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 內容介紹 人數 / 時間 類型 

妙語說書人 

玩家輪流擔任說書人角色，說書人玩家要出一張手牌，

並用簡單的一句話、一個字、甚至是一段歌詞或舞蹈去

形容這張牌，同時其他玩家也都要根據提示打出一張手

牌後一起開牌。除了說書人以外，所有玩家要猜測說書

人打出的手牌是哪張，因為每個人的聯想力和表達方式

都不同，跟不同朋友玩起來的樂趣都不一樣，很耐玩！ 

3-6人 

約 30分 

派對、 

益智 

阿瓦隆 

遊戲中玩家扮演梅林法師和圓桌武士陣營(好人)，或是

邪惡法師及其爪牙(壞人)，每個陣營內有能力者和普通

角色，在尋找聖杯的路途上，玩家要通過邏輯推理觀察

其他玩家的行動和發言，找到同伴，為自己陣營贏得勝

利。 

5-10人 

約 30分鐘 

陣營、 

推理、 

心機 

驚爆倫敦 

遊戲中玩家扮演夏洛克陣營(好人)或是莫里亞蒂陣營

(壞人)，在四輪遊戲中，除了要找出隊友外，還要處理

炸彈！好人陣營要剪掉五條「解除引線」，才能成功阻止

炸彈引爆，而壞人陣營則是要拖延好人拆除引線，或引

誘好人陣營剪到「炸彈」直接引爆獲得勝利。過程中無

論好人或壞人陣營，都可以靠嘴砲相互干擾、誤導，是

個趣味性及邏輯性兼具的遊戲。 

4-8人 

約 15分鐘 

陣營、 

推理、 

心機 

爆炸小小兵 

玩家們會輪流從放入「爆炸小小兵」的牌庫中抽牌與打

牌，遊戲中抽到爆炸小小兵的玩家就立刻被轟炸出局，

由幸運存活到最後的玩家贏得遊戲。卡牌中充滿各式各

樣可以讓你躲過爆炸或陷害別人爆炸的卡片，一群好友

一起玩絕對笑料百出！ 

2-5人 

約 15分鐘 

派對、 

心機 

卡卡頌 

(基本版) 

玩家會輪流抽地圖板塊放到桌面上，並選擇要不要擺放

自己手上的棋子(手下)到剛剛出的板塊上。手下根據擺

放的位置不同，會有 4 種職業，不同職業獲得的分數不

一樣。當玩家完成板塊上的建築後，就可以取回手下並

獲得分數。遊戲中板塊不斷擴張，玩家也會累積自己的

積分，最後由分數最高的玩家獲勝。卡卡頌領地會隨著

擺放的方式不同而變化，每次玩都會有新的樂趣！ 

2-5人 

約 45分鐘 
策略 

璀璨寶石 

遊戲中，玩家扮演文藝復興時代的一名商人，透過拿取

寶石和黃金籌碼購買發展牌，來得到威望分數和額外的

寶石獎勵(發展牌可以幫助玩家獲得更高級的發展牌並

取得更多的威望分數)。當玩家的寶石獎勵到達某個程度

時，就會有貴族來訪，玩家也會獲得額外的威望分數，

最先達到 15點威望分數的玩家獲勝。如何運用有限的資

源獲取最大的利益，考驗玩家的智慧。 

2-4人 

約 30分鐘 
策略 

  



名稱 內容介紹 人數 / 時間 類型 

閃靈快手 

遊戲中玩家們置身在一鬼屋中，鬼屋內有紅沙發、藍皮

書、綠酒瓶、灰老鼠及白幽靈等，玩家們根據每次翻出

的牌卡，選擇適當的道具配合，速度最快且正確的玩家

便可取得此張牌卡。當所有的牌卡都翻完後，玩家們統

計各自所獲得的牌卡，數量最多者即為遊戲贏家。 

2-8人 

約 20-30分鐘 

派對、 

反應 

德國蟑螂 

(皇家版) 

遊戲中有 8種動物牌，玩家要把手中的牌傳給其他玩家，

並且宣稱這張牌是某種動物，收到牌的玩家要猜測出牌

玩家是否說謊，猜錯就要回收這張牌，率先集滿 4 隻相

同動物牌的人就輸囉！《皇家版》除了原有的動物牌，

新增特殊牌和皇冠牌，讓謊言滿天飛。盡情蒙騙你的朋

友吧！ 

2-6人 

約 20分鐘 

派對、 

心機 

機密代號 

玩家分成兩隊，目標是要找出自己陣營的特務。每個特

務會對應到一個代號，隊長要想出和代號相關的線索給

隊員，讓隊員能夠透過線索找出同隊的特務卡，最先把

同隊特務卡全部找出來的隊伍獲勝。隊長提供線索時，

要避掉對方的特務卡和殺手卡，還要盡可能的將線索連

結到好幾個特務代號上，過程歡樂又燒腦！ 

2-8人 

約 15-20分鐘 

派對、 

陣營、 

猜謎 

 

犯人在跳舞 

遊戲規則很簡單，玩家們要用偵探牌和神犬牌抓出犯人

牌。卡牌有 13種類型，許多卡牌效果會讓犯人牌在不同

玩家手上跑來跑去，犯人就像是「在跳舞」的感覺。玩

家可以互相陷害，或是藉由推理猜測犯人牌跑到誰的手

上，讓遊戲過程增加很多樂趣。 

3-8人 

約 10-20分鐘 

派對、 

陣營 

駱駝大賽 

(紙牌版) 

5匹駱駝參加一場數段賽程的競速比賽，但這些駱駝不屬

於任何玩家，所有玩家目標就是投注、贏得彩金。駱駝

依競賽卡牌庫翻開的卡片背負著彼此前進，玩家們可以

投注每一個分段賽中的第一名和第三名，以及整場比賽

的總冠軍與吊車尾，最終獲得最多彩金的玩家獲得勝利。 

2-6人 

約 30-60分鐘 

派對、 

策略 

字字轉機 

一款隨機對手、隨機題目的快答遊戲，遊戲中玩家必須

聚精會神尋找自己的對手，找到後迅速講出對方卡牌上

的題材答案，最快答對的玩家獲得分數，成為天下第一

的「嘴遁王」！你曾有過想到某個事物，卻一時答不上

到底是什麼的經驗嗎？玩過就知道了！ 

3-6人   

30-45分鐘 

派對、 

反應 

演化論- 

物種起源 

遊戲中玩家們扮演著物種演化的推手，須在有限的資源

中，想辦法讓自家的動物存活下來。玩家們輪流依序進

行包括演化、食物供給、進食、滅絕及抽牌等階段，牌

堆耗盡時根據場上所保留的卡牌內容計算分數，分數最

高者即為遊戲贏家。因每次遊戲都會經歷不同情況的求

生、掠奪、合作，局勢變化多端！ 

2-4人 

約 30分鐘 

策略、 

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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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人殺 

(2020官方版) 

玩家分成好人與狼人兩種陣營，各自扮演好自己陣營中

所屬的角色，各類角色中除了平民都有特殊能力，玩家

必須善用角色能力協助該陣營獲得最後勝利。遊戲在夜

晚和白天之間輪流進行，直到達成遊戲結束條件。夜晚

時玩家閉上眼睛，由主持人依序喚醒角色，並發動角色

能力；白天時，所有玩家輪流發表意見後，投票表決要

放逐哪位玩家使其出局。獲勝條件:全部狼人出局則好人

獲勝；全部神職或是全部平民（屠神或屠民）出局則狼

人獲勝。 

6-18人 + 1名

主持者 

約 60-120 分

鐘(人越多時

間越長) 

陣營、 

推理、 

心機 

UNO-超級瑪利歐 

經典卡牌遊戲「UNO」結合「超級瑪利歐」，除了加入角

色圖像，還加入了主題專屬特殊功能卡，讓遊戲提升更

多趣味。玩家須管理自己的手牌，判斷檯面上出現的顏

色、數字，以及活用各種特殊功能卡，想辦法讓自己的

牌全部脫手，最先脫手玩家即獲勝。 

2-10人   

約 30分鐘 

派對、 

益智 

暗影行動- 

阿姆斯特丹 

一樁罪案發生了，警方的調查毫無進展，你的偵探事務

所接到委託，請你們調查這個案件，與此同時，另一個

偵探事務所也捲入其中，必須趕在你的對手之前，避開

警方干擾集齊３個證據交給你的客戶！玩家們分成兩

隊，利用猜題走板圖的方式同時進行遊戲，達成獲勝條

件之隊伍贏得勝利。 

2-8人   

約 30分鐘 

派對、 

推理、 

猜謎 

水啦！Yesss! 

一個有點瘋狂的科學家開發了一個實驗，用來提升人們

相互了解的能力。玩家們扮演他的門徒，將兩張照片連

結起來，翻譯成一個單一概念的字詞，且必須讓其他人

理解。遊戲將進行命題、出題及答題 3 個階段，根據每

題的答題結果決定各玩家的所得分數。當場上所有圖像

卡耗盡時遊戲結束，玩家分別計算所獲得的累積分數，

分數最高者為贏家。 

競爭模式: 

3-7人 

約 30分鐘 

(另有合作模

式變體) 

派對、 

推理、 

猜謎 

矮人礦坑 

玩家分為掏金矮人和搗蛋鬼矮人兩個陣營。每人輪流出

牌，卡牌效果有連接道路、陷害或幫助別人，也可直接

棄牌不出。掏金矮人目標是將道路接到有金礦的目標牌

上，搗蛋鬼矮人則是阻止他們達到目的。獲勝的陣營可

以得到金塊當作獎勵，遊戲進行 3 輪後結算，擁有最多

金塊的玩家贏得比賽。因每輪玩家陣營都會變換，小心

剛剛的朋友很可能變成現在的敵人喔！ 

3-10人 

約 30分鐘 

派對、 

陣營、 

心機 

搞笑瑜珈 

一款會讓玩家身體不停做出搞笑動作、挑戰關節極限的

派對遊戲。玩家須輪流抽牌執行牌面上的指令，並且做

出符合它要求的動作，隨著遊戲繼續進行，玩家們的肢

體也逐漸母湯，撐到最後的人就是贏家！ 

3-10人 

約 20分鐘 
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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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密 

(紙牌版) 

玩家輪流出牌，把桌面上的牌依照規則排成「順組」(連

號同色)或「群組」(同號不同色)，如果沒有手牌可以打

出，就要抽一張新牌。最先出完手牌的玩家獲得分數，

遊戲以積分制的方式進行，數輪後分數最高為贏家。拉

密是一種極容易上手的數字排列遊戲，可以用自己的邏

輯來重新規劃排列牌組，變化出各式各樣的數字組合，

非常令人著迷！ 

2-4人   

約 30-40分鐘 

策略、 

邏輯、 

益智 

法老密碼 

想得到寶藏的人，必須解開刻印在金字塔之上的數字密

碼！玩家輪流擲三顆骰子，接下來所有玩家就要根據這

三顆骰子顯示的數字，運用四則運算來算出是否能符合

金字塔的寶藏板塊的數字，當第一個玩家拿走寶藏板塊

後即翻轉沙漏計時，其他玩家要在時間內用這三顆骰子

算出場上其他數字。遊戲最後計算寶藏板塊背後的甲蟲

數量，最高分者即獲勝。 

2-5人   

約 20分鐘 

反應、 

益智 

出包魔法師 

魔法師們為了率先登上魔法之塔、成為名留青史的魔法

師，互相施展咒語試圖解決對方，一場咒語大亂鬥就此

展開！玩家須藉由推測自己可能擁有的咒語進行施展，

想辦法增加自己生命、讓對手失去生命。每回合最快將

咒語施放完畢的玩家可往塔頂邁進，最後由率先抵達塔

頂的玩家成為遊戲贏家。 

2-5人   

約 30分鐘 

策略、 

推理 

倉庫城 

在 1900年代，漢堡市是世界的門戶，港口的中心有一棟

特別且複雜的倉儲大樓，稱為『倉庫城』。玩家扮演貿易

公司老闆，從貨輪上購買貨物並提供給客戶以完成合

約，賺取白花花的銀子。但這裡不時發生火災，記得雇

用消防員來保護你的貨物和辦公大樓，以免蒙受損失。

一年時序完成遊戲結束，生意最好的玩家將贏得勝利。 

2-5人   

約 45分鐘 
策略 

水瓶座 

每一個玩家一開始各會抽一張目標卡，如何瞞過對手，

讓手中任務指定的元素七張相互連結是獲勝關鍵！發完

牌時，玩家們要悄悄的計畫如何擴充你的王國，千萬要

小心！只要計畫被對手識破，就會被阻擋目標，甚至連

目標卡都可能被換走囉！ 

2-5人   

約 20-30分鐘 

策略、 

益智 

髒小豬 

小豬最喜歡玩泥巴了，大家快來想辦法讓自己的小豬成

為髒小豬。小心！當有人的小豬變髒時，就要快出牌把

他們的小豬洗乾淨！當某玩家率先將手中所有的小豬卡

都順利成為髒小豬的時候，該玩家即獲勝。 

2-4人   

約 15-20分鐘 

策略、 

益智 

魔法交易所 

玩家扮演來自各方的巫師們，在魔法交易所中交易魔法

元素、製造神祕魔藥。元素的價格會隨著市場的買賣持

續波動，有時還會因為巫師的法術劇烈變動，只有最精

明的投資者才能獲利並贏得遊戲！ 

2-4人   

約 30分鐘 
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