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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目標
在現代藝術遊戲裡要進行四場拍賣，五位藝術家提供他們的作
品以各種方式進行銷售和拍賣。

玩家扮演經紀人把藝術家所託售的畫賣出去以抽取傭金，同時
也扮演藝術收藏家的角色，自己以盡可能低的價錢把畫買下來,
收藏在自己的畫廊裡。每位玩家可以夢想著明天的名聲和財
富，但是夢想往往都會在瞬間破滅，那時你的畫廊就會充斥過
時、乏人問津的藝術作品。

在現代藝術的世界裡，被捧為大師之作的作品，到底真的是一
件難得的藝術槐寶，還是有心人士刻意炒作的庸俗之作？只有
那些嗅到潮流、趨勢的玩家，才能登上藝術世界的頂峰。遊戲
最後，擁有最多錢的玩家獲勝。

遊戲準備
1) 將70張藝術卡牌洗好，依玩家人數分給每位玩家：

• 3名玩家：每人分10張牌

• 4名玩家：每人分9張牌

• 5名玩家：每人分8張牌

這些手牌代表在第一回合中要進行拍賣的畫。剩下的牌
將牌面朝下放到一旁，在之後的回合會使用到。 

2) 在遊戲一開始發給每位玩家面額100的
代幣（也就是代表每位玩家初始資本額為

100 仟歐元）。 

3) 每位玩家拿一個畫廊小屏風放在自己的面前，
用來防止其他玩家看到你的錢，直到遊戲結束。

選一位起始玩家，開始進行第一次的拍賣。

遊戲開始
現代藝術遊戲要進行四個回合，每個回合進行藝術作品的拍賣
（也就是拍賣手中的藝術卡）。每個回合之後，便會結算該回
合所有藝術品的價值，並將手上投資的畫賣出。
所以，玩家有兩個賺錢的方式：首先，他們成功的拍賣出藝術
家所託售的畫。其次，回合結束時，將自己畫廊收藏的作品賣

出兌現，但只有前3名被追捧畫家的畫才有可能售出。

遊戲配件
• 1 個遊戲板

• 70 張卡牌代表五位藝術家的畫:

 12 張 13 張 14 張
 NEX BAHUT DARMOIR

 15 張 16 張
 SADLAND KORIKO

• 5 個畫廊小屏風

• 93個各種面額的代幣 (*面額有1, 
5, 10, 25, 50 和 100  等六種)

• 12枚藝術家價碼:  (*價碼有10, 
20, 30各四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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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幣面額和價碼是以仟歐元為單位  

現代藝術
設計 Reiner Kni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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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拍賣
由起始玩家開始，當拍賣主持人，進行第一次的拍賣。他從手牌中選擇一張
藝術卡，牌面向上放在桌子中間，代表玩家作為經理人把藝術家所託售的畫
拍賣出去。如同現實社會，拍賣有多種方法，而在現代藝術遊戲裡共有五種
拍賣方法：

每一種方法以卡牌上不同的符號來表示

 公開拍賣 優先權拍賣 秘密拍賣 一口價拍賣 組合拍賣

當拍賣結束後，出價最高的玩家就是得標的玩家，要將所競標的價錢付給主
持拍賣的玩家。如果是主持人自己出價最高，那就要將錢付給銀行。
得標的玩家將所標到的畫拿來，牌面向上放在自己面前（也就是先收藏在自
己的畫廊）。在回合結束時，就可將這幅畫賣出兌現。

一場拍賣結束後，就可進行另一場拍賣。由原主持拍賣玩家的左手邊玩家成
為新的拍賣主持人。從他手牌中選擇一張藝術卡，牌面向上放在桌子中間進
行拍賣。遊戲就依順時針方向進行，直到回合結束。

五種拍賣方法  
規則說明:

A. 公開拍賣
公開式拍賣意味著，所有玩家都可以自由的喊價（不限次序，次數）
。拍賣主持人自己也能參與喊價。當無人願意再提高價碼時，拍賣就
結束。賣畫的錢歸主持人所有，若是主持人自己買下，則將錢付給銀

行。

如果沒有人喊價，主持人便以零元自己買下。

B. 優先權拍賣
主持人左邊的玩家有優先權開始喊價，順時針繞一圈。輪到某一個人
喊價時，他可以選擇棄權，也可以喊一個價。條件是必須是比上一家
所喊的價碼高。最後一個喊價的是主持人自己。他能自己喊一個價買

下，也能棄權而把畫賣給最後一個喊價者。

如果沒有人喊價，主持人便以零元自己買下。

C. 秘密拍賣
每一個人（包括主持人）拿出若干數量的錢，抓在手上不能讓別人看
見（如果不想競標，手中就不必握錢，但也不能讓別人知道），然後
同時亮出，最高價者得標。如果有平手，則由主持人左手邊算下去最

近的那一個人得標。若主持人也是出最高價的人之一，這種情況則由主持人
得標。

如果沒有人出價，主持人便以零元自己買下。

D. 一口價拍賣
主持人出一個定價（這個價必須是主持人手上的錢所買得起的），由
主持人左手邊的那一個人先說要不要以這個價錢買下，如果要的話就

付錢買，不要的話則再順時針問下一家要不要。如果都沒有人接受所定的價
錢，主持人必須自己出錢把畫買下來。

拍賣  
通用規則

• 所有競拍價格必須以仟歐元為單
位 (也就是說，最小競拍價格為面
額為1的代幣)
• 喊價者必需喊出比前一位喊價者
還高的價錢。

• 喊價者必需手頭（即自己屏風後
的代幣）真的有那麼多錢。

• 如果沒有人喊價而流標，那主持
拍賣的玩家便以零元自己買下。例
外：一口價拍賣，主持人必須以自
己的定價買下。

當無人願意再提高價
碼時，拍賣就結束，
主持人要喊“xx元一
次..xx元兩次..xx元三
次..，成交! ”

提示：

手中握錢時，手心向上
以免錢掉下來。



Nex

Nex

Nex

Nex

E. 組合拍賣
1) 進行組合拍賣時，主持人拿出一張拍賣卡，要再配上另一張同畫家
但非同一張卡牌的畫作，將兩張畫如同“套餐”一起賣。拍賣的方法
要依第二張的種類。出最高價的人同時拿走2張畫。

2) 若主持人不願或不能配上另一張卡，就問他左邊的玩家願不願意成為新的
拍賣主持人。要的話就必須打出一張同畫家但非同一張卡牌的畫作。如果左
邊的玩家也不願或不能成為新的拍賣主持人，則順時針問下一家願不願意。

如果一圈下來都沒人願意的話，則主持人能免費得到那一張畫。

如果有人願意的話，那個人就變成新的主持人，以第二張畫的種類賣畫（也
就他所打出的那張畫）。出最高價的人同時拿走2張畫。賣得的錢全部由新的
主持人獲得，原來打出組合拍賣卡的玩家不能分到錢。也就是說配上另一張
卡牌使聯合拍賣得以進行的玩家才能獲得拍賣的錢。同樣的，如果是主持人
自己買下，則將錢付給銀行。

注意：組合拍賣之後，下一個由新主持人左邊的人開始賣畫，中間的人全被
跳過！ 依上列規則，順時針、一個人接著一個人賣下去，直到回合結束（結
束條件詳下）。

回合結束
在拍賣過程中，玩家要隨時注意每位畫家的畫已經賣出多少張（為了方便起
見，每當有人拿出一張畫時，將一個棋子擺在那個畫家的名字下面）。當有
任何一位畫家的畫已經賣出五張時，回合就結束！

當某一個畫家的畫作已出現四張後，下一張畫就會結束這一回合。

注意：第五張畫本身不得拍賣、也不屬於任何人（即使是主持人），它唯一
的作用是將回合結束掉。

如果第五張是組合拍賣卡的話則不需找第二張搭配。另外，假設某一個畫家
的作品已經出現了三張，這時你可以打一張組合拍賣卡，外加一張同畫家但
非同一張卡牌來將回合結束；你也可以打一張組合拍賣卡，問有沒有人願意
參加組合拍賣，若有人參加的話，也可將回合結束。這兩種情況之下，最後
那兩張牌都視同廢棄，不屬於任何人。

通常回合結束時，玩家都還有剩下手牌。玩家保留這些剩下的手牌，可於接
下來的回合拍賣掉。

賣畫兌現
回合結束後，就可以將拍到的畫賣出並從銀行兌現，但只有前3名被追捧畫家
的畫才有可能售出，而這前3名畫家的畫依下表有不同的價碼：

• 第一名: 30  仟歐元 （面額30的藝術家價碼）

• 第二名: 20  仟歐元 （面額20的藝術家價碼）

• 第三名: 10  仟歐元 （面額10的藝術家價碼）

• 其它名次:  沒有價值

將一個面額30的藝術家價碼放在五張畫作的那一個畫家名字之下的第一個格
子上（一共有四格代表四個回合），出現畫數第二多的則擺面額20的藝術家
價碼，第三多的則擺面額10的藝術家價碼。

如果有同樣數量的畫家，則以名字最靠近遊戲板最左邊者優先。如果少於三
名畫家的畫被拍賣，就只以那些有畫被拍賣的玩家來排名次。

藝術家價碼上的數值就是畫的價值。所有的人必須立刻將自己畫廊的畫（也
就是拍到後放在自己面前的牌）依價碼的價格從銀行拿錢兌現。賣出的畫放
到美術館收藏（盒子）不得再使用。沒有價值的畫也直接進美術館，不能保
留到下一回合，所有人也得不到任何錢。用來結束回合的那一張或兩張畫（
如果是組合拍賣的話）不得賣出，直接進美術館。手中所剩下的牌要保留到
下回合使用。

組合拍賣例子:
玩家A打出一張Hex畫家
的聯合拍賣卡，但不想再
加上另一張卡來進行聯合
拍賣。

而玩家A左邊的玩家B也
不願再加上另一張卡，但
玩家B左邊的的玩家C則
願意再加上另一張卡來進

行聯合拍賣。玩家C打出
一張Hex畫家的秘密式拍
賣卡。

玩家C成為新的主持人，
大家進行秘密式投標，結
果由主持玩家C自己以25
仟歐元得標。玩家C付25
仟歐元給銀行並拿走這2
張畫放在自己面前。

如果是玩家A或玩家B得標，那玩家A或
玩家B就要付錢給玩家C。

現在玩家C左邊的玩家成為新的拍賣主持
人，而不是原來主持人玩家A的左邊玩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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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回合開始
所有的畫售出之後，就可以開始新一回合的拍賣。首先，用前一回合未發完
的牌來補牌。依下表來補牌：

每回合的牌數…

玩家人數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第四回合

3 名玩家 10 6 6 0
4 名玩家 9 4 4 0
5 名玩家 8 3 3 0

注意：只有第二、三回合有補牌，第四回合不再補牌。補完牌後，每位玩家
將所補的牌加入上一回所剩下的手牌，另一個新的拍賣開始。之後每一回合
賣畫的流程與第一回合相同。由上一回合結束遊戲者（打出某一畫家第五幅
畫的那一個人）的左邊那一個玩家先開始。

一個受追棒藝術家的畫作，可以在之後的回合增加其價值，也就是說前面回
合的畫價可以累計到之後的回合。但是在每一回合結束時，仍然只有擠入前
三名藝術家的畫作，在當回合才有價值。所以即使某一藝術家的畫作在前一
回合有擠入前三名，但在當回合卻沒有擠入前三名，則該藝術家的畫作在當
回合沒有增加任何價值。

手牌用完：如果一名球家在某一回合中用完手牌，他就不能當主持人拍賣任
何畫，直到他得到新補的牌。但他仍然可以參與競拍其他玩家拿出來拍賣的
畫作。

如果在第四回合之前所有玩家都已用完手中的牌，最後一張牌被打出時，該
回合就立刻結束。最後打出的這一張畫不用來拍賣，因此這張畫不屬於任何
人，但在決定藝術家名次時，要計算最後打出的這一張畫。

遊戲結束
第四回合結束後，遊戲結束。每位玩家計算自己擁有的錢，擁有最多
錢的玩家獲勝。

畫作價值 - 
以藝術家KoriKo的畫作為例

第一回合：這回合，Koriko的名次是第一
名，因此他的畫作每副價值30仟歐元。每
位擁有Koriko畫作的玩家可以以每副30仟
歐元賣出（因此，有兩幅畫的玩家就能獲
得60仟歐元）。

第二回合：這回合，Koriko的名次是第三
名，因此他的畫作在這回合每副增價10 
仟歐元。但Koriko的畫作在第一回合，每
副就已經值30仟歐元，因此他的畫作價
值現在是40仟歐元（第一回合畫作價增30 
仟歐元，這一回合又增值10仟歐元）。 
第三回合：很不幸的，這回合Koriko的名
次沒有進入前三名，因此雖然他的畫作
已有40仟歐元的價值，但這回是完全沒增
價，代表名氣低落，沒人要買。

第四回合：在這最後一回合，Koriko的名
次又進入前三名，得到第二名，因此他
的畫作價值現在是60仟歐元（之前畫作價
值已有40仟歐元，這一回合又增值20仟歐
元）。

三名玩家變種遊戲: 
炒作玩家

在現代藝術的世界裡，一件藝術品的
價值，有些除了本身真是一件藝術槐
寶之外，但有些藝術品的價值卻是來
自一些有心人士的刻意炒作。因此在
這三人遊戲的變種遊戲裡，就是加入
另一名虛擬玩家代表那些有心人士刻
意去影響某位藝術家的知名度。
在每一回合發牌時，以四名玩家的牌
數發牌。虛擬玩家的牌要將牌面向下
放在一旁，不屬於任何一位玩家。
在遊戲進行中，主持人完成拍賣後，
最後得標的玩家可以選擇是否要去翻
開一張虛擬玩家的牌。虛擬玩家的畫
並不用來拍賣，也不屬於任何一位玩
家。但虛擬玩家的畫可用來影響藝術
家的名次，並用來結束一個回合。因
此，如果所翻開的虛擬玩家的牌，使
某位藝術家的畫作達到5張，就結束一
個回合。如果所翻開的虛擬玩家的牌
是組合拍賣，不用再打出另一張牌。
所有已翻開的虛擬玩家的牌，用完就
丟回盒中不再使用，也就是說虛擬玩
家的牌一被翻完後就結束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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