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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t – More tactics frombow to rear



遊戲作者：
美術：
翻譯： 李文祺 ( 中文版 )

(英文版 ), ( 法文版 )

2 人遊戲 , 8 歲以上 , 約 30 分鐘。

一艘船扔下了錨， 停泊在海灣上， 拉開了一場新遊戲的序
幕。 船長、 大副以及船上的水手們看來都有危險了， 因為身
為人魚的玩家們約好， 迷倒最多水手們的一方， 獲得勝利。

人魚的呼喚是一款有著帝王寶藏、 古代金幣、 海豚與美人
魚， 以奇幻故事為背景的兩人遊戲。

遊戲目標：

玩家試圖在遊戲過程中， 試圖收集船卡與水手， 每張船卡與
個水手標記物將視為 1 分， 遊戲結束時， 分數最高的玩家
獲得勝利。

遊戲配件：

• 52 張遊戲牌： 由 0 至 10 分別各 4 張， 及 -1 至 -4 分別
各 2 張

• 5 張船卡： 分別為數字 28、 30、 32、 34 及 36

• 6 個標記物： 2 個水手標記物（ 1 個船長、 1 個大副）， 1
個萊姆酒杯及 1 隻章魚（ 每位玩家一組） 標記物

• 1 本規則書



遊戲牌及船卡說明：

遊戲牌上的數字表示該牌的力量， 船卡上的數字表示該船卡
的防衛數值。 玩家透過將己方牌上的力量加總， 等於或高於
該船的防衛數值時， 或是結算時己方的力量加總大於對手時
獲得該船卡。

有些牌上具有移動水手的標記。

此外， 每張遊戲牌皆標記有海星或是貝殼記號 ， 可參考進
階規則玩法。

水母牌張， 力量 -2 船卡， 防衛數值 34

海星記號

移動水手標記



遊戲準備：

將 5 張船卡組成一艘船橫置在兩位玩家中間， 如圖所示
（ 船卡之間將保有一些空隙）。

將 2 個水手標記物船長與大副分別隨機放置在防衛數值 30
與 34 的船卡上。

將牌張洗混後， 分別發給兩位玩家 4 張為起始手牌， 將剩
餘的牌置於一旁做為抽牌堆。

玩家分別拿取 1 個萊姆酒杯及 1 隻章魚標記物放置在自己
面前。

任意決定一位起始玩家。



遊戲進行：

遊戲總共進行數個回合， 直到所有船卡被計分， 或其中一位
玩家率先得到 4 分。

玩家回合：

輪到玩家回合時， 玩家可以從以下二種行動擇一進行：

出牌行動： 任意出一張牌， 然後補一張牌

章魚行動： 使用章魚的功能

此外， 也可以選擇使用萊姆酒杯（ 無論玩家選擇哪一個行
動， 萊姆酒杯不視為一個行動） 然後， 輪到下一位玩家進行
回合。

遊戲結束：

當所有船卡皆被計分， 或其中一位玩家率先獲得 4 分時，
遊戲結束。 此時玩家所收集到的船卡每張值 1 分， 每個水
手各值 1 分。

由獲得最高分（ 或 4 分） 的玩家勝出。 若有平手的情形出
現， 則視為沒有人獲勝， 而將在下一艘船隻駛入港灣時再度
一較高下。

出牌行動

選擇出牌行動的玩家， 從手上出一張牌至桌面上一張船卡的
其中一側。 然後從抽牌堆抽一張加入手牌。 當抽牌堆耗盡
時， 玩家不再進行補牌動作， 直到遊戲結束。



玩家出牌時， 必須按照下列規則：

牌數上限

若船卡的其中一側已經有 5 張牌時， 不能再出牌至該船卡
的那一側， 但仍可出牌至未滿 5 張牌的另一側。

移動一個水手

出牌階段時， 當畫有移動水手符號的牌被打出至水手（ 船長
或大副） 所在的船卡兩側時， 玩家必須移動該水手至該船卡
鄰近兩邊的船卡。 視該牌被放置在哪位玩家的面前， 該玩家
必須選擇水手移動的方向。

站在船頭或船尾卡上的水手， 可以左右互通至船尾及船頭。
若相鄰的船卡上已有另一個水手佔領時， 該水手的移動必須
跳過該水手至下一張船卡上。

已計分並被移除的船卡（ 見船卡計分）， 不會造成空格， 舉
例來說， 如果防禦數值 32 的船卡已被某位玩家計分並移出
遊戲， 船卡 30 及 34 被視為左右相鄰。

例外： 當遊戲進行區剩餘的船卡數量等同於水手數時， 不再
移動任何水手。

範例： 當克勞斯與布里吉塔進行遊戲時， 防禦數值 36 的船
卡（ 船尾） 已經被計分， 而船長站在 28 船卡上（ 船頭），
大副站在 34 船卡上。 輪到克勞斯的回合時， 他打出一張
“0” 牌（ 擁有移動水手符號的牌） 並把該牌出至與布里吉
塔同側的船卡邊， 所以布里吉塔將決定船長移動的方向。
28 船卡與 34 相鄰（ 36 船卡因為已被計分而移出遊戲）， 布
里吉塔決定將船長移至 34 船卡， 但由於大副已經佔領了
34 船卡， 所以船長跳過 34 船卡， 而多一步被移動至 32 船
卡。



船卡計分

每當一張牌被放置在船卡兩側時（ 且在水手移動後）， 檢查
船卡是否進入計分， 船卡會因為以下兩種原因進入計分：

1. 當船卡任一側的牌之總和， 大於或等於該船卡的防禦數
值時（ 若有萊姆酒杯也須一併加入防禦數值）。 這個情形
下， 當側的玩家獲得該船卡（ 若該船卡上有水手則一併
拿走列入計分）。

2. 該船卡的兩側皆有 5 張牌時， 這個情形下， 兩側分別加
總過後， 由力量總和較高的玩家， 獲得該船卡（ 若船卡
上有水手則一併拿走列入計分）。 若此時出現平手的情
況， 則沒有人可以得到船卡以及在上面的水手， 將它們
同時移出遊戲。

船卡計分之後：

將任何在該計分船卡上的萊姆酒杯移出遊戲。

將該計分船卡兩側的所有牌移出遊戲。 若此些牌上有任何的
章魚， 將它們還給其擁有的玩家。

章魚行動

回合階段， 玩家可以不出牌， 而選擇章魚行動， 將一張已經
被放置在船卡側的牌， 移至另外一個位置。 若玩家在前些回
合已使用過章魚行動， 則不能再選擇此行動， 除非該船卡已
被計分， 而章魚回到玩家手上。

當玩家選擇章魚行動， 將一張已經放置在船卡側的牌， 移至
另外一個位置（ 到其他船卡兩側或是該船卡的另一側）， 然
後將其章魚留在被移動的牌上。 例外： 已經有章魚在上面的
牌， 不能再被另外一隻章魚選擇移動。

當牌被移動至新的位置時， 規則與出牌行動階段相同（ 詳見



出牌行動規則）。

牌數上限： 船卡兩側牌列的上限各為 5 張牌。

移動一個水手： 當移動一張畫有移動水手符號的牌時， 若該
牌移至到上面有水手標記物的船卡兩側時， 視該牌被放置在
哪位玩家的同側， 該玩家必須決定水手移動的方向， 並移動
水手。

船卡計分： 當船卡兩側皆累積滿 5 張牌， 或船卡一側牌的
力量總和大於等於該船卡的防禦數值時（ 若有萊姆酒杯也須
一併加入）， 則該船卡直接進入計分。

附註： 玩家使用章魚功能後， 不進行補牌。

使用萊姆酒杯功能

回合進行時， 玩家除了在出牌行動或是章魚行動中擇一， 可
以額外的使用萊姆酒杯功能， 將其放置在任何一張還在場中
的船卡上。 該萊姆酒杯將會提高該船卡的防禦數值 3 點，
兩位玩家的萊姆酒杯可以被放置到同一張船卡上， 進而將該
船卡的防禦數值提昇 6 點。

當上面載有萊姆酒杯之船卡被計分後， 將萊姆酒杯移出遊
戲。 每位玩家在整個遊戲中， 只能使用一次萊姆酒杯的功
能。

進階規則 –從（ 船） 頭到（ 船） 尾都有更多的
策略

在遊戲設置階段， 兩位玩家拿取相同數值的牌組。 一位玩家
拿取所有海星記號的牌， 另一位玩家拿取所有貝殼記號的
牌。

兩位玩家從自己的牌組中， 選取 4 張為起始手牌， 並將剩
餘的牌洗混， 做為自己的抽牌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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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ser une Pieuvre



Utiliser un gobelet de rhum



Variante – Plus de tactique de la proue à la
pou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