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給22–44位勇敢船長的探索與貿易遊戲位勇敢船長的探索與貿易遊戲

-108 艘載著貨物的船:  
15 寶石,
18 布匹, 
21 古物, 
24 香料, 
30 咖啡; 

貨物  

舵(1~3) 金幣(1) 舵(3)

圖示

-本說明書

遊戲目的及準備

內容物

在亞美利哥這遊戲中，你扮演一位出海尋找珍貴貨物的
勇敢領航員。你回家鄉後賣出貨物以得到金幣及來自國
王和商人公會的賞賜。遊戲的目的是賺取最多的金幣。

遊戲的擁有者選一位起始玩家，或是隨機決定一位。

船的背面則是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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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流程

將所有牌洗勻後發出：
- 第一位及第二位玩家發四張牌；
- 其餘玩家發五張牌。

玩家將自己的牌拿在面前，不讓他人看到。
將剩下的牌放在中間做為牌庫，並預留空間給棄牌堆。

如果你起始手上沒有任何三個舵的牌，你可以把手牌給其
他人看，然後將其中一張牌變成一個金幣：將牌翻面置於
你的寶藏牌堆。
玩家手牌上限為12張。在遊戲中最多抽牌至上限12張，就
不再抽牌。

遊戲以回合為單位，順時針輪流執行動作。
回合中，你採取的行動將決定你是在家鄉或是海外，當
你在家鄉或海外能執行的行動將有所不同。
遊戲開始時你是在家鄉。

在你的回合，你必須從以下行動選一個執行：
1. 航行 (家鄉或海外)
2. 探索 (海外)
3. 展示 (家鄉)
4. 拍賣 (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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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你的第一回合，你決定航
行，並打了一張有二個舵的牌出
航。在你的第二回合，你繼續航
行，並再打了一張有三個舵的牌。
在第三回合你又打了一張有兩個舵
的牌。所以在第三回合末，你的出航距離就是2+3+2=7。

I I III

回航
當你決定要回家鄉(通常是在探索後，詳見 2. 探索)，你
就回航。在回航時跟出航一樣打一張牌，但這次將牌逆
時針轉90度(船頭朝左)。回航時需要最少和出航時一樣的

回合詳述
1. 航行

無論你在家鄉或海外皆可選擇航行。

出航
若你在家鄉並選擇航行，則你開始出航。
出一張手牌置於面前，並順時針轉90度(船頭朝右)。展開
前往未開發寶地的旅程。
當你開始出航後，你就不在家鄉，而是在海外。
在接下來的回合中，你可以繼續出航，加更多的牌(每回
合一張)到原來的牌上。新加上的牌和原來的牌部分重
疊，但讓舵的部分露出以計算總數。
舵的總數即是出航的距離。
注意：當航行時，牌上的貨物沒有意義，只算舵的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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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數。但是，因為你已熟悉航線，所以回航時每個舵都
算做兩倍。
注意：如果回航時出了比所需還多的舵數，多的舵數直
接忽略。
當你回航時，一定要完成，不能選擇其他行動。當你打
完回航最後一張牌時，便又回到家鄉。

當你回到家鄉，你可以得到來自國王的賞賜！
如果你的出航距離是：

  - 6個舵或以下，沒有額外賞賜。
  - 7個舵，你得到一個金幣。
  - 8個舵，你得到兩個金幣。
  - 9個舵或以上，你得到三個金幣。

另外，當你到達家鄉時，檢查你的出航距離是否為場上
最遠。如果是，商人公會將賞你一個金幣(你能得到的最
多賞賜為4個金幣：3個金幣來自出航9個舵或以上，加上

例：在你的第三回合末，你已
出航了7的距離。在你的第四回
合，你決定探索(此行動在此沒(此行動在此沒(
有展示；參見後段)有展示；參見後段)有展示；參見後段 。在第五回
合你必須回航，於是打了一張有
三個舵的牌開始返鄉。在第六回
合你又打了一張一個舵的牌。在
回航時每個舵都算兩倍，所以
你回船的距離是(3+1)x2=8，大
於你出航的距離7，足夠讓你回
到家鄉。

I I III

VI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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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你出航的距離是7個舵，所以你從國王那得到一個金幣的賞7個舵，所以你從國王那得到一個金幣的賞7
賜。當你回到家鄉時，小古面前也有一段距離為7個舵的航行，7個舵的航行，7
所以你的航行並不是目前場上最遠的，商人公會不會給你賞賜。

注意：航行時，除了從手上打出牌，也可用你寶藏牌堆
的一個金幣來取代。你打出一個金幣：當做3個舵的牌
(回航時算6個)。

2. 探索
你只有在出航時可以選擇探索。

當你決定要探索，你的出航就結束了。將你打出的最後
一張卡轉向，船頭朝向自己來標示探索行動。之後，
從牌庫抽等於出航距離兩倍的牌。(記得：手牌上限是
12張！)

在探索一個回合後，你下一回合一定要回航。

注意：回航前並非一定要探索。但是通常建議這麼做，
因為可以抽很多手牌。

1個金幣來自最遠的出航)。
要將這些金幣加到你的寶藏牌堆時，只要將同等數量用
來航行的牌翻面即可。之後，把剩下用來航行的牌棄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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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拍賣
你只有在家鄉時才可選擇拍賣。

當所有五種貨物都出現在市場上(檢查所有玩家展示的貨
物)，你才可以拍賣。如果不是所有五種貨物都出現在市
場上，你就不能拍賣。

當你選擇拍賣時，所有其他在家鄉(不在海外)的玩家都必
須選擇是否也要拍賣(就算現在不是他的回合)。所有選擇
拍賣的玩家都必須賣出所有貨物。

例外：當貨物總價不值一個金幣時，不強制要拍賣。

3. 展示展示
你只有在家鄉時才可選擇展示。

這個動作讓你可以在市場上展示貨物。從你手上打出
任意數量的牌置於面前(船頭朝外)，你的展示不可多於
12張。展示在市場上的牌不算在手牌上限內。
當你在市場上展示貨物，你只看貨物的種類(寶石，布
匹，古物，香料，咖啡)。每張卡等於一個該種貨物，而
牌上舵的數目並沒有意義。

例：在你出航了7個舵的距離後，你手上只剩7個舵的距離後，你手上只剩7
一張牌。你選擇探索，並有抽7x2=14張牌的資
格。但是，手牌上限只有12張，所以你只能抽
11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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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價值多少？
在遊戲中，貨物的價值會變動，每次拍賣的時候都要重
新計算。計算市場上所有的貨物，包括沒有參與拍賣的
玩家的貨物。

- 數量最少的貨物為稀有商品。每一張牌值一個金幣
(和之前一樣，將一張牌翻面，加到你的寶藏牌堆)；

- 數量最多的貨物為流行商品。每兩張牌值一個金幣
(棄一張牌，並把另一張加到你的寶藏牌堆)；

- 其餘貨物都是一般商品。每三張牌值一個金幣(將一
張牌加到寶藏牌堆，並棄掉另外兩張)。和稀有商品
及流行商品不同，一般商品的貨物種類不重要：你可
以(且必須)將一般商品合起來拍賣。

當在決定稀有商品或流行商品時有平手的話，則這次拍
賣就沒有稀有商品或流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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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你，吳大和小古都在家鄉；魚寶在海外。

你

吳
大

魚寶魚寶

小
古

小
古

所有五種貨物都在市場上(3張寶石，5張布匹，5張古物，3張香
料，6張咖啡)張咖啡)張咖啡 ，所以你可以選擇拍賣。咖啡是流行商品，每兩張
可以賣一個金幣。沒有稀有商品(3張寶石和3張香料平手，一樣
少)少)少 ：所以寶石，布匹，古物，香料都是一般商品(每三張賣一個(每三張賣一個(
金幣)金幣)金幣 。
吳大選擇加入拍賣。魚寶在海外，不能加入。小古選擇不要拍
賣，將貨物留到以後再賣。只有你和吳大是這次拍賣的玩家。
你賣4張咖啡，並得到2個金幣；剩下1張咖啡，1張寶石，和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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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況
在很少的情況下，你無法從四個可能的行動中選擇任何
一個時，從牌庫抽一張牌，並結束你的回合。
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你展示了所有手牌後，下個回合又
不能拍賣，而且你沒有手牌也沒有金幣可以讓你開始出
航時。

布匹。
吳大賣5張古物和1張布匹，並得到2個金幣；並剩下1張咖啡。

遊戲結束
當牌庫第一次用完時，將棄牌堆洗勻後當成新的牌庫。

當在玩這個重洗過的牌庫時，遊戲會在以下的情況結
束：

- 當牌庫第二次用完；或
- 當所有玩家同時都在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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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八人變體
這個變體用兩副遊戲，讓亞美利哥可以給5到8位玩家
玩。規則和原來的遊戲一樣，但加入以下變更：

- 在遊戲開始時，將兩副牌一起洗勻；
- 起始時，發給第一和第二位玩家4張手牌；第三和第
四位玩家5張手牌；第五和第六位玩家6張手牌；第七
和第八位玩家7張手牌；

- 當牌庫重洗過後，只剩一位玩家在海外時也會結束遊
戲。

遊戲結束時，計算所有市場上貨物的價值(就像在拍賣時
一樣)。然而，如果五種貨物未全部都出現在市場上的
話，所有貨物都算是一般商品(每三張牌算一個金幣)。此
時所有玩家必須將他們全部的貨物賣出。一旦最後拍賣
結束，所有剩下在手上的牌和市場上的牌以每四張牌值
一個金幣的價錢賣出。

賺最多金幣的玩家獲勝！
平手時，以最後拍賣後剩下在手上的牌和市場上的牌最
多的玩家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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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ca Comics & Games S.r.l.
Via della Cavallerizza,11 – 55100 Lucca (Italy)
Chairman of the board: Francesco Caredio
C.E.O.: Massimo di Grazia
Managing director: Renato Genovese
Vice managing director and
Games section coordinator: Emanuele Vietina
www.luccacomicsandgames.com
giocoinedito@luccacomicsandga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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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MMVIII
daVinci Editrice S.r.l.
Via T. Tittoni, 3
I-06131 – Perugia –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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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ed and manufactured by Cartamundi 

Project management: Domenico Di Giorgio

“Amerigo” is the winner of the “Gioco Inedito” award 2007 (“Best Unpublished 
Game”), organized by Lucca Comics & Games – 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omic 
books, animation, movies, illustrations, and games – and daVinci Editrice S.r.l. 
“Gioco Inedito” is a contest for non-professional game designers. In addition to the 
award, the designer wins the publication of his game, edited by Lucca Comics and 
Games and daVinci Editrice S.r.l. The theme of the 2007 edition was “Round Trip”, 
and “Amerigo” emerged as the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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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CCINI AND LUCCA - 150th Anniversary
Recently (wrong) words have been spoke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ccini 
and his hometown, Lucca. “Wrong” words because they supported a sort of legend 
with no real tangible truth; the legend of Puccini as a “stranger in his own town”, 
hating Lucca and its inhabitants, and being treated by those very inhabitants with 
coldness and detachment. This is not true. The Maestro has always had a very tight 
bond with his town even if he was often away from it for professional reasons. Clear 
evidence of this link are the numerous references to a “sweet homesickness” that can 
be seen in the exhibition of his work at the Guinigi Palace.

In return, Lucca was always proud of their renowned son. His “Edgar” opera was 
welcomed triumphantly in the Giglio Theater, and was only the first in a long series 
of successes. Because of the city’s warm response, the Maestro promptly donated 
the compositions of his forefathers to the Municipality. A very generous act, never 
stressed enough, and loaded with symbolic value. Nor can we forget his later 
interventions for the city’s monuments and institutions, a simple confirmation of th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Puccini and his hometown that has always persisted.

To celebrate this bond in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day of the Maestro, Lucca 
Comics and Games and daVinci games decided that the theme for the 2008 award 
for the “Best Unpublished Game” will be NESSUN DORMA. 

Special thanks to the Jury of the “Gioco Inedito” contest: Luigi Ferrini (chairman), Special thanks to the Jury of the “Gioco Inedito” contest: Luigi Ferrini (chairman), S
Daniele Boschi (coordinator); Stefano De Fazi, Andrés J. Voicu, Paola Lamberti, 
Martina Mealli and Gabriele Rabbini; to Sergio Roscini; to all the daVinci playtesters, 
their playing groups, and to all the other players for their valued suggestions. The 
author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J.Y. Kong, Kun-Hang Lee, Shih-Hung Hsu, Ta-Te 
Wu and YoYo.

For questions,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www.davincigames.com
info@davincigames.com

Lucca Games XXII Edition
Lucca Games is the Italian trade fair dedicated to Games
(role playing, board, collectible cards and simulation) and 
Fantasy. A fascinating journey for more than 100.000 visitors 
searching for their heroes, their favourite tournaments, or 
for seminars and exhibitions of the most importa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ame designers, writers, and illust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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