始玩家拿取2張上下兩側的中央標示「1」的寶藏牌，依順時針方向

，玩家輪流拿取上下兩側的中央標示「2」﹑「3」﹑「4」﹑「5」的寶藏牌，將未

使用的起始牌放回盒中。 

 

將剩餘的寶藏牌洗勻，面朝下放在遊戲板旁，形成寶藏牌庫，翻開牌庫頂的4張

牌，排放在牌庫旁。 

 

將地貌牌洗勻，發給每名玩家2張作為手牌。將剩餘的地貌牌面朝下放在遊戲板

旁，形成地貌牌庫，翻開牌庫頂的3張牌，排放在牌庫旁。 

 

3. 小船與天堂鳥 

將小船放在群島上側有船隻符號的格子中。 

 

將一隻天堂鳥放在神諭岩上深綠色的紅樹林格內，另一隻放在藍色的水域格

內。 

 

4. 護身符與護身符柱 

將5個「1」護身符面朝上疊放在護身符軌下側格內，將其他護身符放入布袋中

，袋子放在所有人方便拿取的位置。 

 

將所有玩家的護身符柱放在護身符軌「0」左側的格子中。未使用的護身符柱放

回盒中。 



 

5. 神柱板塊 

將神柱板塊依數字面朝上堆疊，由上到下為2到9，放在神柱區旁的格子中。

（例外：2人遊戲時，詳見前述。） 

 

遊戲進行 

每輪依序進行下列3個階段： 

1. 放碗：選擇行動 

2. 移船：執行行動 

3. 準備新的一輪 

 

第一階段→放碗：選擇行動 

由起始玩家開始，玩家依順時針方向輪流進行回合。 

回合中，你將碗放在群島上任意一個空的儀式格。儀式格兩側共有12個符號，

當小船停在你的碗旁時，你可以執行指定的行動。 

 

依符號旁的編號，行動內容如下： 

1. 拿取2張面朝上的牌後，抽取1張面朝下的牌。 

2. 收集護身符。 

3. 拿取1張面朝上的牌。 

4. 拿取1張面朝上的牌後，抽取1張面朝下的牌。 

5. 拿取2張面朝上的牌或抽取2張面朝下的牌。 

6. 拿取1張面朝上的牌後，抽取2張面朝下的牌。 

7. 收集護身符或抽取1張面朝下的牌。 

8. 收集護身符或蓋1間小屋。 

9. 蓋1間小屋或蓋雙重小屋。 

10. 在2個格子上各蓋1間小屋。 

11. 蓋1間小屋並抽取1張面朝下的牌。 

12. 在神諭岩上任意2個格子中各放1隻天堂鳥，並成為下一輪的起始玩家。 

 

 



2-3人遊戲時，連續進行2次第一階段，玩家輪流放置另一個碗在空的儀式格

內。起始玩家不可以將他的第一個碗放在第一個儀式格（兩側為1和12），但在

輪到他放第二個碗時，如果第一個儀式格是空的，他便可將碗放在這裡。 

 

第二階段→移船：執行行動 

小船環繞群島，依序在1到12的格子航行。小船所在位置旁的儀式格中，如果有

碗，便會停下來，該碗所屬玩家執行小船停留格子指定的行動。 

當你執行行動時，必須依照內容的順序，但你可以放棄執行部份或全部的行

動。小船所在位置旁的儀式格中，如果沒有碗，便會立刻繼續往前移動。 

 

範例1 

在第一個儀式格中沒有任何碗，所以小船繼續移到「2」。這裡有黃色的碗，所

以黃色玩家可以收集護身符。依此規則，小船移動到下一個有碗的格子。 

 

範例2 

小船停在「3」，讓橘色玩家可以拿取1張面朝上的牌。 

這個橘色的碗也讓橘色玩家有機會執行右側的行動10，但不是現在，要等船開

到「10」。 

 

執行行動 

蓋小屋 

你只能將小屋蓋在無人佔據的地貌格上，且為神諭岩上任一隻天堂鳥所在的地

貌。 

 

範例3 

目前你只能在水域和沙地上蓋小屋。 

 

放置天堂鳥 

將天堂鳥放在神諭岩中兩個不同的地貌上，你也可以讓其中1隻或2隻天堂鳥保

持不動。 

 

抽牌 

你只能從牌庫頂和牌庫旁翻開的牌中來獲得指定張數的牌，不能從其他玩家手

中拿取！ 



你不可以變更抽牌的順序，必須依指示，從牌庫頂或牌庫旁獲得紙牌。每次抽

牌時，你可以選擇獲得寶物牌或地貌牌。當你抽取２張面朝下的牌時，可以在

抽取第二牌之前，檢視抽取的第一張。面朝上的牌因被抽取而產生的空位，到

第三階段才會進行補牌。 

 

收集護身符 

使用護身符軌上的護身符柱，來記錄你在紅色圓圈的護身符格上所蓋的小屋總

數。你在護身符格上擁有越多小屋，便能收集越多的護身符。將你獲得的護身

符面朝下放在自己面前。 

➔ 如果你在護身符格共有2間以上的小屋，便從袋中抽取對應數量的護身符

，但至多5個，然後選擇其中一個護身符丟回袋中。 

➔ 如果你在護身符格剛好有一間小屋，便從袋中抽取1個護身符並保留。 

➔ 如果你在護身符格沒有任何小屋，便不能抽取護身符，改由遊戲板上拿

取一個「1」的護身符（若有的話）。 

 

範例4 

橘色玩家在護身符格上總共蓋了3間小屋，他從袋中抽取3個護身符，檢視後保

留其中2個，將1個放回袋中。 

 

蓋一間小屋 

當你要1間蓋小屋時，必須從手中支付指定的物品： 

➔ 依你要蓋小屋的地貌格標示，支付數值剛好的寶物牌/護身符。 

 

如果你無法支付剛好的數值，便不能在所選的格子蓋小屋。你也不能支

付更高的數值。 

地貌格上的數值包含兩個種類，若標示護身符，你必須以護身符支付，

否則要使用寶物牌。 

 

➔ 依你要蓋小屋的地貌格，棄掉一張相符的地貌牌。 

 

如果你蓋小屋的格子上有分數符號，立刻將計分軌上的酋長柱向前移動相符的

步數。 

 



範例5 

若在這個格子上建築一間小屋，需要支付總和為7的寶物牌以及一張沙地地貌

牌。橘色玩家能夠支付數值剛好的寶物牌和1張沙地地貌牌，所以可以在這裡蓋

一間小屋。這個格子上有一個分數符號，橘色將他在計分軌上的酋長柱往前移

動一格。 

 

範例6 

若在這一格蓋小屋，需要剛好總和為5的護身符和一張水域地貌牌。紅色玩家擁

有總和為6的護身符，他無法付出數值剛好的護身符，所以目前不能在此蓋小

屋。 

 

如果你在神柱區蓋了小屋，將神柱堆頂的一張板塊放在該小屋的腳下，立刻依

這張神柱板塊的數字，將你的酋長柱往前移動等量的步數。 

 

請注意： 

岩石區和神柱區中央的格子不屬於建築區域，你不能在此處蓋小屋。 

 

蓋兩間小屋 

如果你在同一個行動中蓋兩間小屋（行動10），一間蓋好再蓋另一間，蓋在兩

個不同的格子上。你必須分別為每間小屋支付剛好的數值，適用前述所有的規

則（詳見「蓋一間小屋」）。 

 

範例7 

紅色玩家有兩張地貌牌和總和14的寶物牌，決定一次建造兩間小屋：一間在數

值8的蘆葦格上，另一間則在數值6的水域格上。蘆葦格上有3個分數符號，紅

色玩家立即將酋長柱往前移動3格。雖然紅色玩家的寶物總和為14，但他不能使

用這些牌在兩個數值為7的格子上蓋兩間小屋，必須要有兩組總和剛好為7的寶

物。 

 

蓋雙重小屋 

如果你要蓋雙重小屋（行動9）：在同一格中蓋2間小屋，必須支付指定數值兩

倍的寶物或護身符與兩張相符的地貌牌。 

如果你在有分數符號的格子上蓋雙重小屋，便將酋長柱往前移動該分數兩倍的

步數。 



範例8 

要在這一格蓋雙重小屋，需要付出總和20的寶物和兩張水域地貌牌。紫色玩家

剛好有所需的費用，所以可以蓋雙重小屋。此格有4分，紫色玩家將酋長柱往前

移動8格。 

 

請注意： 

你不可以在以下地區蓋雙重小屋： 

● 石頭區 

● 神柱區 

● 護身符格 

 

你不能將已經蓋好的小屋「升級」成雙重小屋。 

 

雙重地貌格 

在遊戲板上有兩個雙重地貌格，在同一格中包含兩種地貌。當你在雙重地貌格

蓋小屋時，必須支付與其中一種地貌相符的地貌牌，且有天堂鳥停在該地貌。 

 

當你在雙重地貌格面建造雙重小屋時，依該格地貌，支付兩張相同的地貌牌或

兩種地貌各一張。 

 

注意：你所支付的地貌牌不可以是神諭岩上無天堂鳥的地貌。 

 

範例9 

橘色玩家蓋了一間小屋並且立刻將他的酋長柱沿著計分軌往前移動了4格。 

 

蓋小屋之後 

將用過的寶藏牌和地貌牌分別放入所屬的棄牌堆，挑出其中的起始牌並放回盒

中。當牌庫耗盡時，將對應的棄牌堆洗勻，重新形成牌庫。 

 

將用過的護身符放在一邊，當袋中的護身耗盡時，將放一邊的護身符全部放回

袋中。 

 

 



第三階段→準備新的一輪 

若你將碗放在群島中第一個儀式格（1和12之間），拿取起始玩家標誌，成為下

一輪的起始玩家。 

 

重要： 

如果第一個儀式格沒有任何碗，起始玩家將起始玩家標誌交給他右邊的玩家，

由該玩家擔任新一輪的起始玩家，並將天堂鳥移到空的地貌上。 

 

範例10 

沒有玩家佔據第一個儀式格，必須將天堂鳥從水域和沙地移到紅樹林和蘆葦。 

 

➔ 從儀式格拿回自己的碗，將小船放回起始位置。 

➔ 從牌庫頂將翻開的寶物牌補滿4張。 

➔ 從牌庫頂將翻開的地貌牌補滿3張。 

 

最終計分 

若有玩家蓋了最後一間小屋，當輪結束時，遊戲告終，所有玩家計算額外分

數。 

 

8條神聖之路 

確認每條神聖之路（包含水平和垂直各4條）上，誰的小屋最多。雙倍小屋視為

2間小屋。路徑起始點的雕像前標示的數字，即為該路徑上有最多及次多小屋的

玩家獲得的分數。若蓋最多小屋的玩家不只一名，小屋最靠近雕像的玩家得

分。 

 

2-3人遊戲中，也要計算中立小屋的數量，如果你的小屋數量比中立色小屋少，

你的得分順位會往後排。 

 

範例11 

在最左側的那條垂直神聖之路（A），黃色﹑紫色和紅色的小屋各有2間，其中紅

色小屋最靠近雕像，所屬玩家獲得12分。 

第二名是黃色玩家，他的小屋比紫色更靠近雕像，獲得6分。 

 



從左側數來的第二條垂直神聖之路（Ｂ），橘色小屋最多，所屬玩家得到10分

，黃色和紫色小屋的數量相同，但是黃色較靠近雕像，所以黃色玩家得到第二

名的5分。 

 

岩石區 

岩石區的計分方法如下： 

將你在岩石區的小屋數量乘以岩石區內小屋的總數，即為你的得分。 

 

範例12 

有7間小屋在岩石區內。 

紫色玩家在其中有3間，他獲得3×7=21分。 

黃色和紅色各有2間，分別獲得2×7=14分。 

 

神柱區 

如果你在神柱區蓋了最多小屋，便得12分，第二多的玩家獲得6分。若有平手的

狀況（小屋數量相同），平手玩家中率先在神柱區蓋小屋的玩家勝出。可以透

過小屋下的神柱板塊數字來確認蓋小屋的先後：板塊上數字較小的就是比較早

蓋的。 

 

兩人遊戲中，中立小屋也要列入計算（平手時判定也要計算）。這表示如果你

的小屋數量比中立小屋少，你的排名會落在中立色之後。 

 

範例13 

橘色玩家在神柱區蓋最多小屋（3間），獲得12分。 

紅色和紫色玩家各蓋了2間小屋，兩人平手，但是其中一間紫色小屋下的神柱板

塊數字較小，表示較先蓋好，所以紫色玩家打敗紅色玩家，獲得第二名的6分。 

 

剩餘的護身符 

你依護身符上的數值，獲得等量的分數。 

 

範例14 

你獲得：6+4+2=12分。 

 

 



最終計分摘要 

1. 八條神聖之路 

最多小屋：獲得最高數值的分數。 

次多小屋：獲得次高數值的分數。 

平手時：最靠近雕像的玩家勝出。 

 

2. 岩石區 

你的小屋數量×小屋總數=你的得分 

 

3. 神柱區 

最多小屋：獲得12分。 

次多小屋：獲得6分。 

平手時：最先蓋小屋的玩家勝出。 

 

4. 剩餘的護身符 

數值加總=得分。 

 

遊戲結束 

在所有玩家都算好分數後，誰能夠獲得神佑就非常明顯了：得分最高的玩家獲

勝，成為未來的領袖。 

如果平手，平手玩家中剩餘護身符總和最高的玩家獲勝；若仍平手，共享勝

利。 

 

變體規則 

岩石區板塊 

除依基本規則進行遊戲，額外將8個岩石區板塊加入遊戲。隨機將8個岩石區板

塊面朝上放到岩石區中，剩餘的岩石區板塊放回盒中。 

 

2-3人遊戲中，只放7個岩石區板塊，因為不會將板塊放在中立小屋下。 

 

 



特殊規則：如果你在岩石區蓋小屋，便獲得該格的岩石區板塊。 

 

➢ 你所獲得繪有神明雕像的岩石區板塊，可能會在最終計分時助你一臂之

力。 

當你在神聖之路計分時平手，若你擁有相符神明雕像的岩石區板塊，便能

勝出，此時不使用基本規則，忽略小屋與雕像的距離。 

 

你可以在回合中使用下列種類的岩石區板塊（使用後棄掉）： 

➢ 標示數字：你獲得等量的分數。 

➢ 標示護身符與數字：視為等量價值的護身符。 

➢ 標示天堂鳥：此為萬用地貌牌，當你使用這張板塊時，可以在任意地貌上

蓋小屋，不論天堂鳥停在哪裡。 

 

其他變體 

你可以只使用8個有神明雕像的岩石區板塊，或者反其道而行，使用沒有神明雕

像的板塊。 

 

範例15 

在這條神聖之路(A)上，紫色、紅色和黃色的小屋一樣多，但是因為紫色玩家持

有這條道路的神明雕像岩石區板塊，由他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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