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檢索
本項目檢索為遊戲各部分的細節與範例，用以作為規則釋疑時使用。大家只需閱讀遊戲內盒中遊戲規則，即可進
行遊戲，請在實際碰到問題時，再行參閱本項目檢索。
當您查找資料時，對於文章中的詞彙定義無法掌握時，點一下藍色詞彙，便會立即跳到解說該詞彙的章節。

壹・遊戲準備
一、地圖組成：區域與沙漠、數字圓片、交叉點、邊、港口、海岸線、強盜
二、入門版地圖擺放（預設地圖）與起始設置
三、進階版地圖擺放（隨機地圖）與起始設置

貳・回合流程
一、收成階段：資源卡

二、交易階段
1. 和其他玩家交易
2. 和銀行交易：港口的功能

三、建築階段
1. 道路（最長的道路）
2. 村莊（密度限制）
3. 城市
4. 發展卡

四、特殊情況
1. 骰到總和7：強盜來襲
2. 打出發展卡

a. 騎士卡（最多的騎士）
b. 進程卡（壟斷資源/創新發明/道路建設）
c. 分數卡

五、進階規則：結合交易與建築階段

參・遊戲結束與勝負
一、 遊戲結束條件
二、 分數計算

肆・策略與建議

伍・擴充版與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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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遊戲準備

一・地圖組成

1. 區域與沙漠
遊戲地圖中央的「卡坦島」由19個六角形「區域」組成，其中
18個區域會生產資源（見「收成階段」），以及1個不會生產資
源的「沙漠」，這裡是遊戲開始時放置強盜的地方。

若你將村莊或城市放置在沙漠邊緣，代表它最多只和2個會生
產資源的區域相鄰，等於獲得資源的機會較低。

2. 數字圓片
遊戲中有18個⼩圓片，上面有2至12的數字，其中2和12各
有一個，3至6與8至11各兩個。數字圓片上的字體越大，代
表擲骰時該數字出現的機率越高，也就是該區域越容易產出
資源，通常6與8出現的機率明顯大於2與12，詳見「收成階
段」。

圓片背面的字母只在「進階版地圖擺放（隨機地圖）」時使用。

3. 交叉點
交叉點意指六角形區域的端點，它也可能是二或三個區域的交
界處，村莊只能蓋在交叉點上，且每個交叉點上只能有一棟建
築。

4. 邊
六角形區域版圖的每一邊都是「邊」，兩個區域共用的邊是邊，
六角形區域版圖與海洋版圖共用的邊也是邊。道路只能蓋在邊
上，且每條邊上只能有一條道路。邊的兩端就是交叉點，也就
是六角形區域的端點。

本節定義遊戲地圖相關的各名詞。

5. 港口
港口讓你用較佳的兌換率和銀行交易資源。要使用港口的功
能，你必須在海岸線上，該港口所在的其中一個交叉點（見圖
中×處）蓋村莊。

重要：新蓋好的港口
不能立刻使用，要到
你下一個回合的交易
階段才能使用其功
能。

6. 海岸線
六角形區域版圖與外圍海洋版圖之間的邊稱為「海岸線」。

你可以沿著海岸線蓋道路，亦可以在海岸線上的交叉點蓋村
莊，也可以將村莊升級為城市。缺點是，海岸線上的村莊與城
市將與較少的區域相鄰，因此在收成階段中，獲得資源的機會
就下降了。

然⽽，海岸線上的港口能讓你用較佳的兌換率和銀行交易資
源，因此在資源生產效率與交易效率的取捨上，就見仁見智
了。

若你海岸線上的村莊或城市並未位於港口上，便無發獲得交易
上的優惠。

7. 強盜
在遊戲一開始時，將強盜人偶放置在沙漠上，它只會在骰到7
或有玩家使用騎士卡時移動，詳見「特殊狀況：骰到總和7」與
「騎士卡」。

注意：強盜所在的區域無法收成，若你的村莊和/或城市相鄰的
區域上有強盜，即使在收成階段骰到該區域的數字，你無法從
該區域或得任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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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門版地圖擺放（預設地圖） & 起始設置

起始玩家：年紀最長者擔任起始玩家。

預設地圖：請按照說明書第2-3頁的圖例佈置地圖。

進階版的遊戲規則和入門版相同，但允許玩家隨機決定起始玩
家以及使用隨機地圖。

起始玩家：玩家輪流擲2顆骰子，點數總和最高的人擔任起始
玩家。

隨機地圖：
1. 首先將6張海洋外圍版圖有港口的那面朝上，隨機拼接在一
起，形成六角形的地圖外框。

2. 將六角形區域版圖面朝下洗勻，隨機放入外框中，正面朝上
擺放。

3. 最後，將數字圓片有字母的那面朝上，依照A到R的順序由
上到下疊成一疊，從地圖的一個角開始，依逆時針方向，由
外圈往內圈在每張六角形區域版圖上擺放一個數字圓片，遇
到沙漠時記得跳過，沙漠上無須擺放數字圓片。待圓片擺放
好後，將其翻面，讓數字面朝上。

注意：你們也可以隨機擺放數字圓片，但請不要讓任何兩個紅
色數字相鄰。

起始設置：在隨機地圖佈置妥當後，進行起始設置。

．每位玩家選擇一種顏色，並拿取該色的5個村莊、4個城市、
15條道路和1張建築費用卡。

．將所有資源卡依照種類整理成五疊，面朝上，放置在卡盒的
五個不同格子中。

．將所有發展卡疊成一疊洗牌後，面朝下放置在卡盒剩下的那
一格中。

．將2張特殊得分卡和2顆骰子置於一旁備用。

．將強盜放在沙漠上。

起始設置將進行兩輪，每位玩家一共會擺放2條道路和2個村
莊：

第一輪
起始玩家擺放一個村莊到任意一個空的交叉點上，並在與這個
村莊相鄰的任一條邊上放置一條道路。然後，其他玩家依順時
針方向，每人輪流擺放一個村莊和一條道路到地圖上。

注意：除了地圖上的第一個村莊外，擺放其他村莊時，皆須遵
守密度限制。

第二輪
當所有玩家都擺放好第一個村莊和道路後，由剛才最後擺放的
玩家開始，依逆時針方向，每人輪流再擺一個村莊和一條道路
到地圖上。也就是說，起始玩家會是最後一位擺放第二個村莊
的人。

第二個村莊可以擺放在任何交叉點上，只要不違反密度限制，
然後，在與這個村莊相鄰的任何一條邊上放置一條道路。第二
個村莊和道路無須與第一個村莊和道路相連接。

完成起始設置後，立刻依照你擺放的第二個村莊，從銀行拿取
其周圍相鄰區域所生產的資源各一張的，作為起始手牌。

起始玩家（最後放置第二個村莊的人）開始遊戲，他擲2顆骰
子，揭開他會合的收成階段。

關於起始設置的建議可參見策略一節。

三・進階版地圖擺放（隨機地圖） & 起始設置

起始設置：三人遊戲時不使用紅色，玩家決定使用的顏色後，
請按照說明書第2-3頁的圖例設置各自的2個村莊和2條道路，
玩家依圖上畫有★的村莊，拿取相鄰三個區域的資源卡各一
張，做為各自的起始手牌。

村莊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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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回合流程

你首先丟兩顆骰子，並將點數加總。所有該數字的區域，成為
本回合的收成區域。接著，對於每一位玩家，他在收成區域邊
緣每有一個村莊，他便獲得1張該區域的資源卡；每有一個城
市，他便獲得2張該區域的資源卡。

當你擲骰並發放資源後，你可以和銀行或是其他玩家交易資
源。請注意，進行交易的兩位玩家中，其中一位必須是進行回
合的玩家。

1. 和其他玩家交易
你可以和其他玩家進行交易，你們可以自行協商資源交換的種
類、數量與比例。

注意：玩家只能跟正在進行回合的玩家進行交易。非進行回合
的玩家之間不得交易。

你不能贈送資源給其他玩家（等於用0張資源卡和1張以上的
資源卡進行交易）。

2. 和銀行交易：港口的功能
你也可以不透過其他玩家進行交易！

．無港口：直接和銀行進行4:1交易。將4張相同的資源放回銀
行，並拿取1張任意資源。

．有港口：如果你在海岸線上的港口處蓋有村莊或城市，則你
可以用更好的比例進行交易：

如果你在3:1港蓋有村莊或城市，則你可以用3張相同的資
源，交換1張任意資源。

在遊戲開始前，請先完成「遊戲準備」。玩家可以使用「入門版」或是「進階版」起始地圖和起始起始設置。

遊戲從起始玩家開始，依順時針方向，每位玩家輪流進行回合。每個人的回合都包含三個階段，請依照順序進行：

收成階段：你必須丟骰子決定本回合的收成區域，所有玩家都有可能獲得資源，不論是誰的回合。

交易階段：你可以和銀行交易資源或和其他玩家交易資源。

建築階段：你可以支付資源，建築任意數量的道路、村莊、城市和購買發展卡。

除此之外，每個人可以在自己回合中的任何時候打出發展卡。你每回合最多只能打出一張發展卡。

當以上階段都完成後，換下一位玩家進行回合。各階段細節見後詳述。

在進階版遊戲中，交易階段與建築階段合成一個階段，玩家可以交替進行交易與建築這兩種行動，參見「進階規則：結合交易與建築
階段」。

一・收成階段

二・交易階段

例外：強盜所在的區域將不會成為收成區域。

注意：如果在收成時，銀行裡某種資源卡不夠提供所有玩家所
需，則該回合無人獲得該種類資源，其他種類的資源則不受影
響。

如果你在2:1港（繪有特定資源符號）蓋有村莊或城市，則你
可以用2張該種資源，交換1張任意資源。

注意事項：
．你在交易階段進行交易的次數沒有上限。
．你不能交易相同的資源，例如用4張羊⽑跟銀行換1張羊⽑。
．你不能用2:1港指定資源以外的其他資源來進行3:1交易。
．你不能交易發展卡。

範例：甲玩家若沒有對應的港口，他將4張鐵礦放回銀行，換
取1張⽊頭。一般狀況下，甲玩家應先試圖和其他玩家議價，
看是否能以較好的兌換率進行交易。（譯註：其實這也要看情
況，有時候你寧可用比較差的兌換率來交易，也不應該和領先
玩家進行交易。抵制與領先者交易在遊戲中也是重要的手段。
切記，不僅「兌換率」重要，「和誰交易」也是相當重要的。）

注意：每個港口都包括兩個交叉點，你只需要在其中一個交叉
點上蓋有村莊或城市，即可使用該港口的功能。然⽽，基於密
度限制，每個港口顯然至多只能容納一個村莊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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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階段

當你擲骰並發放資源，和其他玩家或銀行進行交易（如果你想
要的話）後，你可以支付對應的資源卡，蓋任意數量的建築和
購買發展卡，費用請見「建築費用卡」，將所支付的資源卡放回
銀行。這將讓你在未來獲得更多資源卡，且獲得更多的分數。

．支付對應的資源卡後，玩家必須立刻將建築合法地放置到地
圖上。如果你面前的某一種建築已全數放置到地圖上，你將
無法蓋那一種建築。

．每位玩家都有5個村莊、4個城市、15條道路。

1. 道路 費用：1磚 + 1木

．道路必須蓋在區域的邊上，且每條邊上只能有一條道路。

．除此之外，你新蓋的道路必須連著你已經蓋好的道路、村莊
或城市，如果其他玩家在一個交叉點上蓋村莊或城市，你的
道路延伸至這個交叉點時就會被阻斷，無法再繼續延伸，即
使是你先蓋了這條路也一樣。

「最長的道路」特殊得分卡 

．好消息是，遊戲會獎勵道路最長的玩家：第一個蓋出連續5條
道路（分岔不計）的玩家，可以獲得「最長的道路」特殊得分
卡。這張卡價值2分。然而任何時候，要是有玩家的路，蓋得
比現在擁有「最長的道路」的玩家還要長，他便搶走「最長的
道路」卡，連同這張卡所值的2分一起搶走！

這裡所指的連續道路，是指能一筆劃連接，且中間未被其他
玩家的村莊或城市阻斷的連續道路。注意：這條道路上如果
有自己的村莊或城市，並不會阻斷連續道路的計算。

．當你的「最長的道路」被其他玩家興建村莊阻斷後，擁有最長
的道路的玩家不只一位時，若你是其中一位，則你繼續持有
「最長的道路」特殊得分卡；若你並非其中一位，則將「最長
的道路」特殊得分卡繳回銀行，直到有人打破平局才能拿取
這張卡；萬一所有玩家的道路都未達5條，將此卡繳回銀行。

2. 村莊 費用：1磚+ 1木 + 1羊 + 1麥

．村莊必須蓋在交叉點上，且每個交叉點只能有一個村莊。除
此之外，新蓋的村莊必須連著你已經蓋好的道路。

．密度限制：村莊或城市隔壁的交叉點上不能有村莊或城市！
更明確地說，每個村莊或城市（不管是誰的）最近的三個交叉
點上，都不能蓋新的村莊！

．一旦村莊落成，在任何玩家的收成階段，只要相鄰的區域收
成，你就能獲得1張該種類的資源卡。

．每個村莊價值1分。

3.城市 費用：3鐵 + 2麥

城市只能從你的村莊升級而成；你不能在空的交叉點上直接蓋
一個城市。

．請將被升級的村莊取回你面前，換上一個城市，取回的城市
之後可以再用。

．一旦城市落成，在任何玩家的收成階段，只要相鄰的區域收
成，你就能獲得2張該種類的資源卡。

．每個城市價值2分。

4.發展卡 費用：1鐵 + 1羊 + 1麥 

．購買發展卡時，請抽銀行裡最上面的一張發展卡。

．若銀行已經沒有發展卡了，則你無法購買發展卡。

．遊戲共有三種不同的發展卡，各有不同的效能，詳見「四、特
殊情況」：

．購買的發展卡請保密，直到你打出它。打出的發展卡不會回
到銀行。

注意：發展卡不得贈送給其他玩家或拿來進行交易。

注意事項：
．若你面前已無閒置的村莊，你必須藉由將地圖上的村莊升級
為城市，收回在地圖上的村莊後，方能再蓋出新的村莊。

．除非有特殊事件發生，例如：把村莊升級為城市，否則，已蓋
妥的建築都不能移動或取回。

．如果你面前已無村莊，但尚有城市，你不能同時支付村莊和
城市的費用，直接將城市蓋在地圖上。

．玩家在興建建築時，可能會考慮許久難以決定，或者蓋好了
又想換位置。在卡坦島世界杯大賽中規定，一旦將你的建築
放到地圖上，就不能再更改其位置，每位玩家的回合限時3分
鐘，從你左手邊玩家將骰子交給你的那一刻開始計算，直到
你將骰子傳給左手邊的玩家。在玩家都熟悉遊戲的情況下，
可以考慮採用這個附加規則，讓遊戲更加公平且流暢。

．要在完全不升級成城市的狀況下贏得遊戲是極困難的，因為
你只有五個村莊，你即使蓋完所有的村莊也只有五分，你得
想辦法找到另外五分。

．即使你們使用入門版地圖進行遊戲，也可以採用交易階段與
建築階段合一的規則，詳見「五、進階規則：結合交易與建築
階段」。

+=

騎士

移動強盜到另一區域。從該區

域邊緣蓋有村莊或城市的玩家

中選擇一位，並隨機抽取他的

一張資源卡，加入你的手牌。

進程卡進程卡

創新發明

立即從銀行拿取任意2張資源
卡，並加入你的手牌。2張資
源卡可以是相同或相異種類的

資源。

進程卡

道路建設

免費建造兩條道路。道路的建

造須符合一般規則。

進程卡

資源壟斷

選擇一種資源，其他玩家必須

將手上所有的該種類資源卡交

給你；將它們加入你的手牌。
 1分

（你不須將此卡打出）

大學圖書館

 1分

（你不須將此卡打出）

 1分

（你不須將此卡打出）

市政廳市場

 1分

（你不須將此卡打出）

 1分

（你不須將此卡打出）

大教堂

騎士卡 進程卡 分數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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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情況

1. 骰到總和7：強盜來襲！
．你或許會注意到，地圖上沒有7這個數字；沒錯，骰到7的時
候，沒有任何區域會收成！更糟糕的是，還會有強盜來襲！

．為了方便逃難，必須丟掉一些家當。每位玩家檢查自己手上
是否有超過7張資源卡，擁有超過7張資源卡的玩家，選擇棄
掉一半的資源卡，放回銀行！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就是
Lucky 7 的概念！

範例：如果有9張資源卡則要棄掉4張。

．移動強盜：

1. 骰到7的玩家必須將強盜移動到另一個區域上，蓋住上面的
數字。之後的收成階段，強盜所在的區域將不會收成！

2. 打劫：骰到7的玩家，從強盜新落腳區域邊緣蓋有村莊或城
市的玩家中選擇一位，並隨機抽取他的一張資源卡，加入自
己的手牌。

3. 之後，骰到7的玩家進行交易階段。

2. 打出發展卡
每位玩家可以在自己回合中的任何時候打出發展卡，包括擲骰
之前。你每回合最多只能打出一張發展卡。

你不能打出你這回合剛買到的發展卡。

a. 騎士卡
當你打出騎士卡時，執行牌上所述功能：
移動強盜到另一區域。從在該區域邊緣蓋有村
莊或城市的玩家中選擇一位，並隨機抽取他的
一張資源卡，加入你的手牌。 

．騎士卡的效果，原則上與強盜來襲時，移動強
盜的(1)和(2)行動相同。

．請將你打出的騎士卡，面朝上留在自己面前。

「最多的騎士」特殊得分卡
．好消息是，遊戲會獎勵打出最多騎士卡的
玩家：第一個打出3張騎士卡的玩家，可以
獲得「最多的騎士」特殊得分卡。這張卡價
值2分。

．然而任何時候，要是有玩家所打出的騎士卡，比現在擁有「最
多的騎士」的玩家還要多，他便搶走「最多的騎士」，連同這
張卡所值的2分一起搶走！

．打出騎士卡的功能，你可以想像成：僱用騎士將強盜趕走。因
此，只需執行移動強盜的動作，而不需要逃難，因此不用丟掉
家當（棄掉手牌）。

b. 進程卡
如果你打出進程卡，請依照牌上的敘
述執行效應。之後，將它移出遊戲，放
回遊戲盒子中。進程卡共有3種，每種
2張：

資源壟斷×2
選擇一種資源，其他玩家必須將他手上所有的該種類資源卡交
給你；你將它們加入你的手牌。

．若有玩家手中並無該種資源卡，他自然不用給你任何東西。

．這些資源卡會立即加入你的手牌，你在該回合的建築階段中
便能使用它們。

道路建設×2

免費建造兩條道路。道路的建造須符合一般規則。

創新發明×2
立即從銀行拿取任意2張資源卡，並加入你的手牌。2張資源卡
可以是相同或相異種類的資源。 

．這些資源卡會立即加入你的手牌，你在該回合的建築階段中
便能使用它們。

c. 分數卡×5
分數卡上的建築體現人類重
要的文化成就，如果你買到分
數卡，你立刻獲得上面的分數
（ 1分），不須將它打出。請
將你的分數卡保密，直到你獲得10分宣告勝利，或是有其他玩
家宣告勝利時再公開。

譯注：建議將所購買的發展卡面朝下放在自己面前，本回合新
購買的發展卡面朝下分開放置在一旁，本回合結束時再併入其
他面朝下的發展卡中。

注意事項：
．骰到總和7或打出騎士卡的玩家，必須移動強盜，強盜不能留
在原來的區域。

．打劫時只能抽受害玩家的資源卡，不能抽他的發展卡。

．打劫時只能「隨機」抽取資源卡，不得檢視其他玩家的手牌內
容，但可以先對其他玩家的手牌「張數」進行了解，再決定要
抽誰的資源。

．雖然你不能打出你這回合剛買到的發展卡，但若你購得的是
分數卡，且使你總分達到10分以上，則你可以立即翻開它並
宣告勝利，它會計入你的總分中。

騎士

移動強盜到另一區域。從該區

域邊緣蓋有村莊或城市的玩家

中選擇一位，並隨機抽取他的

一張資源卡，加入你的手牌。

4

4 A

B

進程卡進程卡

創新發明

立即從銀行拿取任意2張資源
卡，並加入你的手牌。2張資
源卡可以是相同或相異種類的

資源。

進程卡

道路建設

免費建造兩條道路。道路的建

造須符合一般規則。

進程卡

資源壟斷

選擇一種資源，其他玩家必須

將手上所有的該種類資源卡交

給你；將它們加入你的手牌。

 1分

（你不須將此卡打出）

大學圖書館

 1分

（你不須將此卡打出）

 1分

（你不須將此卡打出）

市政廳市場

 1分

（你不須將此卡打出）

 1分

（你不須將此卡打出）

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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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策略與建議

五・進階規則：結合交易與建築階段

將「交易」與「建築」分成兩個階段來執行，是為了方便新手玩
家學習遊戲規則。

對於熟稔遊戲的玩家，可以將「交易」與「建築」合成一個階

進階版使用隨機地圖進行遊戲，每次的策略會因地圖的不同⽽
有差異。以下是原則性的策略建議：

．⽊頭與磚頭為遊戲前期較重要的資源，因為你需要這兩種資
源才能蓋道路與村莊。因此你應該確保你的起始村莊，至少
與樹林或是丘陵為鄰。

．不要輕忽港口的威力。針對你能夠大量收成的資源，興建該
資源的2:1港，可以讓往後的交易不受其他玩家制肘！舉例來
說，一個在麥田旁有村莊或城市的玩家，可以考慮興建麥子
的2:1港，當然，這也要視你生產麥子的機率高低而定。

段，也就是說，你可以穿插執行「交易」與「建築」兩種行動，
次數與先後順序都無限制。而且，新蓋好的港口可以在同一回
合中立刻使用。

．請確保你起始的兩個村莊旁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在擺放村莊
前，請留意其他玩家的村莊位置。切記，不要讓自己的出路被
封殺！舉例來說，如果你想要朝港口前進，將起始村莊放在地
圖的正中央將會是個風險較高的選擇，因為你往海岸線的路
線很有可能被封鎖。當然，這與地圖的資源與數字分佈有關，
發展空間以及方向必須同時考慮。

．交易在遊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你越常和人議價，就越有希
望談到較佳的兌換率，也就越有可能獲得勝利。因此，即使不
是你的回合，你也應該盡可能嘗試和進行回合的玩家議價！
但在有人明顯領先的情況下，與領先玩家進行交易，可能只
會加速遊戲結束（送他上寶座），切記，兌換率很重要，但跟
「誰」交易也同樣重要。

參・遊戲結束與勝負

如果在你的回合當中，你的總分達到10分以上，你便可以宣告
勝利，結束遊戲。

遊戲結束時，每位玩家計算各自的總分，分數包括：

村莊：每個１分

城市：每個２分

分數卡：不須打出，每張１分

「最多的騎士」特殊得分卡：持有者獲得2分

「最長的道路」特殊得分卡：持有者獲得2分

一・遊戲結束條件

二・分數計算

請注意，你只能在自己的回合宣告勝利；如果你在其他玩家的
回合內獲得10分，你必須保住你的分數，撐到你的回合才可以
宣告勝利。

注意事項：
．「最多的騎士」和「最長的道路」這兩張特殊得分卡，一旦有
玩家持有了，當其他玩家追上他的數量時，這張卡並不會易
主或回到銀行，要等到其他玩家中，有人的數量「超過」原持
有者時，才會易主。

．若想從其他玩家手中搶奪「最長的道路」特殊得分卡，除了儘
快延長自己的道路外，也可以藉由「阻斷這條路」來促成：在
該條路上的某個交叉點蓋自己的村莊。

作者案：由於每位玩家一開始就有兩個村莊，等於一開始就有
2分，因此，玩家只要想辦法獲得8分就可以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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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擴充版與相關產品
自1995年榮獲德國年度遊戲冠軍以來，卡坦島歷經了25年的光陰，出版了許多擴充版和獨立遊戲，提供廣大熱愛卡坦島的玩家多
樣化的選擇，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參考以下連結：

卡坦島海洋擴充
（需搭配基本版）

卡坦島旅遊版

卡坦島騎士擴充劇本：征服者傳奇
（需搭配基本版+騎士擴充）

卡坦島5-6人擴充
（需搭配基本版）

卡坦島騎士擴充
（需搭配基本版）

卡坦島寶藏、巨龍與冒險者擴充
（需搭配基本版+海洋擴充+騎士擴充）

卡坦島大盒版2019年版
（需搭配基本版+海洋擴充+騎士擴充）

卡坦島海洋5-6人擴充
（需搭配基本版+5-6人擴充+海洋擴充）

卡坦島商人與野蠻人5-6人擴充
（需搭配基本版+5-6人擴充+商人與野蠻人擴充）

卡坦島騎士5-6人擴充
（需搭配基本版+5-6人擴充+海洋擴充）

卡坦島商人與野蠻人擴充
（需搭配基本版）

卡坦島印加崛起

擴充版

獨立遊戲

http://www.swanpanasia.com/products/catan-seafarers-exp
http://www.swanpanasia.com/products/catan-compact
http://www.swanpanasia.com/products/catan-legend-of-the-conquerors
http://www.swanpanasia.com/products/catan-5-6-players-exp
http://www.swanpanasia.com/products/catan-cities-knights-exp
http://www.swanpanasia.com/products/catan-treasures-dragons-and-explorers
http://www.swanpanasia.com/products/catan-big-box
http://www.swanpanasia.com/products/catan-seafarers-5-6-exp
http://www.swanpanasia.com/products/catan-cities-knights-5-6-exp
http://www.swanpanasia.com/products/catan-i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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