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戏组件

  适合3到5个12岁以上游戏者的权力斗争游戏

    5个堡垒   9个计分标志物 1个帝王

100个房屋
（5种颜色各20个）

   45个使臣
（5种颜色各9个）

      57张国牌
（5种颜色）

游戏主题

约两千两百年前，中国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正是权力更迭
的前夕。诸侯并起，王室衰微。无数纷争只为帝王之位。
 

 

游戏者们通过使用各种卡牌获得表示权力的房屋并遣使臣
进入各国宫廷。 

建起房屋及在自己的使臣间成功保持联系都会给他们权力
分数。
游戏结束时权力分数最多的游戏者获胜。
 

 

游戏准备

*游戏面板正反面的地图不同。根据游戏人数来决定使用
哪一面。
4人游戏时，游戏者可以从两面中选择。游戏面板放在
桌子中间。

–> 见右侧图示

*每个游戏者获得一个颜色的所有房屋和使臣。其中一个
使臣作为计分标志物放在计分条的“0”格上。
此外如果游戏者都是老手的话，每人可以获得一个堡垒。
否则游戏中不需要使用它们。

*4人游戏时每个颜色要拿出一张国牌，放回到包装盒里。
 

3人游戏时每个颜色要拿出两张国牌，放回到保证盒里。
 

*将剩下的所有国牌洗好。
每个游戏者拿到3张扣放的牌，并将其拿在手里。其余
的牌组成扣放的抓牌堆，放在游戏面板旁边。翻开抓牌
堆最上面的4张牌，公开放在牌堆旁边。
 

*准备好分数牌和计分标志物。

*游戏者们确定一个起始者。该起始游戏者获得帝王。
他将其放在自己面前，一直保有它直到最终计分。

1张游戏面板：绘有约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地图。八国中每两
国底色相同（比如赵国和鲁国）。只有楚国（紫色）单独有
一种颜色。

房址上稍后会放进房屋和堡垒。房址通过
道路相连，在最终计分时它们也有用。
  

一国的龙位上稍后会放上使臣。
 

数字1到15表示两国使臣之间可能的联盟。
 

计分条以永垂史册的万里长城表示。
如果一个游戏者的分数超过了50，就将他的
计分标志物重新放到“0”，然后继续计分。
同时他获得一张分数牌，要公开放在自己面
前。如果一个游戏者超过了100分，他就获得
第二张分数牌。

游戏面板适合3到4个人的面                 游戏面板适合4到5人的面

4人游戏时挑出的牌                             3人游戏时挑出的牌

每个游戏者获得3张牌                        公开摆出4张牌 

5张分数牌



例二： 张三想向紫色的楚国里放置一个使臣。李四在楚国的
房屋数量最多。因为此时李四在此共有四座房屋，所以现在楚
国里最多能有四个使臣。
由于本来已经有了两个使臣，所以他可以再放进两个。
因此他打出一张紫色牌，以及两张橙色牌作为“万用牌”。
 

例三： 黄色的秦国里有李四和赵六的房屋各两座。他们均为
最多。由于目前秦国还没有使臣，所以最多可以放置两个使臣。
也就是说在此例中，一个游戏者用对应的牌可以在其中放置两
个使臣，或者两座房屋，或者一个使臣和一座房屋。

游戏进程

起始游戏者先开始。其他游戏者顺时针继续。

（甲）轮到一个游戏者行动时，他可以打出一张、两张或
三张手牌，并将游戏标志物放进对应颜色的国里。
然后他再将手牌补充到三张，接下来轮到顺时针的下一
个游戏者行动。

（乙）如果不这样做，游戏者也可以换一张牌。

牌堆用光两次以后就进行最终计分，此时房屋、使臣和道
路都会被评分。
 

（甲）放置游戏标志物
国牌上的颜色表示，可以在哪国中放置游戏标志物。此时
游戏者总是可以从相同颜色的两国中挑选一个。
  

放置游戏标志物时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在游戏者的回合里，他只能 向一个国里 放置游戏标志物。 

在一个国中，如果本来没有任何游戏标志物存在，
则游戏者只能放一个标志物。
如果在一个国中至少已经有了一个游戏标志物  

——无论何种颜色——游戏者都可放置最多两个标志物。 

每一张国牌只允许放一个标志物。 

两张同颜色的国牌可以被当作“万用牌”打出，从而
将一个游戏标志物放进任意一个国里。 
然而放入标志物的国的颜色必须不同于“万用牌”的颜色。
即便如此，游戏者在他的回合也只允许在一国里放置标志物。

我们推荐3-2-1规则帮助记忆：
一个游戏者只能用最多3张牌将最多2个标志物放进1国里。

打出的牌作为弃牌堆公开放在游戏面板附近。
 

如果一个游戏者用光了某种标志物，那么他也就不能再
放置此种标志物。                                                –> 见例一

关于游戏者想放进的不同游戏标志物，有以下特殊条件：
 

房屋永远只能放在房址上。
每个房址只能放一个房屋。如果一国中的房址都被
占满，则今后就不能再放进新的房屋。

使臣永远只能放在龙位上。
一个龙位上可以有多个使臣。

基本规则如下 ：一国中同颜色最多房屋的数量决定了该国
使臣的最大数量。

在例子中赵国有3个红色的和2个黄色的房屋，因此此地的
龙位上最多可以有3个使臣。

–> 见例二

重要：游戏者也可以向自己没有房屋的国里放置使臣。
 

在一个没有任何房屋的国里不允许放置使臣，因为此地的
最多房屋数量为零。

–> 见例三

如果一国中所有的房址都被房屋所占据，则当前游戏者的
回合被暂时中断，并且立即进入对该国的房屋计分程序。 

例一： 张三手上有一张紫色和两张红色牌。他决定进入红色
的魏国，于是打出一张红色牌。
此处还没有游戏标志物。因此他只能放进一个标志物。
然后他必须结束自己的回合，因为只允许在一国中放置标志物。
 

李四打出一张红色和两张绿色牌。他也决定进入红色的魏国，
现在他可以放进两个游戏标志物，因为那里已经有一个张三的
标志物了。放进第一个标志物时他使用的是一张红色牌。
他将两张绿色牌用作“万用牌”并借此放进第二个游戏标志物。
 

王五手上有三张黄色牌。在黄色的齐国里已经有了游戏标志物。
因为一个游戏者每回合最多只能放置两个标志物，因此用这两
张黄色牌，他要么在齐国或者秦国里放置两个标志物，要么将
它们用作“万用牌”并在齐秦以外的国里放一个标志物。



例四： 在魏国，张三（绿色）有四座房屋，李四（红色）两座，
赵六（蓝色）一座。张三拥有最多的房屋，获得七分。
李四第二，并为张三（最多者）的每座房屋获得一分（共四分）。
赵六在魏国拥有一座房屋。他排名第三并获得等于李四（第二多）
房屋数量的分数（共两分）。
 

例五： 在齐国李四（红色）和王五（紫色）各有两座房屋，
赵六（蓝色）有一座。李四和王五在齐国皆有最多的房屋，
于是每人获得五分（二加二加一）。
此种情况下赵六的房屋第二多，他为房屋数量最多的一个游戏
者的每个房屋获得一分（共两分）。

房屋计分
一国之中房屋数量最多的游戏者，为该国中的
每个的房屋获得1分， 无论是何种颜色。 

一国之中房屋数量第二多的游戏者，为该国中
数量最多的游戏者的每个房屋获得1分。

一国之中房屋数量第三多的游戏者，为该国中
数量第二多的游戏者的每个房屋获得1分。

一国之中房屋数量第四多的游戏者，为该国中
数量第三多的游戏者的每个房屋获得1分。

一国之中房屋数量第五多的游戏者，为该国中
数量第四多的游戏者的每个房屋获得1分。

如果一个游戏者在一国中没有房屋，则他不获任何分数。

数量持平时，所有数量相同的游戏者拥有相同的排名，
并获得相同的分数。再后面的游戏者直接获得一下个排
名。

所有游戏者将自己的计分标志物分别在计分条上前移，
其格数对应刚获得分数。
在一国的房屋计分完成后，在该国放进一个计分标志物
作为记录。

重要： 即使一个国中的房屋已经被计过分，在不违反放置规
则的情况下，也仍然可以放置新的使臣进去。

–> 见例四和五

抓牌
当一个游戏者结束了他的回合时，他立即将手牌补充到三
张。
此时他既可以从四张公开放置的牌中选择，也可以从扣放
的牌堆上抓取，其顺序或组合可以随意。

当该游戏者补充完手牌后，要从扣放的牌堆上翻牌将公开
放置的牌重新补充到四张。
现在轮到他左侧的下一个游戏者。 

抓牌堆用光
抓牌堆第一次用光时，要将废牌堆重洗，并作为新的抓牌
堆放在游戏面板旁边。

如果牌堆边还有公开放置的牌，则保持原状，无需将它们
一起洗入牌堆。

如果刚刚行动过的游戏者仍然缺少手牌，现在可以将他的
手牌补充到三张。然后将公开放置的牌重新补充到四张。
 

当抓牌堆第二次用光时，游戏结束。

（乙）换牌
如果一个游戏者不能或不想放置标志物，他可以换一张牌：
该游戏者将一张手牌放在弃牌堆上，然后从公开放置的四张
牌中选一张或者从扣放的牌堆上抓一张牌。

之后该游戏者的回合结束，轮到他左侧的邻居行动。如果该
游戏者选择的是公开放置的四张牌之一，则要从牌堆上翻出
一张新牌放好。

游戏结束

当抓牌堆第二此被用光时，游戏结束。
正在进行的一轮仍然要继续至结束。
在拥有帝王者右侧的邻居行动结束之后该轮结束。.

当无法放置任何游戏标志物时，游戏也结束。



最终计分

在最终计分时，仍未计分的房屋、使臣以及道路将被计分。
 

一) 房屋计分
现在进行房屋计分，进行计分的国条件如下：其中尚未放置
计分标志物。此计分与前文所写方式完全相同。

二) 合纵连横计分
此处不是为使臣自己评分，而是为两个相邻国使臣之间的联
系计分。在游戏面板上共有15个可能的联盟，分别标以1到
15。
各国间的联盟按照此顺序进行计分。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每次都要将帝王放置到正在算分的联盟
上。然后按照下文所述方法计分，随后将帝王移动到下一个
数字处。

联盟产生分数的条件如下：一个游戏者在这两个相邻国中都 

拥有最多的使臣。
如果有多个游戏者在一国中拥有最多的使臣，则他们都可以
成为最多者。

如果一个游戏者在一国中拥有最多的使臣，他就有可能获得
多个联盟的分数，只要他在对应的相邻国内也同样拥有最多
的使臣。

 
在相邻两国中都拥有最多使臣的游戏者，因为这两国中的
无论何种颜色的 每个使臣获得1分。
如果有多个游戏者满足此前提，则他们每个人都获得全额
的分数。其他游戏者在此不获得分数。

–> 见例六
三) 道路计分
此处计分时，游戏者必须拥有4个或更多沿街道连续延伸的
房屋。
分叉的道路不计入其内。
延伸的房屋可以穿越国界。

游戏者为其中每个房屋获得1分。
每个房屋只能被计一次分。

–> 见例七
新的帝王
在最终计分之后，分数最多的人获胜。
平分时，资源堆中游戏标志物（房屋、使臣和堡垒）最多
的人获胜。

加入堡垒的游戏

一座堡垒只能放置在任意一处空闲的房址上。 

要放置堡垒，游戏者必须打出一张与目的国同颜色的手牌
或者万用牌。

重要：堡垒是中立的。 所以游戏者应该在同一回合在堡垒
上建造房屋。如果他没有这么做的话，后面的游戏者可以
把自己的房屋放在这座堡垒上。

*在房屋计分时，如果该国有建在堡垒上的房屋，该游戏者
可以获得双倍的分数。

*在道路计分时，如果游戏者的房屋沿线中有一个房屋建在
堡垒上，他可以获得双倍的分数。

–> 见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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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六： 帝王被放到“3”上，于是魏秦联盟要算分。
魏国有两个使臣，一蓝一红。秦国有四个使臣，两蓝一红一绿。
于是赵六（蓝色）在魏秦都有最多的使臣，他获得六（四加二）
分。其他游戏者空手而归。
 

此后将帝王移动到“4”上，于是计算秦蜀联盟的分数。
蜀国有三个使臣，两紫一蓝。
由于赵六（蓝色）在秦国占多数，而王五（紫色）在蜀国占多
数，所以没有形成联盟，无人获得此分数。

例七： 上面的图例中赵六在秦国和蜀国共有五座房屋连成一
线。
秦左下的那座房屋是该沿线的岔路，因此不计入其内。
于是赵六为这一系列房屋获得五分。

简短版规则

甲 一：最多打出三张牌（两张相同的为万用牌）。

   二：最多放置两个标志物：房屋和/或使臣（和/或堡垒）
*一回合中只能向一国放置标志物。
*一个空国只能放一个游戏标志物。
*一国中最多的使臣数等于该国房屋数量最多的游戏者
在此所拥有的房屋数。

  特定条件时进行房屋计分

    三：将手牌补充到三张。

乙 换一张牌

最终计分（在抓牌堆第二次用光之后）
*房屋计分
*合纵连横计分
*道路计分（至少四间房屋）

 例八： 张三有三张黄色手牌。他打出一张，并将自己的堡垒
放到齐国的一处空白房址上。然后他又打出一张黄色牌，并将
一间房屋放在堡垒上。
虽然他还有一张黄色牌，但他必须结束自己的回合了，因为他
一个回合最多只能放置两个游戏标志物。

更多信息参见作者的互联网网页：www.spiele-aus-timbuk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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