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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币-新经济的数码货币，它让许多早期投资者在一夜之
间成为百万富翁。这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消息传开后，引
发了淘金热和平凡公民们纷纷涌入加密货币的新领域，企图发
财。您将担任金融科技创业公司首席执行总裁，领导专业人士
与技术专家团队进行评估，交易和挖矿各种加密货币。但是，
一些加密货币是骗局，让不知情的投资者陷入其中。玩家得从
多层信息中避免被骗并取胜。您必须在招聘技术专家时做出战
略决策， 通过解决加密货币挖矿算法并操纵信息网络从事战术
货币交易。胜负的关键也在于游戏结束前除去有疑货币。

您是否能避免陷入骗局并在这动荡的世界中生存？

加密货币是一款2-4玩家的桌游，让玩家在交易和挖矿加密货币的竞技
场上赚取最多的资金。玩家可以选择用他们的团队做出以下行动：

1）推测和操纵加密货币的价格
2）通过您的运气系统来挖矿新货币以创造财富
3）操纵谣言影响对手的投资，同时让您受益

一些谣言被隐藏起来，并将对最终游戏得分和确定哪些加密货币是诈
骗产生重要的影响。拥有最少谣言点的加密货币将成为诈骗货币并失
去全部价值。游戏结束时，玩家们将以他们的持有的现金和加密货币
价值来计算他们的总金额。拥有最高金额的玩家获胜。

在游戏期间，玩家必须揣测对手的动作并提前计划。交易货币及散发
谣言，使自己更接近胜利。您能在这个充满智慧的斗争中幸存下来并
在这个加密货币新的领域中取得胜利？

目的

来电传输 . . . 密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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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玩家
代币

4 情报板

36 谣言卡16 交易卡 8 哈希卡 8 贷款卡

80 货币代币4 长期投资卡

4 价格标记

4 挖矿标记

组件

1 市场板

100 Wonga 卡

12 实习生 + 23 专家 = 35 人物卡

市场供应
数字显示货币的起步供应量。可供玩家购买和玩家出售
的货币可放在他们各自的空间。

价格轨道
这显示了该货币的价格。每个货币的起步价格都用圆圈
而不是盒子来标记。

挖矿轨道
这显示挖矿难度，成功挖矿的奖励和验证交易
的收费。

谣言轨道
这包含了该货币的所有谣言卡。游戏结束是当每
个货币的谣言轨道有5张谣言卡时或4张如果是
个4人游戏。

4 玩家参考卡

第一玩家
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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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面朝下布置，背面显示交易的类型。验证交易
时，将其面朝上翻转并调整该货币的价格。然后，
验证交易的玩家会收取在该货币的挖矿轨道上所显
示的价值。

专家
专家代表玩家聘请的人加入您的团队。在雇用他们的
时侯，玩家们只需支付专家卡上指示的一次性招聘成
本          。 

每位专家提供不同的能量        也有特殊能力。 

专家团队成员将永久保留，直到您决定更换他们为止。您只能在团队保有3个专家角
色。如果要添加新人物，则必须删除团队中的成员之一。

实习生
实习生是您团队的起步成员。他们提供1能量      并没有特
殊能力。他们的招聘成本           为0。

每个玩家开始都有3名实习生在团队中。

卡片

 人物

交易

贷款
玩家们可以通过贷款获得的一次性资金，以增加他们可
用的金额。玩家在任何时候不可以持有超过2笔贷款。每
个贷款立即为玩家提供8     但在每个维持阶段必须支付2      
的利息。所有贷款必须在游戏结束前付清。



游戏玩法

2. 行动阶段

3. 维持阶段

4. 谣言阶段

1. 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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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卡代表玩家必须破解的算法挖矿货币的过程。只
有一张成功卡，其余的是失败卡。
当玩家决定挖矿货币时就使用这些卡。

谣言是玩家可以用来调整货币价格的强大工具，既
可以使自己受益，也可以阻止他们的对手。

每张谣言卡都附有新闻描述和谣言点。玩家们可以
根据卡上的谣言点影响加密货币的市场价格。例如
置放面朝上的谣言卡将立即影响货币的价格。在游
戏结束时，这些累积的谣言点将决定货币是否是一
个骗局。

哈希卡

谣言

准备您的团队和资源

挖矿和买卖货币和
Wonga

支付贷款的利息和更新
您的团队
散播谣言以获得财富和
击败对手

加密货币在一系列回合中进行，每轮由4个阶段组成。

阶段必须按顺序玩，并且必须完成一个阶段才能继续前进到下一个阶段。在每个谣言阶
段结束时，检查终止游戏的条件是否已经达到。如果有，继续游戏结束。否则，开始新
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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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分发玩家参考卡，3个实习生卡和6     给每个玩家。    代表Wonga，这是香
蕉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您可以使用Wonga 从市场供应聘请新专家或购买货
币。 Wonga也用于计算最终游戏得分。

聚集您的团队

准备游戏板
信息板
放置加密货币信息板在中间。

       将挖矿追踪器放在每个货币
板的第一个进度轨道空间。

启动货币交易所
专家卡：准备求职者
随机洗牌并显示“专家”牌组中的前5张卡片，将其放置在专家组旁边。这些是
求职者，您可以在游戏中雇用专家。

未挖矿的货币
将其余的货币放在触手可及的地
方，这些是未挖矿的货币。这些货
币只有在玩家处于挖矿行动中才可
以成功取得。被卖的货币不可返回
这里，而是转到各自的市场供应的空间。玩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从市场供应
处购买货币。

市场板
将市场板放在信息板的旁边。

       将价格标记放在每种加密货
币的起点价格标记。

       将货币投放市场，根据每个
货币的开始供应。

1

1

3
2

4

2

2a

3a

3b

5

7

2a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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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进行中的交易
从交易卡中取出前三张卡，将其正面朝下放置在交易卡旁边。这些是正在进
行的交易。

准备终极长期投资卡
游戏结束时，玩家们将根据拥有
最多的加密货币获取该货币的终
极长期投资得分（HODL）。如
果有平分，那些玩家将平分分
数。
将4张终极长期投资卡放置在信息
板旁边。

最后在线购买商品的玩家将开始游戏。如有疑问，请选择合适的替代
方法。给该玩家第一个玩家代币。给该玩家右边的玩家最后一个玩家
代币。

准备开始

准备最初的谣言
先洗谣言卡再为每种加密货币抽出2张谣言卡。之后，把1张谣言卡翻开朝
上，另一张谣言卡则朝下，这2张卡将作为每种加密货币的最初谣言，并根据
面向上谣言卡的谣言点数来调整市场板上的货币价格。例如，面向上的卡如
果显示+2谣言点，即将价格标记从起点向上移动2格。

准备贷款
贷款允许玩家即时获得额外的
钱，但附带玩家必须在每一轮偿
还的利率。玩家开始游戏时没有
贷款。把贷款放到信息板旁边。

哈希卡和货币卡
将哈希卡和剩余的货币卡放在触手可及的适当位置。

4

6

8

3

8

6

7

9
3a

3b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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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阶段
聚集智慧和互利的队友

更新求职者
第一玩家可以询问所有玩家是否同意跟换求职者。如果所有玩家都同意，可
以舍弃当前的求职者，并另选5个新求职者卡。每回合只能进行一次。如果专
家卡用完了，把丢弃的专家卡洗牌。

之后，按照顺时针旋转顺序，每个玩家：
1.从谣言卡中抽出一张谣言卡–玩家保留此卡，不应显示给其他玩家看。
2.最多提取1笔贷款–如果您已经有2笔贷款，则不能提取新的贷款。
3.从求职者中最多选择1名专家–支付聘用成本并在您的团队选个角色被他取
代。丢弃该角色。

当每个玩家都有机会聘请新的专家后，丢弃所有剩余的求职者并展示5个新的
求职者。然后，准备阶段结束。

时机成熟
具有“第一玩家”令牌的玩家进入第一位，游戏玩法继续沿顺时针方向进行。
中轮到您了，您必须从2个动作中选择1个才能执行。

动作阶段

专家能力
有许多具有特殊能力的专家可以为您带来利益。这些技能只能在专家消耗能
量时使用（动作期间）。能力修改动作必须在动作期间使用，而其他种类的
能力只能在行动结束后使用。您可以选择不使用专家的能力。相同能力不会
叠加。

挑选一种加密货币并通过获取成功哈希卡和失败哈希卡，直到哈希卡具有等
于在挖矿轨道上当前的难度级别。例如难度级别5，哈希卡将有1张成功哈希
卡和4张失败哈希卡。

完成该动作后，您的回合结束，您左边的玩家继续进行游戏。如果您不希望
采取任何行动，则可以选择放弃。但是，放弃会用尽所有剩余的角色，您将
无法任何行动。

     -   挖矿：尝试通过解算法来挖矿货币。
     -   交易：从市场供应来购买货币或从自己的供应出售货币

挖矿

选择要执行的动作后，必须选择您的团队能执行操作的角色。角色执行后无
法在同一回合中再次被选择。

当角色进行动作时，他们的能量将被消耗在动作上。花费在一项行动上的能
量数量决定了该行动的有效性。如果选择多个角色，他们的能量总和将消耗
在该动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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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玩家的右侧洗哈希卡并朝下将其呈扇形散开。您必须从中选择相等于翻转哈希
卡面朝上所需要花费的总能量。也就是说，如果您花费了4点能量，则将4张卡片正面
朝上翻转。

      您可以根据挖矿轨道当前奖
励级别赚取新货币，从未挖矿
的货币加入个人的供应。如果
没有足够的货币，您得到剩下
的一切货币。

      如果有正在进行相
同类型的交易的话，
验证他们通过翻转他
们并面朝上。然后丢
掉。

       根据验证的交易次数收取交易费用。

       立即补充空置的交易空间。如果交易卡用完，请洗丢
弃的交易卡，形成一个新的交易牌。

       将挖矿标记向前移动一个空格。如果挖矿标记位于最终位置空间，它将
留在那里。

否则，如果仅显示失败哈希卡，您未能挖
矿加密货币和您的这一轮结束了。

选一种加密货币来交易。每一点能量用在此动作，玩家最多可以购买或售出4
枚货币。参与交易的所有货币必须属于相同的加密货币。您不能在同一动作
中进行买和卖。

卖货币
您只能通过自己的供应来出售货币。每售出一枚货币，您从银行获得的    等
于该货币价格显示的价格。已售的货币被添加到该货币的市场供应。

市场转移
只要您在一次动作中交易4个相同类型的货币，就会发生市场转移。对于每购
买4枚货币，市场转移就会使其价格上涨1。反之，货币卖给市场供应，每售
出4枚货币，市场价格就会下降1。市场转移只可以在您完成动作后发生，并
且可能在同一个玩家回合发生几回。

如果显示成功哈希卡，则说明您已成功挖矿并且发生以下情况：

交易

购买货币
您只能购买市场供应中可用的货币。您想要购买的每一枚货币，您必须支付
该货币价格轨道上显示的价格。已购买的货币将被添加到您自己的供应中。

例如：您刚刚成功在难度4处挖矿了Flyt，验
证了2个Flyt交易。您可以从银行收取4   （每
笔交易可获2   ）。

例如：根据验证交易卡上的点数（+2）
，把Flyt的价格提高2格。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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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合的例子:
在研究了情况之后，埃里克决定采取贸
易行动，卖掉他 6 Eruptium 货币。

他决定用尽他的数据分析师和黑帽黑客
提供的能量来出售 6 Eruptium 货币。

首先，他以每Eruptium 6     的售价，收
集36    ，并从自己的供应中把货币转售
去市场供应。

然后，他开启数据分析师的功能，并用
市场转移将爆发货币的价格从6至3。

因为他也用尽了黑帽黑客的能量来完成此
行动，他可以从Eruptium的谣言轨道将
一张面朝下的谣言卡，以他自己的谣言卡
面朝上取而代之。

由于他的谣言卡为“ -1”，因此他再次降
低了Eruptium的价格，从3至2。

进行所有必要的调整后，他的回合传到
他左边的下一位玩家。

行动结束阶段
行动结束当所有人物被用尽。玩家之后继续前进维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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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阶段
所有玩家都要刷新他们的专家，为下一轮做准备，并且需要支付根据所拥有
的贷款数量计算利息，每笔贷款付2   。
在此期间，还可以偿还贷款，这是8   。在还清贷款之前，必须支付利息。然
后，玩家进入谣言阶段。

-您的谣言必须与之前的谣言相反。
例如，如果之前的谣言卡面朝下，您必须将谣言卡面朝上，因此
立即影响货币的价格。

在2或3人游戏中，会有谣言轨道未收到任何谣言卡在任和一个阶段。在这种
情况下，请将谣言卡的顶层卡片添加到谣言轨道，并遵循放置规则的顺序。

在所有谣言轨道都收到谣言卡后，谣言阶段结束。

谣言阶段
持有最后玩家代币的玩家先行，然后继续逆时针进行游戏。 每个玩家都应将
他们在整个回合中保留的谣言放在他们所选的谣言轨道并受到以下限制。

回合结束
谣言阶段结束后，回合结束。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玩家代币传递给左边的下
一个玩家并开始新的回合。
游戏结束时，每个谣言轨道上有5个谣言；或者4个谣言，如果是4个玩家的
话。如果有足够谣言，请继续游戏结束。

付费

散播谣言以达到财富或毁灭

密码货币价值
每枚货币的价格有上限和下限点。如果某张卡的效果将移
动价格超出其上限或下限，该效果将无效。

-您不可以将谣言放在已经有谣言的谣言轨道上。

-您的谣言必须放在最左边的空格处。

无现金？
如果玩家无Wonga支付费用，他们必须放弃一枚货币给
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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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结束
分发终极长期投资卡
分发终极长期投资卡给每种加密货币最多货币的玩家。如果有平局，将终极
长期投资卡平均分配给所有成功的玩家，如果需要，将价值下舍入。

解决面朝下的谣言卡
将每种加密货币的正面和背面分开。翻转所有面朝下谣言朝上，并据此解
决。

确定骗局
为每种加密货币的谣言点数加起来。货币最低的谣言点数是一个骗局，导致
其价值降至零。如果有平点数，所有加密货币都被视为骗局。

玩家现在以最终价格出售所有剩余的货币，并且必须还清所有他们仍
然拥有的贷款卡。然后，每个玩家总计所有货币，最多Wonga的玩家
获胜！如果有平局，拥有更多货币的玩家是赢家。如果仍然平局，该
玩家最后一个回合较早一轮的玩家胜利！

进阶版
给予加密货币资深人士

我们建议您玩游戏的基本版几次再尝试此版本的游戏！
慢着！

进阶版本具有每个加密货币的新特
征，独特的挖矿轨道和价格轨道。
游戏设置准备保持不变，只是转到
进阶版。

游戏玩法与基本版相同。但是，玩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允许采取更多
策略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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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扩展：事件
数码经济对香蕉共和国发生的事件越来越敏感。稳定性和预测性
创下新低，您能否适应得快？还是会让浪潮把您吞下...

事件迷你扩展包含15张卡片为游戏带
来了新的刺激。每轮都有一个随机事件
将迫使玩家敏锐并迅速适应新的事件情
况。

事件显示
在每个行动阶段开始时，先揭开事件牌的顶层卡片，然后在第一位玩
家采取行动之前解决。

准备
在设置准备中，请洗净事件牌，将其放置在市场板旁边。

事件解决
事件有两种类型：           立即事件和        连续事件。
立即事件得到解决，并在显示时立即丢弃。
连续事件具有持续的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除非另有说明。

例：当诈骗卡片出现时，没有立刻见
效。这张卡在游戏结束时，使其次最低
价值的货币也是个骗局。

但是，如果事件：人员不足被显示时，
有立即的效果。这迫使每个玩家用尽他
们选择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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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讲解

如果您在一轮中第一次挖矿行动失败，可以重置哈希
牌，然后再次选择。

如果没有未挖矿的货币，此功能将无效。

Blockchain engineer

Tech WhiZ

您可以选择您买卖每2枚相同类型的货币进行市场转移。
如果您购买8枚Flyt硬币，则可能会提高其价格4倍。如
果您选择不用此功能，则将用常规的市场转移规则。

daTa analysT

从4个谣言卡中      选择1个保留，其余的返回并洗牌。
nEWsHaWk

您可以复制任何专家   ，即使它们已用尽。
复制者在当前行动被视为那个专家     。

replicaTor

雇用猎头者只是添加到您的团队中。你不必从您的团队中
删除任何一个角色。这是一种被动能力。

headhunTer

您的       必须与放在所取的卡的位置。
您保持您所取的      。

bLack/WHitE Hat HackEr

将面朝下的谣言卡      翻转朝上会使它立即生效。
将面朝上的谣言卡      翻转朝下会使它无效。

TWee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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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谣言卡
: 雇用这个角色的费用
: 这个角色提供的能量

符号

术语
银行：Wonga的主要货源不归任何人所有
货币：该加密货币的代币
能源：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由专家提供
用尽：面朝下，仅人物
专家：可以聘请的专家来加入您的团队
雇用：将选定的专家添加到团队中
刷新：面朝上，仅人物
谣言点：谣言卡上的数字，会影响货币的价格并决定哪个货币是骗局。
团队：在游戏中为您工作的人物
验证：面朝上和解决，仅限交易
Wonga：游戏中用来雇用专家和购买/出售货币

感谢名单
游戏设计师: Steve Ng
制作人: Xeo Lye
游戏插画家: Wong Chun Xi
平面设计师: Wong Chun Xi
游戏研发: Ashley Woo, Chia Chong You, Jaslyn Lim, Sam Chang, Shawn Chan
教育指导: Hansel
特别感谢: Aaron Chu, Ana Zeng, Benjamin Teng, Chan Lizhen, Chris Long, Chris Ng, Chua 
Yiok An, Ci De Ong, Desmond Goh, Dinesh, Gracelyn Tan, Ho Si Min, Joshua Ong, Kelvin 
Koh, Kenneth Chew, Kenny, Leon Foo, Li Zhenhao, Lindy Han, Liu Siye, Loh Fuxing, Lyn 
Foo, Mark, Randall Tan, Rei Cheong, Richard Ng, Robin Fan, Samantha Lim, Sean Wong, 
Shannon Tan, Shan Shan Lee, Shirlyn Lim, Soh Wan Wei, Soloman Soh, Tan Suan Khai, 
Teow Loo Shuin, Varun, Wing Phuah, Yin Yu, Xavier Low

有关更多信息，请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capitalgainsgroup.com

: 实习生

: 专家

: 连续事件

: 立即事件
: Wonga (旺家)



快速开始参考
准备

每位玩家可获得3名实习生和6

准备阶段
-从第一个玩家开始，顺时针进行。
-每个玩家从谣言卡组中抽取一张谣言卡。
-您可以贷款。每轮最多1笔贷款，任何时候最多只能持有2笔贷款。
-您可以雇用一个新人物。每回合最多1个，不可以多过3个人物在团队中。新人物
将替换旧人物。

动作阶段
-每回合1个动作
-选择团队成员采取行动

挖矿
o 哈希卡数量=难度
o 显示等于能量消耗的卡
o 成功=获得奖励并验证交易
o 没有成功=回合结束

买货币
o 花费1能量=最多购买4枚货币
o 每购买4枚货币，提高1价格

出售货币
o 花费1能量=最多卖出4枚货币
o 每售出4枚货币，价格降低1

-放弃您的动作将用尽所有人物
-当所有玩家的人物都用尽时，结束动作阶段

谣言阶段
-从最后一个玩家开始，逆时针进行
-将谣言卡放置在此阶段尚未收到谣言卡的谣言轨道上
-必须与上一张卡相对放置

维持阶段
-刷新所有人物
-支付贷款利息，付不起一次利息，便没收1枚货币。
-您可以在支付利息后还清任何贷款

游戏结束
-每个情报板有5张谣言卡时游戏结束（如果有4位玩家，则为4张）。
-分发终极长期投资卡，如果平局，则玩家平分
-显示所有面朝下的谣言卡，谣言轨道上价值最低的货币是骗局。
-诈骗货币的价格降至0
-最高净值者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