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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塊遊戲板圖
1 塊皇家板圖 (需要拼插)

24 位名仕

3 個價格標記

3 個行會訂單標記

3 個訂單上限標記

1 個行商

1 個建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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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盧比

(28x1, 15x2, 10x5, 10x10, 6x20)

1 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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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起始玩家標記
1 個6面骰子
個冥想標記

12 塊建築獎勵板塊

12 塊未建造建築板塊

等級 2

14 塊恩惠板塊

等級 2
等級 3

等級 3
等級 4

等級 4

qqq4位玩家各獲得
qqqqqq
qqqqqqqqq
1 塊玩家版圖

1 個布袋

agra
8 塊覆蓋板塊

10 個工人

22 個玩家標記

4 個農民

3 個影響力標記

1 個冥想指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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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游戏板图圖
1.

將3個價格標記放置在商人下方對應的位置,旗子數量較少的一面朝上放置。

2.

將12塊建築獎勵板塊面朝上放置在對應位置。

3.

將12塊未建造建築板塊對應放置在所有2,3,4等級的建築上。

4.

將行商放置在遊戲版圖上:擲骰子決定其位置。從採石場開始（版圖左上角的建築,繪有砂石標記）,骰子結果的每一點都會使行
商下移一個建築。如果擲骰結果為5或6,則重新擲骰決定位置。行商只會經過和停留在已經建造的建築上,所以他在起始設置中
只會停留在最左側的一列（第一列）。然後擲骰子決定建築工的位置。從第一個未建造建築開始（版圖左上角的第二個建築）,
骰子結果的每一點都會使建築工下移一個建築 。如果建築工到達了一列建築的最低端,他的下一步將移動到下一列的最頂端建
築上。

5.

將盧比放置在遊戲板圖旁邊。

6.

將名仕沿河岸放置: 隨機選擇5位等級I的名仕,放置在河岸的對應位置（名仕的背面顯示了他的等級）。以此類推,將14位名仕擺
放到遊戲板圖上（4名等級II,3名等級III,2名等級IV）。請注意,名仕卡上有3個行會的標識(右上角),這些標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
持數量的均衡,按照5/5/4的數量分配。如果在完成設置后未能達到這一數量的配比,從等級I的名仕開始進行替換,直到達到上述配
比。將剩餘的名仕放回盒子中,本局遊戲中不會用到它們。

7.

將訂單上限標記放置在碼頭之間對應的位置。將船放置在第一個碼頭上。

8.

將冥想標記放置在冥想環中“運送1個貨物”的行動上。

9.

隨機決定起始玩家。他將拿取起始玩家標記并開始遊戲。

8
人物和冥想環

1
2
4

5

3

4

阿格拉城中所有
的建築

4

4
6

9

7
亞穆納河和沿河
的名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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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

2.2 玩家板图
每位玩家獲得:
1.

1塊玩家板圖。

2.

8塊覆蓋板塊。放置玩家板圖左側對
應的方格上。

3.

1個冥想指示物,將其放在第一個冥想
等級標識上。

4.

2盧比。

恩惠區域

1

6

7
2

每位玩家還會獲得對應其顏色的:
5.

4個農民。在玩家板圖左側的方形區
域每一行或列的中間放置1個農民。

6.

10個工人。將他們放在你的玩家板
圖旁邊,組成供應堆。

7.

22個玩家標記。將它們放置在你的
玩家版圖中間,組成供應堆。

8.

1個布袋。將你獲得的盧比放在布袋
中,遊戲中你可以隨時查看你的盧比
數量。

5
3

冥想等級

agra

4

回合概述

8

2.3 皇家板图
1.

將皇家板圖放置在遊戲板圖旁邊。

2.

每位玩家將他的影響力標記放置在3
個行會的影響力軌道的起始位置。

3.

為每個行會的訂單擲骰子決定其起
始位置,將行會訂單標記放置在對應
投擲結果的訂單處（由上至下代表
了從1-6的投擲結果）。訂單標記的
位置決定了遊戲前期可以完成的3個
訂單。

4.

1

3

洗混所有的恩惠板塊,形成板塊堆。
從板塊堆中揭示3塊恩惠板塊,放在皇
家板圖旁邊。

2
3
例子:你的投擲結果為3,5和1。將訂
單標記放置在每個行會訂單列的對
應位置,如圖所示。

4
3

3

2-3人的遊戲設置見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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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年,印度,阿格拉;這一年是著名的阿克巴大帝——阿布·烏爾法特·賈拉丁爾·默罕默德·阿克巴
的30歲生日。阿克巴承襲他的父親胡馬雍的王位,是印度莫臥兒王朝的第三位統治者。在攝政王穆阿
扎姆的指導下,年輕的阿克巴大帝迅速擴張并穩固了莫臥兒王朝的疆土。阿克巴用他強大的政治手腕
和出色的人格魅力,將戈達瓦里河以北的印度次大陸疆土幾近收入囊中;他的威名與莫臥兒王朝強大的
軍事、政治、文化和經濟增長一同為世人傳頌。
為了統治幅員遼闊的莫臥兒王朝,阿克巴建立了一套集中化管理系統;他通過聯姻和外交的方式來保持
與被征服的王朝統治者的關係;通過建立若干律法來保持王朝的和平和有序,并為他贏得了非穆斯林人
民的擁護和支持;除了與各個部落間的盟約和作為伊斯蘭國家的身份,他還努力團結國內不同民族群
眾。莫臥兒王朝持續發展的文化讓阿克巴大帝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全國各地的名仕和密使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為阿克巴大帝慶生。你作為一位野心勃勃的地主可決不能
錯過這次良機;這次的慶典可是提升地位和賺取財富的絕佳機會。
你的領地可以進行耕作,收穫棉花和姜,森林中的伐木場可以為你生產木材。你還有一個雖小但卻產量
很足的採石場。交易和加工你的貨物,你可以獲得更有價值材料或華麗的奢侈品,之後你可以用它們來
收買名仕,讓他們進入王宮為你提高名望。當然,你的對手們也有著相同的打算;時間不多了,你必須通過
過人的智慧為你贏得更多的地位和財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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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起始玩家開始,順時針進行遊戲,整局遊戲將會持續若干輪。每位玩家將按照順序進行自己的回合,每回合包含3個階段:冥想、行動和訂
單。在回合內的任何時候,玩家都可以執行任意數量的次要行動。遊戲將以這種方式進行直到遊戲結束的條件被觸發,觸發遊戲結束條件
當輪結束后,所有玩家再進行一整輪，之后遊戲結束。隨後進行分數計算;擁有最多盧比的玩家將贏得本局遊戲。

4.1 玩家回合
4.1.1 冥想階段
當前回合的玩家可以通過放倒工人的方式來獲得冥想點數（MP）。
獲得的冥想點數可以讓他執行當前冥想環中未被覆蓋的行動。

4.1.2 行動階段
之後,玩家將通過從供應堆中放置工人到建築或者人物上來執行主要行動。
這些行動可以讓玩家生產或加工貨物,將貨物運送給名仕,完成行會訂單,或者向皇帝進貢。玩家也可以建造建築或者擴展他的農
場。

4.1.3 訂單階段
玩家可以通過完成訂單的方式獲得盧比或者向阿克巴大帝進貢。

4.2 次要行动
回合內的任意時候,玩家可以通過花費恩惠點數或者奢侈品的方式執行次要行動。

4.3 游戏结束
當下列任意事件發生時,即觸發遊戲結束條件:
✵ 1個等級IV的名仕合約被完成,或
✵ 1位玩家的1個影響力標記到達影響力軌道的頂端,或
✵ 1個行會訂單列的6個訂單全部被完成。
注意:對於不同階段中細節的詳解見第11頁“6.0:遊戲流程”。對於最終得分的詳解見第21頁"8.0:最終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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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行动阶段（人物和建筑）
遊戲板圖中包含3個可以放置工人的區域。
頂部的4個人物可以讓你執行遊戲中的4個主要行動:建造建築,運送貨物,交易貨物和耕種。

建築師

船工

商人

植物學家

(建造建築)

(運送貨物)

(交易貨物)

(耕種)

遊戲板圖中部的16個建築。
最左側的4個稱為生產建築,可以讓你生產遊戲中的4種基礎貨物（見“5.2.1:基礎貨物”）。在遊戲初期這些建築就會對玩家開放，
玩家能夠在其上放置工人。
之後的12個建築稱為加工建築。你可以將基礎貨物加工為高級貨物（水泥, 磚塊, 木板, 紙, 咖喱, 顏料, 油, 布匹）,一些高級貨物可以
被再次加工為奢侈品（佛像,書,油畫,禮服）。遊戲初期這些建築均未被建造;當他們被建築之後便立刻變成可以被工人佔據的區域。
然而即使這些建築沒有被建成,你依然可以通過加工或交易的方式獲得這些貨物。

生產建築

加工建築

遊戲板圖底部的區域是亞穆納河,這條河可以將名仕
們帶去皇宮為阿克巴大帝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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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货物
貨物是遊戲的核心;貨物幾乎與所有的行動相關。你將會使用建築去生產,加工和儲存貨物。每個在建築上的玩家標記都代表了該玩
家擁有一個對應的貨物。
每個建築都可以儲存無限數量的貨物,即使它還沒有被建造出來!

建築材料

砂石

水泥

磚塊

佛像

原木

木板

紙

書

姜

咖喱

顏料

油畫

棉花

油

布匹

禮服

基礎貨物

高級貨物
奢侈品

價值1

價值 2

價值 2

價值 3

5.2.1 貨物價值和價格標記
貨物標識旁邊的旗子數量表示了該貨物的價值。貨物的價值非常關鍵,
許多行動都受到貨物價值的影響。但是由於“商人”的存在 ,你可以通
過放置或反轉價格標記來改變這些貨物的價值。

5.2.2 基礎貨物
遊戲中你會生產和儲存4種基礎貨物:砂石,原木,姜和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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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咖喱的
貨物價值為
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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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生產基礎貨物
你的玩家板圖的生產軌道決定了在你執行生產建
築的行動時你每種貨物的產量。計算所有從要生
產的貨物到相鄰兩個農民的之間的空格數,空格
數即為本次該基礎貨物的產量（最小為0,最大為
8）。

注意: 遊戲中你可以通過移除覆蓋板塊和移動農
民位置改變貨物的產量。詳解見第11頁“6.1:冥
想階段”和第16頁“植物學家”。
例子:青色玩家執行了採石場的行動。在玩家板圖上,砂石與相鄰兩個農民
之間的空格數總計為2,所以他生產2個砂石。

5.2.4 加工貨物
通過某些主要和次要行動,你可以根據遊戲板圖
上箭頭的方向加工1個,2個或者3個貨物,使之成為
更高級的貨物。加工后的物品通常具有更高的價
值。當一名玩家通過一個主要行動加工1個或更
多物品時,每個其他玩家可以通過同樣的路徑加
工1個相同的物品。每有一個玩家如此做,當前玩
家就會獲得1點恩惠點數。

X
例子:你可以將砂石加工成水泥或者磚塊。

5.3 建造建筑
5.3.1 建築材料
砂石、水泥、原木和木板是4種建築材料。當你建造加工建築時就會用到他們（包括
建造加工水泥和木板的建築時）。每種建築材料都有“建造價值”,由木框底的數字
來表示（1或2）。

例子:水泥
的建造價值
為2.

5.3.2 建造費用
你會在未建造建築板塊上找的相同的木框底數字。這些板塊表示了這些建築還未被建造。如果你想建造1個建築,則需要花費它的
建造費用。（更多規則見第13頁“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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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与名仕签订合约
在遊戲開始時,14位名仕將沿著河流依次排開。在你的
行動階段,你可以使用“船工”的行動向名仕運送貨物
進而完成合約。如果合約上的所有貨物都被運輸到了
名仕上,則表示該合約完成。合約將屬於為該名仕運送
最多貨物的玩家。如果出現平手,合約將屬於運送了最
頂部貨物的玩家。將名仕翻轉至合約面放在其面前。
現在即可使用該名仕特殊能力。
見“7.0:名仕”和“附錄 I:名仕與合約”

5.5 恩惠
恩惠點數是在遊戲中讓你執行次要行動的特殊資源。有很多方式可以讓
你獲得恩惠點數,並在你的回合中使用。
獲得恩惠點數:
• 當你站立的工人被“攆走”（獲得1點恩惠點數,或者你的冥想等級到
達第四等級后獲得2點恩惠點數）。
• 當你遇見行商（2點恩惠點數）。
• 當你的行會影響力到達特定的等級時（1或2點恩惠點數）。
• 通過某些建築獎勵板塊獲得。
• 通過某些名仕,或者有你的玩家標記的名仕合約被其他玩家獲得（合約
完成后）
• 當你進行加工行動時其他玩家仿效你的行動（每有1位玩家獲得1點恩
惠點數）。
• 通過河流上的某些事件。
恩惠點數由你的玩家標記表示;將其放置在你玩家版圖的右上部（恩惠區域）。當你獲得恩惠點數時,將對應數量的玩家標記放置在
恩惠區域。每個標記表示1點恩惠點數。 注意:恩惠點數是從“遊戲中”獲得的,而不是其他玩家處。遊戲開始時會有3個起始恩惠行
動,你可以通過提升行會影響力獲得其他的恩惠板塊。

5.6 商会和皇家板图
工匠行會、貿易行會和學者行會是遊戲中3個重要的要素。所
有的名仕都屬於其中的1個行會。
遊戲中,你將盡可能提升你在這些行會中的影響力。影響力越
高,在你完成行會訂單時獲得的獎勵也就越豐厚。
在皇家板圖上你可以看到:中央部分表示了完成訂單后獲得的
獎勵;你的影響力越高,獲得的獎勵就越多。下部展示了目前可
以完成的訂單和這些行會訂單需要的貨物。遊戲開
始時隨機決定行會訂單標記的位置,當完成當前訂單
后會立即被移動。

工匠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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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中簡單介紹了一回合的基本流程,在本章中我們將介紹每個階段和行動的細節。

1. 6.1. 冥想阶段 (可选)
你可以放倒任意數量的站立在版圖上的工人以獲得冥想點數（MP）。之後你可以花費這些冥想點數進行冥想行動。

注意:MP不能儲存到下一回合使用,所有未使用的MP都會被浪費掉。

6.1.1 獲得冥想點數
你的冥想等級決定了你能獲得多少MP。你第一
個放倒的工人將為你提供對應當前冥想等級上的
所示的MP。下一個放倒的工人將為你提供前一
個冥想等級上所示的MP,以此類推。無論放倒多
少工人,每個工人至少為你提供1MP。

例子: 紫色玩家的冥想等級是第三等級。他放倒了3個工人。他將獲得5點
MP(2+2+1).

6.1.2 冥想行動
你現在可以花費MP執行冥想行動。遊戲板圖頂部中央的冥想環展示了這些行動;冥想標記將會遮擋冥想環靠外的一個行動。你可
以以任意次序執行任意數量的冥想行動,只要你能支付所需的MP。“移動一個農民”的行動永遠不會被遮擋,你可以一直執行它。
以下是這些行動的細節:

交易1個貨物:你可以將1個貨物交換為另一個價值相等的貨物。花費的MP等於交換
貨物的價值。注意:你只能交換等價值的貨物,不能交換為價值更高或更低的貨物。
例子:青色玩家花費2MP將1個咖喱交換為1份紙。

運送1個貨物:花費3MP將1個貨物運送給1位名仕。更多細節見“7.0:名仕”和“
附錄 I:名仕與合約”。

加工1個貨物:按照箭頭指示方向加工1個貨物1個等級,花費加工后貨物價值的MP。
例子:花費2MP將棉花加工為價值為2的油。

移除1個覆蓋板塊:花費2MP移除1個農場中的覆蓋板塊;將其放在玩家版圖的旁
邊。

移動1個農民:花費1MP將任意1個農民移動1格。
注意:本行動總是可以執行。見第16頁“植物學家”。

6.1.3 移動冥想標記
本階段結束時,將冥想標記移動到你執行的最後一個冥想行動上。除了中央的“移動1個農民”行動,它
永遠不會被覆蓋。如果“移動1個農民”是你的最後一個行動,覆蓋此行動的上一個行動。所有玩家都
不能執行被冥想標記覆蓋的行動,直到它被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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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2 行动阶段（必要）
現在你必須通過放置1個供應堆中的工人到人物、已建造的建築、或者建築工所在的未建造建築上來執行1個
主要行動。
注意: 在遊戲開始時,最左側的4個建築（生產基礎貨物的建築）已經被建造。

6.2.1 將你的工人放到行動地點
6.2.1.1 該行動地點未被佔據
如果該行動地點未被佔據,直接執行該地點對應的行動。

6.2.1.2 該行動地點被一名工人佔據
如果人物或建築已經被1名其他玩家的放倒的工人佔據,將其返還給該玩家（攆走）然後執行你的行動。
如果人物或建築被1名其他玩家站立的工人佔據,將其返還給該玩家。該玩家“
從遊戲中”獲得1點恩惠點數（或者他的冥想等級在第四等級以上,獲得2點恩惠
點數）作為補償。然後執行你的行動。
加班：如果人物或建築被你自己的工人佔據,你可以花費2盧比再次執行該行動。（
讓工人加班可是要付加班費的。）如果你的工人已經被放倒,則將其立起。如果你的
工人是站立狀態,你不會因此獲得恩惠點數。如果你不能或者不想支付2盧比,那麼你
應該考慮執行另一個行動了。

6.2.1.3 該行動地點被行商佔據
如果你放置工人的建築上有行商,你會在執行
行動后獲得2點恩惠點數。
獲得恩惠點數后擲骰子然後根據點數移動行
商的位置。投擲結果每一點都會使行商下移
一格,行商只會在已經建造的建築上移動或停留,並且總是
從上到下,從左至右地移動。如果行商經過了最後一個建
築（裁縫鋪）,它會回到採石場（見插圖）。
在行商經過的每一個建築上放置1盧比。當玩家在這些位
置上放置工人時,他會拿走該位置所有的盧比。

6.2.1.4 該行動地點被建築工佔據
如果放置工人的建築上有建築工,執行以下兩步:
1.

建造此建築並且不花費建築材料（注意:你也不會因此獲得
建築獎勵板塊）然後,

2.

加工貨物（見6.2.2.3）。

然後擲骰子并移動建築工。投擲結果的每一點都會使建築工下移1格,建築
工只會在未建造的建築上經過或停留,並且與行商相同:從上到下,從左至右
地移動。如果建築工經過了裁縫鋪,他將返回左上方第一個未建造的建築。
如果所有建築都被建造,將建築工從遊戲中移除。

什麼?我的工人全部在遊戲版圖上,導致我不能執行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讓你的工人加班。注意:這時你不能建造建築,因為建造建築需要2名工人（見下一頁“建築師”）。如果
你只有1盧比或者更少,將它們全都花掉,甚至不必為此行動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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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執行一個行動
遊戲版圖上一共有3塊可以放置工人的區域:人物（遊戲板圖頂部）,生產建築和加工建築。人物可以讓你執行特定的行動,建築
可以讓你生產或加工貨物,這些貨物會在你執行其他行動或者訂單階段時需要。以下將逐一介紹這些行動的細節:

6.2.2.1 人物的行動
建築師
建築師可以使你:
1. 提升你在1個行會中的影響力1格,或者
2. 按照以下3步選擇并建築1個建築:
1. 建造1個建築
選擇并建造1個建築,并花費未建造建築板塊上所需的建築材料。如果你花費了至少2
種不同的建築材料,則會使你花費的總建造價值+1。然後移除該未建造建築板塊。
2. 獲得并使用建築獎勵板塊
之後,你可以選擇一塊對應等級的建築獎勵板塊（2、3或4級,與板塊上的拱門數量相
同）。立即使用獲得獎勵板塊上的效果（見第25頁“附錄 II”）,然後將其扣置在你面
前。
3. 在新建造的建築上放置1個工人
然後,從供應堆中將1個工人放置在新建造的建築上。你可以立即加工最多3個貨物至
新建造的建築中。
注意:你可以用此行動建造建築工所在的建築,正常花費建築材料。然後擲骰子移動建築工。

+

+

=

黃色玩家想要建造建造價值為4的造紙廠。他將工人放在“建築師”上然後花費1個原木
（建造價值為1）和1個水泥（建造價值為2）。因為他花費了2種不同的建築材料所以
獲得額外1點建造價值並建造了造紙廠。他將對應的未建造建築板塊移除。

然後他拿取了1塊建築獎勵板塊,因
此獲得了4盧比和1點恩惠點數。

他將1個自己的工人放置在造紙廠上,將3個
原木加工為3份紙。青色和橙色玩家也有原
木,橙色玩家決定仿效這一行動,黃色玩家因
此獲得1點恩惠點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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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工

船工可以讓你將貨物運送給:
1. 皇家板圖完成1個行會訂單,和/或
2. 任意數量的名仕。
你運送的第一個貨物是免費的。但是要運送更多的貨物,你可以花費1個貨物。花費貨物的價值
即為額外運輸貨物的數量。所以你可以一次運輸1-5個貨物,取決於你花費貨物的價值。行動的最
後,船工會將你未使用的多餘的貨物價值換算為盧比返還與你,每點貨物價值1盧比。（你支付的
貨物價值太高了,而且船工不收小費）。

例子:紫色玩家支付了1幅油畫（價值為3）,他可以
運送最多4個貨物（1個免費的和3個額外的貨物）。
他決定只運送2個貨物,并獲得2盧比。

1x

=

+

完成1個行會訂單
選擇1個行會標記所在的訂單,並1次運輸所有所需的貨物。注意:你只需花費1個價值為1貨物就可
以完成此行動。（完成行會訂單只需運輸2個貨物）。更多的細節見“6.3.2 完成一個訂單” 。

=3

例子:青色玩家想要完成學者行
會目前的訂單。他向船工支付了1
個咖喱（價值為2）然後運輸了1個
原木和1幅油畫。由於他多支付了
船工1價值的貨物,獲得1盧比。然
後他獲得了完成訂單的對應的盧
比,將1枚他的玩家標記放在剛剛
完成的訂單處,將行會訂單標記
下移1格。

+
向名仕運送貨物
(本行動的細節請查閱第19頁“7.0 名仕”）你可以運送任意數量的物品給任意數量的名仕。你
運送的每個貨物可以為你提供1-5盧比。每位你在本次行動中至少運送了1個貨物的名仕,都可
以為你在皇家板圖上提升1格對應行會的影響力。一旦一位名仕的合約被完成,立刻結算他的歸
屬。

例子:黃色玩家想要分別給兩位名
仕運送1個咖喱和1個原木。他支付
給船工1個棉花（價值為1,加上免費
運輸的1個一共可以運輸2個貨物）,
然後將1個咖喱和1個原木分別放到
兩位名仕上。為此他獲得2盧比,並且
在學者行會和工匠行會的影響力各
提升1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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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運輸

=

當且僅當你進行“船工”行動時,你可以將同1種貨物運送給1位名仕2次。將第1個貨物放在名仕上,照
常獲得獎勵,然後將第2個貨物放在第1個貨物旁邊,第二個貨物只會讓你獲得1盧比,但是可以直接
決定名仕的歸屬。

例子:青色玩家想完成象夫的合約,
但象夫的頂部貨物已經由其他玩家
提供。青色玩家通過船工運送給象
夫2個原木。現在象夫的合約已經完
成,由於青色玩家提供給象夫的貨物
較多,所以青色玩家獲得該合約 。現
在他將貿易行會的影響力提升1格（
僅1格）。

商人
商人可以讓你將最多3個貨物交易為任意其他貨物。目標貨物的總價值必須小於進行交易貨物的
總價。

1-3

例子:橙色玩家想將2個
水泥（每個價值2）和1個姜
（價值1）,總計5價值的貨
物交易為總價值為4的貨
物:1個咖喱（價值2）和2個
棉花（每個價值1）。

=X

5

4

在交易之前或之後,你可以選擇3個價格標記之一進行翻轉和（或）移動、放置。這些標記可以使任何
1種貨物的價值增加或減少1。
當你使用價格標記的時候,不能將它們累加使用,並且不能使得貨物的價值增減超過1。你可以利用
價格標記交易到更多的貨物。

X-1

在有玩家再次用商人移動價格標記,或者在河流發生特定的事件之前,價格標記會一直在原有的貨
物上。

例子:青色玩家想要交易貨物。他使用價格
標記將原木的價值提升為2。然後他可以將
2個原木（每個價值2）交易為任意價值為3的
貨物。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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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學家

植物學家可以讓你在以下3個選項中選擇不同的2個并按照任意順序執行:

提升修為:將你的冥想等級提升1級,並支付升級所需的貨物。升級所需的貨
物繪在兩個等級之間。
（注意:如果你的冥想等級在第4級(數值為3)或更高,
你的站立工人被“攆走”時獲得的恩惠點數增加為2）。
移除1個覆蓋板塊:從你的玩家板圖上移除1個覆蓋板塊放在一旁。

2x

移動農民,你可以:
• 將兩個農民各移動1格,
• 將1個農民移動2格。

注意:不能將農民移動至或穿過貨物和覆蓋版塊。

6.2.2.2 生產建築以及對應的行動
你可以在4個生產建築（採石場,伐木場,生姜農場,棉花田）中生產并儲存4種對應的基礎貨物（見第9頁“5.2.3:生產基礎貨物”）。
注意:每個建築都可以存放無限數量的玩家標記。在生產時你不一定要生產當前產量的對應貨物。你可以少生產一些對應貨物來
為其他行動節省玩家標記。如果你的玩家標記不足,你可以隨時從遊戲板圖或恩惠區域取回一些玩家標記來使用。

6.2.2.3 加工建築以及對應的行動

例子:橙色玩家執行了伐木場行動,對應
貨物標記到兩個相鄰農民間的空格數
為4,所以獲得4個原木。他將4個玩家標
記從供應堆放到伐木場上。

這些建築可以讓你將貨物加工為不同的、更高級的貨物。你需要將貨物沿著箭頭移動到剛剛放置工人的加工建築上,表示你加工
了這些貨物。每次你可以以此方式加工1-3個貨物。如前文所述,其他擁有對應貨物的玩家也可以仿效你的行動沿相同箭頭加工1
個貨物。每有1為這樣加工的玩家你可以獲得1點恩惠點數。

例子:青色玩家擁有4個棉花,他將工人放置
在了織布廠上,並將3個棉花加工為布匹。紫
色玩家進行了仿效,將1個棉花加工為布匹。
青色玩家因此獲得1點恩惠點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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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行动

一共有3種類型的次要行動:“油和咖喱”、“恩惠行動”和“奢侈品”。你可以在你回合的任意時候執行這些行動,但他們不計算在回
合中必須執行的1個行動之內。

1. 油和咖喱
在你的回合中,你可以支付1個油或者1個咖喱
讓一個工人立起,或者支付1個油和1個咖喱讓
3個工人立起。
提示:這在冥想階段開始時是非常有效率的行動。

2. 恩惠
在你的玩家板圖上有對應的恩惠行動區域。
在你的回合中你可以在任意時候執行每個行動最多1次。你甚至可以在執行其他行動
的同時執行恩惠行動。
要注意有些恩惠行動要求你花費繪有的所有恩惠點數,而有些需
要你擁有比花費的恩惠點數多的恩惠點數。
當你執行恩惠行動后,將1個玩家標記放置在對應的行動上以表
示本回合中已經執行過這些行動。你的回合結束時,將這些玩家
標記放回供應堆。
每位玩家在遊戲開始時都有3個相同的恩惠行動:

支付2點恩惠點數獲得1個砂石
或1個原木或1個姜或1個棉花

當你擁有4恩惠點數時,花費3個提升任意1個
行會的影響力1格。

花費3恩惠點數加工1
個貨物。

之後的遊戲中,當你的行會影響力到達對應的等級,你可以獲得額外的恩惠行動。當你任意行會
的影響力到達第3或第6級,你可以選擇獲得1或2點恩惠點數,或者選擇從3個可選的恩惠板塊中
拿取1個（拿取后從恩惠板塊堆中抽取1個）。你最多可以在你的玩家板圖上擁有3個額外的恩
惠行動。如果你拿取了第4個恩惠板塊,你可以選擇一個進行棄置。將棄置的板塊洗回板塊堆。

3. 奢侈品
4種奢侈品都有對應的特殊行動。在你的回合中,你僅可以花費每種奢侈品各1個來執行次要行動。你需要通過將花費的奢
侈品放到對應行動的紙卷上來表示已進行該行動,回合結束時將其收回供應堆。

2≠

佛像:在行動階段后訂單階段前,執行一
個額外的主要行動。

3x

書: 立起3個被放倒的工人并獲得1恩
惠點數。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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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 選擇2個不同行會,提升所選行會
的影響力1格。

禮服: 獲得禮服當前價值的盧比。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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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3 订单阶段（可选）
現在你可以將貨物運送到:
• 向阿克巴大帝進貢,或者
• 完成1個行會訂單。

6.3.1 向阿克巴大帝進貢
向阿克巴大帝運送1個貨物。請注意你只能運送還沒有被進貢
過的貨物。將1個你的玩家標記放置到皇家板圖頂部對應貨物
的碗中。在遊戲的最後你會根據進貢貨物的數量獲得盧比（
見“8.0:最終得分”）。

6.3.2 完成1個訂單
訂單被按照不同的行會進行分類,並由每列最左側的標識進
行區分。每個訂單需要2個貨物,每個行會可以
完成的訂單數量由訂單上限標記決定。每個行
會最多可以放置訂單上限標記對應數量的玩
家標記。

訂單上限

你只能完成行會訂單
標記所在的訂單。
你需要在對應的行會
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才能完成該行會的訂單。你的影響力至
少提升過1個后才能完成對應行會的訂單。

工匠行會訂單

貿易行會訂單

學者行會訂單

你必須一次運輸訂單所需的所有貨物才能完成訂單。
（注意:如
果你用船工運輸的方式完成訂單,也需要一次運送所有貨物）。

將1個你的玩家標記放
置在剛剛完成的訂單
上,並將行會訂單標記
下移一格。如果這時行
會訂單標記處於最低
端,則將其放到同一列
的最頂端。然後查看你
的影響力標記位置:
•

如果你的影響力在這個行會中是最高的（或者並列最高）,
你將獲得當前影響力等級左側的盧比。

•

在其他情況下,獲得當前影響力等級左側的盧比數字-1的
盧比（x-1）。然後將影響力標記提升一格。

如果一個行會的所有訂單都被完成了,將訂單標記放到一旁。
並且這觸發了遊戲結束（見“8.0:最終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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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橙色玩家想要完成貿易行會的訂單。由於他工匠行會
的影響力不夠,所以不能完成工匠行會的訂單。雖然他的學
者行會影響力提升過,但是學者行會的訂單已經到達訂單上
限,所以他也不能完成學者行會的訂單。他花費了1個油和1
個顏料,並將1個玩家標記放在了完成的訂單上。他將行會訂
單標記下移了1格,現在可以完成的訂單需要的是1個原木和
1個佛像。橙色玩家將獲得2盧比（3-1,因為它的影響力在貿
易行會中不是最高的）,然後將他的影響力標記上移1格。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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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開始時,名仕沿著河岸依次排開。這些名仕們需要某些特定的貨物,並且會用收益頗豐的合約作為回報。同時你
每次給他們運送貨物,他們也會給你盧比。並且他們也會為你提升對應行會的影響力。你可以用“船工”行動（見第14
頁）或者“運送貨物”的冥想行動給名仕們運送貨物。
遊戲開始時,你只能將貨物送給船所在碼頭的名仕。當2個等級I的名仕合約被完成后,船將會移動到下一個碼頭,並
且讓你將貨物運送給等級 II的名仕。以此循序漸進,直到船到達最後的碼頭,這會觸發遊戲結束（見第21頁“8.0:最終
得分”）。

7.1 河流
隨著名仕們離開河岸,船會通過一個又一個碼頭沿著河流前進。在遊戲板圖兩個碼頭之間,繪有需要完成的合約
數量,達成數量后船就會開往下一個碼頭。當船到達一個新碼頭時,便會觸發1個事件。在某些的碼頭之間,會拿到新的訂單上限標記,將
其放到皇家板圖上。

第1個碼頭:船的起點。當2個等級 I 的名仕合約完成后,船會移動到第2個碼頭。

第2個碼頭:建築工所在的建築自動被建成;移除該未建造建築板塊,擲骰子移動建築工。當1個等級 II的名仕合約完成后,
船會移動到第3個碼頭。
第3個碼頭:移動行商（如前文所述,擲骰子移動）。每個玩家每有1個棉花便獲得1點恩惠點數（最多3點）。將數字“4”的訂單
上限標記放到皇家板圖上。當再有2個等級 II 的名仕合約被完成后,船會移動到第4個碼頭。
第4個碼頭:遊戲板圖上所有價格標記返還到商人處。每位玩家獲得1點恩惠點數。將數字“5”的訂單上限標記放到皇家板
圖上。當1個等級 III的名仕合約完成后,船會移動到第5個碼頭。
第5個碼頭:每位玩家根據自己的棉花數量（0/1/2+）獲得1個價值為1/2/3的貨物。將數字“6”的訂單上限標記放到皇家板圖
上。當1個等級 IV的名仕合約完成后,船會移動到第6個碼頭。
第6個碼頭:售賣禮服的奢侈品行動會額外獲得1盧比。遊戲結束被觸發（見第21頁“8.0:最終得分”）。

注意:當完成對應數量的名仕合約后船會立即移動。在玩家繼續他的回合之前會首先進行船的結算（遊戲會暫停等待結算完成）。

7.2 运送和奖励
運送貨物給名仕時,將玩家標記從對應的建築上移動到名仕對應
的貨物上。然後你立即獲得等同於該名仕上已有玩家標記數量
的盧比。
然後你可以運送另一個貨物,獲得另一份盧比……運送的每個貨
物將會分別結算獲得盧比，除了雙倍運送。這意味著如果你運送
給名仕2個不同貨物你將獲得3盧比（1+2）;如果你運送給名仕3個
不同貨物你將獲得6盧比（1+2+3）!

=

=

例子:黃色玩家在他的回合運送了1個油給廚師,獲得1盧比。然後
青色玩家運送了1個原木給廚師并獲得2盧比。如果黃色玩家運
送了所有貨物,他將獲得3盧比（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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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特殊规则:加倍运送

當你執行“船工”行動時,你可以運送1個訂單所需貨物2次（進
行“運送1個貨物”的冥想行動時不能這樣做）。將第1個貨物放
在名仕上,照常獲得獎勵,然後將第2個貨物放在第1個貨物旁
邊,第2個貨物只會讓你獲得1盧比,但是可以直接決定名仕的
歸屬。

7.4 完成合约和决赛

=

如果1個名仕合約上的所有物品都被運送到了（2或3種,取決於
不同的名仕）,立即結算名仕的歸屬。遊戲暫停,執行以下步驟:
運送貨物數量最多的玩家獲得該名仕,翻轉它放在自己面前,
他可以立刻使用該名仕的特殊能力。如果數量相同,運送最上
方物品的玩家獲得該名仕。並且將玩家標記放回供應堆。
其他在該名仕上有玩家標記的玩家也取回玩家標記,放到恩
惠區域作為恩惠點數。他們不會獲得合約,但會獲得恩惠點數
作為補償。

例子:青色玩家想完成馬賽克大師的合約,但是紫色玩家已經運
送了最上方的貨物。青色玩家選擇執行船工行動進行雙倍運送,
他將2個水泥運送給名仕;第1個水泥使他獲得2盧比,第二個水泥
使他獲得1盧比（見“雙倍運送”）。青色玩家完成并獲得馬賽克大
師的合約,將其翻轉放在面前。他現在可以立刻拿取1個可選的恩
惠板塊或者從板塊堆中選取1個恩惠板塊,然後洗混板塊堆。他現
在已經可以使用馬賽克大師的特殊能力花費1或3MP獲得1或2
點恩惠點數。

7.5 提升影响力
當你運送完成了所有想運輸的貨物,你可以在皇家板圖上提升你的影響力:本次行動中,每位你至少運送了1個貨物的名仕都會讓你提升
對應行會的影響力1個。
注意:一旦你的影響力標記到達有恩惠獎勵的等級,你立即獲得恩惠點數或者從3個可選的恩惠獎勵片中獲得1個。

1

3
1
例子:黃色玩家執行船工行動,向毛拉運送了
1個磚塊（獲得1盧比）,向札吉爾運送了1個木
板 1 （獲得3盧比,因為紫色玩家之前進行
了雙倍運送）札吉爾的合約被完成並進行結
算:紫色玩家運送了更多的貨物,合約屬於紫
色玩家 2 。因為這是完成的第一個等級 II
合約,船立刻從第2個碼頭移動到第3個碼頭
3 。這立刻觸發了事件:移動行商（擲骰子）。每
位玩家獲得等同於棉花數量的恩惠點數（最多
3點）。因為黃色玩家同時運送貨物給毛拉（學
者行會）和札吉爾（貿易行會）,他在兩個行會
的影響力各提升1格 4 。由於到達了貿易行會
的第3級,他可以選擇它的獎勵:獲得1恩惠點數
或者選擇1個新的恩惠板塊 5 。他選擇了後者,
將新的恩惠板塊放置到玩家板圖上 6 。

2

6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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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名仕的能力

當你獲得名仕后,你可以使用他們的特殊能力。能力分為持續性能力和立即生效的能力;大多數的名仕合約里包含了以下收益項:
盧比:在某些條件達成或遊戲結束時獲得盧比。
慷慨:每次你運送1個貨物（給名仕,或皇家板圖上的其他地方）,獲得1或2額外盧比。

1x

每回合1次:這些效果每回合只能使用一次。提示:使用后將其旋轉90°
,表示本回合已經使用過。

1x

整局遊戲1次:這些效果本局遊戲中只能使用一次,獲得名人後立刻發動該效果。

關於這些效果的細節見“附錄 I :名仕與合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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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達成以下條件之一時遊戲結束被觸發:
✵ 1個等級IV的名仕合約被完成,或

✵ 1位玩家的1個影響力標記到達影響力軌道的頂端,或
✵ 1個行會訂單列的6個訂單全部被完成。
當上述3個事件之一發生時,完成本回合后,所有玩家進行最後一回合。之後玩家計算自己的盧比,先計算之前收集在布袋中的盧比,之後按
照以下步驟計算額外的盧比:
✵ 計算每個有“遊戲結束”標記的名仕合約提供的額外盧比（見第22頁“附錄 I :名仕與合約”）。
✵ 每個行會的影響力結算:每個行會影響力最高的玩家的每個完成的本行會訂單為他獲得2盧比。每個行會影響力第二高的玩家完成的
每個本行會訂單為他獲得1盧比。如果有玩家並列第一位,每位並列玩家完成的每個本行會訂單為他獲得1盧比,第二位的玩家不獲得獎
勵。
✵ 每位冥想等級到達最右側最高等級的玩家獲得5盧比。
✵ 每位獲得他們移除覆蓋版塊數量的盧比。
✵ 每位玩家根據進貢給阿巴克大帝的貨物數量（1/2/3+1）獲得1/3/5/+3盧比。
現在統計玩家手中所有的盧比。擁有最多數量盧比的玩家獲勝。
如果出現平手,計算每位平手玩家剩餘貨物的總價值和恩惠點數（每點計作價值1）。擁有最高貨物價值的玩家獲勝。如果依然平手,請諸位
分享勝利。

1

最終得分示例:

2

1. 橙色玩家布袋中擁有36盧比。
2. 他有2個含有“結束標記”的名仕合約:

m 省長為其提供4盧比（完成了4個訂單）。

m 大阿訇為他提供提供4盧比:他完成了2個學者行會名仕合約（包括大阿訇自
身）和2個學者行會訂單。

3

3. 從行會影響力處獲得:

m 貿易行會提供4盧比（影響力最高並且完成2個訂單）。

4

m 學者行會提供2盧比（影響力第二高並且完成2個訂單）。

4. 他總共移除了5個覆蓋版塊（+5盧比）

5. 他向阿克巴大帝進貢了5個貨物（+11盧比（5+3+3））
所以最終得分為:36 + 4 + 4 + 4 + 2 + 5 + 11 = 66 盧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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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名仕与合约

注意:每次提到“運送”1個貨物時獲得獎勵,是指將貨物運送給名仕,阿克巴大帝，法國商人或完成訂單 。

等級 I
1. 葡萄牙商人
他們在17世紀初葉就建立起了西歐與莫臥兒王朝的商業往來。葡萄牙,英國,法國和荷蘭都與莫臥兒王朝有商業往
來。

在船工行動中,你可以支付給船工不止1個貨物,但是貨物總價值不能超過4（例子:你可以花費2個原木和2個姜運送
5個貨物:1個免費運輸的和4個額外的）。
每次你運送禮服時獲得1盧比。

2. 蘇菲
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者,蘇菲派的實踐者。
立刻免費提升1級冥想等級。
每次你運送咖喱時獲得1盧比。

3. 多剎迦
傳統的石匠。

每次建造建築（除了使用建築工）時,獲得+1建造價值和1盧比。

4. 象夫
大象是印度文化中永恆的元素。他們被用來交易,作為交通工具和很多其他用途。象夫指大象的騎手,訓練者或看
守。
每次你生產砂石或木頭時,你額外獲得1個對應貨物。

5. 哈提普
在伊斯蘭教,哈提普是在星期五和開齋節的祈禱中帶來啟示的人。
每次你生產棉花或姜時,你額外獲得1個對應貨物。

6. 法國商人
他們在17世紀初葉就建立起了西歐與莫臥兒王朝的商業往來。葡萄牙,英國,法國和荷蘭都與莫臥兒王朝有商業往
來。
（注意:在歷史上,法國在阿克巴大帝死後的1605年才開始與莫臥兒王朝的商業來往）。
在你的回合中,你可以將1個價值1、2或3的貨物放到此卡的對應空位上。當法國商人三個空位被填滿后,你立刻獲得
5盧比,然後將其上的玩家標記返還至供應堆。別忘記你可以配合其他名仕,通過給法國商人運送貨物獲得額外盧比
（比如,葡萄牙商人的能力,每次運送禮服獲得1盧比）。

7. 染工
印度的紡織業十分具有特色,包括重複使用相同的裝飾圖案,以及使用充滿活力的紅色茜草染料。

每回合1次,每次生產貨物,你可以將生產的2個貨物交換成1個相同顏色（同一生產鏈）價值為2的物品。
每次你運送顏料時獲得1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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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廚師

莫臥兒美食是在莫臥兒帝國的中心開發的。莫臥兒的菜餚受到中亞地區土耳其和蒙古文化的強烈影響,莫臥兒文
化可以說與蒙古和土耳其文化同根同源。如今莫臥兒王朝的美食強烈地影響了現代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等
地的飲食文化。

你可以在本卡上儲存最多2個被攆走的站立工人（非倒地的工人）。在冥想階段,你可以將他們放倒并歸還至供應堆
來獲得MP（如同在遊戲板圖上）。
每次你運送油時獲得1盧比。

等級 II
9. 穆安津
穆安津是在清真寺中帶領大家進行週五和每日五次禱告的宣禮員。
在冥想階段,你每次獲得至少1MP,你獲得額外1MP。

10. 札吉爾
札吉爾是印度一些土地使用者的稱呼,作為使用土地的回報,札吉爾需要進行納稅或者服兵役或者作出某些貢獻。
•

如果其他玩家執行船工行動,你可以在他之後給名仕運送1個物品。如果你如此做,行動的玩家獲得1點恩惠點數。
或者

•

如果你執行船工行動,你可以額外免費運送1個貨物。

11.哈里發
被認為是默罕默德的繼承者,是伊斯蘭教的主教。
每回合1次,你可以花費1個棉花立起1個工人。

12. 書法家
伊斯蘭書法是寫字與藝術的結合,他是伊斯蘭國家共有的文化遺產,包括了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和波斯書法。它在阿
拉伯語中被稱為“哈塔伊斯蘭”,意思是伊斯蘭風格、設計和建築。
讓工人加班時只需支付1盧比（而不是2盧比）。
每次你運送紙時獲得1盧比。

13. 毛拉
精通伊斯蘭教的神學和神聖法學的穆斯林，通常為女性。
每回合1次,當你進行恩惠行動時,你可以少花費1點恩惠點數;但你至少需要擁有原本花費的恩惠點數,並且至少花
費1點恩惠點數。
每次你運送磚塊時獲得1盧比。

14. 英國商人
他們在17世紀初葉就建立起了西歐與莫臥兒王朝的商業往來。葡萄牙,英國,法國和荷蘭都與莫臥兒王朝有商業往
來。
每回合1次,你可以將1個貨物交易為另一個價值相等的貨物。

15. 馬賽克大師
馬賽克鑲嵌裝飾在莫臥兒建築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阿巴克時代,這些馬賽克使用波斯風格的幾何圖案組合而
成的鑲嵌工藝品。
從恩惠板塊堆或3個可選恩惠板塊中獲得1個恩惠板塊。洗混恩惠板塊堆。
每回合1次,你可以花費1或3MP,獲得1或2點恩惠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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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III

16. 木塔哈達
木塔哈達是評估伊斯蘭教條的人,他有權利和能力在實踐中鍛煉自己的教條評估能力。木塔哈達通常為女性,且必
須精通阿拉伯語,可蘭經,實踐和法學。
立刻免費撿走最靠近左上角的建築,遵循正常的建造規則（見第13頁“建築師”）。
每次你運送雕像時獲得2盧比。

17.荷蘭商人
他們在17世紀初葉就建立起了西歐與莫臥兒王朝的商業往來。葡萄牙,英國,法國和荷蘭都與莫臥兒王朝有商業往
來。
在最終得分中,你至少在1個行會中完成至少1個訂單,為你提供1盧比。在2個行會中均完成至少1個訂單,為你提供3
盧比。在3個行會中均完成至少1個訂單,為你提供6盧比。
（不進行累計）
每次你運送禮服時獲得2盧比。

18. 畫家
莫臥兒王朝孕育出一種獨特的繪畫風格,通常是小型畫作。它們既可以作為書中的插圖,也可以單獨作為作品保存。
這種風格起源於波斯的微型壁畫,受到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的影響。
立刻將3個放倒的工人立起,提升任意1個行會的影響力1格。
每次你運送油畫時獲得2盧比。

19. 亞達爾

“亞達爾”是莫臥兒王朝亞雅省省長的頭銜,通常也稱閣下或督軍。“亞達爾”源於波斯語。
在最終得分中,你完成的每個行會訂單為你提供1盧比。
當你運送書時獲得2盧比。

20. 薩德爾-蘇德爾
薩德爾-蘇德爾是皇帝的首席宗教顧問,並且掌管宗教資金,在宗教、教育和慈善中舉足輕重。他同時是帝國的首席
大法官,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立刻運送給阿克巴大帝1個與當前空碗對應貨物價值相等的貨物到該位置。
（例子:你可以將1份紙放置在咖喱的空
碗中）。
在最終得分中,每個運送給阿克巴大帝的貢品為你提供1盧比。

等級 IV
21.大穆夫提
大穆夫是遜尼派或艾巴德派穆斯林國家的宗教律法最高官員。
立刻獲得3點恩惠點數。
在最終得分中,你完成或獲得的每3個不同行會訂單或名仕合約為你提供3盧比。

22. / 23. / 24. 大阿訇 / 宮廷畫師 /地萬
大阿訇是遜尼派穆斯林中最有名望的官位; 從阿巴克的父親胡馬雍到阿巴克一直在從世界各
地邀請畫師入住他的皇宮,他們相信藝術家擁有全世界的喜悅;地萬是一省的首席營收官。
立刻獲得3點恩惠點數。

在最終得分中,你完成的每個對應行會的訂單和擁有的對應行會的名仕合約為你提供1盧比（
包括本名仕合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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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建筑奖励板块
等級 2
提升1格工匠行會的影響力

從你的玩家板圖上移除一塊覆蓋版塊。

獲得3盧比

獲得2盧比。

提升1格貿易行會的影響力

獲得1點恩惠點數

獲得3盧比

獲得3盧比

提升1格工匠行會的影響力

獲得1點恩惠點數

獲得4盧比

獲得4盧比

提升1格學者行會的影響力

獲得5盧比

等級 3

獲得4盧比

等級 4
提升1格學者行會的影響力

獲得1點恩惠點數

獲得5盧比

獲得5盧比

提升1格貿易行會的影響力

獲得6盧比

獲得5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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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恩惠板块

花費2點恩惠點數,立起1個遊戲板圖上的
工人。

支付2點恩惠點數,加工1個貨物。這個恩惠
行動可以與其他加工行動組合使用（冥想
行動,恩惠行動,加工建築,甚至仿效其他玩
家的加工行動）。

擁有2點恩惠點數時,花費1點獲得+1MP（只
能在冥想階段使用）。

擁有3點恩惠點數時,花費2點,出售1個貨物
獲得等價值的盧比。

擁有3點恩惠點數時,花費2點,移除1個覆蓋
板塊。

擁有4點恩惠點數時,花費2點,向名仕運送
1個貨物。

擁有4點恩惠點數時,花費2點,將1個貨物運
送給阿克巴大帝或者完成1個任意行會的
訂單。

擁有2點恩惠點數時,花費1點,將你的農民
移動2格（1個農民2格或2個農民各1格）。

擁有3點恩惠點數時,花費2點,移動任意1個
價格標記（如同執行商人行動）。

花費2恩惠點數,將1個貨物交易為另一個等
價值的貨物。

擁有4點恩惠點數時,花費3點,獲得1個價值
為2的貨物。

花費4個恩惠點數,免費提升1級冥想等級。

擁有3點恩惠點數時,花費2點,將1個價值為
1的貨物加工為價值為2的貨物。

花費3恩惠點數,免費讓1個工人加班（只能
在行動階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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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2-3人游戏变化
1.

沿河放置的名仕每個等級減少1個。你只會放置總共10個名仕;他們的
行會比例為4/3/3。

2.

2/3人遊戲時,隨機放置4/2個中立玩家標記（使用未使用顏色的玩家標
記）到皇家板圖上的阿巴克貢品處:

3.

•

2人遊戲時,為左半邊的6種貨物和右半邊的6種貨物各擲2次骰子,
在對應結果的空碗中放置中立玩家標記。如果其中一個貨物已經
有玩家標記,無需重新投擲:遊戲中被佔據的空碗可能小於4個。

•

3人遊戲時,擲兩次骰子,第一次作為左側6個貨物的投擲結果,在對
應結果的位置放置中立玩家標記。第二次投擲作為右側6個貨物
的結果,在對應結果的位置放置中立玩家標記。

2/3人遊戲時,放置6/3個中立玩家標記到皇家板圖上的行會訂單列中:
•

2人遊戲時,為3個行會訂單列格投擲兩次骰子,并在對應結果的訂
單上放置中立玩家標記。如果其中一個訂單已經有玩家標記,重
新投擲,直到另一個訂單被覆蓋。

•

3人遊戲時,為3個行會訂單列格投擲一次骰子,并在對應結果的訂
單上放置中立玩家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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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回合:

1.

如何获得卢比:

冥想階段（可選）
1.

獲得冥想點數（MP）:你第一個放倒的工人將為你提供對
應當前冥想等級的MP。下一個放倒的工人將為你提供上
個冥想等級的MP,以此類推。無論放倒多少工人,每個工
人至少為你提供1MP。

2.

冥想行動:使用所有獲得的MP執行可選的冥想行動。

3.

移動冥想標記:覆蓋最後執行的冥想行動（“移動1個農民”
行動不會被覆蓋）。

2. 行動階段（必要）

現在你必須通過放置1個供應堆中的工人到人物、已建造的建
築、或者建築工所在的未建造建築上來執行1個主要行動。
1.

如果行動地點被1個工人佔據:
I.

如果人物或建築已經被1名其他玩家的放倒的工人
佔據,將其返還給該玩家（攆走）然後執行你的行動。

II.

如果人物或建築被1名其他玩家站立的工人佔據,將
其返還給該玩家。該玩家“從遊戲中”獲得1點恩惠點
數（或者他的冥想等級在第四等級以上,獲得2點恩
惠點數）作為補償。然後執行你的行動。

III. 如果人物或建築被你自己的工人佔據,你可以花費2
盧比再次執行該行動。
（讓工人加班可是要付加班費
的咿嗚嗚咿。）如果你的工人已經被放倒,則將其立
起。如果你的工人是站立狀態,你不會因此獲得恩惠
點數。如果你不能或者不想支付2盧比,那麼你應該
考慮執行另一個行動了。

3.

2.

如果你放置工人的建築上有行商,你會在執行行動后獲
得2點恩惠點數。獲得恩惠點數后擲骰子然後根據點數移
動行商的位置。在行商經過的每一個建築上放置1盧比。

3.

如果行動地點被建築工佔據:建築該建築但不花費建築
材料（沒有建築獎勵）。加工貨物。之後擲骰子移動建築工
（在未建造建築上）。

訂單階段（可選）
1.

向阿克巴大帝進貢:向阿克巴大帝運送1個貨物,或者

2.

完成1個訂單,運送2個貨物完成1個任意行會的訂單。檢
查你的對應行會影響力等級,如果你::
A.

影響力最高:獲得盧比 。

B.

影響力不是最高:獲得總數-1的盧比然後上升1格。

你的回合中你可以執行3種次要行動:
1.

油和咖喱:立起工人。

2.

恩惠行動:花費恩惠點數獲得獎勵。

3.

奢侈品:花費奢侈品執行特殊行動。

• 向名仕運送貨物:獲得等同於該名仕上已有玩家標記的盧比。
(雙倍運送中,第二個貨物只獲得1盧比）。
• 完成訂單:通過“船工”行動或者在訂單階段。
• 建造1個建築:從建築獎勵中獲得2-6盧比。
• 執行船工行動:每個額外的未使用的運送機會,獲得1盧比。
• 在有1或更多盧比的建築上放置工人:拿走該建築上所有盧比。
• 執行“禮服”奢侈品行動:獲得對應禮服價值的盧比。
• 使用名仕的特殊能力獲得盧比。
• 在最終得分中獲得盧比:阿克巴大帝的貢品,行會的影響力等級,
某些名仕合約,移除的覆蓋版塊以及最高冥想等級。

如何获得恩惠点数:
• 當你站立的工人被“攆走”（獲得1點恩惠點數,或者你的冥想等級
到達第四等級后獲得2點恩惠點數）。
• 當你遇見行商（2點恩惠點數）。
• 當你的行會影響力到達特定的等級時（1或2點恩惠點數）。
• 通過某些建築獎勵板塊獲得。
• 通過某些名仕,或者有你的玩家標記的名仕合約被其他玩家獲得
（合約完成后）。
• 當你進行加工行動時其他玩家仿效你的行動（每有1位玩家獲得
1點恩惠點數）。
• 通過河流上的某些事件。

容易忘记的细节:
• 執行冥想環靠外的行動后移動冥想標記。
• 每次運送給名仕貨物后獲得盧比。
• “建築師”行動中你可以選擇建造建築或者提升任意1個行會的影
響力1格。
• 可以用“油和咖喱”或“書”的次要行動立起工人。
• 你可以在你回合的任意時候使用恩惠點數或名仕的效果（甚至
在執行行動的同時）。
• 在行商經過的建築上放置1盧比。
• 在有建築工的建築上放置工人可以直接免費建造該建築（並且
加工）。
• 完成名仕合約的要求后立即移動船和觸發河流上的事件。
• 回合結束時返還所有在恩惠行動上和奢侈品行動上的玩家標記,
并將使用過的名仕轉回未使用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