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遊戲規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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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敦，1890。夜幕壟罩了城市，一輛馬車

衝破迷濛大霧，不停歇的馬蹄聲和尖叫

聲將路上的旁觀者退散到一邊。 

車裡，夏洛克·福爾摩斯面色凝重地輕敲著懷

錶，凝視著泰晤士河上大笨鐘高聳的輪廓良

久。“我會拯救你的，朋友。”她

喃喃自語道，話中透露著焦慮。 

這回，莫里亞蒂惡魔般的頭腦，

設計了一個邪惡的陰謀。她將

摧毀這座城市所有著名的歷史建

築：白金漢宮、西敏寺、大英博物

館...各個都被安置了炸藥，並

在午夜將被炸個粉碎。大笨

鐘也會在倒塌的最後，哀傷

地響起它的絕唱。 

莫里亞蒂向她的死敵夏洛

克·福爾摩斯發起了挑

戰：這位睿智的偵探必須

在炸彈爆炸前拆除所有的

雷管，否則，莫里亞蒂就

會肆意破壞整個英國。

遊戲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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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配件

1張 
引線剪刀卡

1個引線剪刀指示物
(可轉動)

1張"危機進化" 
變體規則書

6張角色卡

6個 輪數標記

6張 
號碼卡

4張 夏洛克 
陣營成員（藍）

2張 莫里亞蒂 
陣營成員（紅）

36張引線卡

6張 解除引線 30張 炸彈 
(6色各5張)

32

遊戲流程

當你剪斷引線卡（無論是解除引線或炸彈）時，請將其
放在桌子中間，並發動以下效果：

解除引線 
每張解除引線卡會拆除特定顏色的炸彈。

進行方式如下：

將解除引線卡分配給任何已公開顏色的炸
彈。將解除引線放在該顏色的炸彈堆上
後，此顏色的炸彈便拆除。

一種顏色的炸彈上，最多只能有一條引
線。 你不能在黃色炸彈上放置任何解除引
線卡。

如果你不能選擇任何顏色的炸彈（因為炸
彈尚未翻開，或因為該顏色炸彈已被解
除），則將解除引線卡與其他顏色炸彈分
開，放置在桌子中間。 這張牌讓夏洛克陣
營更加接近勝利，但沒有拆除炸彈效果。

只要對應顏色炸彈被拆除，該色其他炸彈就不會爆炸。 

註解：粉紅炸彈是特例（見下一頁）。

綠色炸彈

這種炸彈的穩定性差，更容易爆炸！

一旦你發現第三個綠色炸彈，炸彈便立即引
爆，莫里亞蒂陣營獲勝。只要炸彈還沒有爆
炸，你仍然可以使用解除引線卡進行拆除。

橘色炸彈

每個橘色炸彈都會減少最後一輪的回合數。

在第四輪開始時，計算桌子中間的橘色炸彈
數量（即使該顏色已被拆除）。這一輪的剩
餘回合，將等於玩家數減去已翻開橘色炸彈
卡數量之數值。 你可以使用輪數標記紀錄。

 
範例：在5人遊戲時的第4輪。已翻開共兩張橘色炸彈
卡，遊戲會在3回合後結束，即是拆除3條引線後結
束。

粉紅炸彈

如果連續翻開兩張粉紅炸彈，則炸彈立即引
爆。

如果翻開的此卡上一張也是粉紅炸彈，炸彈
便直接引爆，莫里亞蒂陣營獲勝。解除電
線可以防止在第四張或第五張炸彈爆炸，但
是，儘管可以解除第四張或第五張炸彈，如
果連續翻開兩張粉紅炸彈，也會引爆炸彈。

黃色炸彈

黃色炸彈無法被拆除。

當你要選擇拆除炸彈時，不能選擇黃色炸
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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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亞蒂在倫敦各個著名歷史建築安置了炸彈，而它
們也即將要引爆了！
夏洛克必須在午夜前拆除所有的炸彈。在遊戲開始
時，你們會秘密得知自己的陣營：夏洛克或莫里亞
蒂。

你的目的是要試著在不被敵人查覺的情況下找到隊友
（或分辨出敵人）。

在每個回合中，每個人都選擇其他玩家面前的引線並
剪掉–以幫助解除炸彈或嘗試引爆炸彈。 如果你是夏
洛克陣營，那麼你的目標就是解除所有炸彈；另一方
面，如果你是莫里亞蒂陣營，那麼一旦炸彈爆炸，你
就獲勝。

遊戲簡介及目標

如果你已經玩過
《驚爆倫敦–莫里亞蒂vs.夏洛克》，那麼你就已
經了解《驚爆倫敦–危機進化》的基礎規則。 

只有設置和遊戲最終條件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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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介紹

夏洛克陣營

夏洛克陣營成員的角色是藍色背
景。這些玩家的目標，是在莫里
亞蒂引爆炸彈前解除炸彈。

莫里亞蒂陣營

莫里亞蒂陣營成員的角色是紅色
背景。這些玩家的目標，是在夏
洛克陣營解除所有炸彈前引爆一
個炸彈。

角色卡
角色卡表示每位玩家在遊戲中所
屬的陣營。共有兩種類型：

陣營成員及

陣營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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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
有6種不同的炸彈。每種都有自己的形狀和顏色。
在危機進化變體規則中，剪掉這種類型的引線卡會
觸發特殊效果，甚至還可能會引爆炸彈，這意味著
莫里亞蒂立即獲勝。

解除引線
如果你是夏洛克陣營，剪掉解除引
線表示你離勝利又更近了一步。如
果所有解除引線都被找到，夏洛克
（和他的陣營）就獲勝。

引線卡
引線卡代表在解除（或引爆） 
炸彈時所要剪的引線，總共有兩
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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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線剪刀指示物(或卡片)
引線剪刀指示物表示玩家用來剪斷引
線，以解除（或引爆）炸彈的工具。你
可以任意選擇使用指示物或卡片。

輪數標記

(見第12頁)
這些標記是可選用的。
它們用於紀錄你已玩
過的回合數。

號碼卡
這些卡僅與危機進化變體規則中的紅色
炸彈一起使用。當你因紅色炸彈而需要
在另一名玩家面前剪掉引線時，使用這
些卡隨機抽出一名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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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設置
根據遊戲人數以及你們的喜好來準備角色
卡。把多餘的角色卡放回盒子中。它們不會
在這場遊戲中使用。

將角色卡洗牌，並發給每位玩家一張，接著秘密查
看自己收到的角色卡。

*註解：在4人的遊戲中，會多一張角色卡。不要公開並把
它放在一旁。遊戲中可能只有一名玩家是莫里亞蒂陣營，

但你無法肯定...

根據下方指示準備引線卡牌堆：

 選擇同等於玩家數量的炸彈顏色。接著拿取每種
顏色5張炸彈卡。除非你使用危機進化變體規則 
（請參閱該規則書），顏色選擇並不影響遊戲。

將卡牌全部洗勻，接著隨機移出與玩家數量一樣
多的卡。不要公開並將它們放在一旁。

最後，加入同等於玩家人數的解除引線卡。

1

2

3

遊戲人數

4* - 5

6

2

2

莫里亞蒂
陣營

3

4

夏洛克
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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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在6人遊戲中，使用所有顏色的5張炸彈卡（共30張
卡），將它們洗勻，然後隨機取出6張卡。最後，加入6張

解除引線卡。引線卡牌堆便準備完成。

將引線卡牌堆洗牌後，發給每位玩家5張（面朝
下）。

每位玩家秘密查看自己的卡牌，之後重新洗勻，面
朝下在自己面前放成一排（不能知道新的卡牌順
序）。

從最近有去過倫敦的玩家擔任起始玩家，並將引線
剪刀放在他的面前。

4

5

6

可選：你可以使用輪數標
記來紀錄你玩過的回合次
數，和/或計算在回合中
發現了多少張引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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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流程
遊戲最多進行4輪，每輪你會用引線剪刀剪其他玩家的

引線，並試著達成你的目標。

遊戲進行
從起始玩家開始，把引線剪刀放在你想剪的其他玩家

的引線卡前面。你可以在與其他玩家們討論後再決定

要剪哪一條引線。你不能剪自己的引線。然後，翻開

你要剪的引線卡並放在桌子正中央。

如果此卡是該顏色的第一、第二或第三顆炸

彈，則什麼也不會發生。將其與其他已翻開

的炸彈卡放置在一起，以計算該顏色顯示的

炸彈數量。

如果這張卡是該顏色的第四顆炸彈，它將爆

炸！莫里亞蒂陣營成員可以揭示自己的身分

牌並享受勝利。如果不是，遊戲會繼續。

如果是解除引線卡，將其與其他已翻開的解

除引線卡放置在一起，以計算已翻開幾張解

除引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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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是最後一張解除引線卡，危機解除，倫敦安全

了！夏洛克陣營的成員可以揭示自己的身分卡並慶祝

獲勝。如果不是，遊戲繼續進行。

被翻開引線卡的玩家拿取引線剪刀，並將它放在其他

玩家引線卡上以剪斷引線，並重複這些步驟。

每輪結束

當翻開的卡牌等於玩家人數時，一輪結束。

 
範例：5位玩家時，在第五張引線卡被翻開後， 

一輪結束。

拿走所有玩家沒有被剪斷的（正面朝下）引線卡，在
不觀看正面的情況下全部重新洗勻。接著，發給每位
玩家4張牌（第三輪3張，最後一輪2張）。重複遊戲設
置的步驟  （見第9頁）。

在新的一輪開始時，每位玩家的卡片會比上一輪少一
張。

新的一輪開始，然後上一輪最後拿到引線剪刀的玩家
（上輪自己的引線卡最後被翻開的玩家），

成為新的起始玩家。

5



遊戲流程
如果滿足以下三個情形中的任一個，遊戲立即結束：

所有解除引線卡都被翻開。

夏洛克陣營立即獲勝。

任一顏色的4張炸彈被翻開：

炸彈引爆，莫里亞蒂陣營獲勝。

在四輪結束後，還有未翻開的解除引線卡。 
時間到，時鐘響徹午夜，炸彈引爆了！莫里亞
蒂陣營獲勝。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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