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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 

1) 解說遊戲裡的各部份功能和介面 

   

--------第一次玩遊戲或重新開始遊戲。 

--------進入上次遊戲保存下來的檔案或繼續上次未完成遊戲，

總共有 8 個存檔 

--------不想再繼續此遊戲，按退出遊戲按鈕便可。 

 --------進入官方 FACEBOOK，可以得到遊戲最新資料和問題的解答。 

 --------遊戲內的玩法及說明，有疑問的話可以打開來參考一下。 

    【圖 1】 

選擇開始遊戲，進入遊戲可以看到【圖 1】界面 

 ---------在每個區域的左邊都會有對該區域的周邊建築、人口、消費能

力等的資料介紹。 



 --------第一次開始遊戲時，系統只會開放三個區域（住宅區、學

校、醫院），剩下的四個區域則需要在遊戲裡達到一定要求，及解開相關任務後才會

陸續開放。 

  ------左右移動選擇區域。對於初次玩家來說，建議選擇

住宅區來開設你的第一家店舖會比較合適。 

 ------選擇好區域後決定便可進入下一步的遊戲。 

 --------返回上一步，在這裡只能返回到主畫面。 

 【圖 2】 

選擇並決定好區域後，便會進入到【圖 2】的介面。 

  --------輸入你自己店舖的名稱，名字可以用

英文或是繁體中文。（僅限於輸入 6 個中文字或是 12 個英文字節） 

 -------進入下一步 

 --------返回到選擇開店區域的介面。 

 --------返回上一步，在這裡能返回到選擇開店區域的介面。 



 【圖 3】 

 --------是第一次開店的話，裡面會有詳細的教學指南，玩家可根據教學

指南一步一步操作，完成整個店舖開張前期工作後，便可以正式進入遊戲介面。   

 --------直接進入遊戲畫面則進入一個提示介面。 

     --------返回上一步，這裡便能返回到店舖命名的介面。 

 【圖 4】 

 ------當你點選便能進入【圖 4】的介面。 

這是一個提示介面，當確定不需要新手指引時，點擊 便可進入遊戲介

面。 

 --------返回上一步的按鈕，這裡能返回到選擇是否需要新手教學介

面。 



 【圖 5】  

   第一開店的玩家點選 進入教學指南，就可以看到【圖 5】的介面。 

 ------你看完教學指南後，關閉此介面，進入開店舖的前期工作部份 

  --------左右翻頁，進行教學每一步驟。 

 【圖 6】 

看過教學指南後，便可以開始根據教學進行操作，裝修店面、購買貨架、聘請

員工、購進貨物、商品上架等，完成這些就可以正式營業了哦！ 

 --------進入下一步教學指南 

 --------返回上一個介面 

 --------打開貨架介面，選擇適合的貨架並進行裝飾店面，貨架選擇完畢



後就可以點 關閉該介面。 

 【圖 7】  

看過教學指南後，並且根據《教學模式》進行操作完成，就可以看到【圖 7】的介

面了。 

 --------完成開店後，便可進入遊戲裡的營業介面。 

 --------未完成開店，可返回教學指南介面。 

  ---------這些按鈕在《教學模式》下是不能

使用的。 

 【圖 8】 

當完成《教學模式》後，便可以順利進入遊戲了，並且可以看到【圖 8】的介面。 

 



 ------- 注意：此按鈕在完成《教學模式》後，是不會再看到的，這才算

是正式開始遊戲哦！ 

 

 ---------可以選擇在已開放的任意區域開設分店和選擇已開放的店員服

裝 

 --------進行存檔、旗鼓相當、音效、畫質調節等各項設定 

 --------可以暫停、繼續、快進等遊戲速度 

 --------在這裡購進你開始時所需要的物品，注意要看清楚每個物品所相

對應的貨架，如果購進了不能放入貨架的物品則會造成一定的滯銷，給店舖帶來一

定的損失。 

 ------- 給員工添加裝備，增加他們的能力數值。 

 -------招聘到優秀的員工，會給店舖帶來不錯的經濟效益，可以用門

口海報、報紙和電視等方式來發放招聘廣告，讓你招聘到更優秀的員工，隨機會招

聘到名人來做店長哦！ 

 ---------不同的廣告可以帶來不同的經濟效益，廣告不但可以吸引各式

樣的消費者進入店舖消費，還會提高營業的金額。例如：吸引路過的行人或附近區

域的遊人等等。 

 --------購買了貨架，才能把物品擺上架並進行營業，還可以購買一些

可以的裝飾品來提高店舖的吸睛率。 



 ------裡面有各種各樣已解鎖和未解鎖的任務，完成開店前期工作之同

時也要完成一部份的任務，任務欄就會有提示，你可以進入這裡去領取獎勵。 

 ---------提示有任務完成了，可以去領取獎勵。              

 --------進入領獎介面 

 --------領取了獎勵 

 --------還有提示標識時，翻頁看看是不是已經全部領取獎勵 

 

  ------ 任務標示消失，代表獎勵已領

取了。 



 --------進入任務教學指南 

 --------退出任務領取介面 

  --------左、右翻看是否還有未領取的獎勵，以及有什麽任務可以完

成。 

 

 

●分店管理部份 

 

 --------點擊打開進入   

 --------進入遊戲官網 

 --------進入教學指南 

 -------進入分店管理介面，點擊打開便能進入  

    --------左、右選擇店員的不同服裝 



 --------當前分店的區域名 

 --------出售本分店的金額 

 --------在分店管理裡，可以出售分店，並進行資金週轉 

 --------進入分店管理教學指南 

 --------退出分店管理 

 

●遊戲終極目標： 

根據指南開始進行開店，讓自己的店舖能吸引到周圍的人過來消費，賺取更多金錢

並完成所有的任務，直至成功開設七家分店，便成為新一代的『便利商店』大王。 

恭喜你！闖關成功，便出現了下面的介面。 

 



●詳細完全攻略 

   該款遊戲是一款模擬經營類的小品遊戲，你所夢想將來自己能開家便利商店嗎？

你喜歡經營自己的商店嗎？遊戲中模擬現實生活並經營便利店，你是否有這個才能

就在決定於你的管理能力、經營能力吧。 

遊戲特色：簡單、深入、有趣、一切從這裡開始。 

遊戲玩法： 

店舖開設地的選擇與購買--------  

店舖的規模與佈置-------   

內部的裝飾 --------  

商品的選購 --------  

商品的擺放 --------  



員工的招聘 --------  

全部由你分配，可以隨心所欲的展開經營計畫。店舖的擴建、商品的升級也能帶給

你意外的驚喜哦！ 

進入你所想像的經營活動：廣告宣傳，店鋪專賣，市場連鎖、通過廣告、宣傳可以

吸引各類客戶群，讓你增加自己的客流量，令生意上升，招聘各類出色的員工，甚

至可以招聘到名人來做店長。 

 

●任務攻略心得 

 每個任務都非常的簡單，在完成任務的同時不但有獎勵還會開放別的新任務。

在任務的最後一頁還會有三個終極的任務出現，但在這個版是不會開放的，該遊

戲升級到終極版後才會開放那三個任務的。 

1、雙層貨架------購買並在店鋪擺放一個雙層貨架即可完成任務，獲得不同數值

的“滿意度”和“金錢”的獎勵 

 ----  ------  

 

2、擺放收銀機--------購買並在店舖裡擺放一個收銀機即可完成任務，並獲得獎

勵。 

 ------  ------  



 -----  

3、招聘收銀員------在招聘界面里招聘一位收銀員即可完成任務，獲得獎勵 

 ----  ---  

 ----  

4、招聘清潔員-------- 在招聘介面裡招聘一位清潔員便即可完成任務，並獲得獎

勵。 

 ----  ----  

 ----  

5、招聘店員--------在招聘介面裡招聘一位店員即可完成任務，並獲得獎勵。 

   



 -------  

6 四層貨架--------購買並在店舖裡擺放一個四層貨架便即可完成任務，並獲得獎

勵。 

   -->  

   

7、空蕩的商店 1------購買並在店鋪擺放十個貨架即可完成任務，獲得獎勵並開放

“蒸包箱”貨架 

     

 ----  

8、擺放貨物--------在店舖的貨架上擺放貨品即可完成任務，並獲得獎勵。 

    



     

9、門庭若市 1 ------ 滿意值達到 3000，自動完成此任務，獲得獎勵 

    

10、門庭若市 2------滿意值達到 5000，自動完成此任務，獲得獎勵並開放“高級

品貨架” 和 “全部貴重商品” 

     

 

11、增加主動性-------在員工裝備欄裡給員工購買帽子並裝備即可完成任務，並獲

得獎勵。 

     

 

12、培養親和力------ 在員工裝備欄裡給員工購買胸章並裝備即可完成任務，獲

得獎勵。 



      

 
13、提高效率 ------在員工裝備欄裡給員工購買鞋子並裝備即可完成任務，獲得

獎勵。 

     

 

14、物品升級------滿意值達到 6000 以上，可對貨品進行升級，完成任務後便可獲

得獎勵。 

     

   



15、千萬富翁-------當你擁有一千萬的金額時，任務便能完成，並獲得獎勵及開放

“顧客 PSY 角色” 之一員。 

 ----   

   -    

16、億萬富翁--------當你擁有億萬的金額時，任務便能完成，並獲得獎勵。 

    

 -  

17 添置促銷架------購買並在店內擺放一個四邊貨架和一個雙層擋板貨架，便即時任

務完成，並獲得獎勵。 

   

  --  



18、開設分店------第一家店舖經營成功，有多餘的資金，便可去開設另一家分店了，

任務亦完成，並獲得獎勵且開放“第二組開店區域” 和 “兩套店員服裝” 

     

     

19、招聘店長--------在招聘介面裡招聘一位店長即可完成任務，獲得獎勵後便會開放

“店員人數上限” 和 “一套店員服裝” 

 -   

    

20、開設分店 2------第一家店舖、第二家店舖經營成功後，有多餘的資金，便可去再

開設另一家分店，任務便完成，獲得獎勵並且開放 “第三組開店區域” 和 “全部

店員服裝” 

    -   

 --  



21、開設分店 3--------第一家店舖、第二家店舖、第三店舖經營成功後，有足夠的資

金，便可去再開設另一家分店了，任務即完成並獲得獎勵。所有的開店區域亦會全

面開放，玩家就可以直接開設七家店舖了，完成最終目標。 

     

 

 

22、貨架升級------完成門庭若市2，開放高級貨架的同時也要完成貨架的升級的任務，

獲得獎勵 

 -  

   

23、空蕩的商店 2-------- 在原來的店舖裡再增加多十個貨架即可完成任務，獲得獎

勵。 

 ***需要在店裡再增加十個貨架哦！ 

 -  



24、夏日炎炎------購買冷凍商品（例如：冷凍蝦丸）即可完成任務並獲得獎勵。 

 --  

    

 

25門口DM ------ 在廣告宣傳欄點擊 “門口DM” 投廣告即可完成任務並獲得獎勵

及開放 “派發傳單” 等新的任務。 

     

 -  **當小電視四周發光時，就證

明廣告在進行中。 

26、派發傳單------- 在廣告宣傳欄點擊 “派發傳單” 投廣告即可完成任務並獲得獎

勵及會開放 “租熱氣球” 的新任務。 

   -   

 



27、租熱氣球--------在廣告宣傳欄點擊 “租熱氣球” 投廣告即可完成任務，獲得獎

勵並會開放 “電視 DM” 等任務。 

 -    

 

28、電視 DM ------在廣告宣傳欄點擊 “電視 DM” 投廣告即可完成任務，獲得獎勵

並開放 “網絡 DM” 等新任務。 

      

 

29、電視招聘 ------在招聘介面點擊 “電視招聘” 投廣告即可完成任務，獲得獎勵

並且開放 “網絡招聘” 和 “店長 PSY 角色” 等新的任務。 

       

 



30、終極的帽子 ------在員工的裝備欄給員工購買 ”三級的網球帽” 並裝備好即完

成任務，可獲得獎勵。 

     

 -  

31、終極的鞋子 ------在員工裝備欄給員工購買 ”二級的 Hermes” 並裝備好即完成

任務，可獲得獎勵。 

     

   

32、終極的胸章------在員工裝備欄給員工購買”二級榮譽胸章”並裝備即完成任務，

獲得獎勵 

      

 --  



33、江南大叔 ------在完成 ”電視招聘” 任務後便可去招聘介面裡招聘 PSY 為店長，

任務亦即達成，可獲得獎勵。 

 --   

     

 

●招聘員工心得 

為了招聘到更優秀的員工，每天在各方面登廣告，吸引不同的人加入到店舖中。 

當出現不滿意的員工時，可以繼續點擊投廣告，員工的人物就會不斷地更新以供選

擇。 

點開招聘的按鈕------  

彈出招聘職位界面-----  

 

門口海報 ------吸引路過的人加入，出現等級 2 的的員工機率會增加 20% 

 



 
報紙 -------吸引附近有力氣和附近的大學生加入，出現等級 3 的員工機率會增加 10% 

 

 

電視 ------ 吸引全面能力的強人，可出任店長，出現等級 3 的員工機率增加 10%，

而出現店長的機率增加 10% 

 

 

網絡獵頭 --- 吸引所有人，包括明星出現店長的機率增加 10%，並有可能出現 PSY

作為店長。 

 

員工三大能力值 

 智力值------員工的主動性，包括清潔和上貨的主動性 

 親和值------ 收銀後的滿意值 

 速度值------員工的工作速度   

店員--------智力值、速度值越高，工作越有效益 

收銀員------親和值、速度值越高，工作越有效益 

清潔員------智力值、速度值越高，工作越有效益 

 

●廣告運用心得 

投放廣告是吸引更多的人進來消費，增加店舖的客流量及消費水平 



點開廣告的按鈕------  

彈出廣告介面 ------  

滑鼠移動到廣告中間就會彈出該廣告的說明及廣告時長 

   -    

 

 

門口 DM ------吸引路過的路人進店購買 

時長 -------遊戲內時間 1 天 

廣告效果 -------增加 5%收入       

廣告費用 ------- $500 

 

 
派發傳單 ----- 吸引附近的人進店購買 

時長 ------遊戲內時間 1 天 

廣告效果------增加 7%收入         

廣告費用------ $2,000 

 

 



 
租熱氣球------- 吸引附近區域的人來進店購買 

時長 ------遊戲內時間 2 天 

廣告效果 ------增加 10%收入           

廣告費用------ $15,000 

 

 

電視 DM ------- 吸引本國的人進店購買 

時長 --------遊戲內時間 2 天 

廣告效果 --------增加 15%收入           

廣告費用 -------- $30,000 

 

 

網絡 DM ------吸引地球上的人進店購買 

時長 --------遊戲內時間 4 天 

廣告效果 --------增加 20%收入           

廣告費用 ------ $80,000 

 

●裝備運用心得 

感覺員工的工作速度不夠、工作不夠主動、滿意不夠高，那就來給他們增加一些裝

備 

 

 

鞋子--------增加員工智力值  



 

帽子--------增加員工速度值 

 

 

胸章--------增加員工親和值 

**不同等級的裝備所增加的能力各有不同，所需要的費用也會相對增加，敬請注意。 

 

 

 

●地點資料 

 --------【住宅區】 

地區建築：公園、學校、醫院、購物中心、餐廳 

附近人口數量：50,000        消費能力：1,2000     購買費用：$100,000 

開放條件：開始遊戲即開放 

 

 --------【學校】 

地區建築：動漫城、網吧、咖啡廳、KFD、麥當當 

附近人口數量：50,000           消費能力：1,200     購買費用：$100,000 

開放條件：開始遊戲即開放 

 



 --------【醫院】 

地區建築：公園、銀行、酒店、商業大廈、學校 

附近人口數量：50,000           消費能力：1,200     購買費用：$100,000 

開放條件：開始遊戲即開放 

 

 

  --------夜市 

地區建築：酒吧、KTV、大排擋、動漫城、茶座 

附近人口數量：80,000           消費能力：3,500     購買費用：$500,000 

開放條件：完成“開設分店 1”任務 

 

 

   --------【商業區】 

地區建築：購物中心、餐廳、咖啡廳、酒店、商業大廈 

附近人口：80,000           消費能力：3,500     購買費用：500,000 

開放條件：完成“開設分店 1”任務 



    -------【海岸公園】 

地區建築：學校、餐廳、咖啡廳、旅館、住宅區 

附近人口數量：20,000           消費能力：8,000     購買費用：$1,800,000 

開放條件：完成“開設分店 2”任務 

 

 

    ------【火車站】 

地區建築：酒店、餐廳、網吧、購物中心、地鐵 

附近人口數量：20,000           消費能力：8,000     購買費用：$1,800,000 

開放條件：完成“開設分店 2”任務 

 

 

     ------【102 大樓】 

地區建築：銀行、餐廳、咖啡廳、電影院、商業大廈 

附近人口數量：30,000           消費能力：15,000     購買費用：$2,400,000 

開放條件：完成“開設分店 2”任務 

 

 

 



●貨架資料 

 

 

【雙邊貨架】--------可以兩面上貨、取貨、方便實用。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2 10 1 乾貨品類、

日 

用品、飲品 

$2,500 

中 2 20 1 $8,000 

大 2 30 2 $30,000 

 

 

 
【四層貨架】------只可一邊取貨的小型貨架，經濟實惠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1 10 1 乾貨類、日 

用品、飲品 

$1,000 

中 1 15 1 $3,000 

大 2 20 2 $12,000 

 

 

 

【四邊貨架】------方便好用的促銷架，可四邊取貨，但不太適合放日用品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1 10 1 乾貨類、飲

品 

$3,000 

大 3 10 1 $15,000 

 



 

【雙層檔板貨架】------ 小巧、美觀，放在可見處還可增加人氣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1 15 1 乾貨類、飲

品 

$2,000 

大 2 20 1 $10,000 

 

 

 

【雙層包邊貨架】-------- 價格高的貨品才能擺放到此貨架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1 15 1 除“冷凍、熟食、

雜誌”外，單價在

$150 以上的商品 

$2,500 

大 2 20 2 $12,000 

 

 

 

 

【雙層透明貨架】--------只有價格便宜的、小孩最喜歡的乾貨類才會出現在此貨架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1 20 1 乾貨類 $4,000 

大 2 30 2 $28,000 

 

 



 

【冷凍冰箱】--------不怕結冰、不怕凍壞的都可以放進去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1 10 1 冷凍類 $3,500 

大 2 20 1 $30,000 

 

 

 

【冷藏冰箱】--------冷藏類，飲品類，最適合在夏天使用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1 20 1 冷藏類、飲

品類 

$5,000 

中 2 20 1 $20,000 

大 4 30 2 $180,000 

 

 

 

【關東煮】------煮好的丸子類才能放進去哦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2 5 1 丸子 $2,000 

大 4 8 1 $15,000 

 

 



 
【蒸包箱】--------包子放進來十分鐘就可以賣了哦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2 3 1 包子 $2,000 

大 5 4 1 $10,000 

 

 

 

【茶葉蛋】--------香噴噴的茶葉蛋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2 5 1 茶葉蛋 $5,000 

 

 

 
【書報架】--------報紙雜誌是商務人士和年青人的必需品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2 5 1 報紙、雜誌 $2,000 

大 4 5 1 $16,000 

 

 



 

【售賣機】------放在店門口方便快捷 

等級 上貨種類 數量上限 佔地格數 上貨類型 貨架價格 

小 1 10 1 飲品類、乾

貨類、酒（紅

酒除外） 

$5,000 

中 2 20 1 $20,000 

大 4 20 1 $100,000 

 

 

 

【收銀機】--------每家商店不可缺少的東西 

等級 佔地格數 貨架價格 

小 4 $2,000 

中 4 $2,000 

大 4 $2,000 

 

●入貨分析 

【住宅區】 

清潔用品、支裝啤酒、麵包、保濕霜、牛奶、罐裝啤酒、熟丸子、紅酒、紙巾、便

當、方便麵、雜誌報紙、包子、茶葉蛋、餅乾、巧克力、八寶粥 

 

【學校】 

冷凍類、支裝啤酒、麵包、保濕霜、牛奶、罐裝啤酒、熟丸子、紅酒、紙巾、便當、

方便麵、雜誌報紙、包子、茶葉蛋、餅乾、巧克力、八寶粥、飲品類、衛生巾、膨

化食品 

 

【醫院】 

清潔用品、冷凍類、支裝啤酒、麵包、保濕霜、牛奶、罐裝啤酒、熟丸子、便當、

方便麵、雜誌報紙、包子、茶葉蛋、餅乾、八寶粥、飲品類、衛生巾、膨化食品 

 



【夜市】 

冷凍類、支裝啤酒、麵包、清潔用品、保濕霜、紅酒、包裝薯片、蝦丸、膨化食品、

拌麵、貢丸、便當、罐裝涼茶、雜誌報紙、包子、茶葉蛋、衛生巾、餅乾、巧克力、

魚豆腐、洗面乳、紙巾、八寶粥 

 

【商業區】 

冷凍類、支裝啤酒、麵包、清潔用品、保濕霜、紅酒、包裝薯片、蝦丸、膨化食品、

拌麵、貢丸、便當、罐裝涼茶、雜誌報紙、包子、茶葉蛋、衛生巾、餅乾、巧克力、

魚豆腐、洗面乳、紙巾、八寶粥、酒、飲品類、牛奶、熟丸子、方便麵 

 

【海岸公園】 

可樂、牛丸、牛奶、果汁之源、紙巾、牛肉面、菜肉包、包裝薯片、蝦丸、水、魚

豆腐、奧利、拌麵、貢丸、八寶粥、罐裝涼茶、叉燒包、便當、雞包、茶葉蛋、衛

生巾、統二綠茶、麵包、筒裝薯片、XO 豆、指指餅、果凍、沙琪瑪、蛋黃卷、豆沙

包、奶黃包、果仁酥、巧克力、花生酥 

 

【火車站】 

可樂、支裝啤酒、麵包、果汁之源、保濕霜、牛奶、菜肉包、包裝薯片、蝦丸、水、

雜誌報紙、拉麵、八寶粥、罐裝涼茶、貢丸、叉燒包、便當、冷凍類、雞包、茶葉

蛋、衛生巾、統二綠茶、清潔用品、指指餅、飲品類、熟丸子、牛肉面、膨化食品、

奶黃包、洗面乳、牛丸、巧克力 

 

【102 大樓】 

冷凍蝦丸、肉乾、巧克力、沐浴露、保濕霜、紅酒、包裝薯片、蝦丸、洗髮水、果

仁酥、洗面乳、雜誌報紙、5 連包速食面、貢丸、罐裝涼茶、冷凍丸子、便當、冷

凍牛丸、包子、茶葉蛋、衛生巾、水餃、紙巾 

 

 

●店面佈置攻略心得 

【住宅區】 

收銀機是必不可少的，飾品則看個人喜好，在這一關主要佈置了：冷藏冰箱、書報

架、雙層擋板貨架、四層貨架、雙層包邊貨架、冷凍冰箱、雙邊貨架 

 



 

【102 大樓】 

收銀機是必不可少的，飾品則看個人喜好，在這一關主要佈置了：冷藏冰箱、售賣

機、冷凍冰箱、茶葉蛋、蒸包箱、快報架、四層貨架、四邊貨架、雙層包邊貨架、

雙層擋板貨架、雙層透明貨架、雙邊貨架。 

 

這只是個人的店面佈置而已，每個店面的佈置主要是看玩家的喜好、再根據該區域

的消費人群來決定。 

 

 

●解答遊戲的 Q&A   

Q1：為什麼貨架上的貨物圖案跟我所進的貨物是不一樣？ 

A1：貨架上的貨品統一為一種類型的貨物所代替，所以無論你進哪一種貨它都會顯示貨架上的圖案，

貨架的貨物只顯示貨物的數量。 

 

Q2：為什麼遊戲裡的店員會無顧跑出店外？ 

 

A2：店員的心情不好，工作累了的時候就會跑出店外，休息片刻後就會再回來工作的。 

 

Q3：為什麼店員會突然不去工作跑走了呢？ 

A3：店員的（能力值）完全没有，或是已有數天没有支付薪水就會自動離職。 

 

Q4：遊戲是否需要有光碟才能進行遊戲嗎？ 

A4：是的。但若是在 MAC STORE 下載的話便不須要了。 

 

 



Q5：為什麼遊戲開始時不能存檔？ 

A5：只要完成《教學模式》，使可進行正常的存檔了。 

 

Q6：店員的薪資及店舖的租金等開支是否以每天來計算嗎？ 

A6：是的，全部是以日數（遊戲裡的時間）為單位來計算的。 

 

Q7：每個店員的能力值是以甚麼單位來定高低？ 

A7：没有設定能力值的單位，只是單纯的用數字來表示， 數字越高該項能力值就越强。相對的能力

值越高，薪水也越高。在聘請員工的介面就已經很清楚的顯示出每位店員的各項能力值。 

 

Q8：如何才能請到高素質的店員來當店長？ 

A8：在聘請的介面上有每個店員的能力數值，可以做一個比較，請一個你自己覺得各方面都 OK 的

店長吧。在門口海報、報纸等任務解開後，便會有一些更高素質的人員前来應聘，更有機會請到名

人來做店長哦。 

 

Q9：為什麼每次玩同一地區時，客戶群的喜好都會有所不同呢？不是只有地區才會

有改變嗎？ 

A9：每個地區的客戶群的喜好都大同小異，當你的滿意度達到一定的數值時就會自動開放一些更高

级的客户群及其喜好了。 

 

Q10：既然『店長』的能力是全面，薪資亦是頗高的，為什麼看到其他店員不做時他

亦不會上前幫忙呢？請他的功能到底有甚麼用處？ 

A10：請了江南大叔做店長後，在店員出去休息時，他會自動進行補貨工作。 

    

這是收銀員外出休息時，店長在替換中的情況。 

 

Q11：開一家小店，要請多少個店員才能夠收支平衡呢？ 

A11：收支平衡主要是看玩家怎么经营，与聘请多少店员没多大关系，但建议一开始最多請三個店員：

一個收銀員，一個店員，一個清潔，如果覺得資金不足夠的話，可以暫時不聘請清潔人員便可。 

 

Q12：為什麼遊戲閒置 1 至 2 小時就會自動關機，遊戲有 BUG 嗎？ 

A12：可能是閣下的電腦開了休閒模式而出現，請關閉該功能便可以了。 

 

Q13：遊戲實在太難玩了，常常都會蝕錢倒閉，可會有秘技給我們嗎？ 

A13：秘笈我也在找尋中哦！ 



Q14：為什麼安裝遊戲時，畫面會出現亂碼？ 

A14：配置不夠或是安装步驟不對等情况

。 

這是我的電腦配置，在安裝遊戲和玩之過程中也不會有任務問題，在安裝時請注意看清楚遊戲所需

要的配置要求。 

 

Q15：為什麼每次的滿意度當達到 5000 多左右時會突然當機呢？如何解決？ 

       
A15：此次遊戲的滿意意值達到 6000+，遊戲仍可繼續哦！ 

 

Q16：當開第二家分店時，不知道是否顧客太多的關係，聽了很多結賬的聲音，但當

前的客人是沒有的，而且貨架上的貨仍然未上，這代表著甚麼？ 

A16：當第二家分店還没開始營業時，聽到结賬的聲音是第一家的，這樣令你更方便的了解第一家的

經營狀況。 

 

Q17：每當切換分店時，都看到一大堆顧客在排隊等付錢，可是店員都跑走了，而打

開員工欄裡也是全空白的，是甚麼原因呢？ 

A17：店員的能力值不夠或是薪水不夠支付時，會造成員工的自動離職。 

 

Q18：是否需要一直開著遊戲，它才會繼續經營嗎？ 

A18：是的。 

 

Q19：可以將店舖的老闆名稱設定為中文嗎？如何打？ 

  

A19：直接用中文輸入法就可以了，但一定是繁體字哦。 

 

Q20：為什麼玩了十多次遊戲，到後期仍然會倒閉呢？ 

A20：開店選址、員工的聘請、廣告宣傳等方面维持，要留意顧客的需要，自己不定時的更換商品來

試試看誰最好賣來，查看每個貨架裡的滯銷商品，然後下架。通過給店舖增加不同的小裝飾、店舖

升级、商品升级等等，來吸引客人的流量，增加更多不同的客源便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