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
準備遊戲
將所有角色卡洗牌，發給每位玩家1張，玩家將其翻
開置於自己面前。將剩余的角色卡以及遊戲中未使
用角色的位置卡、喜愛卡和憎恨卡從各自的牌叠中
移除，然後將其余的喜愛卡和其余的憎恨卡分別洗

Jeff Siadek
適合4~6人．13歲以上．約60分鐘

牌後，發給每位玩家各1張，將這2張牌面朝下置於

〔換座位〕
和其他角色交換座位。如果他拒絕，就會引發「戰
鬥」
（詳見「戰鬥」一節）。如果與你交換座位的角
色，在本回合中尚未執行行動，現在輪到他執行行
動（每名角色每回合至多只會執行1次行動）。
〔搶奪物資〕

自己的角色卡旁，這是不能讓其他玩家知道的隱藏

從別人那偷取1張物資卡。可以從桌面上翻開的紙牌

資訊。

中選擇1張，或是從手牌中隨機抽取1張。如果對方

遊戲簡介

將所有物資卡洗牌，發給每位玩家1張。把其余的物

拒絕，就會發生「戰鬥」。當「小孩」從其他人手

在愛德華型救生船上，你是6位漂流在海上的落難者

資卡面朝下置成一叠，形成物資牌庫，放在靠桌子

牌中偷取1張物資卡時，對方無法拒絕，因此不會引

之一。船上有你喜愛的朋友、你憎恨的敵人和幾位

左邊的位置（船頭）。

發「戰鬥」。

機靈的人。每回合，你必須從划船、換座位、搶奪

從物資牌庫（船頭）開始，將角色的位置卡由左而

他人的物資或不做事中，選擇其中1個動作來執行。

右排成一列，角色的順序是：羅倫小姐、史帝芬先

玩家必須花費1個行動階段來執行某些物資卡（例

在回合結束時，會翻開航海卡，看誰會落海和（

生、船長、大副、法國佬、小孩，這是遊戲開始時

如：信號槍、陽傘及醫療箱）上的「特殊行動」。

或）口渴；如果航海卡上出現海鷗的圖案，代表你

角色們在船上的位置；不須擺放遊戲中未使用角色

當「陽傘」被打開後，會一直保留在你面前並且維

們越來越靠近陸地。當一共出現4隻海鷗時，表示到

的位置卡。

持着打開的狀態，直到你落海為止。「醫療箱」和

達陸地，遊戲立即結束。

將所有航海卡洗牌面朝下置成一 叠 ，形成航海牌

「信號槍」在使用後立即放入棄牌堆。

庫，放在「小孩」的右邊（船尾）。

遊戲配件
6張角色卡

6張憎恨卡

回合流程

42張物資卡

6張位置卡

6張喜愛卡

每回合都代表在海上漂流的一天，分為下列三個階

24張航海卡

3個海鷗指示物（玻璃珠）

約20個傷害指示物（塑膠圓片）

段：物資、行動與航海階段。

A.物資階段
最接近物資牌庫的有意識角色，從物資牌庫抽取與

遊戲結束計分

船上有意識角色數量相同的紙牌，他檢視所有紙

當第4隻海鷗出現時，遊戲結束，玩家們計算自己的

牌，並從中選擇1張作為他的手牌，將其余的紙牌往

總分。算分方法如下：

船尾的方向傳給下1名角色，該角色檢視紙牌並從中

你的角色存活：得到自己的生存分數。

選擇1張後，將其余的紙牌往船尾的方向傳給下1名

你的角色在船上（不論死活）：計算你手上所有鈔

角色，以此類推，直到紙牌發完為止。昏迷的角色

票、珠寶、名畫帶來的分數。

將被略過，他們無法得到紙牌。

你喜愛的人存活：得到他的生存分數。

在此階段中玩家不得交換紙牌。當物資牌庫用完

你憎恨的人死亡：得到他的體力分數。

時，不要將棄牌堆重新洗牌，從此不再有物資牌

請注意：

庫，之後的回合流程中將略過物資階段。

●

鬥吧！」。1名昏迷或死亡的角色不
能發起或加入戰鬥。戰鬥不是1個行
動。
將攻擊者（正在執行行動的角色）的位置卡往上
推，突出於其他角色的位置卡；將防禦者（受害
者）的位置卡往下推，突出於其他角色的位置卡。
其他人可以選擇是否要加入戰鬥，如果要加入戰
鬥，將自己的位置卡往支持的那一方（上或下）推
過去。
玩家可以使用武器卡（屬於物資卡）來增加他在戰
鬥時的體力，將該武器卡正面朝上置於自己的角
色卡旁，武器卡將留置於桌上，直到該角色落海為
止。一旦角色落海，將他面前所有的紙牌放入棄牌
堆。

每回合開始時，各角色在船上的位置，決定了該回

玩家們可以遊說其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戰鬥，以及使

到他憎恨敵人死亡的分數、他喜愛的人存活的分

合中遊戲進行的順序：由在船頭的角色開始，往船

用或不使用武器卡；在戰鬥結束前，玩家間不能交

數、他手邊留給後代子孫財寶的分數。

尾的方向，各角色輪流進行遊戲。

換手牌，但在談判的過程中，可以先做出承諾，至

在行動階段中，所有玩家都可以自由交換紙牌，除

於是否履行彼此間的約定，玩家可以自行決定。當

非發生了「戰鬥」。

角色一旦加入戰鬥後，就不能退出。

助你。

B.行動階段

當顯然沒有人會再加入戰鬥或使用紙牌時，戰鬥結

如果你恨你自己，你是個神經病。你會得到除了你

由在船頭的角色開始，往船尾的方向，各角色輪流

束，體力合計較大的一方獲勝。平手時，防禦方獲

之外的每個人的死亡分數、你喜愛的人的存活分

從下列行動中，選擇1個行動來執行：

勝。輸方的每名角色都因消耗體力而得到1個傷害指

如果你愛你自己，你是個自戀狂。你會因為存活而
的分數）。但是你也得知道，在遊戲中沒有人會幫

●

須同意對方的要求或是說：「來戰

將每種分數分開計算，即使角色死亡，他還是會得

得到2次你的生存分數（自己存活和喜愛的人存活

●

∫戰鬥∫
在換座位或搶奪物資時，受害者必

1份規則書

●

〔特殊行動〕

數，但不會得到你喜愛的人的死亡分數，也不會得

●

不做事

示物，置於其角色卡上。

到自己的存活或死亡分數，除非你也是個自戀狂，

●

划船

在所有參加戰鬥的人的位置卡左舷（下方）各放1個

在此情況下，若你存活，你會得到喜愛的人存活

●

換座位

傷害指示物，表示他們曾參加戰鬥，可能會在航海

的分數（亦即自己的生存分數，但只得到1次）。

●

搶奪物資

階段中感到口渴。

如果你喜愛和憎恨同一個人，你對他愛恨交織，不

●

執行1項特殊行動（屬於物資卡）

如果防禦方獲勝，攻擊者所提出的要求將被拒絕。

論是得到他的生存或死亡分數，你都很矛盾。

〔划船〕
抽2張航海卡，看過內容後，選擇1
張將其面朝下放在划船牌堆中（在
航海牌庫旁），將另1張放回航海
牌庫底部。
放1個傷害指示物在你的位置卡右
舷（上方），表示你曾划船，可能會在航海階段中感
到口渴。

如果攻擊方獲勝，攻擊者執行他所提出的要求。無
論結果如何，攻擊者的回合結束。

∫昏迷∫
如果你的傷害指示物數量等於你的體力，你就會失

常見問題

〔3.口渴〕
下列3種情況中，你會感到口渴：

去意識而昏迷。
●

你不能抽牌、使用紙牌和執行行動。其他人可以自

如果你曾划船，且航海卡中出現船槳圖案

Q：我可以因為不喜歡某人，而對他發起戰鬥嗎？
A：不行，只有當一名角色拒絕換座位或拒絕被搶
奪物資時，才會引發「戰鬥」。

由地搶奪你的東西或是與你交換座位，但是你無
法反擊；其他角色可以對你使用紙牌。當船隻獲救

●

時，你仍然會得到所有的分數。

如果你曾參與戰鬥，且航海卡中出現戰鬥
圖案

●

位置卡移出遊戲；除非你落海時面前已有1張翻開的

如果你的名字出現在航海卡中的「口渴」
名單上

「救生圈」，則你將回到船上，繼續保持昏迷的狀

∫死亡∫
如果你的傷害指示物數量超過你的體力，你就會死
亡。
若你死亡後仍在船上，在往後的回合中，你不能抽
牌、使用紙牌和執行行動，但是當船隻獲救時，你

每1種情況所引發的口渴都必須使用1張「水」來止
水」來止渴（最多也就是3張），每少1張「水」你
會因脫水而各得到1個傷害指示物。
無論你這回合裡參與了幾場戰鬥，因戰鬥所引發的
口渴總計須使用1張「水」來止渴。

世子孫的遺產）、你喜愛的人的存活分數和你憎恨

將使用過的航海卡放回航海牌庫底，將位置卡旁標

的人的死亡分數。

示曾經划船和戰鬥的傷害指示物收回去，然後開始
新的回合。

使用紙牌

最靠近航海牌庫（船尾）的有意識角色為本回合的

有意識的角色可以使用紙牌，像是用武器（例如：

舵手，舵手檢視划船牌堆裡所有的航海卡，選擇1張

「一記悶棍」、「短刀」）來增加戰鬥時的體力，

使用；將其余的航海卡放回航海牌庫底。如果沒有

或是用指南針來幫助航海，有時候將紙牌翻開置於

划船牌堆，就從航海牌庫頂抽1張牌來使用。本回合

自己面前，只是為了防止小孩將它們偷走。
你可以隨時將手牌翻開置於自己面前（除了小孩提
出要偷你手牌的要求時）；上面寫有「特殊行動」的

如果紙牌上有海鷗的圖案，

紙牌（例如：信號槍、陽傘及醫療箱），你也可以

放1個海鷗指示物在航海牌庫

隨時翻開置於自己面前，但若要執行其上的「特殊

旁。如果是打叉的海鷗的圖

行動」，你必須等到你的行動階段來臨時，才能擇

案，就從航海牌庫旁移除1個

1執行。其余的紙牌一旦翻開置於你面前，其上的效

海鷗指示物；如果航海牌庫旁

應立即生效（分數卡除外；如果牌上敘述已說明其

本來就沒有海鷗指示物，則不

使用階段，則依循牌上敘述），且紙牌效應可以累

須移除，而海鷗的數量永遠不

加。一名角色如果同時擁有翻開的「短刀」和「魚

會少於0。

鉤」，他在戰鬥時的體力可以一共+7（短刀+3，魚

當航海牌庫旁有4隻海鷗時，表示救生船已接近陸

鉤+4）。

地，會立即獲救。此時不須再處理此牌上的其他效

有些紙牌在使用後要立即放入棄牌堆，例如：「

應，開始計算勝利分數。

水」、「信號槍」、 「醫療箱」和「一桶誘餌」。

〔2.落海〕
在航海卡上方的名字，是本回合
佳的法國佬以外，所有的人都
因消耗體力而得到1個傷害指示
物，除非他們有救生圈（之前已
翻開在面前或現在立刻打出），或是有人將救生圈（
從手牌中或自己面前拿起）丟給他們。
若有人在此時使用「一桶誘餌」，或在某位落海的

紙牌（救生圈除外），但會立即游回船上，接下
來，進行口渴判定（死人不須進行口渴判定）。

喜愛的人去搶奪物資，因為若你喜愛的人擁有
盟的成員有時也會發現他們贏不了，因為別人
獲得更高的分數。如果出現經常被惡霸欺凌的
弱小角色，這就是你與他們組成同盟的大好時

他們的生命值，並移除他們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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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面前已有翻開的「一桶誘餌」，所有落海角色

任何落海的角色，將失去所有翻開置於自己面前的

如何應對？
A：在『怒海求生』中常見的錯誤策略就是幫助你

中國獨家代理
上海方盒子貿易有限公司
FUNBOX365 / SWAN
200042 上海市長宁區長宁路982號6樓C座
電話: +86-21-6236-2616
傳真: +86-21-6211-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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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落海的角色們。除了泳技絕

佬也會得到1個）。

Q：遊戲中若有玩家形成惡霸聯盟魚肉他人，我該

卡的設計會讓體力大的傢伙較常落海，多消耗

C.航海階段

都會因為被鯊魚咬傷而多得到1個傷害指示物（法國

使用後立即放入棄牌堆。

機。雖然有些角色的體力相差懸殊，但是航海

置卡移出遊戲。

〔1.海鷗〕

如果你選擇在行動階段執行其「特殊行動」，

比你高的分數，你依然無法贏得遊戲。惡霸聯

回合結束

使用的航海卡，要按照以下順序來處理各項效應。

它就是武器，你無法再執行其「特殊行動」；

渴，如果以上三種情況同時發生，你必須使用3張「

會得到你屍體上戰利品的分數（這些是留給你的後

如果你的屍體掉到海中，把你所有的紙牌和你的位

A：其上的兩種效應你只能擇1使用，不論你何時將
其翻開在你面前，一旦你將它當作武器使用，

如果你落海，將立刻死亡，把你所有的紙牌和你的

態。

Q：如何使用「信號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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