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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海盗行为

海盗行为是从船上进行的抢劫。任何国家都有海盗受到审判和惩罚。严重的海上服务条件和小
得可怜的薪金诱使海员进行海盗活动，因为它有机会迅速致富。海盗可以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
屈服于权力或者已经储存了相当多的宝藏，但是一旦威胁通过或者金钱用完，海盗就会再次开
始偷窃。

生活方式海盗

海盗队的首脑是船长，专横而残酷的人，因为海盗船缺乏纪律是很大的烦恼。海盗按照船舶的
章程居住。握住他的手在军刀上，船长发誓要遵守宪章。

金银岛

加勒比海的岛屿。据说海盗兄弟会的可怖 Jackal船长以其残酷和狡猾而闻
，将他琦赂埋在加勒比海一个无人岛上、并地图撕成小块和分发给他的团队成员。然而，这只
是一个猜测，因为没有人来到岛上，从那里活著没有回来！不要相信我？你可以在自己的皮肤
上查看它。

序言

海上走私者

海上走私者是海盗，在加勒比盆地和中美洲和南美洲沿岸捕获西班牙船只。此外，他们安排陆
上远征，而其他海盗更喜欢海上抢劫行为，海上走私者会冒著自己的危险冒险，而不会忽视任
何赃物。在海上走私者中，法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占优势。加勒比海盗在土地上

“ ”创建特别有组织的社区，称为 沿海兄弟会 。

征服者



 征服者是西班牙士兵和冒险家，骑士 - 简而言之是海盗。征服者渴望黄金，他唯一的目
就是夺取新的土地和财富。大多数征服者经常变得贫穷的西班牙贵族或贵族。远离欧洲，西班
牙人不服从国王或教会。征服者的主要优点是枪械。

关于游戏
“Jackal”  “是一款具有独特游戏机制的战略桌上游戏。 Jackal”的秘密是筹码随机排列，所以每
次游戏都会有所不同！游戏中没有琼畟，结果更多取决于你的逻辑和战略能力，而不是运气。

“所有这些使得 Jackal”成为一款真正有趣且令人兴奋的游戏，您想要一次又一次地玩！该游戏
是为 2,3或 4名玩家设计的。建议成人和 8岁以下的儿童。游戏的持续时间约为 60-120分钟。
清单

 游戏场地 - 117个方格，一侧有不同图画，另一面有相同的图画。
 船 - 与绘船舶 4方形细胞。

 海盗 - 3个红色，黄色，黑色和白色海盗。
硬币 - 相同面额的 37枚硬币。

 游戏规则 - 一本包含您阅读的规则的小册子。

准
游戏

颠倒筹子，混合并放置在游戏场地，以便真正的金银岛变成（大约 11×11平方）。把船放在每
边的中心。然后在每艘船上放 3个相同颜色的海盗。现在球队已经组装好了，你可以开始游
戏。

对于一起游戏你需要 4艘船：一名球员将控制两个队在岛的对面。对于们三个人的游戏将需要
3艘船。对于们三人的游戏将需要 3艘船。对于们四个人的游戏，你可以玩两两（对手将成为
盟友）或各自为战。

游戏的目的

游戏的目的：找到并拖拽到你的船上尽可能多的硬币，隐藏在岛上。把最多数量的硬币带到他
的船上的玩家赢了。

寻宝规则
如何走棋
第一个白色开始。然后参与者依次顺时针转。一个举动，玩家可以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a) 该船（至少有一名海盗）沿着海岸移动 1平方。该船只能在岛上游泳，不可能转弯。
b) 一名海盗可以从船上下降到岸边，只有一个平方在船前。
c) 一名海盗可以返回船上，从船前或对角线的平方（带或不带硬币）。要返回到船上，您还
可以使用该游戏场地的其他平方：箭头，马，气球等（请参阅游戏场地的平方的含义）。
海盗只能进入他或她友善的船只：当与敌船接触时，海盗死亡。
d) 陆地上，海盗可以沿着垂直，水平或对角线走一个平方。
如果平方翻转，海盗打开它并执行图画提供的动作（请参阅游戏场地的平方的含义）。有必要
转动乱猜的平方、你不能在它下面看。发现未开发的土地海盗只能空手（没有硬币）。一名海
盗也可以在一个开放的平方前行走，执行所有指定的任务。

寻宝规则
e) 海盗们可以游泳和海盗可以直接在船离开水面。一个举动，海盗就可以沿着海岸游动一个
平方。碰到敌船，海盗死亡（请参阅杀死海盗！）。海盗不知道如何从岸边跳到大海。海盗不
能直接离开水域到达陆地。但海盗可以游泳环游岛屿。
一个举动，你只能走一个海盗或船。
你不能跳过举动。
在一个平方，你的船上可能会有几个海盗。



寻宝规则

寻宝规则
如何挖金
岛上藏有 16个不同价值的宝藏。如果在转游戏场地的平方之后，您会发现一个百宝箱，在平
方上放置尽可能多的硬币（罗马数字）。不要提前欢喜！黄金可以被认为是你自己的（同时硬
币从您的存钱罐中的比赛场地移除时），只有当你设法将它拖到你的船上。
a) 每个海盗只能拿一枚硬币。
b) 只能用开放式平方用硬币移动。
c) 你无法用手中的金子击败敌人。但如果你真的想要，你可以将硬币留在原地并进行攻击！
d) 如果你击中对手，你会空手而归，而宝藏将保留在原地。
e) 你不能用硬币游泳。如果海盗用硬币在海里游泳，它会被淹死。海盗仍然漂浮。

寻宝规则

寻宝规则
如何攻击敌人
要击中对手，移动到海盗站立的地方。
a) 当你打到海盗，他会自动回到他的船上，并从那里继续游戏。如果平方上有几个海盗，他
们全都被转移到的船上。
b) 你只能用空手殴打敌人。如果你携带硬币，你可以把它放在平方上并击中对手。
c) 如果敌人占领了堡垒，那么它就不能被攻击。
d) 如果敌人在「平方轮回」上（丛林，沙漠，沼泽，山脉），只有在落后一步时才能击中敌
人。例如，他在数字 III上，你在数字 II上。
平方轮回是少数几个不同团队的海盗可以在进行的平方之一。

寻宝规则
寻宝规则
杀死海盗！
海盗在以下情况下死亡：
a) 在与敌方船只接触时（如果海盗和船只在同一个平方上）。
b) 如果敌人在海里打他（他与敌人在同一个平方里）。
c) 如果他落入一个食人魔的魔掌。
d)  如果他进入了一个循环 - 一种情况，即海盗卡在一个地方，无法进一步移动（例如，两个看
着对方的箭头）。
e) 如果你进入堡垒去原住民，你可以复活已故的海盗。一个海盗的复兴将需要一个举动。复
活的海盗直接从堡垒开始。你不能在游戏场地上放置三个人以上相同颜色的海盗。
如果海盗被对手击中，他不会死亡，而是转移到他的船上并从那里继续比赛。

寻宝规则

寻宝规则
胜利

 在桌上游戏中获胜者是在船上收集更多黄金的人。人的损失不算。在比赛期间引发的争议用
匕首和手枪在现场决定，而不会陷入原始打架。
游戏二两
当玩两两时，来自对面的船只的海盗一起行动（白色和黑色反对红色和黄色）。盟友可以安全
地站在一个平方上，并使用友善的船作为自己的船。然而，如果对手击中了海盗，他就会回到
他的船上。

 在这种情况下，始终遵守转弯顺时针的顺序！在比赛结束时，被抢掠的黄金被计数。



字段单元值
空平方

 没有多余的话语和反对意见，请转到其中一个方向。如果箭头指向水，海盗将不得不游泳。
 跳马（如国际象棋）。只打开海盗在转弯结束时落入的平方。

  这个海盗真幸运，他发现了一串桶朗朗姆酒！幸运者错过了一个举动。但在这个时候，你可
以从你的团队中走出其他海盗。

字段单元值
平方轮回、可以通过几个步骤克服：
要穿过丛林，它将需要似二个举动，不少于。
沙漠......  狂热伤害了我的头。只有你错过三个举动才能穿过沙漠。

 那么，你就麻烦了！这个该死的沼泽可以跨越，只能从小丘到小丘顺序跳跃，也就是四个举
动。

 千恶魔！山会让你回到五个举动。

字段单元值
  冰？热带岛屿上的冰是从哪里来的？该平方立即重复先前的移动。例如，如果你来到这个平

 方的左边 - 往右走;   如果你朝着箭头的方向前进 - 继续朝相同的方向移动。
 一旦进入陷阱，等待同伴来到平方 -  只有在这之后你才能离开平方。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意
 味着你必须立即帮助失去的海盗。他可以等待并等待队友执行战斗任务。

如果两支队伍一起游戏，一支友好球队的海盗也可以帮助陷入陷阱的同伴。
 在鳄鱼的嘴里最好不要来到。回到你从哪里来，也就是前一个平方。

 多么荒谬的海盗死亡 -  “ ”成为热带食人魔晚餐！海盗死亡，等待同志 复活 他（请参阅杀死海
盗！）。

字段单元值
 要塞 - 当你在里面的时候，你是安全的：你不能打一个海盗根深蒂固的堡垒。很遗憾，你不能

在这里绕到黄金。
在堡垒里，尽可能多的海盗来自他们自己或友善的团队。

  “ ”  他非常幸运。你遇到了一个土着本地人的堡垒。在这里你可以 复活 死去的同志 - 每一回合
   都有一个。他们出生在这里的堡垒。当你在里面时，没有一个敌人可以沉入堡垒。很遗憾，

你不能在这里绕到黄金。
海盗只能复活他的颜色的海盗。
黄金! 黄金! 黄金!

  皮阿斯特和图格里克！亲爱的，他们在这里！翻转平方，从银行上放上指定数量的硬币（罗
马数字），然后逐一抽出。

字段单元值
 气球将永远带着你（连同一枚硬币，如果有的话）给你的船。所当玩两两时，气球自己携带

 海盗，而不是友好的船。站在这个平方上是不可能的：气球立即起作用。
  这是什么？这是同一架飞机！当他到达岛上时，他不知道，但他可以将任何参与者从他的行

  李中转移到同一航线上的任何平方。每场游戏只能使用一次飞机。不想现在就飞 - 留在平方
 上等待一个方便的时刻（离开平方就等于使用飞机）。但看看两者：对手可以剥夺你使用技

术奇迹的权利，打你并送到船上。
  海盗想检查枪管中隐藏的物品。为了交换好奇心，海盗们沿着枪管的方向飞入大海。它只能

 保存自己的或友善的船只。众所周知，黄金淹没在水中，因此被淘汰出局。最有经验的海盗
 使用大炮将硬币与他们一起快速转移到船上。在沦陷在敌船之下后，海盗死亡（请参阅杀死

海盗！）。

常见问题
有关桌上游戏规则的常见问题：

 所有的海盗都被杀害了，最后一个 - 在陷阱中，该怎么办？



  恐慌！现在只有敌人能够顺利地释放你的海盗，殴打他。但总的来说，采取以下策略：如果
你少一个海盗，尽量不要在没有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在封闭的小区中四处奔波。留下光荣的责任
去探索岛上的对手并拿起所有的宝藏。

“我在 lll” “步平方轮回， II”  上的敌人 - 我可以击败他吗？
 不，只能前进。最好不要停下来，他只能赶上并挖掘。

是否有可能专门杀死你的海盗关于陌生人船？
是的，如果无法忍受。
我正沿着冰面向敌人已经坐的堡垒跑去。我该怎么做？

  海盗，他执行了不允许的操作，将被关闭。任何不可能的行为都会导致海盗死亡。硬币仍然
是海盗开始的地方。
我可以在冰上，箭头，跳马，气球和其他类似的细胞上留下一枚硬币吗？
不，你只能在那些你可以停下来的平方上。

 海盗能自愿跳入大海并淹死硬币吗？
 从岸边还是通过箭头？

 从岸边 -  不，通过箭头 - 是的。
“ ” “如果您击中 跳马 平方，运动严格使用字母 G/Г”

  （转向右侧）？在什么方向？
 你可以在任何方向转动任何方向。完全类似于国际象棋中马的运动。

附加游戏
在游戏期间，以下单词和表达式将是相关的：

 千恶魔！
锚在喉咙！
美杜莎在肝脏！
在屁股桅杆！
在伦巴三千恶魔！
那么这一生都会被认为是个骗子!
你一辈子都会洗船上的地板！
雷电和闪电！
淡水软体动物拖着什么，让雷击死我！
在海魔鬼的口中！
三百鲨鱼在喉咙！
猫在脚后跟！
前上桅上帆在我的左耳！
萝卜的小锚!
吃鱼内脏的汗水，妈妈你的墨鱼！
蠕虫厕所！
Aarrrr！
伸缩式艏斜桁在你的指南针！
皮阿斯特!!!
二个霍乱，三个鼠疫！
一千个驼背软体动物！
甲板的白痴!
骗子!
Yo-ho-ho …，里舵
采取一切，什么都不给付！Har-har…
给我朗姆酒，我要离开这里！

“ ”桌上游戏 金银岛 的加入已经发售！
寻找宝藏的海盗有哪些新的冒险？
你可以从西班牙大帆船找到宝藏。



你可以遇见"周五"传教士和野蛮人和海盗本·葛恩、他非常喜欢朗姆酒。
探索岛下的洞穴并在地震中幸存下来。
你可以田地与魔法草烧焚和看看所有的海盗都疯了。
清单: 22个新的地形平方，3个人物小雕像，10瓶朗姆酒，来自西班牙大帆船的珍宝，规则。
mglan.ru mosigr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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