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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目标
鑰匙不見了，只有你才能找到它！
《尋鑰之旅》是一款合作遊戲，一位玩家作為隊長，必須幫助他的隊伍找到藏在探索卡牌之中的鑰匙。每個回合，隊
長將線索卡牌按照與鑰匙的關聯程度分類擺放。然後，隊伍中的其他成員（稱為旅行者）必須在限時內將他們認為不
符合的探索卡牌移除。但千萬注意別把鑰匙丟了：如果你將它移除，所有玩家遊戲失敗！如果鑰匙是留到最後一個回
合的最後一張卡牌，隊伍全員勝利！
《尋鑰之旅》會搭配免費的手機App進行遊戲，App將幫助玩家取得遊戲的進展，還會在每個回合進行倒數計時。

戏配件
3個《線索區域》板塊
（綠色、黃色、紅色）

84張插圖卡牌

1塊屏風及其底座

9個線索標記
（每種顏色3個）

1款App，
可掃描此處免費下載：
1個加成標記

回合記錄標條及其標記

棄牌區域
遊戲開始時抽取的
探索卡牌張數。

回合結束時移除的
探索卡牌張數。

回合記錄標記
回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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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戏 备

選出一位玩家成為隊長。這位
玩家將坐在屏風後面。其他玩
家為旅行者。

2
如下圖所示，擺放線索區域板
塊和屏風。

線索區域
(線索卡牌)

3
將線索標記正面朝下
放在隊長的區域。

排序區域
(探索卡牌)
隊長區域
(線索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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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執行App的設備擺放在隊長
的區域和旅行者之間。

5

將回合記錄標記擺放在記錄條
的第一格。

6

隊長隨 機抽取11張卡牌，然後從這
些卡牌中隨機選擇一張，不要向其他
隊員展示或透露任何信息：這張卡牌即是
旅行者們尋找的鑰匙。
隊長在《尋鑰之旅》App內按下
按鈕，秘密地在
App的特定位置記下鑰匙背面的編號。抽出全部11張卡
牌（包括鑰匙）後，將它們混洗並且正面朝上放在排
序區。這些卡牌即為探索卡牌。

和線
注意：放 置 在 屏 風
為線
稱
牌
索區域上的卡
序區
排
在
置
放
。
牌
索卡
。
牌
卡
索
的卡牌稱為探

不使用App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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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使用App進行《尋鑰之旅》遊戲，
以獲得最佳體驗。但你仍然可以不使
用App進行遊戲。

混洗剩餘所有卡牌，構
成線索卡牌抽牌堆，將
其正面朝下放在隊長旁
邊。

如果你希望不使用App進行遊戲，你只
需用一張紙記錄旅行者們尋找的鑰匙
背面的編號。按照正常規則，忽略提
到App的內容。當遊戲結束時，翻開
寫有編號的這張紙，確認隊伍是否獲
勝，而不是在App內揭示。你也可以使
用3分鐘的計時器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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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概览
一局《尋鑰之旅》遊戲會進行4個回合，每個回合包含以下幾個步驟：

期間，除每
警告：在遊戲
訴隊員行動
回合結束時告
長不能與旅
結果之外，隊
。
行者 進行交流

1.

翻开
索卡牌

2.

A) 旅行者
行动

3.

回合结束

B) 队长
行动
玩家同時進行2A和2B階段，倒數3分鐘。
如果玩家在回合中移除鑰匙或者沒能在倒數結束之前完成回合，那麼玩家遊戲失敗。
在第4個回合，也是最後一個回合，排序區只剩下最後一張卡牌：鑰匙，那麼玩家獲得遊戲勝利。

在規則書中，出現

同樣，出現

圖標表示你需要與《One Key》App互動以繼續進行遊戲。有關App運作的更多信息，參見第8頁。

圖標表示本階段在App內設置3分鐘倒數。此類階段均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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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合流程
1. 翻开 索卡牌
隊長在App內開始本回合。然後隊長根據當前回合，執行以下步驟:

第1个回合:

第2、3、4个回合:

隊長從線索卡牌抽牌堆抽取第一張卡牌，對它進行評估
並且將它放在線索區域。

隊長將屏風轉向旅行者，展示在上一
回合的行動步驟中隊長準備的3張線索
卡牌。

參見第七頁《評估一張卡牌》以查看有關本行動的更多
信息。
注意：在第1個回合中，評估完畢的卡牌直接放到對應的
線索區域，而不是放在屏風底座上。並且不放置線索標
記。
然後你可以翻至下一頁，直接進入2°A)並且繼續遊戲。

示例
隊長認為這張卡牌與鑰匙之
間有著很弱的關聯，然後將
它放在線索區域的紅色板塊
上。
旅行者討論他們想要哪張線索卡牌，按照多數人的意見選擇卡牌。如果沒能達到多數人決策，
則由坐在隊長左手邊的玩家做決定。然後翻開這張卡牌關聯的線索標記。
旅行者拿取所選的卡牌（如果他們使用了加成標記，那麼他們拿取多張卡牌）。然後將所選的
全部卡牌放置在線索區域，顏色與其關聯的線索標記（綠色、黃色或紅色）對應的板塊後方。

加成标记
每局遊戲一次，旅行者可以使用加成標記來拿取第二
張線索卡牌。如果他們這麼做，將加成標記放回遊戲
盒中。在這局遊戲中不會再次用到這個標記。

警告：如果旅
行 者決定使
用加成標記
，
必須先選出 那麼他們
兩
看的線索卡 張想要查
牌
其關聯的標記 ， 再 翻 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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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旅行者行动——卡牌排序 移动
隊長在其行動步驟為下一回合準備線索卡牌的同時，旅行者試圖推斷出鑰匙有關的信息。為了推斷信息，根據整局遊戲中翻開的線索卡牌，它們分類擺
放在線索區域的三個部分中（綠色、黃色或紅色）。他們可以重新將排序區中的探索卡牌重新整理，以符合自己的推斷。
• 旅行者將他們認為與鑰
匙有較強關聯的探索卡牌
放在綠色板塊下方。

• 旅行者將他們無法確
定與鑰匙之間關聯如何
的探索卡牌放在黃色板
塊下方。

• 旅行者將他們認為與鑰匙
關聯較弱（或者毫無關聯）
的探索卡牌放在紅色板塊下
方。

每位旅行者可以將卡牌整理放置到這3個部分之中。本步驟不影響接下來的遊戲，在整局遊戲的過程中可以隨意整理放置卡牌。
當他們將自己認為恰當的探索卡牌整理放置之後，旅行者必須在倒計時結束之前移除卡牌，移除的卡牌張數如回合記錄條所示：

第1個回合

第2個回合

第3個回合

第4個回合

1張卡牌

2張卡牌

3張卡牌

4張卡牌

個回合結
警告：在第4
下一張卡
剩
只
應
束時，
牌。

旅行者選擇他們認為不是鑰匙的一張或多張卡牌，統一意見後將這些卡牌同時放到隊長旁邊的回合記錄條的棄牌區域。如果多數玩家無法統一意見，那麼由
坐在隊長左手邊的玩家做決定。

當旅行者移除本回合的卡牌後，由其中一位玩家點擊App內旅行者側的

按鈕。

整理探索卡牌

• 綠色區域：與綠色線索卡牌有著較強關聯，或
者與紅色線索卡牌有著較弱關聯。
如上方所示，第一張線索卡牌被放在線索區域
的紅色板塊上方。這表示隊長認為這張卡牌與
鑰匙沒有關聯（或者關聯很弱）。

旅行者們討論後，挑選出他們認為與這張線索
卡牌之間存在較強關聯的探索卡牌，將這張探
索卡牌放在排序區。

• 紅色區域：與紅色線索卡牌有著較強關聯，或
者與綠色卡牌有著較弱關聯。
• 黃色區域：無法確定與綠色或紅色線索卡牌的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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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队长行动——选择 索标记
在旅行者整理並移除探索卡牌的同時，隊長執行以下3個行動， 第一個回合除外：

• 將屏風轉向自己。

• 拿回全部的線索標記。

• 將留在屏風底座上的全部線索卡牌放回遊
戲盒中。

然後拿取線索卡牌抽牌堆頂部的三張卡牌，將它們放到屏風底座上。此時只有隊長能夠看到這些卡牌。然後隊長評估（見第5頁）所有抽到的卡牌。

當隊長準備好線索卡牌後，在App的隊長側按下

按鈕。

评估一张卡牌
隊長評估一張卡牌時，會通過估計（從他自己的角度）該卡牌與鑰匙之間的關聯強度來評估該
卡牌。然後隊長選擇一個線索標記，其顏色與這張卡牌和鑰匙之間的關聯強度相對應。標記通
常會正面朝下放置在屏風底座上。如果他認為該卡牌與鑰匙之間的關聯為：

• 關聯強，放置一個綠色標記 。
• 關聯較輕或微妙，放置一個黃色標記 。
• 關聯較弱或毫無關聯，放置一個紅色標記

警告：隊長可以使用與已有
顏色相同的任意
數量的線索標記。例如如果
他覺得每張卡牌
均與鑰匙關聯很強，他可以
使用屏風底座的
3個綠色標記。

。

示例
在本示例中，亞歷克斯是隊長。 而
這是旅行者必須在他的幫助下找到
的鑰匙：

亞歷克斯抽取3張線索卡牌並且將它們放到屏風底座上。他現在必須要評估這些卡牌。

亞歷克斯估計這張卡牌與鑰匙之間
的共同點為音樂。這即是這2張卡
牌之間的很強的關聯。他選擇使用
一個綠色標記來對應它們之間的關
聯程度。

亞歷克斯認為矮人和鼓手的插圖姿
勢十分相近。但這不是這張卡牌的
主題，因此他判斷它們之間的關聯
較輕，選擇用黃色標記與這張卡牌
匹配。

亞歷克斯不認為這張卡牌與鑰匙之
間有任何關聯。雖然灑水壺與鬧鐘
一樣均為金屬製成，但這是這張卡
牌的一個附帶概念。他選擇用紅色
標記與這張卡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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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合结束
當隊長和旅行者均已按下App內的

按鈕（如下圖）或本回合的倒計時結束（App內的兩個鑰匙圖標消失並且響起特有的音效）時回合結束。

如果玩家在倒計時結束之前沒能完成自己的行動，鑰匙就會消失！所有玩家輸掉本局遊戲。
如果玩家在限時內完成了自己的行動，App會顯示過渡階段。
如果旅行者移除了鑰匙，隊長按下

按鈕。 所有玩家輸掉本局遊戲。

如果這種情況未發生，隊長將回合記錄標記在記錄條上向前移動一格。下一回合將在20秒後開始，或者按下

按鈕立即開始。

如果玩家沒有在第4回合結束前移除鑰匙，則玩家找到了鑰匙！
隊長按下

按鈕以顯示鑰匙。 所有玩家贏得遊戲勝利。

《One Key》App

推薦搭配《尋鑰之旅》的免費App進行遊戲，App需自行下載（見第2頁）。App作為第二階段的各個回合的計時器，會持續記錄玩家在整局遊戲中的進程。App還記錄著隨
機選中成為鑰匙的卡牌編號，這張卡牌將在遊戲結束時揭曉。

主菜單：按下

按鈕並開始遊戲。

遊戲開始：隊長找出背面寫有該編

進行回合：將App放在隊長和旅行

過渡階段：在2個回合之間進行簡短

號的卡牌，這張卡牌被選中成為鑰

者之間。App內分為兩個區域。屏

的過渡。如果玩家已將鑰匙移除，

匙。然後隊長按下

幕中央的

按下

第一個回合。

按鈕來開始

按鈕用於在必要時候

按鈕。在本階段的倒計時

暫停計時。當玩家完成自己的行動

（20秒）結束之前按下

後，必須通過按下App這兩個區域

接進入下一個回合。

的按鈕來進入下一個回合。

可以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