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ＷＧＰ金融戰略王 

打開金融世界的神秘時光隧道 

穿梭金融時空戰場的智慧型金融教育寶盒 

經典版2.0 桌遊規則說明書 



為提升國民金融素養，建立正確的金融理財觀念與深化金融教

育的內涵，以強化國家未來競爭力。本遊戲之設計係從真實的歷史

事件中，依社會之心理、經濟、策略、地緣政治、自然等層面之風

險因素，模擬實際金融市場操作，是一款寓教於樂的益智遊戲。 

此遊戲中之骨牌事件橫跨1973至2009年五大金融風暴，由玩

家扮演基金經理人角色，模擬全球資本市場的真實情況及演變脈絡，

讓玩家判斷事件對股票、債劵、外匯、原物料、房地產五大資本市

場的衝擊，透過調整資產配置比重，盡可能獲得投資報酬或降低損

失。從遊戲中累積具全球視野的財經知識，鍛鍊動態策略布局與危

機處理能力，成為穿梭金融時空戰場的「金融戰略王」! 

增強延宕滿足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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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地圖1張 槓桿籌碼配置盤4張 紙鈔170張 籌碼66枚 

骰子２顆 玩家棋子４個 公司建築物25顆 
企業卡 

(大、小卡各16張) 

機會命運卡 17 張、小卡6張 骨牌事件卡52 張 

特殊卡 11 張，含天使卡2張、惡魔卡3張、寶物卡3張、乾坤卡3張 

貳、桌遊遊戲配件及使用說明 

     1. 遊戲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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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地圖 

遊戲進行方向 起點 

骨牌事件卡放置區 
(遊戲時正面朝上 
以利玩家判斷配置) 

機會命運卡放置區 

特殊卡放置區 
(背面朝上) 

五大類型資產 ： 

• 綠色“斯達克”代表股票 

• 藍色 “邦芝”代表債券 

• 金黃色“馬妮”代表外匯 

• 橘色“歐尤”代表原物料 

• 紫色“豪司”代表房地產 

藍、黃、紅、綠四個玩家的槓桿籌碼配置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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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小卡 

(購買後) 

企業卡放
置區 
(背面朝上) 



使用方式: 

 第一階段：走到事件格，玩家要面對該因素所呈現的衝擊指數對

資產配置的影響，進行獲利或損失之結算，並保留該張事件卡。 

 第二階段：可搭配惡魔卡、乾坤卡、寶物卡或天使卡使用，以

增強攻擊威力或防禦能力。 

2. 骨牌事件卡 

骨牌事件卡分為「心、境、政、策、經」，分別代表金融市場上曾

發生的五大風險因素類型（心理面、自然環境、地緣政治面、策略面

、經濟面）。透過事件對五大類型資產衝擊的理解與判斷，培養「全

球動態資產配置」 (Global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GDAA) 之能

力，能幫助您擁有具宏觀視野及全面向之思考格局，於真實金融世界

投資理財無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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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命運卡使用範例 (二) 

補充說明： 

公司清算的同時，所擁有的建築物亦應以

半價賣還銀行。(企業500萬建築物300萬) 

增資亦應包含企業及建築物，全部以原價

購回。(企業1000萬、建築物500萬) 

3. 機會命運卡 

機會命運卡代表各種無法預測之外力發生，若無特別說明，

則表示對所有玩家產生影響。若抽到特殊卡，則由玩家保留，可

於第二階段使用。 

行動指示. 

機會命運卡使用範例 (一) 

補充說明： 

抽取寶物卡、天使卡、惡魔卡時，玩家

直接取走，不需公佈內容。 

抽取乾坤卡時，應由裁判唸出第一階段

之特殊效果，並執行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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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殊卡 ~乾坤卡 

模擬金融市場在各種經濟循環或資金循環之情境下，對企業及資產

之影響。 

使用方式: 

第一階段：執行第一點特殊效果，對象為所有玩家。 

第二階段：與事件卡同時使用，可一次攻擊所有玩家；搭配惡魔卡，

使攻擊程度加倍。 

乾坤卡第一階段使用範例 

特殊效果：使 IM企業樓層數量X2，

EM企業樓層數量減半。 

所有玩家手中企業資訊中屬於 IM 

(工業國家)者，依其擁有樓層數可

免費獲得加倍。(不增籌碼) 

所有玩家手中企業資訊中屬於 EM 

(新興市場)者，依其擁有樓層數減

半，奇數樓層無條件捨去。如有三

層樓者應歸還銀行二層樓。(依收回

樓層數還籌碼，玩家保留至少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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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殊卡 ~ 惡魔卡 

 代表金融風險種類，可分為市場風險(MR)、信用風險(CR)、流動性風

險(LR)三種，對事件卡加乘的攻擊威力也不一樣。  

使用方式： 

第一階段：無法使用 

第二階段：需與骨牌事件卡同時使用，可使攻擊程度加倍，並可搭配

乾坤卡，攻擊所有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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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 
攻擊力 X 2 

信用風險 
攻擊力 X 3 

流動性風險 
攻擊力 X 5 

骨牌名稱. 

骨牌圖案. 

特殊效果. 

骨牌類型. 

風險類型代碼. 

風險分析. 

骨牌編碼. 



P.8 

使用方式: 

第一階段：無法使用 

第二階段：可解除指定惡魔卡之倍數攻擊。但仍應支付原來之賠償金額。 

4. 特殊卡 ~ 天使卡 

代表技術創新或使經濟成長重大突破的事件。 

骨牌類型. 

骨牌簡述. 

骨牌編碼. 

特殊效果. 

骨牌圖案. 

骨牌名稱. 

4. 特殊卡 ~ 寶物卡 

為對抗惡魔卡攻擊之卡片，為有效規避金融風險之工具。 

 

使用方式： 

第一階段：無法使用 

第二階段：可解除指定惡魔卡之倍數攻擊。但仍應支付原來之賠償金額。 

骨牌簡述. 

骨牌編碼. 

骨牌類型. 骨牌名稱. 

骨牌圖案. 

特殊效果. 



5. 企業卡 (大+小) 

每張企業卡代表一虛擬企業，玩家可依據卡片標示之企業初始資本 

(1000萬) 購買，每擁有一張企業卡便可多取得一枚配置籌碼。 

使用方式:   

第一階段：當玩家走到空白企業卡格時，可購買企業(1000萬)，抽取企業

卡牌疊最上一張，企業卡(大)由玩家收執，企業小卡放在卡格

上，並獲得一枚籌碼，接下來應加入資金配置中。第一階段遊

戲結束，玩家需將企業向銀行兌換成等值資金，作為第二階段遊

戲使用。 

第二階段：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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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醒 - 若遊戲期間，玩家手上資金不夠時，可選擇將公司及建築

物以原價賣給銀行。但若玩家確定現金不足支付損失後才

賣出，銀行將以原價之50%清算買回玩家的企業，並回收

多餘籌碼。 

企業資訊. 

企業屬性. 

企業小卡 

企業圖案. 

骨牌編碼. 

骨牌類型. 企業名稱. 



參、桌遊進行方式及規則 
 
【桌遊遊戲準備 】 

1. 每類牌卡洗牌後分別成疊，依據金融市場時空地圖上標示的位置，

除骨牌事件卡正面朝上，以方便玩家依五大類事件當下的情勢，

隨時評估事件對市場的影響程度，及修改籌碼配置狀況，其他牌

卡則背面朝上。 

2. 由公證人士抽各隊之順位，顏色則由玩家依順位自選。 

3. 賽務中心可決定將哪 4 個企業格置換為「機會命運格」。 

2. 每位玩家配件包含：棋子 x 1個、配置盤 x 1張、籌碼 x 10枚。 

3. 發給每位玩家 1 億元紙鈔：5千萬 x 1、1千萬 x 3、5百萬 x 3、1百

萬 x 5。 

《完整遊戲擺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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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金融戰略王桌遊遊戲規則】 

1. 由面對骨牌事件卡的玩家開始，以逆時針方向依序進行遊戲。 

2. 每位玩家由起點擲骰前進，兩顆骰子點數加總即為前進格數。 

3. 玩家於每回合擲骰子前，觀察接下來可能遭遇各事件之機

率，及各事件卡所呈現風險，和評估投資五大資本市場的衝

擊，將手中所有的籌碼配置於槓桿籌碼配置盤上。 

4. 每隊玩家需於一分鐘內完成配置, 並擲出骰子，未完成者第

一次罰 1 千萬、第二次罰 5 千萬、第三次判該隊出局。 

5. 玩家根據停留的地點向銀行結算獲利/損失資金，或者購買

企業/支付權利金…等。(詳情請參閱下列第一階段各式狀況

說明) 

6. 所有事件卡抽取完畢，或進行時間達120分鐘，第一階段遊

戲結束。銀行以原價買回玩家持有之企業、建築物，並結算

玩家手上所有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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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各式狀況說明】 

一、走到事件格   

根據骨牌事件卡上對五大資本市場的影響程度，以及玩家對各市場的

配置籌碼，進行資金的結算；玩家可保留該張骨牌。玩家取走該骨牌

之後，下方之新骨牌事件卡將浮現新風險因素，所有玩家可立即因應

調整槓桿籌碼配置盤上之資產配置。 

《遊戲地圖-事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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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提醒-若走到事件卡格，但是該類型骨牌事件卡已用盡，則改抽

「機會命運卡」。 

 小提醒-每一回合的遊戲，玩家可將手中所有的籌碼重新進行配置。 

則玩家的損益為風險事件對各資產之衝擊指數乘以

各資產之配置槓桿籌碼數之加總： (-3)x1+(+2)x3 

+(-3)x2+(+5)1+(-3)x3=-3+6-6+5-9=-7 

事件卡分數計算範例 

如玩家遭遇到「美國發動波灣戰爭」事件攻擊，

且玩家之槓桿籌碼配置情形如下： 

骨牌最下方之數字列

顯示風險事件對各資

產之衝擊指數。正數

為獲利，負數表損失。 

每一單位為百萬元，因此玩家之資產配置組合遭

遇此一事件必須支付損失金額7百萬元(7X100萬)

給銀行；反之，若是結算為正，則玩家向銀行領

取獲利金額。 



二、走到企業格 

 (一) 走到無人的企業格 

玩家可於下列動作擇一為之： 

1. 以 1 千萬元的定價向銀行購買，於企業卡堆中抽取最上面一家企

業，並同時獲得一張相對應之企業小卡及一枚籌碼。玩家將企業

大卡放在自己前方，小卡放置於金融市場地圖上以宣示所有權，

籌碼加入配置，反應資產管理規模之擴大。 

2. 不做作任動作。 

《遊戲地圖-無人的企業格》 

 (二) 走到自己的企業格 

企業擁有者後續每次前進到自己的企業時，可於下列動作擇一為之： 

1. 蓋大樓： 

以 5 百萬元加蓋一層建築物，同時再次獲得一枚額外的籌碼，反

應資產管理規模之擴大。 

2. 不做作任動作。 

 小提醒 - 若因資金不足或遭清算，大樓被迫賣給銀行而折半時，銀

行只需給付每層樓 3 百萬元。 

《遊戲地圖-已被購買的企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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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走到別人的企業格 

若玩家走到其他玩家所屬之企業格，可向該企業持有者議價收購。

若持有人滿意收購價錢，則收購者支付收購價錢給持有玩家，並接

收該企業卡、所蓋之大樓與籌碼。 

若議價失敗，玩家必須向企業持有者支付收購失敗權利金。 

  企業收購失敗權利金計算範例 

零層大樓:200萬 x 20  = 200萬元； 

1 

一層大樓:200萬 x 21 = 200萬x 2= 400萬元； 

二層大樓:200萬 x 22  = 200萬 x 4=800萬元； 

三層大樓:200萬 x 23   = 200萬x 8=1600萬元； 

‧‧‧ 以此類推。 

三、走到機會命運格 

抽取機會命運卡堆中最上面的一張，並依照卡片上的指示行動。

卡片內容包括市場情境（將影響所有玩家），或是抽取特殊卡片

（惡魔卡、天使卡、乾坤卡、寶物卡）。使用過的卡片放置回卡

堆之最下方。 

《遊戲地圖-機會命運格》 

四、再次走回原點   

開始遊戲後，若正好走回到起始點，代表新

年度籌資成功，將可從銀行獲得１億元。 

 小提醒-並非經過就有1億元，要剛好走到原點

才表示籌資成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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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一階段資金不足   

1. 若玩家預估自己資金不足，可以原價將企業、大樓賣回給銀行，

同時依企業及樓層數量歸還籌碼。但玩家手中不得少於10個

籌碼。 

2. 當玩家資金不足以賠償銀行或其他玩家時，應先將企業、建築

物，以半價賣還銀行（企業5百萬、建築物每層3百萬），同

時依數量歸還籌碼，若仍有不足，可向銀行借貸一次，金額為

1億元，於第二階段遊戲結算前無息返還銀行。 

六、第一階段資金結算   

當第一階段遊戲結束時，玩家保留10個籌碼，其餘返還銀行。 

將建築物、企業等原價賣還銀行。結算所得加上所剩資金即為

玩家第二階段遊戲資金。 

 小提醒 –  

無論在任何狀況，玩家所擁有之籌碼數量均不得少於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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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玩家模擬市場攻防PK對戰遊戲規則】 

第一階段遊戲後仍有資金的玩家，可進入第二階段的玩家模擬市場

攻防PK對戰遊戲 (Give Me 5)。 

1. 每位玩家就手中的骨牌挑選出5張 (含事件卡或特殊卡），卡片不

足５張者，亦無需另行補足，運用第一階段所剩資金、10枚籌碼

、槓桿籌碼配置盤，進行本階段遊戲。 

2. 由第一階段遊戲結束時的下一個順位開始攻擊，輪到攻擊的玩家，

將骨牌事件卡交由裁判唸出事件名稱及內容，再請其他三家進行籌

碼配置。配置時間1分鐘，規則同第一階段。 

3. 根據其他玩家的配置情形，攻擊讓自己獲利最多或損失最少的玩家，

並且可以選擇搭配特殊卡，強化攻擊力道。若有二家或三家符合被

攻擊條件，則可由攻擊方選擇攻擊對象。 

4. 被攻擊玩家若遭遇損失，則必須將損失金額支付給攻擊方；反之，

若結算為正，攻擊方需支付被攻擊玩家所獲利之金額。被攻擊者可

以使用特殊卡以減少損失。 

5. 當所有玩家手中卡片都出完時，本階段遊戲結束，依照所剩資產多

寡排名並計算積分，第一名為5分， 第二名為3分，第三名為2分， 

第四名為1分。 

  小提醒, -  所有卡均只能使用一次，使用後由銀行收回。 

只要玩家多多認識各種卡片的特性與攻擊

模式，就可以運用自如，獲得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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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各式狀況說明】 

一、無卡牌型 — 沒有事件卡及特殊卡 

玩家僅擁有資金，無法進行卡片攻擊，只能接受攻擊。(例如，第一階段中總

是走到企業格者) 

二、 陽春組合牌型 — 只有事件卡、沒有特殊卡 

攻擊方遮蔽衝擊指數，亮出事件卡內容，等其他三家完成資產配置時，攻擊

獲利最多或損失最少的玩家。 

事件卡攻擊分數計算範例 

2 

則受攻擊玩家的損益為風險事件對各資產之衝擊

指數乘以各資產配置槓桿籌碼數之加總： 

(-4)x1+(+4)x3+(-4)x2+(-4)x3+(-4)x1 

=-4+12-8-12-4 =-16 

若玩家以「SARS風暴憾動世衛防疫網」攻擊，

而受攻擊的玩家之槓桿籌碼配置情形如下： 

以每一單位為 100萬元計，受攻擊之玩家在次回合必須支付金額  

1千6百萬元（16 X 100萬）給發動攻擊的玩家。反之，若是結算

為正，則玩家向攻擊方領取獲利金額。 

《範例 – 陽春組合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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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受事件卡(A)影響，玩家的損益原為 ：  

(+5)x1+(-4)x3+(-3)x2+(-3)x3+(-3)x1 =+5-12-6-9-3 =-25 

若此時攻擊方再拿出惡魔卡 (B) 與 (C) ，則攻擊力為（2+3)倍，損益為： 

  -25 x  (2＋3) = -25 x 5 = -125。以每一單位為100萬元計，受攻擊之玩

家在次回合必須支付1億2千5佰萬元 (125X100萬) 給發動攻擊的玩家。 

四、混合攻擊組合牌型 –有事件卡，有惡魔卡 

攻擊方以事件卡攻擊其他玩家，在選定攻擊的對象後，還可以選擇搭配

惡魔卡以加強攻擊火力，使被攻擊的玩家手上的資金以倍數加總結算損失。 

混合攻擊組合牌型攻擊範例 

若攻擊方以「網際網頁公司雅虎粉

墨上市」事件卡Ａ攻擊，而受攻擊

的玩家之槓桿籌碼配置情形如右： 

D A 

《範例 – 混合攻擊組合牌型》 

三、安全防禦組合牌型 — 只有特殊卡，沒有事件卡 

玩家雖無法發動攻擊，但在遭受倍數攻擊時，可利用手上的卡片 (如天使卡、

寶物卡)進行資產的防禦。 

《範例 –安全防禦組合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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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暴組合牌型攻擊範例 

在此回合中，發動攻擊的玩家總共可獲利： 

420+380+440=1240，即12億4千萬 

五、金融風暴組合牌型- 同時擁有骨牌事件卡、惡魔卡、乾坤卡 

攻擊方以事件卡攻擊其他玩家，同時可以選擇搭配惡魔卡以加強攻擊火力，

使被攻擊的玩家手上的資金以倍數加總結算損失。若再搭配乾坤卡，則可

同時攻擊所有玩家。  

A 

玩家以事件卡A進行攻擊，因持有惡魔卡B、C、D，以及乾坤卡E，所以可

對所有玩家發動攻擊。若其他三位玩家配置情形，及資產損益試算如下: 

B C D E 

紅
玩
家 

藍
玩
家 

• 紅玩家受事件卡A的損益為：   

(-5)x1+(-3)x3+(-4)x2+(-5)x3+(-5)x1=-5-9-8-15-5=-42 

受惡魔卡B、C、D (2+3+5)=10倍的損益為： 

-42 x 10 =-420  (損失: 4億2千萬) 

• 藍玩家受事件卡A的損益為：   

(-5)x0+(-3)x4+(-4)x4+(-5)x1+(-5)x1=0-12-16-5-5=-38 

受惡魔卡B、C、D (2+3+5)=10倍的損益為： 

-38 x 10 =-380  (損失: 3億8千萬) 

• 綠玩家受事件卡A的損益為：   

(-5)x2+(-3)x2+(-4)x2+(-5)x2+(-5)x2=-10-6-8-10-10=-44 

受惡魔卡B、C、D (2+3+5)=10倍的損益為： 

-44 x 10 =-440  (損失: 4億4千萬) 

2 2 2 2 2 

綠
玩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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