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爾圖加 
Tortuga  
 
 
在托爾圖加中，玩家們作為自由奔放的海盜，要試圖找尋加勒比海中稀有的寶藏。 
你的目標是那傳說中的海盜天堂：托爾圖加。在那兒，被搶來的寶藏才能確保安全。 
但是航行的道路是如此的長，在途中，你可能會遇到其他海盜的襲擊，進行無數為了爭奪寶

藏的海戰。只有一個大型艦隊，充足的人手，足夠的軍刀和大砲，才能夠幫助你贏得勝利。 
 
遊戲目標： 
作為一個海盜，玩家的目標是帶6個寶箱到托爾圖加，因為這兒是唯一可以保護你的寶藏不
受人覬覦的地方。 
所有玩家收集來的寶箱，都算是勝利點數，並且如果玩家有收集到不同顏色寶箱的組合的話

，還可以獲得額外加分，這可能就是分出勝負的關鍵所在。 
 
遊戲配件： 
40個寶箱（10個紅色﹑10個藍色﹑10個黃色﹑5個白色﹑5個紫色） 
 
1個布袋 
1個島嶼板塊（包含兩個部分組合在一起） 
30個寶藏版塊（17個1分寶藏﹑9個2分寶藏﹑4個3分寶藏） 
1個起始玩家指示物 
4個海盜指示物 
4個船隻指示物 
20個骰子，4種玩家顏色每種5個。 
4個遮擋屏幕，每種玩家顏色各1個 
4組玩家圖版，每種玩家顏色各1組（包含兩個部分組合而成） 
20個額外加分版塊 
1本規則書 
 
遊戲設置： 
將島嶼放置在遊玩區中央，然後將額外加分板塊放到島嶼上。 
將30個寶藏版塊隨機分佈在島嶼周圍，並且水波面（正面）朝上。 
將40個寶箱放入布袋中，混合均勻。 
每個玩家選擇一個顏色，然後拿取該顏色的5個骰子、屏幕和玩家版圖（在版圖後側），將
兩部分的版圖拼到一起。 
 
請注意：請將玩家屏幕放置在玩家版圖後側（更靠近玩家本人），屏幕內側有遊戲的流程以

及5個骰子的面相組成表格。 
 
額外的，給予每個玩家一個船隻指示物和一個海盜指示物，船隻指示物會放在艦隊軌的第三

格，海盜指示物則是放在船員軌的第三格。 
 
接下來，每個玩家依序從袋子裡抽兩個寶箱，將第一個寶箱放在自己玩家版圖上的島嶼區，

第二個放在自己玩家版圖上的船員區。 
 
圖示： 



左一行動區對應五種骰面 
 
中央： 
船：擴充船隊 
人：招募船員 
寶箱：尋寶 
大砲：登板 
刀子：掠奪 
 
左二：艦隊軌與船隻指示物 
額外加分版的空間 
 
右一：額外加分版空間 
 
右二：船員軌和海盜指示物 
 
下左起：托爾圖加，艦隊區，船員區，島嶼區 
 
遊戲流程： 
 
1. 擲骰 
2. 進行行動 
3. 移動寶箱 
 
1. 擲骰 
所有玩家在屏幕後同時擲骰一次，每個玩家選擇一個（或者更多）相同行動的骰子留在屏幕

後，然後將沒有被選擇的骰子拿到手上。 
範例：阿妮選擇了三個「擴充艦隊」結果當中的兩個留在屏幕後方。 
 
在所有的玩家都做好決定後，玩家同時拿起屏幕，然後將屏幕後的骰子放置到自己玩家版圖

上指定的行動區。 
 
然後所有玩家再次擲骰，並且用屏幕遮擋，然後做出選擇，就如同前述規則一般，玩家也可

以選擇之前已經選過的行動圖示。 
 
然後再一次的，這些骰子也會被放置到對應的行動區域中。 
圖例：阿妮將他選擇的骰子放到「擴充艦隊」的行動區。 
 
分配骰子的規則： 
所有相同行動的骰子都會被分配到相同的區域去。 
但是登板區和掠奪區都有分配的上限，是依照船隻和海盜指示物的位置來決定的。如下表所

示： 
 

 
如果在擲骰後，沒有骰子可以被分配到版圖上（只會發生在登板區和掠奪區），玩家可以重

擲骰子直到他們可以至少分配一顆骰子為止。 
 

船隻/海盜指示物位置 1 2,3 4,5 6,7,8 

骰子數量 1 2 3 4 



圖示： 
第一次擲骰 
第二次擲骰 
範例：在圖例的第一次擲骰時，阿妮不能分配任何一個骰子到版圖上，因為他的船隻指示物

停在第二格，這表示他只能最多放兩個骰子在登板區。 
在所有玩家打開屏幕後，阿妮重擲他的骰子，然後分配其中一個到擴充船隊區，之後，他就

可以在屏幕後進行他的最後一個骰子的擲骰。 
 
擴充艦隊，招募人手，還有尋寶行動都最多可以被放置5個骰子。 
 
重複這個行動直到所有的玩家把他們的骰子都放置到行動區為止。但是有些玩家可能會提早

的放置完他們的骰子而其他的玩家還沒，這時，所有已經完成行動的玩家可以因為其他玩家

的每次擲骰獲得一個額外加分記號，將1的那一面朝上，並且放在自己玩家版圖上的額外加
分區。 
 
當每次玩家獲得額外加分的時候，他都有兩個選擇，一是拿一個新的額外加分記號並且放在

自己空的額外加分區，二是把一個自己擁有的1那一面朝上的額外加分記號翻面變成2朝上。 
在遊戲結束時，玩家只要在行動區上有放置骰子，就可以獲得該額外加分區的得分（可能是

1或者2分），如果玩家所有的額外加分區都已經被2分的額外加分版圖標記了，玩家就不能
獲得額外的額外加分版圖。 
範例：艾力克斯（橘色）已經分配好他所有的骰子，而阿妮（藍色）和法蘭克（黃色）依然

要繼續執骰，此時艾力克斯就會獲得一個1分的額外加分板塊，並且他將之放在擴充船隊行
動格旁的額外加分區上。 
請注意：玩家不會因為其他玩家因無法分配骰子而必須重擲的狀況下獲得額外加分版塊。 
 
骷髏圖示 
骷髏圖示可以作為鬼牌使用，他有以下兩種使用方式： 
A) 骷髏圖示可以在被保留後，任選同一種圖案作為結果，當所有的屏幕被打開時，如果玩
家只有留下骷髏圖示的骰面，玩家可以將骷髏骰面的骰子轉到任何一面。但是在調整後

所有的骰子都應該是同一個行動圖案。 
B) 骷髏圖示轉成可以跟其他被保留的骰子一樣的面向，在屏幕被打開後，玩家若是留有骷
髏以及其他另一種骰子同時被保留，則將骷髏圖示骰轉成跟其他骰子一樣的行動圖案。 

範例A) 
阿妮選擇了兩個骷髏圖示的骰子Ｃ與Ｄ，在屏幕打開後，他指定兩個骰子成為登板圖示，並

且放置到登板區。 
範例B) 
阿妮選擇了劍5和額外一個骷髏骰，在屏幕打開後，他把骷髏骰面轉到劍4，並且把兩個骰子
都指派到掠奪區上。 
 
2. 進行行動 
使用他們的行動，玩家可以擴充船隊，招募海盜，尋找寶藏，或者是把寶藏從其他玩家手上

偷過來。 
遊戲中共有5種不同的行動，我們要依下列順序來執行： 
 
1. 擴充船隊 2. 招募船員 3. 尋寶 4. 登板 5. 掠奪 
在每個行動中，玩家們要把他們的骰子所顯示的數字和額外加成相加，然後比較總數大小。

只有兩位玩家身處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可以進行他們的行動，但是玩家們也會因為身處的地位

不同而用不同的方式執行行動。 
 



如果總數平手的狀況，起始玩家可以決定平手玩家中誰是勝利者，如果起始玩家本人沒有參

與平手狀況，那順時鐘計算距離起始玩家最近的玩家為勝利者。 
玩家可以主動放棄他們的行動。 
 
請注意：遊戲中可能會發生沒有或者只有一位玩家分配骰子給某種行動的狀況，如果是沒有

人分配的狀況，則該行動被跳過， 如果只有一個人分配骰子的狀況下，該玩家自動成為第
一位來執行行動。 
範例：洛薩（綠）和法蘭克（黃）都是9點，並列冠軍，因為洛薩的順位距離起始玩家最近
，所以洛薩是第一位，而法蘭克則是第二位。 
 
1. 擴充船隊 
第一位玩家：該玩家將他的船隻指示物往右前進兩格 
第二位玩家：該玩家將他的船隻指示物往右前進一格 
 
2. 招募船員 
第一位玩家：該玩家將他的海盜指示物往右前進兩格 
第二位玩家：該玩家將他的海盜指示物往右前進一格 
 
3. 尋寶 
第一位玩家：該玩家從袋中抽取一個寶物然後放到他的島嶼地區，此外，他從遊戲區中央抽

取兩個寶藏版塊，檢視後將其中一個數字面朝下放在他的玩家版圖旁，剩下一個則放回中央

並且混合均勻。 
範例： 
洛薩首先從袋中抽取一個寶箱放置在自己的版圖上的島嶼地區，然後他檢視兩個寶藏版塊，

從中選擇了兩個金幣圖案的板塊，然後將另一個混合到桌面中央的寶藏版塊區。 
第二位玩家：該玩家從遊戲區中央抽取一個寶藏版塊，檢視後放在自己的玩家版圖旁。 
提示：這些寶藏版塊在遊戲結束時會提供額外得分。 
 
4. 登板 
第一位玩家：該玩家選擇一個其他他想要對他進行登板的玩家，進行登板的玩家可以強奪目

標玩家任一個在船隊區上的寶箱，並且將它放到自己的島嶼區上。此外，被登板的玩家必須

要把他的船隻指示物往左後退一格。如果被登板的玩家有放置最少一個骰子在登板行動上的

話，進行登板行動的玩家也要將他的船隻指示物往左後退一格。 
範例： 
洛薩（綠）決定對阿妮（藍）的艦隊進行登板，阿妮有指派一個骰子在他的登板行動上，所

以可以進行反擊，這表示兩位玩家都必須把他們的船隻指示物往左後退一格。洛薩偷取了阿

妮的紫色寶箱並且放置到他的島嶼區。 
 
第二位玩家：該玩家選擇一位還沒有被第一位玩家登板過的玩家進行登板，被登板的玩家必

須要將他的船隻指示物往左後退一格，如果被登板的玩家有放置最少一個骰子在登板行動上

的話，進行登板行動的玩家也要將他的船隻指示物往左後退一格，此外，行動玩家可以從中

央島嶼上收集一個寶箱（若有）並且放到自己的島嶼區內。 
 
5. 掠奪 
第一位玩家：該玩家選擇一個他想要掠奪的其他玩家，進行掠奪的玩家可以強奪目標玩家在

船員區的任一個寶箱然後放置到自己的島嶼區，被掠奪的玩家必須要將他的海盜指示物往左

後退一格，如果被掠奪的玩家有放置最少一個骰子在掠奪行動的話，進行掠奪的玩家也要將

自己的海盜指示物往左退後一格。 
第二位玩家：該玩家選擇一位還沒有被第一位玩家掠奪過的玩家進行掠奪，被掠奪的玩家必



須要將他的海盜指示物往左後退一格，如果被掠奪的玩家有放置最少一個骰子在掠奪行動的

話，進行掠奪的玩家也要將自己的海盜指示物往左退後一格。此外，進行掠奪的玩家可以從

中央島嶼收集一個寶箱（若有），並且放到自己的島嶼區內。 
範例： 
艾力克斯作為第二位玩家，決定掠奪法蘭克，所以法蘭克必須要將他的海盜指示物往左後退

一格，然後艾力克斯從中央島嶼獲得了一個藍色的寶箱，並放在他的島嶼區內。 
 
在艦隊或者船員區的寶箱： 
船隻以及海盜指示物的位置指明了該玩家可以放置多少的寶箱在他的船員以及艦隊區。 

 
在進行掠奪或者登板行動之後，如果任何玩家沒有足夠數量的船隻或者海盜來運送他的寶箱

的話，他就必須要從右邊開始放棄他的寶箱，並且將放棄的寶箱放置到中央島嶼上。如果船

隻或者海盜指示物已經移動到了軌道的最左邊，那就算受到掠奪或者登板的影響，他們也不

會再往左移動了。 
在中央島嶼上，每種顏色的寶箱只會被放置一個，如果有第二個相同顏色的寶箱要被放上去

的話，就把它放回布袋中。 
範例：法蘭克被第二位玩家掠奪，而必須把海盜指示物往左後退一格，現在他只能夠運送一

個寶箱了，所以他必須要丟掉多餘的寶箱到中央島嶼處。 
 
當所有的行動都完成之後，所有的玩家都把骰子拿回到他們的屏幕後方。 
 
3. 移動寶箱 
首先，每位玩家從布袋裡面隨機抽一個寶箱，並且放到自己的島嶼區內。 
然後寶箱會依照以下順序移動： 
1. 將所有艦隊區內的寶箱往左移動到托爾圖加 
2. 將所有船員區內的寶箱往左移動到艦隊區 
3. 將所有島嶼區內的寶箱往左移動到船員區。 
自左到右的填滿每個區域，你此時可以自由決定寶箱放置的順序，船隻和海盜指示物表示了

在該區域你可以運送多少寶物，所有超出負荷的寶箱都要被捨棄然後放到中央島嶼或者丟回

袋子中。（請見「在艦隊或者船員區的寶箱」一段） 
玩家們會同時的移動他們的寶箱。 
 
如果有至少一名玩家在托爾圖加中放置了6個寶箱的話，遊戲就會立刻結束並且進行最終結
算。 
 
如果遊戲還沒有結束，請將起始玩家指示物順時鐘傳給下一個玩家，並且開始新一輪的遊

戲。 
 
最終計分： 
每位玩家會因為下列的狀況獲得勝利點數： 
1. 每個擁有的寶箱 
● 在托爾圖加：價值3分 
● 在船艦區：價值2分 
● 在船員區：價值1分 
紫色寶箱的得分則是兩倍 
2. 每組在自己玩家版圖上的黃，藍，紅色的寶箱都可以額外獲得3分，在托爾圖加的白色寶
箱此時則可以用來代替任何顏色的寶箱。 

船隻/海盜指示物位置 1 2,3 4,5 6,7,8 

寶箱數量 1 2 3 4 



3. 每個在艦隊或者船員的進程格都價值1分 
4. 每個寶藏圖版上顯示的金幣都價值1分 
 
加總後擁有最高分的玩家就是最富有的海盜以及托爾圖加的勝利者。 
如果有平手的狀況，則玩家共享勝利。 
 
範例：阿妮的得分 
● 18分因為6個寶箱在托爾圖加 
● 4分因為1個紫色寶箱在船艦區 
● 2分因為2個寶箱在船員區 
● 6分因為2組三色寶箱 

紅黃藍在托爾圖加，藍白（此時代替紅）在托爾圖加，然後一個紅色在船員區。 
● 8分因為艦隊和船員的進程規模（艦隊在第3格，船員在第5格） 
● 4分因為收集到的金幣 
● 阿妮總共得分是42分。 
 
變體 
如果海盜們想要玩更長時間的話可以使用下列規則： 
遊戲結束將會是有玩家收集到8個寶箱在托爾圖加的時候而非原本的6個。 
 
2人變體規則 
以下是2人遊戲時的規則變化： 
2. 進行行動 
只有玩家在第一位的才能夠進行行動。 
1. 擴充艦隊：玩家可以把船隻指示物往右前進一格 
2. 招募船員：玩家可以把海盜指示物往右前進一格 
3. 尋寶：玩家從布袋裡抽取一個寶箱，然後放到他的島嶼區內。此外，再從中間島嶼區旁邊
抽取一個寶物板塊，並且面朝下的放置在自己的遊戲版旁邊。 
4. 登板：玩家奪取任一個對手在船艦區的寶箱，將它放置到自己的島嶼區內。此外，如果被
登板的玩家有放置最少一個骰子在登板行動上的話，進行登板行動的玩家也要將他的船隻指

示物往左後退一格。 
5. 掠奪：玩家選擇一個他想要掠奪的其他玩家，進行掠奪的玩家可以強奪目標玩家在船員區
的任一個寶箱然後放置到自己的島嶼區，被掠奪的玩家必須要將他的海盜指示物往左後退一

格，如果被掠奪的玩家有放置最少一個骰子在掠奪行動的話，進行掠奪的玩家也要將自己的

海盜指示物往左退後一格。 
任何會被放置到中央島嶼的寶箱都改成放回布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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