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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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介紹
刀光劍影，水花四濺，盔甲牛蛙轟隆的戰鬥
怒嚎響徹了月光下的沼澤。兩棲大軍在蓮葉
上來回跳躍，為了主宰池塘展開殊死戰。
突然，傳來了勝利的呼喊。源源不絕的戰士終於踏進
蓮葉上的戰場，宰制了這場鬥爭，並為他們的陣營
取得了勝利。由於無法負重，蓮葉沉到沼澤下了。
牛蛙們從沉沒的蓮葉上跳到周邊的蓮葉上來幫助
他們的盟友，或者妨害他們的仇敵，他們的重量
使得蓮葉在冰冷、閃著光芒的水面逐漸漂離。
想要獲勝的指揮官，一定要了解每次移
動所帶來的漣漪效果，別為了贏得一場
戰鬥，付出輸掉整場戰爭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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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
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

遊戲配件

– 孫子

1 本規則書
49 張卡片

40 張蓮葉卡 (每個玩家顏色10張)
4 張玩家幫助卡
1 張原木卡
4 張 6 格的起始蓮葉卡

64 個標記

56 個青蛙方塊 (每個玩家顏色14個)
8 個牛蛙圓柱 (每個玩家顏色2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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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設置
1. 每個玩家選擇一個顏色，並拿取對應顏色的

10 張蓮葉卡、14 個青蛙方塊，
以及 2 個牛蛙圓柱。

2. 每個玩家獲得一張

玩家幫助卡。

3. 把原木卡放到桌子中央。

在原木的四周 (上下左
右) 放上起始蓮葉卡，形
成一個十字型的區域。

4. 每個玩家洗混他們的蓮葉

卡牌庫，並正面朝下放在
他們面前的玩家區域。

5. 每個玩家抽 3 張蓮葉

卡當作起始手牌。

6. 最年輕的玩家為起始玩家。

遊戲流程
1.

蓮葉符號

格子

(行動數)

打出一張蓮葉卡

(顯示屬於哪個玩家)

2. 執行行動
3. 結算蓮葉卡
• 計算青蛙 / 牛蛙戰鬥值
• 青蛙 / 牛蛙跳走
• 移除蓮葉卡
• 移動蓮葉卡
4. 抽一張蓮葉卡

分數

2

01. 打出一張蓮葉卡
回合一開始，主動玩家必須從他們手中打出一張蓮葉
卡到桌面上。這張卡必須要正面朝上放置，並和原木
卡或其它已經進場的蓮葉卡相鄰。只要卡片有一邊
接觸就視為相鄰。斜對角接觸不算做是相鄰。

02. 執行行動
階段一打出的蓮葉卡左上角的蓮葉符號數量，決定玩家這回合
可執行的行動數量。行動有兩種：調派與破壞。一個回合裡
每種行動可以執行多次，也可以任意組合行動，只要加總起
來的行動數不要超過蓮葉卡左上角的蓮葉符號數量即可。

調派
玩家把一隻青蛙或牛蛙，放到一張與階段一
打出的這張蓮葉卡同一列或同一欄 (垂直或水
平方向) 的蓮葉卡上任何開放的格子裡。
LL 青蛙或牛蛙不能調派到階段一打出的卡片上。
LL 青蛙或牛蛙不能調派到原木卡上。
LL 在這個階段，玩家不能在一張卡片上調
派超過 2 隻青蛙或牛蛙 (以任何組合)。

LL 如果玩家的供應區沒有青蛙或牛蛙可以
調派，玩家可以從之前打出的蓮葉卡上
拿取一隻自己的青蛙，並按照上述規則
放置。牛蛙不能以這種方式重新調派。

破壞
從和階段一打出的蓮葉卡同一列或同一欄 (垂
直或水平方向) 任何蓮葉卡上，拿取對手的青
蛙，並跳到任何相鄰的蓮葉卡或原木卡上。
LL 不能透過這個行動移動牛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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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這個破壞行動不能拿取在原木卡上的青蛙。

03. 結算蓮葉卡
如果有任何的蓮葉卡在主動玩家做完所有行動後被填滿了，這
些卡片的戰鬥完成了。現在，玩家必須結算戰鬥的贏家。
如果有多張蓮葉卡要結算，主動玩家決定蓮葉卡的結算順序。

計算青蛙 / 牛蛙戰鬥值
每個玩家加總填滿的蓮葉卡上的戰鬥數值：
LL 青蛙的戰鬥值為 1。
LL 牛蛙的戰鬥值為 2。
蓮葉卡上戰鬥數值最高的玩家贏得這場戰鬥。
如果平手，則沒有人贏得這場戰鬥。

現在是綠色玩家的回
合。
黃框裡的蓮葉卡， 6
個格子都已已經填滿
了，現在必須要結算。
綠色玩家的戰鬥數值
是 4 (1+1+2)。
藍色玩家的戰鬥數值
是 3 (1+1+1)。

青蛙 / 牛蛙跳走
每次戰鬥結算後，這張蓮葉卡會沉沒。
主動玩家從沉沒的蓮葉卡，拿取 1 隻青蛙或 1 隻牛蛙，並跳到「
每張」相鄰的蓮葉卡或原木卡上開放的格子 (也就是沉沒的蓮葉卡
上所有的青蛙都會跳到相鄰的蓮葉卡上)，使用以下的優先順序：

LL 輸家所有青蛙。
LL 輸家所有牛蛙。
LL 贏家所有青蛙。
LL 贏家所有牛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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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一張蓮葉卡時，不會有超過 4 隻青蛙 / 牛蛙跳到相鄰
的卡片上，因為任何卡片最多只會有 4 張卡片相鄰。
任何留在沉沒的蓮葉卡上，無法跳走的青蛙，都會回到各自玩
家的供應區，然而無法跳走的牛蛙，則從遊戲中移除，並放到
玩家的玩家幫助卡上。如果平手，主動玩家有跳走的優先權。
延續前一個範例，綠色玩家必
須要先幫藍色玩家的 3 隻青蛙
先跳，因為綠色玩家是這張蓮
葉卡上的贏家。他決定把藍色
v 玩家的青蛙跳到上、下，及左
邊的蓮葉卡上。他接著有機會
跳 1 隻自己的青蛙。他把自己
的青蛙跳到右邊的原木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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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沒的蓮葉卡上還剩餘一隻青蛙
和一隻牛蛙。剩餘的青蛙要放回
綠色玩家的供應區，而剩餘的牛
蛙則要從遊戲中移除。
綠色玩家接著移除沉沒的蓮葉卡
並把它放到他的計分牌堆，這會
會讓他獲得 6 分。

移除蓮葉卡
在跳走沉沒的蓮葉卡上的青蛙及牛蛙后，戰鬥的贏家獲得
這張蓮葉卡，並把它正面朝上放到他們面前，形成計分
牌堆。如果戰鬥沒有贏家，這張蓮葉卡從遊戲中移除，
沒有玩家獲得這張卡上的分數。青蛙及牛蛙跳躍可能會
造成一個漣漪效果，使得額外的蓮葉卡填補空缺。

在進行「移動蓮葉卡」階段前，請確保
其他蓮葉卡是否有填滿並結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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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蓮葉卡
在所有填滿的蓮葉卡都已經結算並從桌面上移除後，
這時原木卡或蓮葉卡可能因為空缺沒有組成一團了。
這些卡片必須移動並和桌面上的蓮葉卡凝聚成一團。
LL 原木卡不能移動。
LL 蓮葉卡一次移動 1 張。
LL 蓮葉卡可以移動多步去填滿空格，並與包
含原木卡的蓮葉卡相鄰組成一團。

LL 當移動多張蓮葉卡時，主動玩家選擇移動蓮葉卡的順序。
LL 移動一張蓮葉卡時，通常會產生另一個分開的小蓮葉卡團。必
須一次移動一張，直到所有的蓮葉卡都彼此相鄰形成一整團。

LL 移動蓮葉卡後，整團卡片不能是一直線 (如果情況允許的話)。
延續前一個範例，已經沒有
蓮葉卡需要結算了，但是現
在桌面上的蓮葉卡沒有組
成 1 團。
黃框的蓮葉卡沒有和其他蓮
葉卡連在一起，所以必須把
它移去有包含原木卡的蓮葉
卡組成一團。
綠色玩家決定把它移
到如圖所示和蓮葉卡
團相鄰的位置。
綠色玩家從他的牌庫抽一張
牌，然後他的回合結束。

04. 抽一張蓮葉卡
主動玩家從他們的牌庫抽一張蓮葉卡，使手牌補
滿 3 張。如果玩家的牌庫裡沒有蓮葉卡了，忽略
這個階段。遊戲回合輪到左手邊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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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卡註記
LL 青蛙和牛蛙只能在有蓮葉卡結算後，或是有對
手執行破壞行動，才能跳到原木卡上。

LL 原木卡上的青蛙或牛蛙數量沒有上限。
LL 原木卡在遊戲結束後才結算。

遊戲結束
遊戲在所有蓮葉卡都打出的那個玩家回合後結束。

最終計分
LL 每個玩家加總他們計分牌堆裡的蓮葉卡分數。
LL 每張計分牌堆裡屬於玩家自己顏色的蓮葉卡額外多得 1 分。
LL 原木卡上每隻玩家自己的青蛙值 1 分。
LL 原木卡上每隻玩家自己的牛蛙值 2 分。
LL 原木卡上戰鬥值最高的玩家獲得 3 分。
如果平手，沒有人得分。

最高分的玩家獲勝。如果平手，玩家計算他們任何蓮葉
卡上進場的青蛙 (1 分) 及牛蛙 (2 分) 分數，最高分的
獲勝。如果還是平手，則共享勝利或再玩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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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或支援，請蒞臨我們的網站：
www.ThunderworksGa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