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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配件： 
1本規則書以及1張簡介表 
1張遊戲圖板，包含12個地點（7個歐洲城市和5個地中海地區附近的挖掘現場）
，由交通網路連接著。 
圖示： 
由52個星期構成的一整年 
4個放置研究員卡的空間 
3個放置展覽會卡的空間 
4個考古學家，分為4種玩家顏色。 
4個時間標記，分為4個玩家顏色 
1個年度標記 
85張研究員卡 – 包含知識卡，各種支援卡，以及9張國會卡。 
 
每張研究員卡都會顯示： 
玩家在哪裡獲得這張卡 
玩家要獲得這張卡所需要投資的時間 
…遊戲中的影響 
圖片顯示的這張卡會給予擁有者3點埃及的專業知識（黃色） 
 
10張展覽會卡 
5個價值4分的小型展覽，以及5張價值5分的大型展覽。 
得分 
玩家可以在哪個城市得到這張卡 
需要的文物 
需要的時間 
 
5張簡介卡 – 顯示每個挖掘現場的佈局。 
4個時間之輪 – 每組包含2個盤子以及2個塑膠釦，在第一次遊戲之前，請依照說
明書的圖示小心地將它們組合起來。 
4組挖掘許可 – 給予每個玩家每一個區域（1組為5ˊ張許可） 
 
正面：有效許可 
背面：使用過的許可 
 
155個挖掘指示物 - 每個挖掘現場都有15個物品可供尋找：13件文物，1件其他
挖掘現場的專業知識物品，以及1件一般知識物品。其他的東西都是毫無價值的
碎屑。將每個地區的一件價值為1的文物放在一邊，將其他的指示物依照顏色放
入袋中。 
 
部分埃及（黃色）的指示物： 
無價值的碎屑 
文物 



以及 
專業知識 
克里特島（紫色） 
美索不達米亞（藍色） 
巴勒斯坦（綠色） 
希臘（橘色） 
 
5個頂部有顏色的布袋 – 將對應顏色的挖掘指示物放入袋中，開始時每個袋子裡
面應該有15件中的14件物品以及16個沒價值的碎屑指示物。 
 
準備 
每個玩家拿取：1組挖掘許可，1個考古學者，1個時間標記，1個時間之輪，拿
取配件的顏色要相同。 
 
將10張展覽卡從卡堆中移除，將剩下的卡片洗勻後從牌堆上抽4張並且面朝上的
放在遊戲圖板上的對應位置。 
將剩餘的卡片均分為3疊，把5張小型展覽卡洗入第二疊，5張大型展覽卡洗入第
三疊。 
注意：在兩人遊戲時，把所有的展覽卡都洗入第二疊。 
現在將第一疊卡片放到第二疊上面，然後將整疊卡放到卡片補充區。第三疊卡

片則放在一邊等到卡片補充區耗盡時使用。 
 
第三疊卡片晚點才會被使用 
5張小展覽卡 
5張大展覽卡 
 
將所有玩家的時間標記放在起始位置（2或4位玩家時）。如果是3位玩家的遊戲
，則將時間標記放在16的位置。 
 
2-3名玩家進行時，將年份標記放在「1901」上，4位玩家進行時，將年份標記
放在「1902」上。 
 
每個玩家將他自己的挖掘許可和時間之輪放在他的遊玩區內。 
 
將所有考古學家放在華沙（Warsaw）上。 
 
將五張簡介卡放在遊戲版圖旁邊。 
 
遊戲開始的時候將4張研究員卡放在指定位置。 
 
將之前取出的價值1的文物放在適當的挖掘區域上。 
 
目標 
玩家扮演旅行於歐洲的考古學家，為了他們的探險隊收集必要的知識。在助手

的協助下，玩家會獲得探險所需的裝備和服務。 
一旦裝備完畢，玩家便可前往埃及，克里特島，或者是美索不達米亞，在那邊

挖掘有價值的文物，這將使他們名氣大噪，並且用勝利點數的方式來提高他們



的聲望。 
 
玩家可以安排展覽參觀會來提自己的聲譽（勝利點數），但是時間和資源都是

有限的，誰能夠最善用自己的時間來計劃挖掘以及展覽，就會獲得最多的勝利

點數以贏得遊戲。 
 
遊戲進行： 
根據遊戲人數，遊戲將會進行： 
2人玩時3個年度 
3人玩時大約2.5個年度 
4人玩時2個年度 
 
1. 遊戲順序： 
玩家決定起始玩家後將起始玩家的時間標記放在遊戲開始時起始標記疊的最

上面，從這以後，時間標記在最小數字上的玩家會進行他的回合，如果有數

個時間標記在同一格上，疊在最上面的玩家先進行他的回合。因此玩家有可

能連續進行數個回合，只要他的時間標記一直沒有超過任何玩家的話。 
在他的回合中，玩家會沿著遊戲圖板上的虛線移動他的考古學家到處移動，

並且在行動後執行一個行動。玩家可以移動他的考古學家到有著其他考古學

家所佔據的地區，一個地區可以被數個考古學家所佔據。移動考古學家以及

執行行動都需要花上數週的時間，這將會由玩家用他們的時間標記來記錄。

移動考古學家到鄰近的城市需要消耗1星期，其他每種行動所需的時間會列
在行動的規則敘述內。 
範例：現在是藍色玩家的回合。 
注意：當玩家移動時間標記到其他玩家佔據的格子時，將標記放在其他時間

標記的上面。 
範例：藍色移動他的考古學家從倫敦經過柏林到華沙（兩步），需要消耗2
星期。接下來的行動「交換展示的4張牌」要消耗1星期的時間，所以他這回
合總共消耗了3週的時間。 
注意：藉由使用研究員卡片中的「自動」，玩家可以將他3週或以上的移動
時間縮短1週。 
藉由使用研究員卡片「齊柏林飛船」，玩家可以將移動任何長距離的旅程所

短到0週（無花費），這張卡在使用後就棄置。 
注意：玩家每回合一定要執行一次行動，不允許只移動但是不執行任何行

動。 
2. 執行一個行動： 
在他的回合，玩家可以執行下列行動之一： 

1、 拿取一張研究員卡   在Berlin（柏林）， London（倫敦）， Moscow
（莫斯科）， Paris（巴黎）， Rome（羅馬） 或 Vienna（維也納） 

2、 交換4張展示的卡片   在Warsar（華沙） 
3、 進行挖掘   在Greece（希臘）， Egypt（埃及），Crete（特里特島）

， Palestine（巴勒斯坦）或者Mesopotamia （美索不達米亞）。 
4、 進行一次展覽會   在Berlin（柏林）， London（倫敦）， Moscow（莫

斯科）， Paris（巴黎）， Rome（羅馬） 或 Vienna（維也納） 
各項行動的細節如下： 
拿取一張研究員卡： 
玩家從遊戲圖板內面朝上的研究員卡當中選擇1張，然後將他的考古學家移動到



該張卡片指定的城市，隨後將該張卡片面朝上的放在自己的遊戲區內，如果該

考古學家已經在指定的城市，則不會花費任何時間在移動上。 
如果玩家的考古學家不在卡片上指定的城市，玩家就要往前移動他的時間標記

等同於他要走到目標城市之時所需要移動的格數。 
只要研究員卡還放在玩家的遊戲區內，他就可以使用該張卡片的優勢。 
如果玩家取走卡片且移動後，他就要將補充區最上面的卡片面朝上的補充到剛

剛抽走的空格處。 
如果抽出了展覽卡 
當展覽卡被抽出時，他會面朝上的放在展覽卡的區域，而非研究園區卡區，如

果展覽卡區域已經有其他卡片了，則先將該區的卡片進行移動，從a到b，b到c
。原本放在c區上的卡片會被棄置。 
抽取新的卡片 
當展覽卡放置好之後，玩家要再次從補充區上抽卡來補充研究員區的空格。 
當補充用的卡片第一次耗盡時，將所有的棄牌和第放在意旁的第三疊牌堆洗混

，面朝下的成為新的補充卡堆。 
如果卡片再次用完，就將棄牌堆重洗然後變成新的補充卡堆。 
 
範例 
玩家取走一張卡片之後，從補充卡堆補充一張到原本的空格 
如果新出來的卡片是展覽卡，則將他面朝上放在展覽卡區 
如果空間a被佔據，就將它移動到空間b，依此類推。 
 
交換展示區的4張卡 
如果玩家不喜歡展示區上4張研究員卡的話，將他的研究員移動到華沙（或者停
留在原地，如果他已經在華沙的話。）然後將目前4張展示的研究員卡棄置，並
且從補充牌堆頂上抽4張牌放到展示區，如果當中有展覽卡，則照前述規則處
理。 
 
最後，玩家沿著時間軌將他的時間記號往前移動1格，再加上等同他需要移動他
的考古學家到華沙的格數。 
特殊狀況：如果玩家連續兩回合都進行交換展示區卡片的行動的話（在兩次行

動間沒有其他玩家進行回合），他要付出2週的時間作為代價。當然，他不需要
花任何移動的時間，因為他依然在華沙。如果玩家第三次進行相同動作且中間

沒有經過其他玩家回合的話，他就要付出3週的時間，依此類推。 
 
進行挖掘 
如果玩家滿足了下列所有條件，他可以進行一次挖掘行動。 
■ 玩家有某地區的挖掘許可證 
■ 玩家有起碼1點關於挖掘地區的專業知識，不論來自於研究員卡或者是找到

的物品。 
玩家將他的考古學家移動到對應區域（若還不在那裡的話），支付對應的移動

費用，並且執行該區域的挖掘行動。玩家從該挖掘地去對應的布袋中抽取挖掘

板塊。 
抽取板塊的次數取決於玩家決定花費的時間和他所擁有該挖掘地的知識點數來

決定。 
 
確認知識數量： 



玩家可以應用在挖掘上的知識點數如下： 
專業知識： 
- 跟挖掘地區相同顏色的知識書 
- 來自與挖掘地同顏色的人們的傳言和傳說 
- 助手（每個挖掘地需要一定漲數） 
- 從書上得來的一般知識（打開的書本圖標可以用來對應任何區域） 
注意：使用「從別人口中得知的傳說」卡片可以獲得2點對應地區的專業知識，
其效期只維持在該次挖掘行動時。在這之後，將此牌棄置。 
 
每個標記（打開的書，對應地區顏色的知識書，或者是筆記）都會提供1點的知
識點數。 
 
範例：在克里特島進行的挖掘需要克里特島的挖掘許可證。 
以及起碼1點對克里特島的專業知識，還有玩家的考古學家要移動到克里特島
上。 
下列為克里特島的專業知識的範例： 
來自於專門書籍的3點（2+1） 
來自於「從別人口中得知的傳說」卡片的2點 
來自2張「助手」卡片的1點 
注意： 
2張助手卡可以提供1點專業知識 
3張助手卡可以提供2點專業知識 
如果玩家只有1張助手卡，他可以將該助手卡用來提供1點專業知識，但是如果
你這麼做，在進行挖掘後將該助手卡棄置。 
 
注意：雖然一般知識需要比較久的時間來研究，但是其提供的專業知識可以用

在任何的挖掘地區。 
 
4點一般知識（可以用於任何區域） 
 
首先，計算挖掘地區的專業知識（專門書籍，助手，筆記）。然後加上一般知

識的點數（每本書1點） 
玩家不能夠使用超過專業知識數量的一般點數，如果玩家有多餘某地專業知識

數量的一般知識的話，多餘的部分將不被計算。 
 
使用時間之輪 – 抽取指示物的數量。 
用時間之輪來查詢所花時間以及可以抽取的指示物數量，為了做到這點，首先

玩家要將時間之輪旋轉到出現總知識點數的位置（藍底白字的數字就是總知識

點數），之後玩家就可以對照時間之輪來決定要花幾週的時間進行挖掘。時間

顯示為空心格旁1~12的黑色數字，空心格內的紅色數字代表著玩家可以從袋中
抽取的指示物數量。玩家必須選擇紅色數字不為0的週數來進行挖掘，玩家必須
清楚地宣告自己要挖掘多少週。 
 
然後玩家將自己的時間記號沿著時間軌往前移動等同宣告挖掘週數的格數。 
挖掘：找到有用的道具或者沒用的碎片。 
玩家從對應的布袋中抽出指定數量的指示物，抽到指定數量的指示物後，將沒

用的碎片放回袋中，其他有用的物品則放到自己的遊戲區域內其他玩家可以看



見的地方。 
 
範例：玩家有總共8點的知識在挖掘克里特島上（雖然玩家擁有5點一般知識，
但是不能超過專業知識的4點所以總和為8點）。 
 
範例：玩家將時間之輪旋轉到8的位置，因為知識點數為8。 
玩家選擇花4週時間進行挖掘 
經由時間之輪可得知玩家應該從袋中抽取5個指示物。 
 
注意：就算知識點數超過12的話玩家也只能選擇12作為判別的依據。 
 
注意：如果玩家使用兩張研究員卡「鏟子」的話，玩家可以在挖掘時多抽1個指
示物。如果玩家使用三張研究員卡「鏟子」的話，就可以在挖掘時多抽2個指示
物。 
如果玩家只有1張「鏟子」卡的話，他可以使用它來多抽1個指示物，但是使用
後必需將「鏟子」棄置。 
 
玩家不能偷看袋內的指示物。 
在玩家從袋中抽出指示物後就不能再變更挖掘的時間數了。 
 
範例：玩家從袋中抽出5個指示物，其中2個是沒用的碎屑，另外三個文物總共
帶給玩家8分。之後將碎屑放回袋中。 
 
挖掘結束 
若是玩家的挖掘結束後，就將自己對應的挖掘許可證翻到有Ｘ標記的一面。玩

家若想要再次挖掘這個地區的話必須等到自己的時間標記通過第52格之後，也
就是隔年。 
 
第一個挖掘的獎勵 
第一個在挖掘區進行挖掘的玩家可以將準備階段時放在挖掘區域旁的1分指示物
一併帶走。 
 
注意：如果玩家有「特殊挖掘許可」這張研究員卡的話，他可以在同一年進行

相同地區的第二次挖掘，使用之後將該研究員卡棄置。 
 
進行一個展覽會 
在遊戲中，展覽卡將會被放在遊戲版圖上為他們特別提供的空間內，如果玩家

想要進行展覽會，他要先移動到他感興趣的展覽會對應的城市上，如果已經在

該城市當然就不用移動。 
每張展覽會卡都會顯示它需要玩家擁有每個地區的多少件文物才能夠舉辦。在

計算文物數量的時候價值不會被考慮進去。 
玩家展示需要的文物，然後將展示卡拿回自己的遊玩區。進行展示會之後玩家

依然保留著他的文物。 
之後玩家沿著時間軌往前移動他的時間標記等同於他移動到展覽城市的格數加

上舉辦展覽的時間（在展覽卡上顯示的數字）的總和。 
 
範例： 



玩家移動他的考古學家到倫敦以舉辦展覽，因為他有一個橘色和兩個黃色文物

，所以他可以進行展覽。 
 
出土的道具當中，書本圖標不是文物，所以不能用來舉辦展覽會。 
 
一年結束 
當玩家的時間標記跨過52格時，對該玩家來說就是開始了新的一年，該玩家立
刻將自己所有的挖掘許可證都翻到正面，讓他在這新的52周內可以進行這些地
方的挖掘。 
當最後一個玩家也將時間標記越過第52格時，玩家將年份標記往前移動一格。 
 
遊戲結束和計分 
當遊戲進行到1903年的時候，時間標記通過52格的玩家會在第1格停下，並且此
後不能再進行其他行動，因為他沒有時間了。當所有玩家的時間標記都停在第

一格上的時候，遊戲結束並且開始計算分數。 
 
範例：紅色玩家的時間記號在48格（1903年），該玩家剩下5週的時間，所以他
可以在希臘進行5週最後的挖掘。（並且不能夠在本次挖掘花費6週或以上的時
間） 
注意：若是玩家在1903年的末尾沒有行動可以進行的話，可以單純的將時間標
記移動到第1格並且等待遊戲結束。 
 
最終計分 
每個玩家現在開始加總他的分數： 
● 為每個文物，玩家將其上的數字相加作為得分 
● 為每個展覽，玩家將其上的數字相加作為得分 
● 根據玩家持有國會卡的數量來決定國會卡的總得分 
● 每個地區玩家擁有該地區最多專業知識的玩家可以得到5分，如果平手的話

每個平手玩家獲得3分，所有書本以及有該地區顏色的物品都可以用來計算
這個得分。 

將上述得分加總，最多的玩家就是勝利者。 
 
得分範例： 
13件文物總價值：39分 
3張展覽卡共價值：13分 
5張議會卡共價值：15分 
沒有最多的地區專業知識：0分 
（在這個例子中，雖然玩家有專業知識，但是沒有在任何一個地區取得最高成

就） 
 
注意：時間軌道可以用來記錄玩家的分數，其上共有52個格子。 
注意：玩家收集越多的國會卡就會從中獲得越高比例的分數。 
下面的表格顯示玩家收集國會卡的數量以及相對應的得分，但是玩家不會因為

國會卡獲得28分以上的分數。 
 
國會卡數量： 
國會卡得分： 



 
注意：在決定每區最多專業知識的玩家時，助手，筆記，還有一般知識卡都不

被計算在裡面。 
 
 
 
 
作者：Peter Prinz 
插畫：Doris Matthä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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