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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在遊戲開始前，請不要查看冒險牌庫內容

山屋驚魂 夺宝多尼巴岛生死鸚鵡螺號

遊戲配件

教學牌庫（10張卡牌） 3場冒險（186張卡牌）

每一套牌庫均為一場合作冒險。 
玩家全情投入於冒險之中，有1小時的時間來完成自己的任務。 

在這1小時內，玩家必須克服重重挑戰和障礙。

60’

遊戲總覽

難度：    

第一次冒險前，請先進行教學冒險。

拆封後，請將教學牌庫放在0號位置。
難度：    難度：   

u 10歲及以上 

u 60分鐘 

u 1-6人遊戲

神祕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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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正面
背面背面

為了更快地學習遊戲，我們推薦你先體驗教學冒險，這樣可以大概瞭解遊戲的規
則。 
你甚至可以直接體驗教學冒險，再閱讀本規則手冊。 
只需按照以下步驟：
u  將冒險起始卡（帶有冒險標題的卡牌）放在桌面中央，帶有文字的一面朝上。 
u  將其他卡牌正面朝下組成牌庫。 
u  啟動APP（詳見第7頁“APP”），選擇教學冒險，並將設備放在所有玩家都能方便

拿取的地方。 
u  一位玩家大聲朗讀起始卡上的文字，然後啓動APP的計時器，並將卡牌翻開。遊戲開

始！ 

注意：你可以在遊戲過程中記錄筆記。

準備遊戲

每張卡牌上都有一個獨特的數
字，你可以查看數字來確認
牌庫是否齊全。

遊戲規則

在起始卡的背面，是這次冒險的第一個房間。在這
個房間中，有一些數字或字母，代表牌庫中對應的
卡牌（數字或字母標記在卡牌背面）。玩家每次在

卡牌上看到數字或字母時，需要從牌庫中找出對應
編號的卡牌，並將其翻開。 

翻開的卡牌放在桌面上，以便所有玩家查看。

本遊戲以真實時間進行（卡牌和APP同時使用）。
玩家們必須組成一隊，協力合作以取得遊戲勝利。
所有玩家隨時均可查看牌庫。

玩家們可以選定其中一人來找尋並且翻開卡牌，也
可以將牌庫分給各個玩家。玩家不能將牌庫直接攤
開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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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牌類型

遊戲內有各種類型的卡牌。 

道具（頂端為紅色或藍色）
道具有時能與其他道具互動。
（詳見第4頁”組合道具”）。 

道具 35  是置物櫃。

道具 11  是鑰匙。

機關（頂端為綠色） 
機關必須通過APP來操作  

（詳見第5頁“機關”）。

機關 69  中，有6個接頭。

其他卡牌（頂端為灰色）
這些卡牌包括：
u 畫著一個房間和其中道具的地點卡。 
u 道具間互動產生的結果。 
u 玩家犯錯時受到的懲罰。 
u 一個修正值（詳見第5頁“修正值”）。

左邊卡牌為地點。
中間卡牌為道具互動結果。
右邊卡牌為懲罰。

密碼（頂端為黃色）
玩家必須在APP中輸入密碼，才能繼續進行冒險
（詳見第6頁“密碼”）。

21  號卡牌為一個帶有密碼鎖的門。 
玩家必須輸入密碼來打開門鎖。



4

11 35

46

?丢弃卡牌

組合道具

有些道具可以相互組合（例如鑰匙和門）。這種情況下，將兩張卡牌的數字
（紅色或藍色圓圈中）相加，然後尋找牌庫中該數值的卡牌。當然，字母和
數字是不可能相加的。

金科玉律：只有紅色數字和藍色數字可以相加，其他組合（例如紅+紅、藍+
藍、紅+灰等）都是錯誤的。

你決定將鑰匙 ( 11 ) 和置物櫃 ( 35 )組合起來。然後，你從
牌庫中尋找 46  號卡牌（11+35）並將它翻開。這樣的組合
奏效了：你打開了櫃子，發現了寶貴的線索。

懲罰

在部分卡牌頂部，你會看到斜線劃掉的數字或字母。你必須立刻將對應
編號的卡牌丟棄，在這局遊戲中不再使用該卡牌。

執行部分行動可能會浪費你的時間（一般是幾分鐘）。如
果玩家翻開了一張懲罰卡( )，必須按照卡牌指令執行。
指令執行完畢後必須將該卡丟棄。

玩家打開置物櫃( 46 )後，必須丟棄鑰匙
( 11 )和置物櫃(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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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機關操作有誤可能導致時間浪費，玩家可能需要繼續進行本
次冒險來熟悉機關。

機關

修正值

部分卡牌上帶有修正值。這些通常是帶有“+”符號的藍色數字，出現
在一個藍色的拼圖符號中。這些數字不對應牌庫中的任何卡牌。這些數
字必須用於與一個紅色數字相加（詳見“金科玉律”）。

如果你要操作一個機關（頂端為綠色的卡牌），必須要在APP中輸入該卡的編號
（如果這是個字母，則輸入字母下方的數字）。然後，APP會顯示該機關的內
容，以及機關的操作按鈕，選擇正確的按鈕即可獲得提示或答案。玩家完成相應
操作之後，通常會獲得一個紅色數字（與相應藍色數字相加），然後才能繼續後
續的冒險。

在教學冒險後續的遊戲中，你會掌握如何操作機關 69 。中間的兩個
接頭必須用電線連接。所以請先按下APP的 按鈕，然後輸入數字
69 。接著，選擇中間的兩個接頭，通過驗證之後，即可獲得數字

。現在，你可以將這個數字與電線( 16 )相加，然後拿取卡牌 25  
（16+9）。 

你已經恢復了電力 ( 25 卡牌) ，並獲得一個修
正值 ( +6 ) 。你可以將+6與一個紅色數字相
加，而不使用該卡的編號 ( 25 ).

+19
+14

+9

Near a camp, there’s  a laser on a stand. 
It’s pointing to the  north-east towards the pyramid  (P on the map). It can swivel round.

L

Card_Back_US_UNLOCK_TheIsland.indd   53
09/11/2016   1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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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戲中，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密碼（頂端為黃色的卡牌）：組合鎖、電子鎖
等等。要打開這些鎖，你必須找出正確的密碼。再將這個密碼輸入APP（詳
見第7頁“APP”）並且通過驗證（無需輸入卡牌編號）。 

密碼由4個數字組成。如果你輸入的密碼是正確的，APP會告訴你如何繼續遊
戲。如果密碼不正確，通常你會受到懲罰，損失幾分鐘。

密碼

隱藏道具

提示

遊戲結束

在遊戲過程中，不是所有道具都顯而易見。因此，你必須仔細查看卡牌來尋找這些隱
藏道具，偶爾會找到隱藏的字母或數字，可在牌庫中找到對應的卡牌。

注意：如果你卡住了，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可以使用APP中的“隱藏道具”按
鈕，根據你的進度，這會提示你最近的一個隱藏道具在何處。在遊戲開始時還可以開
啟自動幫助功能，幫助玩家找到隱藏道具。在這種情況下，APP會在適當的時刻給玩
家提示。

你看到隱藏的數字（16）了嗎？仔細看看置物櫃裡面。

注意：在部分卡牌中，如果第1個提示提供的信息不充足，APP會提供第2個提示（和/或者答案）給玩家。

在遊戲過程中，當你不知所措時，可以點擊
APP上的“提示”按鈕，再輸入翻開的卡牌
的編號，從而獲取提示。

帶有字母的卡牌，請輸入字母下方的數字
來獲取提示。如果字母下方沒有數字，則
無法獲取提示。

當你解出最後的謎題並停止計時器時，遊戲結束。你可以查看自
己的得分和表現評價（0-5顆星）。

即便計時器歸零，遊戲也不會自動結束，玩家可以繼續遊戲。
如果玩家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冒險，評價星級將會相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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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通過App Store和安卓市場免費下載《大搜查！》（UNLOCK!）的電
子APP。這款APP可以幫助你管理剩餘時間、懲罰、密碼、機關和提示。本
遊戲必須配合APP才可進行！（APP下載之後，無需聯網也可使用。）在
啟動APP之後，請選擇使用的語言，然後便會進入冒險選擇畫面。

A    剩餘時間：倒計時結束之後，計時器將開始正計時。
B   開始/繼續/暫停：開始遊戲或暫停遊戲。
C   提示：你可以輸入卡牌編號來獲取該卡相關的提示。
D   懲罰：玩家翻開懲罰卡牌之後，需要根據說明點擊這個按鈕。玩家將失去幾分鐘的

時間。
E  密碼：輸入密碼。
F   機關：啟動機關。
G   提示記錄：可以查看已獲得的提示/隱藏道具。
H   隱藏道具：根據本次冒險進展，獲得隱藏道具的相關提示。
I   聲音：可以打開/關閉背景聲音。
J  時間：打開/關閉計時器。

A    套裝：選擇套裝後，APP會顯示3場冒險可供選擇（你可以從這些冒險中選擇任意
一個開始遊戲）。

B   冒險：選擇冒險後，APP會顯示遊戲畫面。
提醒：如果你未曾玩過《大搜查！》（UNLOCK！），建議首先體驗教學冒險。

你點擊“提示”、“密碼”或“機關”按鈕後，會進入一個數字鍵盤界面，用於輸入
提示數字、密碼或機關卡牌編號。

A   數字鍵盤：用於輸入數字。  按鈕可以刪除所有輸入的數字。
B   驗證：點擊“OK”按鈕來驗證輸入的數字是否正確，並查看相關信息。
C   關閉：可以清空所輸數字。

完成冒險後，會自動進入最終評價畫面。部分情況下會顯示本場冒險的結果。

A   遊戲結果：這些信息總結了你的冒險情況。第一行為總耗時和提示次數。第二行
為懲罰扣除的時間（括號內為懲罰次數）。第三行為機關和錯誤密碼扣除的時間
（括號內為密碼輸錯次數）。 

B    評價：根據你的表現，給予0-5顆星的評價。這由你本場冒險的耗時和提示次數
決定。

C    分享：將你的評價分享給你的朋友們（需要聯網）。

APP

冒險選擇

最終評價

遊戲畫面

提示/密碼/機關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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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OCK! MYSTERY ADVENTURES is a game published by JD Editions - Space Cowboys
47 rue de l’Est – 92100 Boulogne-Billancourt - FRANCE

© 2018 SPACE Cowboys.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果希望進一步瞭解《大搜查！》和Space Cowboys，
可以訪問www.spacecowboys.fr。

山屋驚魂 夺宝多尼巴岛生死鸚鵡螺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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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美術：Arnaud Demaegd.

劇本：Arnaud Ladagnous 

插畫：Florian de Gesincourt 
http://www.degesart.com

劇本：Billy Stevenson和
Sébastien Pauchon

插畫：Sergo 
http://mikmakstudio.com

劇本：Fabrice Mazza 

插畫：Pierre Santamaria 
http://www.behance.net/pierresantamaria

玩家輔助

卡牌類型

金科玉律：一個紅色數字（道具或機關）只能和一個藍色數字（道具或修正值）相加。 

道具 （門、鑰匙） 修正值
u  1個藍色數字（而不是

該卡牌編號）

相加

機關
u  需要在APP內輸入卡牌

編號

u  需要解開一個謎題

相加 相加

密碼 （掛鎖、密碼鎖…）

u 永遠為4個數字

u  必須在APP內輸入

灰卡
u  其他卡牌（地點、互動、

懲罰）或 或

建議有規劃地進行遊戲：
u  將牌庫分給各位玩家，以便遊戲中更快地查找卡牌； 
u  仔細閱讀卡牌並且積極交流； 
u  有丟棄卡牌的要求時丟棄卡牌（並且檢查是否出錯，帶

斜線的數字或字母表示要丟棄對應的卡牌）。

卡住了嗎？

你可能需要繼續進行本次冒險來理解數字的組合、密碼或
者機關。但是：
u  如果一張卡牌太難，可以尋求該卡牌的提示（但這可能

會降低你的最終評價）； 
u  你可能錯過了一個隱藏道具。在APP內點擊“隱藏道

具”按鈕。

製作人員

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