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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

一個飽受戰爭摧殘的大陸上，一個充滿英雄事蹟與傳奇任
務的魔法大陸上，卻有一個地方與世隔絕，不曾感受到征
戰的烽火與五大王國的針鋒相對，多年來祕密地隱匿於深山峭壁
的洞穴陰影中，這個地方就是「洞穴酒館」(Cavern Tavern)。
不是很多人知曉這間酒館，並且來訪酒館的人們不言而喻的拋開戰事，
不再過問任何來歷或歸屬的王國。但是吾友阿，別被愚弄了，世上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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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全的避風港！這裡才是北部王國最危險的地域，甚至比起戰火蜂
鳴的戰場還要危險，酒館中擠滿了五大王國中最棘手、最卑劣的罪
犯，戰場中的奸商來到此處做些骯髒的買賣，還有許多躲藏於法律之下
的變節者們，但時不時，你也能在此找到一些剛失去了自己生存之道
的可憐的盜賊。

這間酒館是由一名你所見過最卑劣、最冷血的矮人所經營的，這
也是他有這個綽號的原因，矮人 Nasty。
每個為 Nasty 工作的人都是在生活遇到了困難時，剛好經過這間
酒館，他們想逃離、隱藏自己的過去，在酒館中尋求庇護，
Nasty 張開雙臂接納他們，並保障他們更好的生活。過了不久，
他們馬上看見 Nasty 的真實面，但已經太遲了，Nasty 已為他們
銬上了枷鎖。
但是在洞穴酒館中，不全然都是壞事，夜間時刻，你能夠忘懷塵
世煩惱，欣賞美妙的氛圍、享受美食，這裡擁有全世界最好喝的
酒與飲料，有些時候，還有人會起頭歡唱，其他人也會隨之加
入，這些時刻絕對值得你到訪酒館一遊。
所以，吾友啊，現在你知道這間酒館了，你有什麼打算呢？你準
備好成為洞穴酒館的員工，體驗一次最佳的冒險生活了嗎？

配件

48 訂單卡

1 遊戲板塊
6 角色卡
1 規則書
25 物品卡

6 玩家板塊

15 Nasty 的
建議卡
13 機密任務卡
76 原料卡
- 6 Ambrosia 卡
仙饌密酒
- 6 Beer 卡
啤酒
- 6 Elixir 卡
靈藥
- 6 Fruit 卡
水果
- 6 Herbs 卡
草藥
- 6 Liqueur 卡
利口酒
- 6 Mead 卡
蜂蜜酒
- 6 Nectar 卡
花蜜
- 6 Rocks 卡
岩石
- 6 Spirits 卡
烈酒
- 6 Syrup 卡
糖漿
- 6 Wine 卡
紅酒
- 4 Magic Potion 卡
魔法藥劑

20 五大王國卡
(僅用於單人模式)

6 玩家幫助卡
18 木製元件
- 6 米寶 (每個顏色 1 隻)
- 6 分數指示物
(每個顏色 1 個)

- 6 時間指示物
(每個顏色 1 個)

25 骰子
(每個顏色 4 顆，1 顆白色)

遊戲中的某些配件並未列
於此處，那些配件僅用於
秘密包廂擴充中
(詳見第 17 頁)

18 名譽指示物
(每個顏色 3 個)

12 米寶貼紙
1 起始玩家指示物
1 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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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獲勝
洞穴酒館一共遊玩 10 輪，在最後一輪時擁有最多勝利點數 (Victory Point ,分數)的玩家即為獲勝者，
你可以藉由服務客人的訂單、完成廚房任務或是雜務、及達成 Nasty 的機密任務等方式獲得分數。
勝利點數記錄於遊戲版塊最外圈的軌道。

設置
玩家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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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位玩家選擇一個代表顏色與角色卡，放
置於顯示綠色標記的一側。
2. 每位玩家拿取一片玩家板塊。
3. 每位玩家拿取自己的角色米寶、對應顏色
的時間指示物和 4 顆骰子，放置於玩家板
塊旁。
4. 每位玩家拿取自己對應顏色的名譽指示
物，將對應的指示物放置於玩家板塊的
Nasty、廚房、雜務軌上。
5. 將每位玩家的分數指示物放置於遊戲板塊
上分數軌 0 分的位置。
6. 從玩家中選擇最近曾參與過酒館鬥毆的人
拿取起始玩家指示物，若是平手，由擁有
最糟糕老闆的人拿取。
7. 順位最後的玩家拿取白色骰子。

卡牌準備
1. 將訂單卡洗牌後，放置於遊戲版塊旁。
2. 將物品卡洗牌後，放置於遊戲版塊旁。
3. 將機密任務卡洗牌後，面朝下發給每位玩家一張，把剩餘的機密任務卡面朝下收回遊戲盒中，這場遊戲
中不會用到剩餘的牌。
4. 將 Nasty 的建議卡洗牌後，放置於矮人 Nasty 的辦公室。

原料準備
1. 將 13 種原料分開堆疊，面朝上放置於遊戲版塊旁。
2. 每位玩家投擲他們的 4 顆骰子，並拿取與儲藏室骰子點數對應的原料，這些原料將成為每位玩
家的起始原料。

版塊準備
1. 抽出 6 張訂單卡，放置於餐廳中開放的區
域。
2. 放置時間指示物於時鐘上第一輪的位置
(10:00 pm)。

重要觀念
在繼續閱讀以前，這邊有幾樣需要讓您先了解的觀念，其中包含一些頁碼的索引，你可以不用馬上翻過
去閱讀。

區域(Space)與工作區(Slot)

在酒館中工作，你時常需要將骰子放置於板塊中的各個區域。
某些區域需要放置指定數量的骰子，這些骰子不限定任何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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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3 顆骰子

其他區域則需要你放置指定的數值的骰子，你可以放置任意數量的骰子，但骰子上的點
數總和必須等同於標示的數值。
要放置骰子於一個區域，該區域必須有一個以上開放的工作區，當你放置骰
子於一個工作區，獲 得該區域的效果，也代表你填上了那個工作區。

需要的骰

需要 1 顆骰子
需要 2 顆骰子

許多區域只有一個工作區，例如廚房中所有的區域和雜務區，它們都只有一
個工作區。
有些區域則有多個工作區，取決於玩家人數，在這些區域，每個工作區都標
示著米寶與開放此工作區的最低玩家人數。

子數值

舉例來說，每個儲藏室區域都有以下數量的工作區：
• ２名玩家：１個工作區
• ３名玩家：２個工作區
• ４名玩家：３個工作區
• ５-６名玩家：４個工作區

4 名玩家 3 工作區

5-6 名玩家 4 工作區

2 名玩家 1 工作區

3 名玩家 2 工作區

訂單(Order)與原料(Ingredient)

訂單
原料

身為一名酒館的員工，你的工作就是盡可能的為客人提供更多的酒水，要做到這件
事，你必須先拿取訂單卡，並藉由花費你蒐集到的原料卡來完成訂單。
你可以將獲得的訂單與原料放置於個人的玩家板塊的區域中，訂單與原料皆屬於公
開資訊。
若原料卡堆已用盡，則你無法再獲得該原料，舉例來說，若你想獲得 Beer 卡，但供
應區中已經沒了，你就無法獲得該卡牌。
五大王國的顧客們前來品嘗美酒與道地美食，但顧客們可無法為一張訂單等待數個

分數

小時，且 Nasty 不會樂見顧客們不滿意的，所以，你必須要盡速完成顧客們的訂單，
你讓顧客們等越多輪的時間，你就會獲得越少的分數──若你花了太多輪的時間，
可是會被扣分的！

Nasty 軌 廚房軌 雜務軌

名譽(Reputation)
在酒館中保持好名聲是很重要的，你的名聲被記錄於玩家板塊上的
Nasty、廚房和雜務軌上。
提升 Nasty 軌是不好的！當你達到標記區域時，你就會被叫到 Nasty 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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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約談，並抽取一張 Nasty 的建議卡(詳見第 15 頁)，除此之外，在遊
戲最後計算分數時，你還會失去 Nasty 軌所在位置上標示的分數。
提升廚房和雜務軌則是好的，而且會讓你在執行廚房任務和雜務時更加
輕鬆有價值(詳見第 15-16 頁)。

角色(Character)

抽一張 Nasty 的建議卡

獲得新能力
與獎勵

抽一張 Nasty 的建議卡

獲得新能力
與獎勵

抽一張 Nasty 的建議卡

獲得新能力
與獎勵

角色名稱

使用標記

每位玩家都有一名角色，且每位角色都有各自的能力。
在整場遊戲中，你可以使用 2 次你的角色能力。在第一次使用角色能力
後，將角色卡翻面，該面將顯示紅色標記。第二次使用角色能力後，將
該角色牌棄置。

能力

進行一輪
首先，每位玩家擲各自擁有的骰子，玩家們將擲出 4 顆該玩家顏色的骰子，擁有一顆額外白色骰子的玩家也將其擲出。
接著，從擁有起始玩家指示物的玩家開始，順時針執行每位玩家的回合，玩家們不能跳過回合。
一輪將持續進行到每位玩家都放置完所有的骰子或無法放置骰子，當沒有骰子能被放置時，該輪立即結束，接著進行以下
步驟：
• 旋轉時鐘指示物至下一輪。
• 任何有未完成訂單的玩家將提升 Nasty 軌一格。

•
•
•

任何有漏掉訂單的玩家失去訂單卡上紅色區域標示的分數，並棄掉該張訂單卡，將該玩家的米寶拿回玩家板塊，
抽取一張新的訂單卡放置於餐廳的空位中。
玩家們將他們的骰子拿回玩家板塊上。
將白色骰子給予最低分的玩家，若是平手，這顆骰子由該輪順位較低的玩家獲得。

未完成的訂單將放置於玩家板塊上並面朝上表示，
在餐廳中的訂單不屬於未完成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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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掉訂單代表，時鐘指示物與玩家的時間指示物互相比
較後，該訂單未完成時間達到訂單紅色區域左半部標示
的數字，此時，顧客會放棄等待他們的餐點，玩家也會
因此失去勝利點數，訂單難度較高的顧客願意為他們的
服務多等一些時間，但他們不會永遠等下去！

若你讓跳跳侏儒(Hopping Gnome)的訂單遲了 7 輪遊戲，
顧客們會離開酒館；你會因此失去 28 分，棄掉該訂單卡，
並放置一張新的訂單在因此空下來的餐廳區域。

漏掉訂單

進行一回合
在你的回合時，你可以執行以下行動：
• 拿取訂單
• 使用物品卡
• 放置骰子
• 完成訂單
你可以以任意順序執行這些行動，但若在一輪開始時你沒有任何未完成的訂單，就必須在該輪的第一回合第一
次行動執行拿取訂單的行動。
若你有任何骰子是可以被放置的，在你的回合時就必須執行放置骰子的行動，若你沒有任何骰子可以放置，你
仍然可以執行其他三個行動。
除了放置骰子，你可以執行這些行動數次，放置骰子在每個回合中只能執行一次。

拿取訂單(Take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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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取在餐廳中的任意一張訂單放置到你的玩家板塊上，接著將你的米寶放到該空格區域，並放置你的時間指示
物在時鐘當輪時間的位置上。
.你不能同時擁有多張訂單。
你可以從訂單牌堆中抽一張訂單卡取代從餐廳中獲得，若你這麼做，從訂單牌堆抽一張牌，接著棄掉餐廳中的
一張訂單卡，然後放置你的米寶在該空格區域，並放置你的時間指示物在時鐘當輪時間的位置上。

使用物品卡(Play Item Card)
使用手牌中的 1 張物品卡，執行該卡牌的效果，接著將該卡牌棄置。
你不能擁有超過 3 件物品。

放置骰子(Place Dice)
選擇一個酒館的區域並放置該區域所需的骰子，然後獲得該區域的效果，你可以從第 11 頁開始找到酒館中各區域
的詳細說明。
要放置骰子在一個區域，則該區域必須擁有至少一個工作區，當你放置骰子在一個工作區，你將填滿那個工作區。
區域與工作區的詳細資訊請參見第 5 頁。

完成訂單(Complete Order)
要完成訂單，你需要花費所有列在訂單卡上的原料，將那些原料放回供應區。
當你完成一張訂單，執行下列幾點事項：
獲得分數，檢查從你拿取該訂單後過了幾輪，比較時鐘指示物與你在時鐘上的的時間指示物的差距。

•
•

若還未經過一輪，你獲得標示於訂單卡最上方的分數。
若已經過一輪以上，你獲得標示於訂單卡右側的分數，左半邊的數字代表經過幾輪，而右半邊的數字代表你獲
得的分數。

提升名譽軌，若該訂單有廚房標記或雜務標記，在完成訂單的同時，你的廚房軌或雜務軌的名譽指示物也會
前進一格。
更換卡牌，將該訂單卡面朝下放置於你的玩家板塊上，你將一直保留該卡片至結束遊戲，將你的米寶與時間
指示物拿回到你的玩家板塊上，並放置一張新的訂單卡於餐廳的空位。

在第 5 輪(11:20 pm)時，你拿取了跳跳侏儒的訂單，放置你的時間指示物於時
鐘上該輪的時間點，你在第 7 輪(12:00 am)時完成了訂單，因為你遲了 2 輪，
跳跳侏儒的訂單上標示為 +2 / 15，因此你獲得的分數為 15 分而不是 28 分。

當你完成一張訂單，在下一輪開始以前，
你可以不拿取另一張新的訂單，知道何時
該拿取一張新訂單是策略的一部分，你可
以因此快速完成它，你也可以在完成一張
訂單後馬上拿取另外一張新的，但若你不
能在同一輪即時完成，你將不會得獲得太
多的勝利點數，謹慎思考你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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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結束
遊戲在 10 輪後結束，此時，每位玩家依照以下獲得與失去勝利點數：
-

失去你目前 Nasty 軌上所在位置所顯示的分數。
若你沒有未完成的訂單，每個你擁有的原料讓你獲得 1 分，若你有未完成的訂單，將該訂單棄牌，你不會因此損失分
數，但是你也不會收到原料的分數。
若你有未完成的 Nasty 的建議卡，你失去 10 分。
獲得你有完成項目的機密任務卡上顯示的分數 (詳見第 14 頁)。

若出現平局，由 Nasty 軌上失去最少分數的玩家獲勝，若仍是平局，則由服務最多訂單的玩家獲勝，萬一仍然出現平局，
兩位玩家同時勝利。

一輪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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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每位玩家都擲出他們的骰子，Jamie 擲出"2, 3, 5, 5"，Christine 擲出"1, 1, 3, 4, 6"，Lily 擲出"1, 3, 4, 5"，Thomas 擲出"1, 3, 6, 6"，因為
上一輪結束時 Christine 的分數最低，本輪 Christine 比其他玩家多一顆白色骰子。
Jamie 持有起始玩家指示物，因此本輪由他開始，Jamie 已經有一張未完成訂單了，因此他可以不用拿取另一張新訂單，他放置數字"2"的
骰子在儲藏室的"Syrup 或 Rocks" 區域，並拿取一張 Syrup 卡，同時 Syrup 也是 Jamie 手中未完成訂單的最後一項原料，Jamie 在拿到該原
料後完成他的訂單。首先他將原料放回供應區中，因為他的訂單是在上一輪拿取的，他晚了一輪完成，所以他獲得訂單卡上標示+1 區
域的分數，接著他將自己的米寶與時間指示物拿回到自己的玩家板塊上，將完成的訂單卡面朝下放置，並抽一張新的訂單卡填補餐廳中
空缺下來的位置。
Christine 也有一張未完成的訂單卡，但她目前還缺許多原料來完成這張訂單，因此她放置數字"4"的骰子於儲藏室的"Wine 或 Elixir"區域，
並拿取一張 Wine 卡。
Lily 也有一張未完成的訂單卡，她放置她數字"5"和"1"的骰子在儲藏室的"Liqueur 或 Spirits"區域，並拿取一張 Liqueur 卡，接著打出物品卡"
玻璃斷崖" (Glass of Strongcliff)，偷取一名玩家的原料卡，她選擇從 Jamie 那邊偷取 1 張 Ambrosia 卡。

Thomas 沒有任何未完成的訂單卡，因此他的第一
個行動必須是拿取訂單卡，他從餐廳拿取一張訂
單卡，放置他的米寶在餐廳中因此空下來的區
域，並將他的時間指示物放在時鐘上該輪的位
置，接著他將所有的骰子(1 + 3 + 6 + 6 = 16)放置於

Thomas 拿取一張訂單卡

並放置他的
時間指示物

雜務區的"修繕屋頂"(Fix the roof)，他獲得 1 張 Wine
卡和 6 分，並同時獲得強制與另一名玩家交易一
張原料卡的權力，因此 Thomas 選擇以自己的 Wine
卡交換 Lily 的 Ambrosia 卡。
Thomas 結束他的回合，接著以順時針循環輪到
Jamie，他還有三顆骰子，接著是 Christin，以此類
推，進行剩餘的回合，Lily 放置她的最後一顆骰
.
子，且其他玩家也都放完他們的骰子了，因此本
輪立即結束。

接著放置他的米寶

酒館的各部分
酒館被區分為六個地點：餐廳、儲藏室、廚房、雜務告示板、矮人 Nasty 的辦公室和巫師的工作室，除了餐廳，這些地點都需要
你放置骰子來獲得該區域的效果。

餐廳(Mess Hall)
餐廳是客人們追歡取樂的地方，其包含六個桌位可以拿取訂單。

儲藏室(Cellar)
要使用儲藏室區域，你必須放置對應數值的骰子，該數值列於該區域的方框中。
當你使用儲藏室區域，你獲得一份列於該區域的原料，舉例來說，你無法在一次放置骰子的行動
中，藉由放置骰子於二號區域，同時獲得 Syrup 跟 Rocks。
儲藏室區域有不同數量的工作區，取決於玩家人數。
Fruit 或 Herbs (1) ：獲得一張 Fruit 或 Herbs 卡。
Syrup 或 Rocks (2) ：獲得一張 Syrup 或 Rocks 卡。
Mead 或 Nectar (3) ：獲得一張 Mead 或 Nectar 卡。

11

可獲得的原料

Wine 或 Elixir (4) ：獲得一張 Wine 或 Elixir
卡。
Ambrosia 或 Beer (2) ：獲得一張 Ambrosia
或 Beer 卡。
Liqueur 或 Spirits (3) ：獲得一張 Liqueur
或 Spirits 卡。
所需骰子數值

廚房(Kitchen)

依照玩家人數
開放工作區

要使用廚房區域，你必須放置對應數值的骰子，該數值列於該區域的方框中。
每次只要你使用廚房區域，將你在廚房軌的的名譽指示物提升一格，每個廚房區域都只有一個
工作區。
為 Nasty 做午餐 (Make lunch for Nasty) (7)：獲得一份 Herbs、起始玩家指示物和 2 點分數。
烘烤肉類 (Roast the meat) (9)：獲得一份 Syrup 和 3 點分數。
烹調龍蛋(Cook dragon eggs) (11)：獲得一份 Nectar 和 4 點分數。
清洗碗盤(Wash the dishes) (13)：獲得一份 Elixir 和 5 點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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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

任務名稱

肉類切片(Cut the meat) (15)：獲得一份 Beer，將你手中的一份原料放回供應區，拿取任意一份除
了 Magic Potion 的原料，並獲得 6 點分數。
供應晚餐(Serve dinner) (17)：獲得ㄧ份 Mead，選擇任何ㄧ位玩家，偷取該玩家ㄧ張你選擇的原料
卡，並獲得 7 點分數，你不能偷取 Magic Potion。
廚房標誌

雜務告示板(Chore Board)

報酬

要使用雜務區域，你必須放置對應數值的骰子，該數值列於該區域的方框中。
每次只要你使用雜務區域，將你在雜務軌的的名譽指示物提升一格，每個雜務區域都
只有一個工作區。
擦拭桌子(Wipe the tables) (8)：獲得一份 Fruit 和 2 點分數。
清潔地板(Mop the floor) (10)：獲得一份 Rocks 和 3 點分數。

所需骰子數值

任務名稱

準備房間(Prepare the rooms) (12)：獲得一份 Ambrosia 和 4 點分數。
劈砍木材(Chop wood) (14)：獲得一份 Liqueur 和 5 點分數。
修繕屋頂(Fix the roof) (16)：獲得一份 Wine，將一張原料卡給予另一名玩家，並從
該玩家手中獲得一張你選取的原料卡，並獲得 6 點分數。
招待客人(Entertain the guests) (18)：獲得一份 Spirits，任選一張儲藏室有的原料
卡，並獲得 7 點分數。
雜務標誌

所需骰子數值

矮人 Nasty 的辦公室(Nasty the Dwarf’s Office)
要使用 Nasty 的辦公室區域，你必須放置對應數量的骰子。
與 Nasty 談話(Talk to Nasty)：放置任意一顆骰子，將你位於 Nasty 軌的名譽指示物降低
一格，並選擇一名對手，該玩家位於 Nasty 軌的名譽指示物提高一格。

巫師的工作室( Wizard’s Workshop)
要使用巫師的工作室區域，你必須放置對應數量的骰子。
更換訂單(Replace Order)：放置任意一顆骰子，將餐廳中的一張訂單卡棄除，並
抽取 3 張訂單卡，選擇 1 張放置於餐廳區域中的空位，將剩下的 2 張放回訂單
牌庫底。
物品(Item)：放置任意 2 顆骰子，抽 3 張物品卡，選擇 1 張留下，將剩下的 2 張
牌洗回物品牌堆，若物品牌堆已經用盡，在抽牌前將物品棄牌堆的牌重新洗
勻，做為新的物品牌堆。
魔法藥劑(Magic Potion)：放置任意 3 顆骰子，獲得 1 張 Magic Potion 卡，並抽一
張物品卡。
當你完成一份訂單，你可以將一張 Magic Potion 卡放回供應區，代替訂單中的一份原
料，你可以在完成一次訂單時使用任意數量的 Magic Potion 卡。

一張需要 2 份 Beer 原料卡的訂單，
為了完成訂單，Tim 將 1 張 Beer 卡與 1 張 Magic Potion
卡放回供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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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ty 的機密任務卡
當他從掏金生涯退休後，矮人 Nasty 在附近的洞穴中開了一
家酒館，五大王國的冒險者們紛紛到訪洞穴酒館，嘗試只
有這裡提供的特殊酒水。
這間酒館的成功，全是靠 Nasty 的一手管理經營，藉由指
派、調度員工以保持這個地方的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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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達成條件，機密任務能讓你在遊戲結束時獲得勝利點數，
別讓對手知道你的任務內容！你不會希望其他玩家來搞破壞的。
某些機密任務會要求你完成來自特定種族的訂單，訂單來自何種種族在每張訂單卡上都
會顯示。

種族插圖

種族名稱

名譽軌
Nasty 軌
Nasty 軌顯示你在 Nasty，這間酒館的主人，眼中的名譽值。
遊戲中有兩種情況會移動 Nasty 軌：
• 當你在一輪的開始時，你還有一張未完成的訂單，你在 Nasty 軌上的名譽指示物提升一
格。
• 若你將骰子放置於矮人 Nasty 的辦公室，你在 Nasty 軌上的名譽指示物會降低一格，並
且你能夠說一位對手的壞話，使該玩家在 Nasty 軌上的名譽指示物上升一格。
在遊戲結束時，你會失去當前你在 Nasty 軌上的位置標示的分數，但這還不是最糟的，在一次又一次的
降低 Nasty 軌後，你會被叫去 Nasty 的辦公室約談──這絕對不會是場開心的會議。
卡牌名稱 情境敘述

Nasty 軌

Nasty 的建議卡

若你達到 Nasty 軌上區域 3,6,或 9 時，你會被叫去 Nasty 的辦公室約談：從 Nasty 的建議卡牌
堆中抽一張卡，並大聲朗讀卡牌內容，接著將該 Nasty 的建議卡放置於你的玩家板塊上。
若有 Nasty 的建議卡在你的玩家板塊上時，你只能放置骰子於儲藏室、巫師的工作室和矮人
Nasty 的辦公室，直到你完成 Nasty 的建議卡上提出的的要求，才能將該卡牌棄置。
若 Nasty 軌指示物再次移動到你已經進入過的區域 3, 6 或 9，或是該輪已經是第 10 輪時，你
不必再抽 Nasty 的建議卡。
要求

廚房軌
廚房軌代表你管理廚房的經驗，不論是清洗碗盤、供應晚餐、或是做些早餐，你的資歷越高，你獲得的
越多。
• 區域 3：當你完成一次廚房任務，獲得額外 2 點分數。
• 區域 6：當你完成一次廚房任務，額外獲得 3 點分數，並且你放置骰子於廚房區域時，能將一顆
骰子的數值增加或減少 1 點(例如：將一顆 3 轉換為 2 或 4)。

•

區域 9：當你完成一次廚房任務，額外獲得 4 點分數，並且你放置骰子於廚房區域時，能將一顆
骰子的數值增加或減少 1 或 2 點(例如：將 1 顆 3 轉換為 1 或 2 或 4 或 5)。

當你因為完成訂單而提升廚房名譽時，你不能因此獲得對應的獎勵。

廚房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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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務軌
雜務軌代表你處理雜務的經驗，不論是劈砍木材、清潔地板、或是擦拭桌子，你的資歷越高，你獲得的
越多。
• 區域 3：當你完成一次雜務，獲得額外 2 點分數。
• 區域 6：當你完成一次雜務，額外獲得 3 點分數，並且你放置骰子於雜務區域時，能將一顆骰子

•

的數值增加或減少 1 點(例如：將一顆 3 轉換為 2 或 4)。
區域 9：當你完成一次雜務，額外獲得 4 點分數，並且你放置骰子於雜務區域時，能將一顆骰子
的數值增加或減少 1 或 2 點(例如：將 1 顆 3 轉換為 1 或 2 或 4 或 5)。

當你因為完成訂單而提升雜務名譽時，你不能因此獲得對應的獎勵。

雜務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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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包廂 ─擴充內容
隨著五大王國的戰火演進，洞穴酒館成為許多人進行黑箱會議時的最佳選擇，而這些
顧客們可不希望彼此間的商談內容被別人偷聽到了──他們需要更隱密的空間。
這時，Nasty 夫人決定挺身而出，加入洞穴酒館！夫人主導著秘密包廂區域，而你，
有了另一個新老闆，但別嚇得發抖了，因為 Nasty 才是現在最害怕的人，Nasty 夫人
絕對有能力能讓 Nasty 唯命是從。
Nasty 夫人給予你一個新的工作機會，幫助你度過在 Nasty 那邊遇到困難，並在你陷
入滿滿訂單與任務時拉你一把！

配件
1 秘密包廂板塊
21 任務卡
30 修正指示物
24 酒水指示物
21 Nasty 夫人指示物

設置
將酒水指示物與 Nasty 夫人指示物面朝下洗勻，形成秘密指示物堆，若你願意，可以將那些指示物放入一個不
透明的杯子或袋子中，將秘密包廂板塊面朝下放置於主要遊戲板塊旁。
將修正指示物放置於秘密包廂板塊旁。
將任務牌庫洗勻放置於秘密包廂板塊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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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遊玩
當遊戲的第 4 輪(11:00 pm)開始時，秘密包廂開張：將秘密包廂板塊翻到正
面，抽取 3 張任務卡，並將該卡牌放置於秘密包廂的空格區域，接著，抽
取秘密指示物堆中的 3 個指示物，在每張任務卡上放置一個面朝上的指示物。
每張任務卡上會顯示完成該任務所需的骰子數值、該卡牌的類型(廚房、
雜務、或無)、與該卡牌的報酬，當你完成這些任務時，如同完成一般的
雜務或廚房任務，任務卡只有一個工作區。
當你完成一張任務卡，獲得報酬並拿取該卡牌上的指示物。
當一輪結束，將你完成的任務卡放置於你的玩家板塊上，若你有超過 3 張任務卡，你必須棄牌至 3 張，接著抽取新的任務卡放置於
秘密包廂區域的空格，並從秘密指示物堆抽取一個新的指示物，面朝上放置於那些新的任務卡上。
當你的玩家板塊上有任務卡存在，你可以將骰子放置於其上以完成該任務，如同一個額外區域，但其他玩家無法放置骰子在屬於你
的任務卡上。

修正指示物
藉由捨棄一個修正指示物，你可以增加或減少一顆骰子的數值 1 點，你無法將 6 轉換為 1，或將 1 轉換為 6，但你可以捨棄多個修正
指示物來轉換你的一顆骰子點數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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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水指示物
酒水指示物就像是訂單，但你完成一個時，給予你固定 2 點的勝利點數，且沒有時間限制。
當你完成一個酒水指示物，將標示於指示物上的原料卡放回供應區，獲得顯示的分數，接著棄掉酒水指示物，酒水指示物不會對機密
任務產生效果。

Christine 有一個啤酒指示物，藉由將一張啤酒卡放回供應區並棄置啤酒
指示物，她獲得 2 點分數。

Nasty 夫人指示物
若你必須抽一張 Nasty 的建議卡，你可以藉由棄置 3 個 Nasty 夫人指示物，不進
行抽牌動作，在遊戲結束時，每個 Nasty 夫人指示物能夠讓你獲得 1 點分數。

Nasty 的建議卡
當你有 Nasty 的建議卡時，你仍可以在秘密包廂放置骰子。

Nasty 夫人區域
要使用 Nasty 夫人區域，你必須放置指定數量的骰子。
與 Nasty 夫人談話(Talk to Mrs. Nasty)：放置任意一顆骰子，
獲得 2 個修正指示物。

單人遊玩
單人遊戲的設置如同一般多人遊戲，除了
以下幾點變化：

• 不使用機密任務卡或角色卡。
• 玩家必須使用黑色的配件──

電腦玩家骰子放置

包含米寶、骰子、各種指示物。
• 將每種顏色的骰子各拿取一顆：白、

•

黃、藍、綠、紅、和紫色，這些是電腦
玩家的骰子。(只有在加入秘密包廂擴
充的情況下才需要使用紫色骰子。)
將以下物品牌從牌堆中移除：沙漏(Sand

Clock)、槌子(Hammer)、手鐲(Bracelet)、
龍爪(Dragon’s Claw)、玻璃斷崖(Glass
of Strongcliff)、矮人酒杯(Dwarven
Mug)、和四葉幸運草(Clover)。

遊玩單人模式
忽略任何需要參考、比較其他玩家的規則，
若你需要與其他玩家進行給予、偷竊、或交
易原料時，以供應區為取代對象。
在ㄧ輪開始時，將電腦玩家的骰子全部進行
擲骰，並放置各顏色的骰子在下一章節所列
出的位置上，那些區域無法放置其他骰子。
在放置完電腦玩家的骰子後，將你的骰子擲
骰，接著如同一般遊戲時執行行動。
在一輪結束時，將電腦玩家放置白色骰子位
置的訂單棄牌，並抽一張新的牌取代。

電腦玩家放置骰子
白色骰子： 佔據餐廳中的一張訂單，數字"1"會
佔據左上角的位置，數字"6"會佔據
右下角的位置，若該位置已經有你
的米寶佔據，放置該骰子在右邊一
格的位置，若該位置已經是最右邊
的位置，放置該骰子到左邊一格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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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骰子： 佔據儲藏室區域，數字"1"會佔據最左邊的位置，數字"6"會佔據最右邊的位置。
藍色骰子： 佔據廚房區域，數字"1"會佔據最左邊的位置，數字"6"會佔據最右邊的位置。
綠色骰子： 佔據雜務區域，數字"1"會佔據左下角的位置，數字"6"會佔據右上角的位置。
紅色骰子： 佔據巫師的工作室或矮人 Nasty 的辦公室區域。
1-2：佔據巫師的工作室中的物品區。
3-4：佔據巫師的工作室中的 Magic Potion 區。
5：佔據巫師的工作室中的更換訂單區。
6：佔據矮人 Nasty 的辦公室區域，將你位於 Nasty 軌的名譽指示物提高一格。
紫色骰子： 佔據秘密包廂區域，若秘密包廂區域尚未開放，則不必對這顆骰子進行擲骰。
1-3：佔據秘密包廂區域中的一張任務卡，數字"1"會佔據最左邊的位置，數字"3"會佔據最右邊的位置，在該輪結束
時，將佔據的任務即該任務上的指示物棄置，並抽一張新的任物卡即指示物填滿該位置。
4-6：佔據 Nasty 夫人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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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條件
你能在標準模式及故事模式下遊玩洞穴酒館的單人遊戲。

標準模式
這是一個在酒館中的寧靜夜晚，你和 Nasty 是唯二盡心服務客人的人，而你，必須達到每日業績，
否則，Nasty 會再去找個新人來填補你的位置。
在標準模式下，你必須在遊戲結束時，擁有至少 80 點勝利點數才算獲勝。

故事模式

巫師之夢
希望的曙光穿透了漆黑的天空，灑落於五大王國。
空氣發出的些許耳語，訴說著和平的契機。
巫師在無意間透過水晶球，瞥見了些許的未來，
而他知道，必須做些什麼，來讓這項預言成真，
但和平的想法不是所有人都樂見的，
有某些人靠著他人的困苦過活──像是矮人 Nasty，
他藉著綿延不斷的戰爭來獲取錢財。
幸運的是，洞穴酒館的員工們都站在巫師這一方，
他們將幫助巫師完成這項使命，不讓 Nasty 嗅出一絲蹤跡。
他們能夠做到嗎...？

故事模式的遊玩如同標準模式，除了勝利條件的不同。
在遊戲開始時，你必須將指示卡(五大王國卡)均勻洗牌並抽出一張，該卡牌將指示你服務特定種族，
為他們進行晚餐服務、滿足他們的需要，並幫助巫師躲過 Nasty 的視線，卡牌上標示的目標表示你
需要完成的指示的最低要求。
這是一張指示卡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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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Kellett

Meredith Schwall

Timothy Duffield

Arsan Buffin

Rusty Suhr

Chris Britton

Tobias Ander

Paw Halse Jacob

Uffe Vind

Unwin Michael

James Holzhauer

G.Cooper

Raf (Gravata) Elen

@garygnw

Lone Lekgolo

Jason Kapalka

Larry Harala

Colin Alsbury

Nick & Mindy Johnson

Travis Braid

Joe Anders

Geff a true VikingZ

Martin Margosiak

“Ellende” Ellen Groeneveld- v.d. Dool

tale

Tantrum House

Darko Gacov

and all of our Kickstarter backers

Andrew LaCortiglia
ShadowCon
Michael Schneider

特別感謝：

Jeffrey M. LaCortiglia

Aleksandar Gucinovski,

Andrew Schroettner

Milorad Krstevski,

Sean “Winterstoirm” Quilty

Juliane Petrovska,

Alan Przybyla Sonny

Ilija Stankovski,

Scott Christopher

Zeljko Radisic,

Sudweeks Joshua Lee

Mario Orlik,

Schauer Jason Pollard

Goblin Games

Savadge Dragon Games

and all of our playtesters.

Matthew “Firestorm” Reiss

參與人員
遊戲開發與設計：

插畫：
Mihajlo Dimitrievski – The Mico

平面設計：
Vojkan Krstevski

規則書編排：
Ivana Krstevska

Joshua Yearsley

規則書設計：
Bojan Ivanovic (brigada.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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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jkan Krstevski

Toni Toshevski

Maja Matovska

想了解更多有關洞穴酒館的世界背景？
請參閱 finalfrontiergames.com，獲得更多有關五大王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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