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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三国演义》是一本家喻户晓的中华古典名著，我们做这个游戏是为了要培养学生

们对《三国演义》这本书的兴趣，也让他们更深刻了解《三国演义》的中提到的一

些军事策略和计谋。 

我们听说许多中学生不知《三国演义》故事里的情节，读《三国演义》时一头雾水。

但是学生们一般都喜欢玩游戏，在玩游戏时特别集中精神。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

想法，让学生们玩《三国演义》的游戏，潜移默化中对三国演义的内容也有所了解，

达到一箭双雕的共赢目的。 

这个游戏的玩家群体主要是小学和中学学生，因为他们通常不喜欢中文文学，必须

要用好玩的东西来吸引他们。而且，太小年纪的孩子不会明白与游戏与它的规则，

太大年纪的成年人应该就不太喜欢玩专门设计给学生们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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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经过我们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做一个和《三国演义》有关联的棋盘类游戏。

我们打算利用《三国演义》里提到的计谋，比如连环计或空城计，来设计这

个游戏。通过这个游戏，玩家需要用不同的策略来守卫自己的 领土，或者去

攻击对方的地盘 ，以取得胜利。在游戏的过程中，也让学生们领会到《三国

演义》这本名著的趣味性和军事方面的谋略。 

游戏规则 

游戏道具： 

1. 三国棋盘 

2. 17 张“领土卡” 

3. 15 张“人物卡”(主将：曹操，刘备，孙权，袁绍，孙策，董卓                 

上将：吕蒙，张飞，关羽，吕布，黄忠，马超，赵云，周瑜，夏侯惇) 

4. 20 张“计谋卡” 

5. 2 个骰子（一红一篮） 

游戏规则： 

● 游戏棋盘里会有 17 个领地，每个领地会有一张对应的卡片，叫做“领

地卡”。 

● 卡片上会注明该领土所能拥有的士兵数量。 

● 每一个小兵代表 1 万个兵 

为游戏做准备： 



 : 

1. 游戏开始前，把“领土卡”平均地分给每个玩家。 

2. 按照“领土卡”所规定的数量，把士兵摆放在你抽到的“领土卡”所对应的

地盘。 

3. 每个人在游戏开始前可以抽三张“计谋卡”，在游戏的过程中，每当一个

玩家的轮次开始时，他可以再抽一张“计谋卡” 

4. 当第三轮次开始时，玩家可以随机分配人物卡，主将可有一张，上将

可有两张。 

5. 投掷骰子来决定先后，投到最大数字的玩家可以先开战！ 

 

 

游戏玩法： 

1. 当你的轮开始的时候，看棋盘上的表来决定你可以放多少兵，并把可

添增的兵 

2. 怎么攻打其他玩家的地盘 

● 如果你想要攻打，你进攻的地盘需要在你所派兵的领地旁边，不可以

隔着一块地。 

● 你只能用领地的兵来攻打，不可以用两个领地的兵（你的或是其他玩

家的）联合攻打（远交近攻是唯一的例外）（例如） 

● 攻打时，请在棋盘上找一个红色的表，那是“攻打表” 

● 你最多能派出 8 千个兵来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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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决定好想要派出攻打的兵数后，从“攻打表”找出你派出的兵数的

“攻击力”。 

● 投掷红色的骰子，并把你得到的数字乘上你的“攻击力”。 

● 把你得到的“攻击力”跟你所攻打的玩家得到的的“抵御力”，力量高的那

一方获胜。如果数字一样，在抵御攻击的那一方获胜。 

● 如果攻打成功，把敌人战败的兵放回盒子里。 

● 如果敌人的领地没有兵了，你就占领了那个领地，然后把你所派出攻

打的兵放进你所占领的地盘。 

● 如果派出 7 个，你只能把 7 个放入刚刚占领的地盘。 

● 在一轮里，你的攻打次数不限制。 

      

 3. 怎么抵御其他玩家的攻击 

● 被攻打时，请在棋盘上找一个蓝色的表，那是“抵御表” 

● 如果你有超过 7 千个兵在你被攻的领地上，你必须派出 7 千个抵御攻

击，如果你有少过 6 个，你必须派出全部的兵来抵御。 

● 当你决定好想要派出抵御攻打的兵数后，从“抵御表”你派出的兵数的

“抵御力”。 

● 投掷蓝色的骰子，并把你得到的数字乘上你的“抵御力”。 

● 把你得到的“抵御力”跟你所攻打的玩家得到的的“攻击力”，力量高的那

一方获胜。如果数字一样，在抵御攻击的那一方获胜。 

● 如果抵御成功，把敌人战败的兵放回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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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全部抵御的兵都战败了，你就失去了那个领地。 

      4.当你想结束你的一轮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撤兵。 

● 唯一可以移动兵（撤兵只能在结束一轮后）的情况只有当你占领一个

底盘后或是当你结束一轮后。 

● 当想撤兵时，那些地盘必须是连起来的，而且需要时你的领地。 

      5.玩家们可以用计谋卡来保住或是攻击 

      6.不同的将会有不同的本领，你也需要谨慎地用他们赢战，而不被战死。 

 

三十六计 

胜战计 from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9315328.html ： 

1. 瞒天过海 - 能乘虚而示假隐真，掩盖某种军事行动，把握时机出奇制胜 

故事情节·：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庞德，这些战绩使他愈发骄傲轻敌。东吴的年轻

将领陆逊利用了这一点。他备礼呈书给关羽，口气极为谦恭，这使得原就轻视陆逊的关羽放松了

警惕，不复有江东之忧，他撤走了荆州的大半兵马去攻打樊城。结果吕蒙乘机而入，偷袭成功，

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荆州。 

2. 围魏救赵 - 乘一国空虚，去攻打国家，救自己的国家被攻 

 故事情节·：当曹操得知周瑜病逝的消息后，准备再次兴兵进犯江东。江东闻报之后，立

即让鲁肃派使者西上荆州，向刘备求援。诸葛亮看罢江东的求救信，要刘备修书一封，派人结援

马超，让马超兴兵入关。马超随后便点起西凉兵马 20 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长安。曹操得到关

中警报以后，遂放弃南下攻击孙权的计划，专力对付关中的马超、韩遂之军。 

3. 借刀杀人 - 用友方的力去消灭敌人 

 故事情节·：祢衡恃才自傲，反复贬损曹操。曹操令祢衡去荆州做说客，劝刘表来降。祢

衡到荆州，见刘表之后，表面上颂扬刘表的功德，可实际上尽是讥讽。刘表不高兴，叫他去见黄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9315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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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祢衡至黄祖处，酒后乱言，把其比成是土木制作的偶像，于是黄祖杀了祢衡。曹操借黄祖的

手杀了祢衡。 

4. 以逸待劳 - 让敌人来攻，然后乘其疲劳，战而胜之 

故事情节·：吴国杀了关羽，刘备怒不可遏，亲自率领七十万大军伐吴。孙权命青年将领

陆逊为大都督，率五万人迎战。陆逊深谙兵法，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决定实行战略退却，以观其

变。相持半年，蜀军斗志松懈。陆逊看到蜀军战线绵延数百里，首尾难顾，在山林安营扎寨，下

令全面反攻，打得蜀军措手不及。烧毁蜀军七百里连营，蜀军大乱，伤亡惨重，慌忙撤退。 

5. 趁火打劫 - 抓住地方大难临头的危机之时，赶快进兵 

 故事情节·：讨董卓联军攻占洛阳后，联盟迅即瓦解，各路诸侯各自为战，自谋发展。谋

士逢纪向袁绍献计取冀州。袁绍暗中派人送信给北平太守公孙瓒，约其共攻冀州，平分其地。瓒

应约发兵杀奔冀州而来。袁绍却又使人将公孙瓒发兵攻冀州的消息密报韩馥。韩馥得报后请袁绍

共保冀州。袁绍入据冀州后，架空韩馥，将冀州据为己有。 

6. 声东击西 - 表面上声言要攻打东面，其实是攻打西面 

 故事情节·：曹操兴兵讨伐张绣，久攻南阳城不下。于是曹操命士兵做好继续攻城准备，

自己却骑马绕城三日（见东南角砖土新旧不等，多半毁坏，容易攻城），然后假装从西北角入城。

这一切贾诩在城上看得清楚，便欲将计就计，为张绣献此计。先说明曹操去西北角积草，看上去

想从西北入城，不过是虚张声势，实则想从东南角攻城。然后劝张绣把百姓假扮士兵守西北角，

令主力埋伏在东南角。果然不出贾诩所料，曹操被杀得大败而归，从而南阳之困得以解除。 

敌战计： 

7. 无中生有 - 凭空捏造（例如草船借箭） 

 故事情节·：刘备自得徐庶相助后，接连数次打败曹军大将曹仁，并且夺得樊城。于是曹

操把徐庶的老母赚至许昌，然后命其写书信招徐庶来归。徐庶见信之后，与刘备洒泪相别，到了

曹操那里。曹操虽然得到了徐庶，徐庶却从不为他出谋划策。徐庶自知被骗，故而深恨曹操，发

誓不为曹操设一计谋。这就是著名的“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故事。 

8. 暗度陈仓 - 利用敌人被我“示之以动”的迷惑手段所蒙蔽，我军趁机而入 

 故事情节·：三国后期，司马昭执政时，准备一举灭蜀。于是派出三路人马：邓艾和诸葛

绪各统率 3 万大军，钟会带领 10 万大军，分路出击。邓艾闻知钟会在剑阁受阻。探得一条从阴

平通往成都的小路。他马上率人马回到阴平，集合队伍，翻山越岭，冲破险阻，神鬼不觉迫近成

都。蜀国皇帝刘禅接到战报，想调回剑阁姜维的人马，已经来不及了，只得出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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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隔岸观火 - 坐观敌人的内部恶变，时机一刀而我即坐收其利，一举成功 

 故事情节·：袁绍兵败身亡，几个儿子为争夺权力互相争斗，曹操决定击败袁氏兄弟。袁

尚、袁熙兄弟投奔乌桓，曹操向乌桓进兵，击败乌既，袁氏兄弟又去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

康听说二袁归降，心有疑虑。于是预设伏兵，召见二袁，一举擒拿，割下首级，派人送到曹操营

中。曹操笑着对众将说，公孙康向来俱怕袁氏吞并他，二袁上门，必定猜疑，如果我们急于用兵，

反会促成他们合力抗拒。我们退兵，他们肯定会自相火并。看看结果，果然不出我料。 

10. 笑里藏刀 - 运用政治外交上的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来掩盖己方的军事行动 

 故事情节·：荆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关羽镇守荆州，孙权久存

夺取荆州之心。关羽发兵进攻曹操控制的樊城，孙权派当时毫无名气青年将领陆逊接替他的位置，

驻守陆口。陆逊上任，给关羽去信一封，定下了与关羽假和好、真备战的策略。关羽读罢陆逊的

信，仰天大笑，说道：“无虑江东矣。”马上从防守荆州的守军中调出大部人马，一心一意攻打樊

城。吕蒙将精锐部队埋伏在改装成商船的战舰内，日夜兼程，突然袭击，攻下南部。关羽得讯，

急忙回师，但为时已晚，孙权大军已占领荆州。 

11. 李代桃僵 - 做出某些局部，或暂时的牺牲，去保全或者争取全局的胜利 

 故事情节·：曹魏末期，司马昭的篡位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魏帝曹髦不甘心坐以待废，

决意讨伐司马昭。司马昭听说后，早已有所准备。讨伐司马昭那天，曹髦率领童仆数百人从宫中

鼓噪而出，司马昭派兵入宫，在宫内东止车门与曹髦相遇。成济立即冲到曹髦的车前，一剑刺过

去。剑从前胸穿到后胸，曹髦当即死在车上。后来司马昭以「大逆不道」之罪名，诛灭成济一族。

成济成了司马昭弑君的工具及替罪羔羊。 

12. 顺手牵羊 - 要善于捕捉时机，伺隙捣虚，敌方小的疏漏而为我方得小的胜利 

 故事情节·：孙坚，为孙武的后代，于汉末征讨黄巾有功，被拜为长沙太守。董卓乱政之

际，孙坚为“十八路诸侯反董卓”中的一路，作为诸侯联军的先锋，表现得十分活跃，但因袁术存

在私心，拒不发粮，而被董卓将华雄击败；后董卓迁都长安，孙坚进驻洛阳，意外发现传国玉玺，

遂起私心，藏匿玉玺返回，不料事情泄漏，因此与袁绍、刘表结仇。 

攻战计 

13. 打草惊蛇 - 指敌方意向不明时，查清敌方主力配置，运动状况再说 

 故事情节·：孙权对荆州窥视已久，武力夺荆州不成，遂听从张昭建议以其妹孙尚香许配

刘备为名，骗取刘备来东吴作人质，以换取荆州。诸葛亮遂向赵云暗授锦囊。赵云陪刘备到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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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孔明的计策首先找到吴太后和乔国老，并在都城大肆宣扬，让妇幼皆知。孙权见事已成舟，

只好假戏真做，让刘备取了其妹。 

14. 借尸还魂 - 兵家要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努力争取主动，壮大自己，转败为胜 

 故事情节·：曹芳是魏明帝曹睿的养子，年仅八岁时继位成为皇帝，由曹爽、司马懿共同

辅佐朝政。后曹爽被司马懿除掉，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继续把持朝政。

曹芳做“衣带诏”密授夏侯玄、李丰、张辑三人，欲讨伐司马师，三人在宫门处被司马师搜出“衣带

诏”，于是均被杀害。司马师以太后名义废掉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15. 调虎离山 - 若遇强敌，要善用谋，用假象使敌人离开驻地，而己方出其不意地取胜 

 故事情节·：孙策欲向北推进，准备夺取江北卢江郡。卢江郡南有长江之险，北有淮水阻

隔，易守难攻。孙策派人给刘勋送去一份厚礼，并在信中把刘勋大肆吹捧一番。信中说刘勋功名

远播，今人仰慕，并表示要与刘励交好。孙策还以弱者的身份请求刘勋发兵降服上缭。刘勋被孙

策的厚礼、甜言迷惑。孙策见刘勋亲自率领几万兵马去攻上缭，城内空虚，立即率领人马，水陆

并进，袭击卢江，几乎没遇到顽强的抵杭，就十顺利地控制了卢江。 

16. 欲擒故纵 - 让敌人体力消耗，最后己方寻找机会，全歼敌军 

 故事情节·：蜀汉建立之后，定下北伐大计。当时西南夷酋长孟获率十万大军侵犯蜀国。

诸葛亮为了解决北伐的后顾之忧，决定亲自率兵先平孟获。蜀军主力到达泸水附近，诱敌出战，

事先在山谷中埋下伏兵，孟获被诱入伏击圈内，兵败被擒。诸葛亮考虑到孟获在西南夷中威望很

高，影响很大，如果让他心悦诚服，主动请降，就能使南方真正稳定。决定对孟获采取“攻心”战，

断然释放孟获。七擒七纵，终于感动了孟获，他真诚地感谢诸葛亮七次不杀之恩，誓不再反。从

此，蜀国西南安定，诸葛亮才得以举兵北伐。 

17. 擒贼擒王 - 先拿主要敌手 

 故事情节·：汉献帝即位后，接连遭受董卓、李榷、郭汜乱政。在政局不稳、战事不断的

年代，汉献帝过着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苦难生活。尽管汉献帝如此狼狈，可皇帝毕竟是一面颇

有号召力的旗帜。荀彧听说汉献帝移驾洛阳，马上向曹操进言。说明勤王的重要性。曹操立即兴

师勤王。可以说曹操之所以能够扫平群雄、称霸中原，与此计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 

18. 抛砖引玉 - 应用极相类似的方法，以假乱真，诱惑敌人 

 故事情节·：刘备被吕布打败后，只好投奔曹操。对于刘备去留，曹操内部意见不一。荀

彧、程昱认为刘备乃英雄，不杀终为后患。而郭嘉却认为杀一人而阻天下志士之望，谁肯共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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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呢。曹操也觉得杀刘备不利于招揽人才，故不杀，并表刘备领豫州牧。后来无数智谋之士投奔

曹操。 

混战计： 

19. 釜底抽薪 -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故事情节·：袁绍率领十万大军攻打许昌。当时，曹操据守官渡，兵力只有二万多人。两

军离河相持了很长时间，双方粮草供给成了关键。袁绍从河北调集了一万多车粮草，屯集在大本

营以北四十里的乌巢。曹操决定偷袭乌巢，断其供应。他亲自率五千精兵打着袁绍的旗号，衔枚

急走，夜袭乌巢，消灭了守粮袁军，袁军的一万车粮草，顿时化为灰烬，军心浮动。曹操此时，

发动全线进攻，袁兵十万大军四散溃逃。袁军大败，回到河北，从此一蹶不振。 

20. 混水摸鱼 - 抓住敌方的可乘之隙，而我方借机行事，使乱顺我方之意 

 故事情节·：赤壁大战，曹操大败。周瑜因赤壁大战，气势如虹，下令进兵，攻取南郡。

周瑜大胜曹仁，立即率兵直奔南郡。等周瑜率部赶到南郡，只见南郡城头布满旌旗。原来赵云已

奉诸慕亮之命，乘周瑜、曹仁激战正酣之时，轻易地攻取了南郡。诸葛亮利用搜得的兵符，又连

夜派人冒充曹仁救援，轻易地诈取了荆州、襄阳。 

21. 金蝉脱壳（jin1chan2tuo1qiao4) - 暗中谨慎地实行主力转移，稳住敌人，我方则乘敌不惊

疑之际脱离险境 

 故事情节·：诸葛亮积劳成疾，在五丈原病死于军中。为了不使蜀军在退回汉中的路上遭

受损失，诸葛亮在临终前向姜维密授退兵之计。魏军远望蜀军，军容整齐，旗鼓大张，又见诸葛

亮稳坐车中，指挥若定，不知蜀军又耍什么花招，不敢轻举妄动。司马懿一向知道诸葛亮“诡计多

端”，又怀疑此次退兵乃是诱敌之计，于是命令部队后撤，观察蜀军动向。姜维趁司马懿退兵的大

好时机，马上指挥主力部队，迅速安全转移，撤回汉中。 

22. 关门捉贼 - 对小股敌人要即时围困消灭，而不利于去急追或者远袭 

 故事情节·：孟获藤甲军刀枪不入、水土不侵。诸葛亮想出关门打狗之计，蜀将魏延引蛮

兵兀突骨至盘蛇谷，横木乱石滚下，垒断谷口。然后车辆装载干柴，尽皆火起，将兀突骨并三万

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 

23. 远交近攻 - 结交离得远的国家而进攻邻近的国家 

 故事情节·： 官渡之战之前，荀或与郭嘉定计，先南后北，远交近攻，先弱后强，各个击

破，兼并群雄的战略方针。钟繇镇抚关中，是为远交。曹操破张绣，杀吕布，征袁术，灭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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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以前，曹操四面临敌，但始终没有陷入两线作战，而是一个一个歼灭对手，显示了正确

的战略方针的威力。 

24. 假道伐虢 - 以借路为名，实际上要侵占该国 

 故事情节·： 曹操灭掉张鲁之后，厉兵秣马偷窥西川，刘备早有吞并益州之念，正好刘彰

想借刘备的宗亲身份为其抵挡曹兵。一日，刘备接到荆州来信，说曹操兴兵侵犯孙权。刘备请刘

璋派三万精兵、十万斛军粮前去助战。刘璋怕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只同意派三千老兵出川。于是

向刘璋宣战，乘胜直捣成都，完成了占领四川的计划。 

并战计： 

25. 偷梁换柱：乘友军作战不利，借机兼并他的主力为己方所用 

 故事情节·：张绣统其众，用贾诩为谋士，结连刘表，屯兵宛城，欲兴兵犯阙夺驾。曹操

起兵十五万亲征张绣。张绣见其势大，降曹。一是曹操酒后强夺张绣叔张济之妻，张绣心怀怨恨，

又惧曹操手下猛将典韦，偏将胡车儿献计偷入帐房，先盗其戟，然后灌醉典韦，里应处合，一举

杀死典韦，打退曹操。 

26. 树上开花：弱小的部队通过凭借某种因素，改变外部形态，阵容就变得更强大 

 故事情节·： 曹操领兵南下，直达宛城，刘备荒忙率荆州军民退守江陵。曹兵追到当阳，

刘备的妻子和儿子都在乱军中被冲散了。刘备只得狼狈败退，令张飞断后，阻截追兵。张飞只有

二三十个骑兵，临危不惧，临阵不慌，顿时心生一计。他命令所率骑兵都到树林子里去，砍下树

枝，绑在马后，然后骑马在林中飞跑打转。张飞一人骑着黑马，横着丈二长矛，威风凛凛站在长

板坡的桥上。追兵赶到，见张飞独自骑马横矛站在桥中，又看见桥东树林里尘土飞扬。追击的曹

兵停止前进，使得刘备逃脱。 

27. 假痴不癫：为了以退求进，必得老城持重，以达后发制人 

 故事情节·：刘备早已有夺取天下的抱负，只是当时力量太弱，根本无法与曹操抗衡，而

且还处在曹操控制之下。刘备装作每日只是饮酒种菜，不问世事。一日曹操请他喝酒道：“天下的

英雄，只有我和你两个人！”一句话说得刘备惊慌失措，深怕曹操了解自己的政治抱负，吓得手中

的筷子掉在地下。幸好此时一阵炸雷，刘备急忙遮掩，说自己被雷声吓掉了筷子。曹操见状，大

笑不止，认为刘备连打雷都害怕，成不了大事，对刘备放松了警觉。后来刘备摆脱了曹操的控制，

终于在中国历史上干出了一番事业。 

28. 上屋抽梯：敌人受我方之唆，犹如贪食抢吃，只怪自己见利而受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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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情节·：刘琮的后母害怕刘琦得势，影响到儿子刘琮的地位，非常嫉恨他。刘琦感到

自己处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多次请教诸葛亮，但诸葛亮一直不肯为他出主意。有一天，刘琦约

诸葛亮到一座高楼上饮酒，等二人正坐下饮酒之时，刘琦暗中派人拆走了楼梯。刘琦说：“今日上

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赐教矣”诸葛亮见状，无可奈何说：“申生在内而

亡，重耳在外而安。”刘琦马上领会了诸葛亮的意图，立即上表请求派往江夏，避开了后母，终于

免遭陷害。 

29. 指桑骂槐：治军，有时采取适当的强刚手段便得到应和 

 故事情节·：吕蒙年少丧父，和母亲前往江东投靠姐夫邓当。邓当没办法，只好带着吕蒙

回去见吕蒙的母亲。其母正要惩罚吕蒙，吕蒙大声说“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

虎穴，安得虎子？” 。到了军中，一个小官吏以吕蒙年纪太小而看不起他，出言相讥，还称呼吕

蒙为“竖子”，吕蒙怒不可愉，第二次见到那官吏，对方还是出言讽刺，结果给吕蒙一刀结果了他

的狗命。后孙策听说这件事，亲自召见，交谈后觉得是个人才，便让他到自己身边，好好培养。 

30. 反客为主：采取主动措施，以声势压倒别人 

 故事情节·：袁绍势力渐渐强大，总想不断扩张，决定夺取粮仓冀州。当时的冀州牧正是

老友韩馥，他首先绘公孙瓒写了一封信，建议与他一起攻打冀州。袁绍又暗地派人去见韩馥，请

求联合对付公孙瓒。韩馥只得邀请袁绍带兵进入冀州。袁绍逐渐将自己的部下一个一个似钉子扎

进了冀州的要害部位，这时，韩馥清楚地知道，他这个“主”被“客”取而代之了。为了保全性命，他

只得只身逃出冀州去了。 

 

败战计： 

31. 美人计：利用敌人自身的严重缺点，使其自？自损，己方一举得之 

故事情节·：董卓为人阴险，滥施杀戮，并有谋朝篡位的野心。满朝文武，对董卓又恨又

怕，董卓势力强大，正面攻击，还无人斗得过他。董卓身旁吕布骁勇异常，忠心保护董卓。司徒

王允观察这“父子”二人，狼狈为奸，不可一世，但有一个共同的弱点：皆是好色之徒。王允府中

有一歌女，名叫貂蝉。就行使“美人计”，让他们为了貂蝉互相猜疑，以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 

32. 空城计：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缺乏兵备而故意示意人以不设兵备，造成敌方错觉 

故事情节·：诸葛亮因错用马谡而失掉街亭后，魏将司马懿乘势引大军 15 万向诸葛亮所在

的西城蜂拥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只剩 2500 名士兵在城里。诸葛亮传令，把所有的旌旗都藏

起来，又把四个城门打开，每个城门之上派 20 名士兵扮成百姓模样，洒水扫街。诸葛亮自己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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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鹤氅，戴上高高的纶巾，领着两个小书童，带上一张琴，到城上望敌楼前凭栏坐下，燃起香，

然后慢慢弹起琴来。司马懿说：“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曾冒险。现在城门大开，里面必有埋伏，我

军如果进去，正好中了他们的计。还是快快撤退吧!”于是各路兵马都退了回去 

33. 反间计：使敌人获取假情报而有利与我方的计策 

 故事情节·：赤壁之战前，曹营谋士蒋干自称与周瑜曾是同窗好友，愿意过江劝降。曹操

当即让蒋干过江说服周瑜。周瑜见蒋干过江，一个反间计就已经酝酿成熟了。他热情款待蒋千，

酒席筵上，周瑜佯装大醉，约蒋干周床共眠。蒋干偷偷下床，见周瑜案上有一封信。他偷看了信，

原来是蔡瑁、张允写来，约定与周瑜里应外合，击败曹操。他连夜赶回曹营，让曹操看了周瑜伪

造的信件，曹操顿时火起，杀了蔡瑁、张允。等曹操冷静下来，才知中了周瑜反间之计，但也无

可奈何了。 

34. 苦肉计：故意伤身体以骗取对方信任 

 故事情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已是尽人皆知的故事了。赤壁之战

前夕，为了骗过曹操，诈降成功，两人事先商量好了，假戏真作，自家人打自家人，使得黄盖取

得了曹操信任，使用火攻，火烧了曹操八十三万兵马。 

35. 连环计：指多计并用，计计相连，环环相扣 

 故事情节·：汉末董卓专权，王允设计，先许嫁美女貂蝉与吕布，后又献给董卓，以离间

二人，致使吕布杀死董卓。赤壁大战时，周瑜巧用反间计，让曹操误杀了熟悉水战的蔡瑁、张允，

又让庞统向曹操献上锁船之计，又用苦肉计让黄盖诈降。三计连环，打得曹操大败而逃。 

36. 走为上计：逃跑 

 故事情节·：姜维正在祁山进攻魏军的营垒，忽然之间一天连来三道诏书，命他班师。他

无可奈何，只好从命。回到汉中以后见郤正，正说：“将军将有大祸临头了。将军若有个三长两短，

国家也就完蛋了。” 第二天，姜维上表后主，要求去沓中屯田，仿效诸葛亮，后主答应了，姜维

全身而退，避免为小人所害。 

城市 

1.  凉州：凉州被称为 ”天下乱世中的避难之国”，在三国演义里享受和平。 

2. 雍州：曹魏时期的雍州其范围固定在凉州与司隶中间，曹魏名将郭淮常率领陈泰、邓艾等

名将在雍州阻挡蜀将姜维多次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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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都：公元 221 年，成都的农业、盐业和织锦业得到较大恢复发展，成蜀汉最大的城市，

是蜀汉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公元 263 年，魏邓艾、钟会率军进攻蜀汉，

蜀汉后主刘禅在此投降。 

4. 汉中：这是曹操和刘备激烈争夺的地区，后来刘备取胜，称“汉中王”，蜀汉即获得此地。

诸葛亮之墓也在此。 

5. 益州：赤壁之战后，刘备为了实现《隆中对》这个计划，与刘璋争夺益州。结果刘璋投降，

刘备入主益州，自领益州 

6. 荆州：208 年赤壁之战后，原先领有荆州的曹操只保住了荆州北部南阳郡、江夏郡与南郡

的一部分，而中南部被孙刘联军占据。219 年，荆州守将关羽被东吴、曹魏联军击败，在

随后的夷陵之战中刘备又败于孙权势力后，蜀汉再无力夺回荆州，荆州成为由曹魏与孙吴

两家分领的局面。 

7. 交州: 在东汉末年中原大乱时，交州在土燮的统治下，成为相对而言和平安定的地区，包

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许多中原人士移入当地，如许靖、袁沛、邓小孝、徐元

贤、张子云、许慈、刘巴、程秉、薛综、袁忠、桓邵等。这对于汉人中原文化传入交州有

很大的助益。这些交州的人才之后很多到三国各政权中位居高官。交州作为 益州、荆州、

扬州的南邻而被曹操、刘表、刘备、孙权等势力争夺。 

8. 扬州：魏、吴两国都拥有扬州的一部分：魏国拥有扬州的小部分，治所在寿春县；吴国拥

有扬州的大部分，治所在其首都建业县。吴国的扬州是其大本营，相对稳定。而魏国的扬

州处于魏、吴两国边界，战乱频繁，后期的毌丘俭、诸葛诞叛乱也都发生在这里。 

9. 建业：建业是南京在东吴时期的名称，是三国时期东吴的都城，当时中国南方的经济、文

化、政治、军事中心。东汉建安十六年（211 年），孙权将治所从京口迁往秣陵（今南

京）。东汉建安十七年（212 年），在金陵邑故址石头山筑城，名为石头城，作为驻军和

屯粮之所，并改秣陵为建业，寓意“建立帝王之大业”（另一说为“建功立业”之意） 

10. 司隶 

11. 兖州：三国时，兖州区域属魏。曹操领冀州牧后，为扩大势力范围，缩小其他州并入冀州 

但兖州辖区未动，仍辖八个郡国。仅将汉时陈留改为陈留国，任城国改为任城郡。据《三

国疆域志》载，兖州初治昌邑，后移治廪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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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豫州 

13. 徐州: 三国曹魏时徐州辖彭城国、东海国、下邳郡、广陵郡、琅邪郡、城阳郡凡两国三郡，

并移治彭城县 

14. 青州: 青州本为汉族文化中的九州之一，西汉元封五年（前 106 年）设青州刺史部。东汉

时青州刺史驻地为齐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三国曹魏及西晋均沿袭此制。永

嘉之乱后，东晋于大兴初年在今江苏省淮安市境侨置青州，后有多次迁治。又在今山东省

境置北青州，江苏省境内的青州，则称为南青州。刘宋时，废南青州，北青州称青州。治

所多有迁移。隋朝废青州，唐朝复置，又改称北海郡。金朝时改益都府，元朝时为益都路，

明清时为青州府。 

15.  冀州:  中国古代的州，辖境在今河北省。西汉武帝时，置冀州刺史部。其后辖境变化。

唐朝时，治所本在信都县，武德六年（623 年），徙治下博县，贞观元年（627 年）

复故治。龙朔二年（662 年）更名魏州，咸亨三年（672 年），复故名。天宝元年

（742 年），改为信都郡，后复为冀州。土贡：绢、绵。户十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五，

口八十三万五百二十。下辖九县：信都县，南宫县、堂阳县、枣强县、武邑县、衡水

县、阜城县、蓚县、武强县。 

16.  

17. 并州: 相传禹治洪水，划分域内为九州。山西太原古称并州，三国魏黄初元年（220 年）复置，

领太原、上党、建兴、西河、雁门、乐平、新兴等七郡，仍治晋阳。晋沿用，建兴后沦没。隋

唐以后亦有并州，然其地屡有缩小。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置并州于榆次，五月更名新并州，

七年(982 年)移治唐明镇，嘉佑四年(1059)改名太原府，并州之名遂废。 

18. 幽州: 幽州的中心是蓟城。上古称为“蓟”，蓟国的国都；春秋中期，燕国灭蓟国，迁都

于此，改名为“燕京”。《周礼·职方》记载，“东北曰幽州”，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与



 : 

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全境地域。其南面是面积缩小的冀州（河北省南部），西面是并

州（山西省），北面和东面则是接壤外族地区如匈奴、夫余和朝鲜。 

19.  

地图 

 

这是我们的地图。这些黑色的小点代表着那个领地的主要城市。绿色的区域代表着魏国，红

色的区域代表着蜀国，蓝色的区域则代表着吴国。下面的表代表着攻击力量，防守力量与地

盘兵数。（比如：若你派 6 到 7 万兵来攻打，你将会有（骰子的数量*7）的力量。若对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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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万兵来抵抗，他将会有（骰子的数量*8）这个力量。在你的回合完毕时，若你控制 5 个地

盘，你将会拿到 8 万兵。一个在地盘上的人物模型代表一万兵） 

卡片 

● 人物卡 

 

这是我们的人物卡。这个人物是刘备，抵御力为 5 万，表示在抵御时，你的兵量再增

加 5 万。它的攻击力是 0 万，也就表示他没有攻击力。你可以把人物卡放在一个区域，

当那个区域少于 3 万兵时，它可以添加 5 万兵。这是刘备的技能。刘备是一个主将，

人物卡也有上将，上将与主将一样，只是没有技能。 

 

 

● 计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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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的计谋卡。计谋卡的用处是那些蓝色的字中。这张卡的技能是在这个回合里，

你所有的兵都可以攻击敌方兵量最少的领地。它的意思在那些红色的字中。 

 

 

 

 

 

 

● 地盘卡 



 : 

 

这是我们的地盘卡。这个地盘卡是凉州，它的兵数有五万兵。那个照片与地图上的照片是一

样的，这样比较容易进行图片与地图的匹配。 

改变 

经过试玩时，我们发现游戏有许多缺点。比如说，我们的主将与上将都太强了，游戏在五分

钟内就结束了，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把主将与上将的力量变少一些。有些计谋也太

强了，我们也降低了它们的力量。原本，我们打算在一个军队赢时，就给他一个计谋卡，但

是他可以利用计谋卡攻打无数次，力量变得太强了，所以我们打算把它改成在回合开始时才

拿一个计谋卡。 

拟定时间表 
六月假期: 准备中期检讨 

三月底：准备好开题报告 

八月尾：做好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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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准备好完整报告 

九月中：做好电子报告 

工作分配 

星宇：负责想好这个游戏的玩法与规则，卡的内容，与做好地图中的表，找

地图内容，以及打印卡片 
宣善：负责做好与改进计谋卡，人物卡，地盘卡与地图，想好卡的内容，找

三十六计的意思与用处与人物卡内容，找人物卡与计谋卡的图片，以及负责

试玩与打印卡片 

正扬：负责做人物卡，计谋卡，与地盘卡的样本，与它的背面，以及负责试

玩与打印卡片 

梓然：负责画好地图以及打印地图 

照片 

 
所有的卡片 



 : 

 

试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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