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水
Parfum

一款由Marcel Süßelbeck和Marco Ruskowski設計的2-4人遊戲。

「香水」帶領著玩家進入到一個數百年前，東方首次嘗試以各種方式來使用芳香劑時。這種製
造珍貴混合物的專業知識最終傳到了歐洲。使得法國普羅旺斯的格拉斯小鎮成為香水工藝之
都。

作為高級調香師，玩家可以提取珍貴的香精，並使用香草和薰衣草等成分製作獨特的香水。但
是每個客戶都有自己的喜好，因此即使是最迷人的香水交響曲也必須滿足富有客戶的口味。
熟練選擇香氣骰子，並認真考慮客戶的需求，以成為最成功的調香師。

遊戲配件：
1張雙面遊戲圖版
正面：2或4人用
背面：3人用

42張香調卡
15個香氣骰子
25位客戶
25個水井指示物
（錢幣面為0元10個，1元4個，2元5個，3元6個

25個燒瓶
7個時鐘（1234是給2或4位玩家使用的，123是給3位玩家使用的）
4個得分記號
4個香水工廠
1個遊戲結束指示物
1個布袋
1本規則書

遊戲目標：
在每個遊戲回合開始時，玩家首先選擇起床的時間，這決定了玩家的進行順序。
接下來，玩家通過使用香氣骰子蒸餾出各種成分，以製成香氣，然後將其用於製造香水。
最後，玩家嘗試將這些香水賣給街上商店的顧客。遊戲結束時最富有的調香師獲勝。

遊戲設置：
1. 將遊戲版圖放置在遊戲區中央，2-4人玩時使用有4個時鐘的一面，3人玩時使用只有3個時鐘
的一面。
2. 將香調卡混合均勻後放進布袋內，然後放在遊戲版圖旁。
3. 將遊戲結束指示物放在一邊，然後將客戶分成AB兩堆並且分別洗勻，取出5張B的客戶放在
一旁，然後將遊戲結束指示物放在其上，再將剩下的B面客戶放在時間指示物上，最後將A面客
戶放到設置好的B面客戶上。
然後將設置好的客戶牌堆放到遊戲版圖上指定的位置。
4. 將燒杯放在遊戲版圖上對應的位置。
2或4位玩家時
5. 從牌堆抽取5張客戶指示物，然後面朝上的放在街道區上。
6. 隨機從袋中抽取6份香調，放置在作坊中



7. 將4個棕色的時鐘面朝上的放置在對應的位置。
3位玩家時：
5. 從牌堆抽取4張客戶指示物，然後面朝上的放在街道區上。
6. 隨機從袋中抽取5份香調，放置在作坊中
7. 將3個棕色的時鐘面朝上的放置在對應的位置。

8. 將15個香氣骰子放在他們對應的市場攤販上。
9. 混合水井指示物，水的一面朝上，然後將它們放在水井區。
10. 每個玩家獲得一座香水廠，以及自選顏色的得分記號，並且隨機抽取2個水井指示物並放
置在香水廠上。

遊戲概觀：
這裡的概觀只是簡單介紹一下遊戲流程，詳細的規則將會在後續頁數解釋。

客戶：
玩家可以通過在街上的商店將香水賣給顧客來賺錢。每個客戶都有自己喜歡的在香水中需要
包含的香氣，以及她願意支付的價格。
圖示：
賣價
喜歡的香氣

香調
香水是通過將兩個或三個香水面的香調組合在一起而製成的。次要香水由頭香（上部）和基調
（下部）組成，而主要香水有附加的心香（中部）。左側的圖標顯示了香水的香氣成分。
圖示：
原料
頭香
基調

頭香
心香
基調

香調的配方面表示產生（即拿走）香調所需的香氣，以及製成的香水中所含的香味。硬幣中的
值表示玩家拿取此香調可賺取多少錢。瓶子圖示及其背景顏色表示了香味的類型（頭香，心香

或基調）。
圖示：
硬幣價值
香調種類
需要的香味

香氣骰子
玩家透過擲出香氣骰子來蒸餾出5種不同的成分 – 紫羅蘭，佛手柑，玫瑰，香草和薰衣草。骰子
面上標示了燒瓶（成功蒸餾）或者蒼蠅（蒸餾失敗）。
圖示：
紫羅蘭：
2 x蒼蠅4 x燒瓶

佛手柑：



2 x蒼蠅4 x燒瓶

玫瑰：
2 x蒼蠅4 x燒瓶

香草：
3 x蒼蠅3 x燒瓶

薰衣草：
3 x蒼蠅3 x燒瓶

市場時鐘
在每個遊戲回合開始時，每個玩家選擇一個時鐘，從而確定他何時醒來。
較早起床的玩家有更多種類的香味和客戶可以選擇，但是會減少動作次數。

稍後醒來的玩家選擇較少，但由於休息充足，可以執行更多的動作！

實際的遊戲規則在左欄中說明。在右欄中，您將找到相應的圖示，註釋和提示。
遊戲流程：

第一階段：起床
第二階段：製造香水
a) 準備蒸餾
b) 蒸餾
c) 組合香調
第三階段：販賣
註釋：2人用的額外規則將會在頁尾進行說明。

第一階段：起床
「香水」不像大多數遊戲一樣以順時鐘進行，玩家「起床」的順序決定了玩家的行動順序。這由
市場時鐘上的時鐘指示。
市場時鐘上的高位數字（較大的）確定了該輪遊戲中玩家在玩家順序中的位置。較低的數字
（較小的）表示該玩家在此回合  中可以執行的操作數。
金錢軌道（計分軌）上最後一位的玩家首先選擇一個市場時鐘，然後倒數第二位的玩家選擇一
個市場時鐘，依此類推。
如果兩個或多個玩家在金錢軌道上佔據相同的空間（如遊戲開始時），則其標記位於頂部的玩
家排在第一，然後其標記排在第二的玩家排在第二，依此類推。
每個玩家將選擇的時鐘放在自己的香水工廠上。

提示：在第一次進行遊戲的第一輪中，玩家可以隨機分配市場時鐘，以熟悉遊戲流程。從第二
輪開始，再按照說明選擇市場時鐘。

麥克斯
米雅

範例：麥克斯選擇第一個時鐘，因此最先進行行動。他只能執行3個動作。 米雅選擇第二個時
鐘，因此她將成為繼Max之後的第二個行動的玩家。她可以執行4個動作。



範例：如下圖所示，藍色是第一個選擇市場時鐘的玩家，紅色是下一個選擇市場時鐘的玩家，
然後是黃色，最後是綠色。
第二階段：製造香水
按照其喚醒時間確定的順序，每個玩家都將依序完整進行第二階段。

a) 準備蒸餾
輪到自己回合玩家可以進行他的市場時鐘上顯示的動作數，對於每個動作，他都可以採用下
列的選項：
1）從袋中取出香調，並將其放在任何空的工廠格中。
2）從市場上拿走任一個香味骰子，並放在他的面前。
3）從水井中取出一個水井指示物，並將其放在自己的香水上，水面朝上。
注意：如果所有工廠空間都被佔用或布袋空了，則不可選擇第1項。
提示：當你拿取香味骰子時，請注意自己的香調上會顯示它需要哪些香精。
注意：玩家可以隨時查看自己的水井指示物的硬幣面

對於他的每個行動數，玩家都可以選擇任一行動來執行。
玩家完成所有動作後，便開始蒸餾。
範例：麥克斯可以執行3個動作。他選擇2個玫瑰香氣骰子和1個薰衣草香氣骰子，以期獲得相
應的香氣。

b) 蒸餾
通過蒸餾，玩家試著抽取出一些香調指定的香氣。這些對於製造香水至關重大。
玩家擲出所有在他面前的香氣骰子。
範例：麥克斯擲出他之前拿取的3個香氣骰子。

成功蒸餾：
如果擲骰結果是燒瓶，則蒸餾成功。
蒸餾失敗：
如果擲骰結果是蒼蠅，則蒸餾  失敗。
範例：麥克斯僅成功完成了一次蒸餾；其他兩次蒸餾均失敗。

透過使用水井指示物，玩家可以改善他的蒸餾結果。這可以通過3種方式來完成：
通過丟棄1個水井指示物，玩家可以
•重新擲出所有相同顏色的蒼蠅骰
或者
•重擲所有骰子（包括燒瓶面）。
通過丟棄2個水井指示物，玩家可以

•將任一個顯示為蒼蠅的骰子旋轉到燒瓶的一側，而不用重擲。
玩家每次可以使用任意數量的水井指示物。
將丟棄的水井指示物堆疊在遊戲板旁邊，硬幣面朝上。

玩家用完所有水井指示物或不想再使用時，他可以開始組成香調。

範例：麥克斯丟棄了一個水井指示物，然後重擲了一個玫瑰香氣骰。或者，他可以選擇重新擲
出所有3個骰子。

範例：麥克斯丟棄了兩個水井指示物，並將薰衣草香氣骰旋轉到燒瓶的一面，而不重擲。現在
他所有的蒸餾都成功了。



注意：如果水井上沒有更多的水井指示物，則將之前丟棄的指示物（水面朝上）洗勻，然後將其
放在水井上。

收集香調
如果玩家已成功蒸餾出香氣所需的香氣，則可以拿相應的板塊。
玩家將他在金錢軌道上的計分標記往前移動格數與香調上硬幣所指示的格數。
如果計分標記結束於另一個標記所佔據的格子，請將其放置在該標記的頂部。
玩家將香調放在他前面，香水面朝上。

注意：如果資源足夠，玩家可以一次收集多個香調。但是，每個香味骰子都只能被使用一次。

範例：麥克斯想收集這兩種香調，因為他已經蒸餾了所需的香氣。他在金錢軌道上的得分標記
前進了三格。

注意：在遊戲回合結束時請重新補滿遊戲版上的香調。

c) 組合香調
如果想要製作香水，則玩家會將其香調附加到其他的香調上。香水工廠廠會指示相應類型的
香調（頭香，心香或基調）的空間。

對於每種香調，玩家必須決定將其用於次要香水還是主要香水。

如果要製造主要的香水，則可以根據其類型放置在香水廠的右側。
對於次要的香水，則可以根據其類型放置在香水廠的左側。

如果他有未完成的香水，玩家在獲得新的板塊時可以直接在既有未完成的香調旁邊放上新的
香調以開始製作新的香水。
放置完成後，香調不能被其他香調移動或覆蓋。

完成的產品：
如果在製作香調的時候完成了香水，玩家將從供應區中取得燒瓶。

完成次要香水的玩家會收到2個燒瓶作為次要香水。完成主要香水的玩家會拿到3個燒瓶作為
主要香水。
將燒瓶放在完成的香水上。
如此，這款香水就已準備好出售。

行動中的玩家完成第二階段後，他將所有香氣骰子返還給市場。隨後，接下來醒來的玩家將完
成他的第二階段。

一旦所有玩家都完成了第二階段，香水的製作，遊戲將繼續進行。

範例：麥克斯將收集到的心香放置到他的香水場的右側，將基調附加到左側。

注意：玩家可以製造自己想要的任意種類的香水。即使新的香調適合未完成的香水，他也可以
開始新的香水。

範例：麥克斯用新的基調完成了次要香水的處理，並獲得2個燒瓶。



注意：所有的玩家總是可以選擇所有香氣骰子。

第三階段：銷售
現在，玩家可以依照醒來的順序進行兩個週期的香水完成品販賣。

在每個週期中，每個玩家可能正好以便宜的價格向客戶出售1瓶香水，或者是用賤價賣出，亦
或者他可以選擇放棄。

賣給客戶：
如果玩家想將其香水賣給客戶，則它必須至少包含所有指示物中顯示的該客戶喜歡的香調組
成。
當然，玩家還必須至少擁有一瓶該種類的香水。

如果行動玩家滿足這兩個條件，則可以將香水出售給匹配的客戶。

首先，玩家將燒瓶放回到供應區。
然後，玩家移動其得分標記，其格數等同於與客戶指示物上指示的銷售價格。

現在，客戶很滿意，因此玩家拿走指示物並將其放置在他的香水廠旁邊。

以低價出售：

玩家可以低價出售其香水而不是將其出售給客戶。每種香水，不論其成分如何，均具有固定
的議價價格。

次級香水的便宜價格是2塊錢。主要香水的便宜貨價格是3塊錢。玩家將出售香水的燒瓶放回
到一般供應區，並相應地提高得分標記。

售罄的香水：
玩家售出某種香水的最後一瓶後（無論是向客戶出售還是以低價出售），該香水便售罄。作為
獎勵，玩家立即從水井中拿走2個水井指示物。

第二個銷售週期：
在所有玩家都售出1瓶香水或放棄後，第二個銷售週期開始。

這與第一個週期相同，即玩家按其醒來時間的順序將香水賣給客戶或者低價賣出。

範例：隨後，再次輪到麥克斯，所以他是這兩個販賣週期的第一個出售者。商店中的一位顧客
想要一種至少兩份薰衣草的香水，麥克斯有2瓶加三份薰衣草的香水。他可以賣出1瓶香水。將
燒瓶放回供應區，並將計分指示物前進8個格，然後將顧客從商店中撤出並將其放在麥克斯的
香水廠旁邊，以表明工作做得很好。

提示：玩家可能會放棄銷售，以期將來的顧客會花更多的錢。

筆記：

•除了剛剛售出的燒瓶以外，任何狀況都不得歸還燒瓶。
•如果玩家的得分標記結束於另一個標記所佔據的空間，請將其放在該標記的頂部。



•請在遊戲回合結束時重新補充客戶指示物。

範例：第一個銷售週期完成後，麥克斯在第二個銷售週期中再次成為起始玩家。現在，他想以
便宜的價格出售他的次級香水。他只剩下一個燒瓶，將其放回供應區。麥克斯將得分標記前進
兩格。

由於麥克斯售出了該種香水的最後一瓶，因此現在該香水售罄。麥克斯立即獲得2個水井指示
物。

在玩家們完成第二個銷售週期後，他們需要檢查其水井指示物的數量。如果他擁有4個以上，
則他必須選擇並丟棄的任何多餘的指示物（硬幣面朝上）。

一輪遊戲結束：所有玩家都完成第二個銷售週期或者選擇放棄後，該輪結束。現在將所有時鐘
放回市場，從袋子中抽取新的香調，以補充遊戲版圖上的空白處。同樣，從牌堆中抽取新的客
戶指示物，以重新填滿街道上商店中的所有空間。
範例：在第二個銷售週期之後，米雅剩下6個水井指示物。她將選擇其中2個並丟棄。

遊戲結束：
遊戲當以下狀況發生後結束：
1）當在補充客戶時出現了關閉時間指示物時；
2）如果在一局遊戲結束時，布袋內的香調不能填滿遊戲版圖的時候。

在第一種情況下，移除遊戲結束指示物，並用仍在牌堆中的客戶填充剩餘的空白空間。比賽繼
續進行最後一輪。
在第二種情況下，或者如果兩種情況同時發生，則遊戲立即結束。
最後，所有玩家都將展示自己的水井指示物，並根據這些指示物的價值將得分標記往前進。
賺錢最多的玩家就是最成功的調香師和遊戲的贏家。如果並列最多，則平手的玩家們共享勝
利。

雙人遊戲變體：
在只有2個玩家的遊戲中，適用以下額外規則：
第一階段：起床 – 從金錢軌道上位於最後一位的玩家起，兩個玩家交替選擇一個市場時鐘，直
到兩個玩家都有兩個時鐘為止。他們將兩個時鐘都放在香水上。

第二階段：製作香水–玩家按照自己選擇的時鐘輪流進行回合，因此在每個遊戲回合中都有兩
個回合。可用動作的數量不能合併。

第三階段：出售–玩家照樣按順序喚醒自己的回合，在回合中玩家可以出售2瓶香水。在每個玩
家都進行兩次出售（最多共4瓶）後，遊戲回合結束。

範例：麥克斯（藍色）的錢比米雅（紅色）少，因此他可以先選擇市場時鐘，他選擇了第三個。接
下來，米雅選擇第一個市場時鐘。現在輪到麥克斯了，他選擇了第四個時鐘。最後，米雅拿下
剩下的第二個時鐘。

範例：米雅有第一和第二順位的市場時鐘。她可以連續出售4瓶香水，之後麥克斯最多可以出
售4瓶香水。然後遊戲回合結束。

米雅



麥克斯

注意：儘管不會賣給同一位顧客，玩家還是可能連續出售一瓶以上的同一種香水。

作者：Marco Ruskowski, Marcel Süßelbeck
插畫：Claus Stephan
中文翻譯：紅色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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