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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心臟病 Halli Galli 
玩家依序翻開一張卡片置於自己面前，只要桌面上翻

開的紙牌中，一共出現 5 個同樣水果時,玩家就要搶

按桌面中央的鈴，最後按鈴的玩家贏得桌面上所有的

卡片，手牌用盡的玩家便出局了！堅持到最後的玩家

獲勝！這是一款挑戰你心臟極限的刺激遊戲。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690 元 

………………………………………………………………………………………………………………………………………………….. 

 

快手疊杯 Speed Cups 
每個人擁有五個不同顏色的杯子，試著比別人更快完

成任務。每張提卡會以各種有趣的方式，提示你要將

五個杯子以甚麼順序疊起來或排成一列：可能是樹上

的五隻鳥，或是牆上的五件外套。趕快看懂提示，速

速牌好，馬上按鈴！只有真正的疊杯高手，才能在快

手疊杯中獲勝哦！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690 元 

………………………………………………………………………………………………………………………………………………….. 

 

拉密旅行版 Rummikub Voyager 
出外旅遊也可以彼此拉密一下。 

拉密數字磚塊牌外出型是標準型的縮小版。精巧的外

盒設計可分解成 4 個牌架，組合後又可當裝磚塊牌的

盒子使用。訓練邏輯思維的最佳幫手，大人小孩都適

合！它是一個能激發您思考神經的遊戲，不僅訓練您

的邏輯思維能力，還能加強您對數字的敏感度，除了

娛樂性之外，更提供了極高的教育價值。 

 

1980 年德國年度遊戲冠軍評審團獎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660 元 

………………………………………………………………………………………………………………………………………………….. 

 

香蕉拼字 Banana grams 
30 分鐘英單必備遊戲！（1-8 人）近幾年全世界最

火熱的拼字遊戲！考驗你對拼字的熱情。大部分的人

都不愛背單字，但這個遊戲能巧妙創造一個充滿挑戰

與樂趣的動機！它是由一個 76 歲的爺爺為孫子發明

的遊戲，不僅在 40 個國家爆紅，賣出了近 1000 萬

套，在一個小小的桌面即可享受樂趣絕無冷場．香蕉

拼字是英國亞馬遜最熱銷的桌遊。 

 
 

 

 

建議售價 750 元 

………………………………………………………………………………………………………………………………………………….. 

  

蟲蟲燒烤派對 Heck Meck 
每位玩家都是一隻雞，因為好朋友相約到酒店喝酒吃

蟲，突然有隻雞的賭性大發，提出丟骰吃蟲的比賽，

大家覺得滿有趣的，紛紛答應此提議然後就開始了吃

蟲大賽。這是一個歡樂的擲骰遊戲！ 

每位玩家輪流擲骰，除了骰子擲出的點數相加起來要

超過牌上的數字之外，其中還要有「蟲」的圖案才可

以拿牌喔！擁有最多條蟲的人贏。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830 元/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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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語說書人 Dixit 
屏氣凝神！插圖即將掀開了！這些插圖都圍繞著一

個主題：一段令人費解的句子。 

妙語說書人是一款令人感到驚奇、歡樂以及興奮的遊

戲，適合讓全家以及朋友們一起享受、出人意料的歡

樂派對遊戲。 

   
2010 年德國年度遊戲冠軍評審團獎 

2010 年美國遊戲選拔最佳派對遊戲 

2010 年樂透獎：最好玩的派對遊戲 
建議售價 1160 元 

………………………………………………………………………………………………………………………………………………….. 

 

拉密數字牌大型版 XXL Rummikub 
一個能激發您思考神經的遊戲，它需要您運用很多的

策略，尚具有以下極高的教育目標： 

1. 排列組合能力-學習數字和顏色最佳排列組合  

2. 創新規劃能力-培養能不受限於所面對的現有牌

局，重新規劃新的牌局組合  

3. 決斷分析能力-訓練在短時間內，做出正確的出

牌和操作牌的能力 

 

1980 年德國年度遊戲冠軍評審團獎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1080 元 

………………………………………………………………………………………………………………………………………………….. 

 

拉密 Rummikub 英文字彙版 
對孩子來說背單字不再是無聊的事，對大人來說是邏

輯腦力拆解、組合、重整字彙的遊戲，藉由拉密拓展

人際、增進親子間的關係，您可以利用計分、計時或

是約定破冰的字母數，來增加或減少遊戲的難易度，

對於字彙還沒那麼多的人，可以使用字典等工具來使

遊戲順利進行。 

 

1980 年德國年度遊戲冠軍評審團獎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850 元 

………………………………………………………………………………………………………………………………………………….. 

 

故事骰 Rory’s Story Cubes 

冒險篇(綠）行動篇(藍) 基本款(橘) 
超過 1000 萬種不同的組合，帶來無窮盡的故事！你

能否用這 9 個圖像創作出故事來？『故事骰』是一款

口袋型看圖說故事遊戲，任何年齡層的朋友均能藉此

激發無窮盡的想像力。這並不是一款競爭性遊戲，你

可以單獨或者與朋友一同享受。投擲 9 顆骰子，以「很

久很久以前....」來開始故事，並依 9 顆骰子上的圖案

來編織故事。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400 元/盒 

三色合購特價 1000 元 

………………………………………………………………………………………………………………………………………………….. 

 

Spot It 塔寶 
太奇妙啦！它有五種玩法，包括 55 張紙牌，每張紙

牌上繪有 8 種符號，任意兩張紙牌上都剛好有一對相

同的符號。你的任務就是找出這對相同的符號。你的

眼神夠犀利嗎？你的反應夠敏捷嗎？來試試身手

吧！一款要全速衝刺的歡樂派對遊戲！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550 元 

No.6 

No.7 

No.8 

No.9-11 

No.12 



 

p.3 
 

 

 

Russelbande 七彩跑跑豬 
這個歡樂的隊伍是由七隻不同顏色的小豬所組成，對

他們來說沒有比奔跑更快樂的事情了，然而跑道非常

狹窄，如果要超越其他小豬，勢必要從其他小豬頭上

爬過去，或者騎在別人背上搭順風車也不錯！他們可

是經過馬戲團訓練的特技小豬，除了奔跑，他們也喜

歡疊羅漢，高超技巧與精湛演出絕對令人瞠目結舌！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990 元 

………………………………………………………………………………………………………………………………………………….. 

 

UGLYDOLL 醜娃娃 
輪流將牌翻開，一直到有三個相同的醜娃娃出現，然

後在它們被其他玩家搶走之前，趕快將它們佔為己

有，收集到最多的醜娃則獲勝，你有時會贏得醜態百

出，但卻很有趣！ 

智言：在你開始玩之前，你也許會想移除珠寶手飾或

易碎的物品，否則，情況可能會變得很糟 ！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420 元 

………………………………………………………………………………………………………………………………………………….. 

 

What's It? 合作遊戲 
是個利用想像力與創意的遊戲，每回合開始會翻出一

個塗鴉，玩家要在 30 秒內猜那是甚麼東西，等時間

到在一個個公布，看是否有默契，都是一樣的答案。 
Is the game where creative minds think alike. Roll the die 
to get your category for the first round. Flip over a doodle 
card so it ends up face up. As the doodle card is being 
flipped over, turn your timer to start counting down 30 
seconds. Players try and guess what the doodle is based 
on the category on the die. Try to think like the other 
players! After 30 seconds, stop writing. Total up the 
matching answers. Mark one point for every matching 
answer! The Doodler scores a point for every 
non-matching answer. 

 
 

 

 

建議售價 850 元 

………………………………………………………………………………………………………………………………………………….. 

 

Ligretto 樂可多 (分藍紅綠三種盒裝) 
家庭必備的歡樂、刺激紙牌遊戲。所有玩家同時出牌

到桌面中央，要將自己的牌出到同色小一號的牌上，

讓桌上每一疊從 1 接到 10。儘可能在最短時間內將

自己的牌出完，這需要用到眼明、手快和靈活的對

策！＜樂可多＞共有 3 種不同顏色的包裝，如果您購

買 2-3 盒不同顏色的，可以供 5-12 人一起玩哦！人

越多越刺激！快到讓你手忙眼亂！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330 元/盒 

破冰 

預購 2016 

No.13 

No.15 

No.16 

英文版 

破冰 No.14 



 

p.4 
 

 

沈睡皇后 Sleeping Queens 
鬆餅皇后、瓢蟲皇后和十個親密的朋友們因魔咒而

陷入沉睡，而你的任務是要讓他們醒來。運用策略、

快速思考以及一點運氣，將這些沉睡的貴族從靜止

的皇室中喚醒。派出騎士來掠奪皇后，或派出弄臣

冒險，但要留心邪惡的藥劑和卑鄙的龍！叫醒最多

皇后的玩家獲勝。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450 元/盒 

 

………………………………………………………………………………………………………………………………………………….. 

 

閃靈快手 Geistesblitz 
一款要像閃電般迅速的反應遊戲！幽靈巴頓在城堡

的地下室發現 1 個老相機。他立刻拿起相機四處拍他

想要變不見的東西，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囉。可惜的是

那個魔法相機照出來的顏色都是錯的。有時候會把綠

色的瓶子照成白色，又有時候會照成藍色。 巴頓看

著那些奇怪顏色的照片，記憶不起來他想要變不見的

東西。你能在他離開前，幫他說出正確的名稱，甚至

親手把他變不見嗎？只要物品顏色出現完全相同或

完全不同時，都要立即搶物！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690 元/盒 

………………………………………………………………………………………………………………………………………………….. 

 

不在場證明 Alibi 
昨天午夜發生了謀殺案，刑事組從檔案中過濾出四位

最有可能的嫌疑犯，關鍵線索還是要靠民眾提供，但

是目擊證人們所提出的證詞相互矛盾、眾說紛紜！到

底誰是兇手？誰會是破案的關鍵證人？緊張！懸

疑！刺激！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390 元/盒 

………………………………………………………………………………………………………………………………………………….. 

 

洪水警報 Land Unter 
這是一個充滿著綿羊與海浪的鬥智遊戲，千萬別為了

貪看卡片上的綿羊溺水的可愛模樣而讓自己提早出

局喔！ 一個巨大的暴風雨即將要侵襲牧羊人的小

島，只有你能阻擋伴隨而來的浪潮。在這個有趣的卡

片遊戲中，試著巧妙的利用數字牌智取你的對手，好

讓你的羊群不被無情的大浪淹沒。遊戲開始時每個玩

家手中都有一定數量的救生圈，你必須抓緊你的救生

圈才能在遊戲中取勝。  

 
內附遊戲說明 

建議售價 490 元/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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