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化 
Urbanization  
 
供2-4名12歲以上城市規劃員進行 
從頭開始將鄉村景觀建設成工業革命化的現代都市。他們領導著村民們度過這段辛苦的時間

，並且通過建造房屋來吸引額外的住民。之後建立工廠，讓村莊逐漸的發展成繁榮的城市。

最終，發展的最優秀的城市將獲得勝利。 
快來加入我們的旅程吧。 
 
遊戲目標 
每個玩家在6個遊戲回合之內要嘗試著建設出最為繁榮的都市。 
在遊戲結束時，擁有最多分數的玩家就是勝利者。 
玩家每回合結束的時候都會透過都市內大量的市民來獲得分數。 
市民們需要房子，工作，以及食物。所以玩家要照顧到他們的需求，不然市民就會離開。玩

家可以透過工廠建設，建築物，發明物（選用規則）以及某些其他方式來獲得額外得分。 
 
遊戲元件： 
1張遊戲圖板﹑4張紀錄卡﹑18張工廠卡 
10張角色卡 – 角色卡將會在玩家支援手冊說明。 
1個遊戲回合標記﹑1個遊戲階段標記 
遊戲幣：包含1,5,10的面額 
4個玩家顏色的「45+得分標記」。將會在玩家獲得多於45分的時候使用。 
24個價格標記 
16個追蹤標記，每個玩家顏色有4個。 
40個行動標記，每個玩家顏色有10個 
32個糧食標記 
45個工作指示標記，白色，灰色，橘色各15個 
12棟房子﹑6座工廠﹑6座摩天大樓﹑5座管理建築 
6個遮蓋用板塊，在2-3人遊玩時使用。 
18張發明卡（在遊玩「發明」擴充時使用） 
 
4人遊戲時的遊戲設置 
將遊戲圖板放在桌面中央，當中分為了工作指示區，糧食區，建築區，還有發明區。將這些

區域分別進行設置，發明區只有在使用「發明」擴充時使用。 
 
1. 工作指示區： 
將18張工廠卡依照數字面朝上的排序，數字最小的放在最上面。將此疊工廠卡放在工廠牌庫
區域。 
將最上方的3張牌由右到左放在工廠區數字1-3的位置。 
將工作指示標記依照顏色分類並且放在遊戲版圖上3個工作指示區上。每個工作指令色都有
自己的數值（白色3，灰色2，橘色1） 
 
2. 糧食區 
將28個糧食標記（簡稱糧食）依照下述規則放到不同的地區： 
穀倉1-4：1份糧食/每玩家 
田地：1份糧食/每玩家 
歸還區域：2份糧食/每玩家 



這是在4人玩家時不同區域的最高負載量。 
 
3. 建築區 
建築區被分為24個三角形地形，並且上面會有1~2個建築地。 
1個建地的地形 
2個建地的地形 
將24個價格標記放到建築區，每個標記分給一個地形。 
 
4. 共用設置 
將遊戲回合標記放在遊戲回合軌上的第一格，最年長的玩家作為起始玩家，並且將遊戲階段

標記放在遊戲階段軌上的第一格。 
 
準備10張角色卡，將其中的市長（Mayor）放在一邊，將在第2回合才能被玩家獲得。如果
沒有使用「發明」擴充的話請將教授（Professor）卡放回盒中。將剩下的8張卡面朝下的放
在遊戲圖板旁。 
將房子，摩天大樓，工廠，管理建築分類後也放在圖板旁。 
 
5. 共同準備 
從起始玩家開始並且依照順時鐘方向進行，每個玩家將一個房子和一個他的行動標記放在一

塊有價格標記的地形內。然後將該地形內的價格標記放到其他至少裡面有1個價格標記的地
形內。 
 
每個玩家會獲得： 
1張記錄卡，放在他的面前 
1個糧食標記，1個橘色工作指示標記。他們會放在標記區對應的行列上。 
8塊錢遊戲幣 
加上所選顏色的： 
4個追蹤標記，將標記分別放在標記區的「市民」「房子」「稅金」欄，然後剩下的一個放
在得分軌上。 
10個行動標記，放在自己記錄卡上的指定區域內。 
 
記錄卡： 
左上：勝利點數簡介 
左下：行動記號放置區 
行列從上到下為 
市民 
房子 
糧食 
工作指示 
稅金 
正下：遊戲回合簡介 
 
2~3名玩家設置時的變化會在玩家支援手冊第1頁說明。 
發明擴充規則記錄在玩家支援手冊第1頁 
發明卡在第2到第3頁解釋 
角色卡在第4頁解釋 
 
遊戲流程 
遊戲會進行6個遊戲回合，每個回合都分為3個階段 



1. 雇用角色 
2. 進行行動 
3. 進行管理 
在第六個遊戲回合結束的時候，就會決定勝利者。 
 
1. 雇用角色 
在每個遊戲回合開始的時候，從起始玩家開始每個人都要順時鐘依序選擇一張角色卡，然後

將它放在自己的面前。選擇角色卡是免費的。 
特殊狀況 - 市長： 
市長在第一個遊戲回合不會出現。在每個往後的回合開始時，擁有最少勝利點數的玩家會獲

得市長卡。他會是這個回合的起始玩家並且會獲得1點勝利點數。 
如果2位以上的玩家都是最低分，則當時所持最少遊戲幣的玩家會得到市長卡。如果依然平
手，則座位在順時鐘最靠近上回合起始玩家的人會是新的起始玩家。 
注意：拿到市長卡的玩家可以額外挑選一張角色卡。 
所有的角色卡都會在玩家支援手冊內說明。 
 
2. 進行行動 
這個階段包含了四個行動階段。 
在每個行動階段結束的時候，起始玩家會將階段標記往前移動一格（或者回到第一格）。 
在每個行動階段時，每個玩家（由起始玩家開始依照順時鐘順序）可以執行一個可以進行的

行動或者選擇跳過。 
 
玩家可以從以下的行動裡面選擇進行： 
■ 購買土地 
■ 建設建築物 
■ 交易糧食 
■ 播種 
■ 獲得工作指示 
■ 引進產業 
■ 生產貨物 
■ 收稅 
 
行動細節 
購買土地 
玩家會從建築區獲得一塊地形。該地形必須要跟自己已經擁有的地形相鄰。該土地價值為每

個在上的價格標記1塊，將對應價格附給銀行。付款後新的擁有者將一個行動標記放到地形
內，並且將裡頭所有的價格標記都移動到任何一個其他至少有1個價格標記所在的地形內。
價格標記可以被分開放到多個符合規則的地形內。每個行動階段玩家都只能購買一塊地形。 
範例： 
阿妮卡想要購買土地。他可以從2個跟她已經擁有的地形連接的地形當中選擇。他選擇了1個
地形並且付出1塊錢給銀行。他隨後將一個他的行動標記放在新的地形上，並且將上頭原本
的價格標記移動到任何一個其他在建築區內的地形上。 
 
建設建築物 
如果玩家決定建設建築物，他有3個選擇，可以購買一棟房子，建築摩天大樓，或者他可以
建設管理建築。 
購買房子 
玩家從補充區中拿取房子標記並且將它放自己的地形內空的建築地上。之後玩家將他在記錄

卡上的房屋標記往右移動一格。 



花費：2塊 
獲得1分 
 
建築摩天大樓 
玩家將他的一棟房子歸還到補給區，並且從補給區內拿一個摩天大樓標記放在剛移走的房子

的建地上。之後玩家將他在記錄卡上的房屋標記往右移動一格。 
花費：3塊 
獲得2分 
 
建設一座管理建築 
玩家從補給區拿取一座管理建築，並且將它放到屬於自己的地形上，該地形上不需要有空的

建築用地。 
花費：3塊 
獲得2分 
 
玩家將花費付給銀行並且移動他們自己在得分軌上的標記來記錄得分。 
如果補給區沒有對應的建築物標記，玩家就不能夠選擇該種類的建築行動。 
在每個行動階段，玩家可以建設不限數量的同一種類建築物，只要玩家有足夠的建築用地和

資金。 
注意：玩家不能夠建築房屋然後在同一個行動階段把它升級成摩天大樓。摩天大樓只能夠在

往後的行動階段進行建設。 
 
交易糧食 
購買糧食 
如果玩家決定要購買糧食，穀倉和農田中都有標示其中每個糧食標記的價格。玩家每回合只

能從每個穀倉內購買1個糧食標記，不過他可以在農田裡頭購買多於1個糧食標記。 
將總價支付給銀行後，把購買的糧食標記放到自己記錄卡上的食物欄。 
如果穀倉或者農田是空的，你就不能從上買到糧食。 
在歸還區的糧食標記不能購買。 
範例：阿妮卡想要在一個行動中購買5份糧食，他從1,2號穀倉內各拿取1個糧食標記（每個1
塊），3,4號穀倉內各拿取1個糧食標記（每個2塊），最後從農田中拿取1個糧食標記（每個
3塊）。她最終要付給銀行9塊錢。 
 
販賣糧食 
如果玩家決定要販賣糧食標記，穀倉和農田中都有標記價格，玩家不能夠販賣超過該地區最

大負載量（1份糧食/每位玩家）的食物標記到該穀倉或者農田上。 
販賣時，玩家要從右邊穀倉開始填滿到左邊，最後則是農田。 
之後玩家從銀行獲得販賣所得的金錢。 
如果所有的穀倉和農田的負載量都達到上限，玩家就不能販賣任何糧食。 
阿妮卡決定賣掉4個糧食標記。他必須從最便宜的價錢開始賣起，她將2個糧食標記放到1號
穀倉，並且在2號和3號穀倉各放1個糧食標記。他總共可以獲得5塊錢的收入。 
 
播種 
玩家可以將一個糧食標記從他的記錄卡上放到他所擁有的地形上有空的建築地內。每個空的

建築地只能夠放置1個糧食標記。 
玩家可以在行動階段播下任意數量的種子，只要擁有足夠的空地和糧食標記。 
範例：阿妮卡從他的記錄卡上移動了一個糧食標記到她的地形上的一個空建築地內。 
 
獲得工作指示 



玩家將他的一個行動標記放置在3張工廠卡上空的工作指示區內。他可以拿取指示區內對應
數量和顏色的工作指示標記並且放到自己記錄板上的相對欄位內。每張工廠卡的工作順指示

都要由左到右放置。 
如果玩家將行動標記放在最後一個空的工作區，他會從銀行獲得1塊錢。 
玩家每個行動階段只能收到一次工作指示。 
範例：阿尼卡將他的行動標記放在最左邊的格子中。上面的圖像表示她可以拿取2個橘色的
工作指示標記。她從遊戲圖板上拿取後將它們放置在自己記錄卡上的工作指示欄上。 
 
引進產業 
如果工廠卡上所有的工作指示格都滿了，並且玩家有還沒使用的行動標記的話，他可以藉由

把所有該張卡片上的行動標記還給其擁有者，並且將該卡片放在自己面前，並且從工廠牌堆

上補充一張新的卡片來進行引進產業動作。 
要引進產業，你要從以下兩者當中選擇一個進行 
建設新工廠： 
玩家從補給區拿一個工廠標記，並且將它放到自己建築區的建築空地上。如果玩家沒有空的

建築用地或者補給區沒有工廠標記了，他就不能進行此行動。 
獲得2分 
範例：阿妮卡把他的一個行動標記放在工業區中的「烘焙坊」的最後一格上，她將該張工廠

卡拿走，並且從牌庫的下一張補充到原本的空位上。接著他在自己的建築空地上蓋了一座工

廠並且立即獲得2分。 
 
升級一座工廠 
如果玩家已經有了一座工廠，他可以決定升級他。如果新的工廠數字（左上角）比要升級的

工廠來得大的話他就可以進行升級。將新的工廠卡放在要升級的工廠卡上面，現在起，新的

工廠將會開始作用，而舊的工廠則會停止作用。 
得到2分。 
範例：阿妮卡想要升級他的烘焙坊升級，因為風力磨坊的數字比烘焙坊高，所有在風力磨坊

的工作指示區都被填滿，並且阿妮卡還有剩餘的行動標記，所以她可以將風力磨坊拿走，並

且把所有上面的行動標記還給擁有者，之後將新的工廠放在舊的工廠上面，並且將她的得分

標記往前移動2格。 
 
生產貨物 
在工廠卡上的生產空間告知了玩家他可以生產貨物的數量以及顏色。 
玩家將所需要的工作指示標記從自己的記錄卡上放到他的工廠卡上的生產空間。之後他會根

據所使用的工作標記顏色獲得金錢收入。 
工廠生產出的每一件貨物都會提供給所屬的玩家1分。 
玩家可以在每個行動階段中用盡可能多自己的工廠來進行生產。 
每個遊戲回合當中，每座工廠都只能夠生產一次貨物。 
範例：阿妮卡透過他的風力磨坊生產了2個橘色貨物。他將兩個橘色的工作指示標記從他的
記錄板上放到風力磨坊的生產區上。他立刻獲得2分以及2塊。 
白色=3塊 
灰色=2塊 
橘色=1塊 
 
收稅 
玩家將在自己記錄卡上的稅金標記往左移動一格，就可以從銀行拿取自己每一位市民1塊的
稅金。 
然而，稅金只能夠在稅金標記位於市民標記的相對右方時才能夠收取。 
玩家每個行動階段只能夠收稅一次。 



範例：阿妮卡想要收稅。他將他的稅金標記往左移動一格，並且因為她只有一個市民的關係

所以獲得1塊。 
 
當所有玩家完成了他們的4個行動時，他們就會進入下一個回合。 
 
3. 進行管理 
這個階段會分為以下的管理階段，並且如果玩家同意的話，可以所有玩家同時進行。 
a. 收穫 
有1個或者更多糧食在建築區的玩家現在可以將放置在建築區的糧食取回，並且每個因此拿
回的糧食都可以讓玩家再從補給區拿一個額外的糧食。將它們放置在記錄卡上的食物欄中。 
玩家可以擁有最多8個食物標記。 
注意：額外的糧食從歸還區先拿，如過不夠的話就拿農田中的，再不夠就拿第四座穀倉內的

…依此類推。 
 
b. 工廠 
將面朝上數字最小的工廠卡移出遊戲，並且從工廠牌庫的最上面補充一張新的工廠卡。 
被移除的工廠卡上面的行動標記都會還給擁有者。 
將所有在工廠卡上的生產區的標記放回遊戲圖板上各自所屬的區域內。 
c. 市民 
確認每個玩家城市內的市民數量。 
比較房子，糧食，還有工作指示標記的數量，並且將市民標記移動到與當中最低的數字相同

的格子上。 
每個玩家此時因為他的每位市民獲得2分。 
範例：因為在她的房子，糧食還有工作指示標記上最低的數字是1，所以她將市民標記移動
到市民欄上1的位置。 
 
d. 餵養 
為每個市民從記錄卡上支付1份糧食。將付出的糧食放到歸還區。然後玩家現在可以因為每3
個還存在於記錄卡上的糧食獲得1分。 
 
e. 裝填穀倉 
如果有多於玩家人數X2數量的中時標紀在歸還區，則依照以下的方式來分配多餘的標記： 
首先將標記分到農田（每名玩家x1個），接著是第4座穀倉（每名玩家x1個），依此類推。
農田和穀倉裡面只能夠最多儲存等同玩家人數的標記。 
 
f. 將回合標記往前移動 
將遊戲回合標記往前移動一格，然後如果有必要的話，開始新的回合。 
 
最終計分 
在第六回合結束的時候，遊戲就會進入最終計分階段。 
除了在遊戲中紀錄的得分之外，擁有最大工廠數值總和的玩家（包含運作中以及非運作中的

所有工廠）可以得到2分。如果平手的話，持有最新工廠的玩家可以獲得該得分。 
擁有最高得分的玩家獲勝 
如果平手的話，擁有最新工廠的玩家獲勝。 



玩家支援手冊 
 
2~3人玩家時的規則改變（其他規則不變） 
在2人或者3人玩家的時候，工廠卡和建築地形會進行調整： 
工廠 
在2人或者3人遊戲時，只會使用II（2人遊戲時）或者II和III（3人遊戲時）其他卡片放回盒
中。 
 
建築區域 
在2人或者3人遊戲時，有些建築區域將不被使用，並且會使用遮蓋板塊蓋住。被遮蓋板塊蓋
著的區域在遊戲中將不被使用，遊戲開始時也不會被放置任何價格標記。 
圖示： 
2人遊戲時的建築區 
3人遊戲時的建築區 
 
擴充：「發明」 
設置時的變化 
將18種發明卡分類放置在遊戲圖板上方的「碼頭區」。卡片的數字和顏色要對其碼頭區的數
字和顏色。9個碼頭區每區會放置2張卡。 
此外，將角色卡「教授」加入遊戲。 
 
遊戲時的變化 
2. 進行行動 
玩家多了1種行動「獲得發明」 
玩家將一個行動標記並且讓他從最左邊的格子開始往右移動。每次移動標記時的第一格都是

免費，之後每移動1格就要支付1塊錢給銀行。之後玩家選擇一個他的標記停留碼頭上的發明
品，並且面朝上的放在自己面前。他立刻獲得1分，並且在往後的遊戲中就可以使用該發明
品的特殊功能。 
注意：新的行動標記總是從最左邊的空間進入。 
 
在每個行動階段玩家都可以將他的行動標記往右移動任意格數，只要他能夠支付對應代價。

在每個行動階段也可以增加一個新的行動標記到發明軌上並且移動它。如果玩家在發明軌上

有複數的行動標記，則他要選擇哪一個標記進行移動。玩家必須要移動自己的一個標記至少

1格（或者增加一個新的標記）。這表示玩家不能夠將一個標記停留在原位以獲得第該區的
第二張發明卡。在發明區的行動標記不會在管理階段被移除，不過玩家可以在任何時間自願

地將發明區上的行動標記移除。 
 
最終計分的改變 
某些發明卡會讓玩家因為擁有某些工廠而獲得額外的分數，這些工廠可以使啟用或者非啟用

的狀態。 
 
發明卡 
1. 電報 
所有你的白色工廠在你選擇「生產貨物」時都會生產至少2個貨物。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持有「旅館」的話獲得1分。 
 
2. 電話 
在每個回合準備下一個回合階段時，於「工廠」階段獲得1個白色的工作指示。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擁有「律師事務所」的話獲得2分。 



 
3. 基礎電腦語言 
在進行生產貨物行動時，生產白色貨物獲得4塊而非原本的3塊。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有「軟體公司」的話獲得3分。 
 
4. 網際網路 
在「生產貨物」時每生產1個白色貨物就可以獲得2分而非原本的1分。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有「股票市場」的話獲得4分。 
 
1. 蒸汽引擎 
你可以將2個橘色的工作指示標記在管理階段的「工廠」階段轉換成2個灰色的工作指示標
記。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有「鋸木廠」的話獲得1分。 
 
2. 煤油燈 
再進行「生產」時你所有的灰色工廠都會生產至少2個灰色商品。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有「煉油廠」的話獲得2分 
 
3. 貝賽墨轉爐煉鋼法 
在管理階段的「工廠」階段獲得1個灰色的工作指示標記。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有「鋼鐵廠」的話獲得3分 
 
4. 活塞引擎 
在「生產貨物」時每生產一個灰色貨物可以獲得3塊而非原本的2塊。 
在最終計分的時候如果你有「汽車工廠」的話獲得4分 
 
5. 微型晶片 
在「生產貨物」的時候每生產一個灰色貨物就可以獲得2分而非原本的1分。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有「發電廠」的話獲得5分。 
 
1. 珍妮紡紗機 
在進行「生產貨物」行動時，你的所有橘色工廠都會至少生產2個貨物。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有「織造廠」的話獲得1分。 
 
2. 瓷器 
在你進行管理階段的「工廠」階段時獲得1個橘色工作指示標記。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有「陶器工廠」的話獲得2分。 
 
3. 裁縫機 
進行「生產貨物」行動時每生產1個橘色貨物就可以獲得2塊而非原本的1塊。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有「紡織廠」的話獲得3分。 
 
4. 黃色炸藥 
在「生產貨物」的時候，每生產一個橘色貨物都可以獲得2分，而非原本的1分。 
在最終計分時，如果你有「煤礦場」的話獲得4分。 
 
1. 播種機 
在管理階段的「收穫」時獲得1份糧食 
 



2. 鐵製犁 
你可以在播種行動時將2個種子播種到1個建築空地內。 
 
3. 牽引發動機 
購買糧食的時候只需要付出每份糧食1塊錢，而不用管他原本的牌價。 
 
4. 組合收割機 
在管理階段「收穫」的時候，記錄卡上每有2個糧食就可以獲得1分。 
 
5. 基因改造作物 
在管理階段「收穫」時，獲得2個糧食標記。 
角色卡 
 
建築師 
在一回合內，購買或者升級各種建築物時，每個建築物少付1塊錢 
在你進行「建設建築物」的時候將此卡打出，隨後將之棄置。 
 
市長 
市長是一張特殊卡片 
這張卡片決定起始玩家，獲得市長卡片的玩家立刻獲得1分 
 
經紀人 
將2個地形上的價格標記全數交換，然後購買其中之一。基礎的建設規則依然存在。 
將這張卡在你進行「購買土地」行動時打出，隨後將其棄置。 
 
磨坊工人 
從農田上免費獲得2個糧食標記。如果農田上沒有糧食標記，磨坊工人不會拿到任何東西。 
將這張卡在你進行「糧食交易」行動時打出，隨後將其棄置。 
 
農夫 
玩家可以在農田上播種1或者2個糧食標記。 
將這張卡在你進行「播種」行動時打出，然後在管理階段「收穫」結束時將其棄置。農夫的

效果可以用在播種於建築用地時結合。 
 
教授 
拿取你的行動標記所在碼頭上可得的所有發明卡。 
將這張卡在你進行「獲取發明」時打出，隨後將其棄置。 
 
領班 
當放置行動標記到工作指示區域時，你可以獲得2倍的工作指示標記。額外獲得的工作指示
標記顏色與原本的相同。 
將這張卡在你進行「獲得工作指示」行動時打出，隨後將其棄置。 
 
稅務員 
在一個行動中進行兩次收稅，每次都將稅務標記往左移動一格。基礎的收稅規則依然存在。 
將這張卡在你進行「收稅」行動時打出，隨後將其棄置。 
 
產業老闆 
可以引進新產業並且獲得目前的3個工廠其中之一，就算該工廠上的工作指示區還沒有被標



記填滿也可以。 
將這張卡在你進行「引進產業」行動時打出，隨後將其棄置。 
 
工會領袖 
使用任何的工作指示標記來生產1座工廠中任何顏色的貨物。獲得的報酬要用實際使用的工
作指示標記來計算。 
將這張卡在你進行「生產貨物」行動時打出，隨後將其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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