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要：在遊戲開始前，請不要查看冒險卡內容！

遊戲配件

1 / 10

歡迎來到《大搜查！》

這是一個充滿謎題和挑戰的世界。尋找

正確的密碼，解開謎題，并逃出大門。

 這個教學關卡旨在令玩家快速熟悉遊

戲的機制。當你完成這場冒險時，你可

以開始體驗其他的遊戲劇本了。

這是你的第一次冒險。你被邀請來到大

搜查俱樂部進行一次採訪。你到達了辦

公大樓的頂層，俱樂部經理微笑著歡迎

了你。然後就走了出去。只聽見咔噠一

聲，看來你被鎖起來了。

請啟動APP，并選擇教學劇本，然後點

擊開始（ ）。你有十分鐘的時間來逃

脫這兒！現在，請將該卡牌翻面。

教學：快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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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ard_Front_UNLOCK_Tuto.indd   2
10/11/2016   16:11

教程冒險(10張卡牌)

u 適合10歲以上

u 每次遊戲60分鐘

u 適合2-6人

     (除“海島求生”外，其他劇本均可單人遊戲)

每一組牌都是一個獨立的劇本。

通過閱讀卡牌文字，并通力合作，來推進劇情并完成任務。

你們有1小時（真實時間）來迎接所有挑戰！

60’

遊戲總覽

3場正式冒險(每場冒險60張卡牌)

1 / 60

神秘公式
MK-053號任務

1961年9月30日  頂級機密

1、目標

沒有人見過霍夫曼博士近期的報告，這引

起了部門的關注。霍夫曼是化學方面的天

才，他加入了MK計劃之中。

在他上一份報告中，提到研發的“吐真

劑”快要完成。上級要求你趕緊找到霍夫

曼和他的藥劑成分公式。

2、方式 

秘密小隊會通過地鐵站，潛入實驗室，并

通過密碼找到公式報告。

你不得不在迷宮一般的紐約地鐵隧道中穿

行。在一條隧道中，有一扇暗門，打開後

看到了一絲光線。你走了進去。

請啟動APP，并選擇《神秘公式》，然後

點擊開始。

請開始計時，并將該卡翻面。

1 / 60
2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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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大光頭博士又來啦！你的老對手正在計劃一場邪惡的陰謀。現在，我們的希望就只剩你了！你必須進入大光頭博士的老家去阻止他。你從一個墻角走了進去，但突然，腳下打開一個陷阱，你落入了地下室中。尖叫和恐懼沒有任何作用，已經成了博士的俘虜。看來世界要落入魔爪之中了……但你可是主角，肯定不會被困在這兒的。快逃出去，打破大光頭博士的計劃吧！請啟動APP，并選擇《香腸鼠俠》，然後
點擊開始。

請開始計時，并將該卡翻面。

香腸鼠俠

2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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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几周的犹豫，你终于答应

了阿奇博得·古尔斯的邀请。他

是个古怪的亿万富翁，也是个无药

可救的古董爱好者。今天早上天气

不错，你搭乘飞机前往他的私人岛

屿，离巴哈马群岛几公里远。不幸

的是，一场暴风雨袭击了你们。你

只好带着降落伞逃离。你落在了一

个小岛上。等你醒来，已经浑身是

伤，所幸并没有骨折。现在，其他

人是否还活着呢？你带着疑问，寻

找着逃离的方法。

现在，请阅读“新规则”卡牌。

1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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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逃脫之旅 卡通與電子遊戲的混合 適合熟練者的傳奇冒險！

香腸鼠俠神秘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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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大搜查！》

這是一個充滿謎題和挑戰的世界。尋找

正確的密碼，解開謎題，并逃出大門。

 這個教學關卡旨在令玩家快速熟悉遊

戲的機制。當你完成這場冒險時，你可

以開始體驗其他的遊戲劇本了。

這是你的第一次冒險。你被邀請來到大

搜查俱樂部進行一次採訪。你到達了辦

公大樓的頂層，俱樂部經理微笑著歡迎

了你。然後就走了出去。只聽見咔噠一

聲，看來你被鎖起來了。

請啟動APP，并選擇教學劇本，然後點

擊開始（ ）。你有十分鐘的時間來逃

脫這兒！現在，請將該卡牌翻面。

教學：快速入門

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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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鎖在這個鬼地方了。能看到一些東
西，也許有用？你現在可以查找牌堆，將辦公室中五個

數字對應的卡牌翻開。

辦公室

1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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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電子屏幕，可惜沒有通電。你可以將該道具的數值，與一個藍色道具或修正值相加。如果數值之和恰好為牌堆中某張卡牌的編號，將那張卡牌翻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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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鑰匙。你可以將這個道具與一個紅色道具或機關的紅色數值相加。如果數值之和恰好為牌堆中某張卡牌的編號，將那張卡牌翻開。

11

42

11
11

42

1 / 10

歡迎來到《大搜查！》這是一個充滿謎題和挑戰的世界。尋找
正確的密碼，解開謎題，并逃出大門。 這個教學關卡旨在令玩家快速熟悉遊

戲的機制。當你完成這場冒險時，你可以開始體驗其他的遊戲劇本了。這是你的第一次冒險。你被邀請來到大
搜查俱樂部進行一次採訪。你到達了辦
公大樓的頂層，俱樂部經理微笑著歡迎
了你。然後就走了出去。只聽見咔噠一聲，看來你被鎖起來了。請啟動APP，并選擇教學劇本，然後點

擊開始（ ）。你有十分鐘的時間來逃脫這兒！現在，請將該卡牌翻面。

教學：快速入門

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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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該部分規則也以該劇本為主進行
解釋。
當然，你無須閱讀本規則，也可以直接體驗教學劇本。
只需跟隨以下步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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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其他卡牌面朝下組成牌堆。
u 啟動APP（詳見第7頁“APP”），選擇教學冒險，并將設備放在所有玩家都能方便拿取
的地方。
u 一位玩家大聲閱讀起始卡上的文字，然後開始APP上的計時，并將卡牌翻開。遊戲開始！

注意：你可以使用紙筆來做記錄。

遊戲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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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牌堆中對應的
卡牌（數字或字母標記在卡牌背面）。

當你在卡牌上看到數字或字母時，你可以從牌堆中
查找對應編號的卡牌，并將其翻開。翻開的卡牌放
在桌面上，以便所有玩家查看。

遊戲是以真實時間來控制遊戲的，玩家們必須合
作，以取得遊戲勝利。每位玩家都有權利查看卡牌

和牌堆。但我們推薦由一位玩家負責查找卡牌。遊
戲過程中，禁止直接將牌堆直接攤開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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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鑰匙。你可以將這個道具與一個紅色道具或機
關的紅色數值相加。如果數值之和恰好為牌堆中某張卡牌的

編號，將那張卡牌翻開。

11

儲物櫃上了鎖。你可以將該道具的數值，與一個藍色道
具或修正值相加。如果數值之和恰好為牌堆中某張卡牌的

編號，將那張卡牌翻開。

35

=?

+8
+6

+4

+2

+7
+3

這是一個網格，上面有很多金屬接頭。
每個接頭間隔5釐米，還帶有一個黑色數字。這是一個機關。在黑色數字中，你必
須將至少1個數字相加，來得到一個紅
色數值。然後與一個藍色道具或修正值相加。如果數值之和恰好為牌堆中某張卡牌的

編號，將那張卡牌翻開。

67

這就是
出口的

門，由
密碼鎖

控制。

如果要
離開這

裡，你
必須在

APP中
輸入

一個4位
密碼。

快看看
周圍有

沒有這
樣

的東西
吧。

21

35

67
42

11

21

你被鎖在這個鬼地方了。能看到一些東
西，也許有用？你現在可以查找牌堆，將辦公室中五個

數字對應的卡牌翻開。

辦公室

太厲害了，屏幕現在已經打開。這能幫你離開這兒。丟棄25和42號卡牌。你可以在APP中輸入屏幕上顯示的4位密碼 。

48 4225

45

不！ 请点击一次惩罚按钮。

卡牌類型

遊戲中，會用到各種類型的卡牌。

道具（頂端為紅色或藍色）
道具卡是指一些能夠與產生互動的物體。
（詳見第4頁“組合道具”）

35號道具是儲物櫃。

11號道具是鑰匙。

機關（頂端為綠色） 
機關必須通過特定的方式來解鎖。

機關卡上帶有一些黑色數字，這些數字並不指代其他的卡牌，所以不要在牌堆中查找
對應數字的卡牌。（詳見第5頁“機關”）。

67號機關中，有6個接頭上帶有黑色數字
（這些數字與牌堆中的卡牌編號無關）。

其他（頂端為灰色）
這些卡牌包括：
u畫著一個房間和裡面物體的地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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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在APP中輸入特定的數字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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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輸入特定密碼來開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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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儲物櫃已經打開。丟棄11和35號卡牌。
請仔細查看圖片。儲物櫃中有兩個有用

的信息。如果你發現了一個數字，將那
張卡牌翻開。

46 3511

11 35

46

很好，儲
物櫃已經

打開。

丟棄11和3
5號卡牌。

請仔細查
看圖片。

儲物櫃中
有兩個有

用

的信息。
如果你發

現了一個
數字，將

那

張卡牌翻
開。

46
3511

Very good. The cabinet is open.

Discard cards 11 and 35.

Look closely at the picture. There are TWO 
interesting elements. If you see a 

number, reveal the corresponding card.

46 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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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擊一次懲罰按鈕。

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

61

H

不！ 

请点击一次惩罚按钮。

?棄牌

懲罰

組合道具

有些道具可以相互組合或互動（例如鑰匙和門）。這種情況下，將兩張卡牌
的數字（紅色和藍色圓圈中）相加，然後查找牌堆中該數值的卡牌。當然，
字母和數字是不可能相加的。

金科玉律：相加時，必須將一個紅色數字和一個藍色數字相加，其他組合（例
如紅+紅、藍+藍、紅+灰）都是錯誤的。

在部分卡牌頂部，你會看到一個數字或字母上帶一個斜線。這意味著，
你必須立刻將對應編號的卡牌面朝下丟棄，并且在這局遊戲中，不再使
用這張卡牌。

部分遊戲行動可能會浪費你的時間。如果你翻開一張懲罰
卡( )，你必須按照卡牌指令執行(你可能會浪費一點時
間)，然後將該卡丟棄。

你想用鑰匙( 11 )打開儲物櫃( 35 )。然後，你查找 46 號卡牌
(11+35)來查看結果。鎖打開了！你在櫃子里發現了好東西。

在你打開儲物櫃( 46 )后，你必須丟棄鑰匙( 11 )
和儲物櫃(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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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4

+9

營地邊上，還擺放
著一個激光發射器。
指向了金字塔的東
北方向(地圖上的P)。
你可以轉動這個裝置。

L

+6

+6  是一
個修正值

，可以與
一個紅色

道具或機
關的紅色

數值相加
。

如果數值
之和恰好

為牌堆中
某張卡牌

的

編號，將
那張卡牌

翻開。

真不愧是
我們選中

的人。你
已

經成功恢
復了辦公

室中的電

力！丟棄
16、46和

67號卡牌
。

25
46 67

16

+?

這是一條10釐
米長的電線，

兩端各有一

個金屬環。

你可以將這個
道具與一個紅

色道具或機

關的紅色數值
相加。

如果數值之和
恰好為牌堆中

某張卡牌的

編號，將那張
卡牌翻開。

16

=?
+8 +6 +4

+2
+7 +3

這是一個網格，上面有很多金屬接頭。每個接頭間隔5釐米，還帶有一個黑色數字。這是一個機關。在黑色數字中，你必須將至少1個數字相加，來得到一個紅色數值。然後與一個藍色道具或修正值相加。如果數值之和恰好為牌堆中某張卡牌的編號，將那張卡牌翻開。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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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字不對應任何卡牌。
這些數字用於與一個紅色數字相加（詳見“金科玉律”）。

如果你要啟動一個機關(頂端為綠色的卡牌)，你必須要學習使用這個機關的正確方
式，而使用方式就隱藏在冒險之中。這些卡牌通常帶有一個“+”符號的數字。這些
數字不對應任何卡牌，也只能與另一個黑色數字相加。相加的總和會產生一個紅色數
字。你可以用這個數字與一個藍色數字相加(詳見“金科玉律”)。

你已經恢復了電力( 25 )，並獲得一個修正值( +6)。先可
以將該卡與一個紅色數字相加，而不是該卡的編號( 25 )。

在遊戲中，你發現了一個機關( 67 )的使用方法：將接頭 +3 和 +6
連接在一起，得到一個紅色數字的結果( )。這個機關還需要電線
( 16 )，於是，你把電線( 16 )將兩個接頭連在一起( )。得到結果
為 25 號卡牌(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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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儲物櫃已經打開。
丟棄11和35號卡牌。

請仔細查看圖片。儲物櫃中有兩個有用
的信息。如果你發現了一個數字，將那

張卡牌翻開。

46 3511

Very good. The cabinet is open.

Discard cards 11 and 35.

Look closely at the picture. There are TWO 
interesting elements. If you see a 

number, reveal the corresponding card.

46 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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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出口的門，由密碼鎖控制。如果要離開這裡，你必須在APP中輸入
一個4位密碼。快看看周圍有沒有這樣的東西吧。

21

在遊戲中，你可能會遇到一些密碼(頂端為黃色的卡牌），你需要用特定的鑰
匙或數字組合來打開。打開時，請使用APP（詳見第7頁“APP”），輸入特
定的數字組合（無需輸入卡牌編號）。

密碼總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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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輸入錯誤的話，你會受到懲罰，損失一些時間。

密碼

隱藏道具

提示

遊戲結束

有時候，如果你湊近查看卡牌，會看到一些隱藏的數字或字母。這些數字或
字母，代表著隱藏道具，可以從牌堆中找到對應編號的卡牌。

注意：如果你卡住了，可以查看“隱藏道具”按鈕，來獲得找到道具的提
示。

能看到46號卡牌上的隱藏數字嗎？仔細看儲物櫃
裡面。

在遊戲過程中，你可以點擊APP上的“
提示”按鈕，來獲得一些解決難題的提
示。你需要輸入要提示的已翻開卡牌編
號。

帶有字母的卡牌，請輸入字母下方的數
字來獲取提示。

當你完成冒險并停止計時器時，遊戲結束。你可以查看你的最終得分，
以及表現評價（0-5顆星）。
即使時間到達00:00，遊戲也並未結束，你依然可以繼續冒險。只是，
你的分數會遠遠低於平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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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通過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 STORE免費下載《大搜查！》
的電子APP。該APP可以幫助你管理剩餘時間、遊戲中的懲罰和密碼，并給
予提示。遊戲必須配合APP才能體驗！（APP在下載后，斷網也能使用。）
在第一次下載後，請選擇使用的語言。遊戲開始前，請先打開APP中對應
的劇本。

A  計時器：當時間到達00:00時，你可以結束冒險。
B   繼續/暫停：開始遊戲，或者暫停遊戲。有時候特定文字要求你暫停或繼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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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翻開懲罰卡，有時候會要求你點擊該按鈕，并扣除一定的時間。
E    密碼：密碼卡專用（頂端為黃色的卡牌），你可以點擊該按鈕來輸入密碼。
F  提示記錄：可以查看之前獲得過的提示。
G  聲音：可以打開/關閉背景音樂。
H  隱藏道具：點擊該按鈕來查看隱藏道具的提示。

A   冒險：通過左右滑動，你可以在不同的冒險中進行選擇。注意：第一次遊戲時，我
們推薦進行教學劇本。

B  點擊“開始”來進入遊戲。

你點擊提示或密碼按鈕后，會進入一個數字鍵盤，用於輸入密碼，或者需要提示的卡
牌編號。

A   數字鍵盤：用於輸入數字。“C”按鈕可以刪除所有輸入的數字。
B   確認：點擊“OK”鍵，來確認你輸入的數字，并查看相關信息。
C   關閉：點擊該按鈕可以關閉數字鍵盤。

完成冒險後，會自動進入最終評價頁面。部分情況下，會彈出信息，要求你進行冒險
總結，或者翻開特定的結局卡。

A   遊戲結果：這些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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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罰扣除時間（括號內為懲罰次數），第三行為錯誤密碼扣除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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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由你的耗時和提示次數決定。

APP

冒險選擇

最終評價

遊戲畫面 A

B

D

C E

H F

G

B

A

C

B

A

B

提示/密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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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卡
u  其他卡牌（房間、互動、

懲罰）or或

中文翻譯：喵A

+?

+?

+? +?

玩家輔助

建議由規劃地進行遊戲：

u �由一位玩家負責查找卡牌，或者每位玩家負責一小疊卡
牌；

u �仔細閱讀卡牌文字，并相互交流；

u �注意是否有丟棄卡牌的要求（帶斜線的數字，表示要丟
棄該卡牌）。

卡住了嗎？

有時候，某個密碼太難，你可能無法再繼續進行冒險，我
們建議：

u �如果某個謎題太難，可以在APP中獲取該卡的提示；

u �也許你可能沒找到關鍵道具，可以在APP中查看隱藏道
具。

卡牌類型

金科玉律：只能將紅色數字和藍色數字相加。

劇本：Alice Carroll

美術：Legruth
www.mgueritte.com

劇本：Thomas Cauët

美術：Florian de Gesincourt
www.degesart.com

劇本：Cyril Demaegd

美術：Pierre Santamaria
www.behance.net/pierresantamaria

製作人員

建議

道具 （門、鑰匙……） 修正值 機關 密碼 （鎖、密碼盤……）

u  1個藍色數字（在一個
藍色的拼圖符號中）

u  通過特定運算方式，得
到1個紅色數字

u 永遠是4個數字

u  必須通過APP輸入

相加 相加 然後相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