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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物
• 1 遊戲規則書
• 56 進化卡
• 16 進化卡 兔兔駭客和北海巨妖
（供東京之王第一版怪獸使用）
• 8 指示物(3 , 3 , 1 , 1 )
• 1 功夫熊貓 怪獸板塊
• 1 紙板模型+立牌

角逐成為東京之王的火爆
大亂鬥越演越烈！搭配全
新的火力全開擴充，每隻
怪獸將擁有一套獨特升級
牌組，怪獸技能可以進化
並向上提昇來獲得嶄新
的專屬超能力! 更勁爆的
是我們還有新的挑戰者即
將加入東京之王的競技舞
台：專司破壞武術，令人
聞風喪膽的功夫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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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卡為東京之王加入了嶄新的遊
戲方式，從東京之王主遊戲盒內，拿
取各怪獸板塊，每隻怪獸皆有其相對
應的進化卡牌組，其餘進化卡則放入
盒中。

設置

注意：進化3

不會用掉這
Faces for dices (King of tokyo) (2 kinds of dice, black dice and green dice)

些骰子，而是額外的獎勵，所有骰
面記號仍然必須結算，

照常可用

Faces for dices (King of tokyo) (2 kinds of dice, black dice and green dice)

來恢復生命力（怪獸在東京不能使
用

怪獸名稱

進化種類

進化卡屬於哪一隻怪獸

短暫進化或永久進化

）。骰面記號也可用來當作保

留類超能力卡的條件或是其他進化
卡的條件。怪獸在不在東京不受影
響，都可以抽取進化卡。

拿取8張屬於你怪獸進化卡，洗勻
成一牌庫並放置在你面前。
每隻怪獸起始擁有一張進化卡。
任意抽兩張並選擇一張保留放入手
中（不對其他玩家展示），另一張洗
勻回牌庫。

如何進化？
在結算骰子階段，如果怪獸擲出至
少3
的骰面結果，他可以
抽兩張進化卡，並保留一張在手中，
不對其他玩家展示，然後將另一張棄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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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化卡牌庫耗盡，重新洗勻你所
有的棄牌，再形成一個新的牌庫。你
可以保留所有進化卡，直到你決定使
用它們的時機，若卡片效果沒有特別
指定，有些進化卡可以在其他怪獸回
合中使用。

進化卡
進化卡有兩種不同的種類：
•短暫進化：執行進化卡效果後丟棄
•永久進化：將進化卡面向上的放置
於你面前，你擁有其效果，直到遊戲
結束（除非其他效果發生）。
注意：在基本遊戲中或進化卡上所敘
述的”卡片”，如果沒有特別說明，
都不是指進化卡。

怪獸種類
分成突變、外星或機器
(在未來擴充及變體規則時使用)

進化名稱
與卡片效果

變體規則
以下提供幾種更具競爭感的變體規
則來遊玩火力全開：

突變進化
•洗勻所有怪獸進化卡成一牌堆，每
隻怪獸發八張進化卡(因此進化卡可由
任意怪獸擁有，不限單一怪獸)。
•每位玩家選擇一張進化卡並面朝下
放在他們面前，接著把剩下的進化卡
傳給左手邊玩家。每位玩家從剛收到
的七張進化卡中選擇一張，接著把剩
下的六張傳給左手邊玩家，重複以上
動作直到每位玩家都有八張進化卡為
止。
•每位玩家重新洗勻他們的進化卡，
形成一組牌庫放在玩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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