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暗夜驚魂記 
Dark darker darkest  
 
到處都是一片黑暗…… 
大氣中充滿著原本是城市的廢墟冒出的黑煙，碎玻璃鋪滿地面，我們經過了已經毀滅的鄰近

地區，尋找著求生的路徑。你遇到了其他的生還者，尖叫著從無可名狀的恐怖逃離。沒時間

調整呼吸了，鮮紅的腳印標示著人行道的方向，血液湧入水溝，證實了附近不斷地屠殺和持

續的恐怖。 
最後，在你拼死努力之下，終於發現了那棟你在尋找的房子。矗立在這死亡荒地上的最終壁

壘，你從手中已經褪色的照片試著分辨正門。莫爾提摩醫生的實驗室應該就在講必的另一側

，這裡有著解藥能夠治愈把人類變成僵屍的傳染病。房中有著終結這末日惡夢的希望，但是

你的速度要快，不然這最後的希望將會被蔓延的火舌所吞噬…… 
你有膽量深入黑暗，為世界帶來救贖的光芒嗎？ 
 
遊戲配件： 
5張生存者圖板 
5個生存者模型 
5個陷害指示物 
40個彈藥方塊 
1張數值追蹤圖板 
1張安全圖板+21個密碼指示物 
4個生存者骰子 + 6個怪物骰子 
20個技能骰子 
35個標記方塊，共有5種顏色各7個 
54張裝備卡 
32個殭屍模型 
1個驚恐骰，1個6面以及1個4面骰 
23個殭屍生成指示物 
50個灰色方塊 
5張起始裝備卡 
27個房間板塊 
3個怪物圖板以及2個追跡者圖板 
2個追跡者模型 
41個密碼芯片 
3個怪物模型 
8個照相機指示物 
10個病毒指示物 
1個火焰指示物+20個燃燒標記 
1個解藥指示物 
 
遊戲簡介： 
黑暗，更黑暗，最黑暗是一個合作型的生存驚悚類遊戲，一個2-5人的生存者團隊將會在受
到嚴密保護的莫爾提摩醫生的房子中，試著打開他的實驗室，找到解藥，拯救世界末日。 
 
要越過警備系統，生存者們要從房子中找出裝備，然後使用這些資源來打開鎖上的門。在門

上找到的密碼芯片最終可以讓生存者小隊打開通往實驗室的門，只有經過發現成群的殭屍，

恐怖的怪物，還有失控的火焰之後，才能知道它們跟那最終對決才出現的致命追跡者比起來



，是那麼的蒼白無力。 
 
遊戲中的每一輪都分為兩個階段，在維持階段，新的殭屍會進入場中，火災可能會擴散，黑

暗（就是遊戲時鐘）可能會往前更進一步。在隨後的行動階段，團隊中的玩家群體就要使用

他們的行動來對抗殭屍，火災，還有怪物。 
在每個玩家群體都結束後，該輪就結束。 
你，能夠對抗黑暗嗎？ 
 
 
設置房屋 
設置房屋是在起始設置當中最重要的一環，這會決定這次的遊戲對玩家的生存者小隊來說有

多大的挑戰性。遊戲的圖板是由20個房間板塊，排成4X5的格狀所構成。房間板塊的背面有
一些符號，指示著該板塊屬於房子的哪個部分。每個版圖包含了1到2個房間。 
 
實驗室 
生存者們需要使用鑰匙打開的關鍵房間，為了從中找出解藥並且獲得勝利。 
 
角落 
這些房間構成了房屋的四個角落 
 
外圈房間 
這些房間連接著四個角落，構成房屋的外牆，要記住，擺放時窗戶面應該朝向房屋外側。 
 
內圈房間 
這六個房間構成了屋子的中心部分。 
 
入口 
這是生存者隊伍進入莫爾提摩的房屋中的地方。 
 
要設置房屋，請依照下列的三個步驟進行： 
1) 選擇4個房屋角落並放置在對應的位置。 
2) 將入口放在下邊的中間，然後選擇9個外圈房間放置在剩下邊界的空位。確認窗戶面朝著
房屋外。 
3) 用6個內圈房間將剩下的中心空洞填滿。 
 
啊，你一定是這個區域剩下最後的生還者了，歡迎你。我是蘿莎麗娜・羅梅羅，布魯斯的姊

姊，在這末日下所剩不多的生存者之一。我將為您提供有關這片黑暗的詳細導覽，並在可能

的情況下為你提供建議。 
衷心希望我的導覽可以幫助你在莫爾提摩房屋內中的恐怖中存活。在這之後如果你看到這樣

的對話框，妳就知的這是我在提供一些重要的深入資訊。 
那就讓我給你一些關於房屋設置的建議吧： 
- 在選擇房屋中心帶有牆壁的房間時，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其中使用2間就已經夠讓生存
者們小心規劃他們的路徑了。如果設置太多的話會把你通往房子兩邊的路徑都隔開。永

遠確定你有一條順暢的路徑可以通向房子的北側。 
- 確認所有的門都是通暢可行，不被鄰近房間所阻檔，你可以任意旋轉板塊來達到這個目

標。 
- 將實驗室放在上端可以有效減少新手隊伍的額外時間，這樣他們就只要從南到北的單向

探索就夠了。 
- 你可以實驗一下板塊擺放的方向，就算只轉了90度也會差別非常多。 



 
放置監控攝影機 
某些房間板塊上有攝影機的圖標，將攝影機指示物直接放置在這些房間的圖標上，並且調整

其方向，使其盡可能看到最多的房間。監視攝影機只會看向直線，不會看向斜角或者看穿牆

壁，毀壞的板塊，或者鎖上的門（有著密碼芯片放置在上鎖記號上的門）監控攝影機會持續

的觀察他被設置的位置，如果兩個方向都可以讓攝影機看到最多的房間，那麼玩家可以自由

決定攝影機的方向。 
 
OK，我了解，你不知道這些監控攝影機在房子中的影響。 
沒問題，讓我用一些例子來說明攝影機的視線。 
在右邊的範例中，你可以看到一個攝影機放在有兩個房間的板塊中，攝影機可以看到房間的

全貌，因為地窖的門現在並沒有被鎖上。而且攝影機的方向是朝著開著的們的方向的。但是

如果你將攝影機指向南邊方向的話，地窖內的狀況就會被階梯側北向的牆壁所擋住。 
在下面的第二個例子中，攝影機可以看到他所在的房間，以及它的左邊板塊，直到被牆壁擋

住為止。 
在第三個例子中，攝影機可以看見三個板塊內的情形，但是中間有一個板塊被分成了兩個房

間，所以攝影機只能看到可通過的道路，而看不到中央被牆壁所圍起來的房間內部。就算靠

南邊的門是打開的也一樣。 
然後根據規則，最左邊的房間整個都能被看到，即便有部分視線被中間的牆壁所阻隔。規則

上的規定是，除非房間內整個被牆壁所阻隔，不然是不會擋住攝影機視線的。 
 
最後一個例子是攝影機的方向朝向了角落的房間，而中間阻隔的門已經打開（沒有密碼芯片

在上面），所以牆壁並沒有完整的阻隔視線，攝影機可以完全的看到房間內部。 
 
專用術語 
每個房間都有兩面，一面是通常的房間，上頭描繪著房間符號和內部構造，另一面則是「毀

壞的房間」，用一片火海來表示。遊戲中房間可能會被火焰所摧毀，其結果就是將板塊翻面

，表示該房間之後在遊戲中「已毀壞」。 
 
「上鎖的房間」表示是房間的門上有著密碼芯片，如果房間內有兩個門，但是其上只有一個

密碼芯片的話，該房間視為「已解鎖」 
 
你可能還不熟悉莫爾提摩的房子中的黑暗秘密，讓我透過兩個例子來為你介紹。這樣你就可

以知道攝影機要如何擺放以及他們會對遊戲的挑戰帶來多大的影響。 
 
在第一個範例中你會看到一個適合踏出邁向黑暗第一步的配置，屋內當然有些危險的元素，

但是也有足夠的機會來讓玩家降低其風險。在此設置中的攝影機其中兩架可以看到2個房間
，剩下中間的一架可以看到3個房間。中央走道並沒有被攝影機監視著，所以玩家可以悄聲
無息的探索，以降低觸發恐怖事件的機率。 
房子中央有兩個被牆壁圍起來的房間，這使房子相對來說開放，而且有數種可能的移動路

線。這也降低了遊戲的挑戰難度，因為更多的路線代表著玩家更容易逃離殭屍群或者怪物的

追擊。 
最後，角落房間的設置也讓玩家更容易地進入這些房間，要記得，房間只要轉個90度，可能
進入的難度就會大有不同。 
 
下面的範例說明了更具挑戰性的設置方式。 
想要偷溜過監視攝影機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在屋內每一行的位子都有攝影機監控著3
個以上板塊的區域，再者，入口板塊也在監視之下，所以生存者們從進門就開始受到了監視

，能夠找到躲避監視的路線和房間都非常有限。 



在這，左下的彈藥補給設置也讓他的進入難度大增，實驗室設在靠下方也提高了難度，這代

表生存者在搜索過整個房子之後，還要再回到下方才能打開實驗室獲得解藥。再有4-5個生
存小隊的狀況下，強烈建議各位分頭行動，一來比較不容易觸發監視警報，二來可以在同一

時間探索更多的區域。 
 
準備剩下的部分： 
- 將卡片依照種類分類，將玩家的起始裝備移出，然後將剩下的裝備卡洗牌，面朝下的放

在遊戲圖板附近。 
- 將病毒指示物，燃燒標記，還有火焰指示物分開放置。 
- 將解藥指示物放在實驗室內。 
- 將殭屍衍生指示物面朝下洗勻後放在遊戲圖板旁。 
- 將怪物圖板面朝下洗勻後成一疊防在遊戲圖板旁。 
設置保全鎖圖板 
遊戲可以透過設置調整成三種不同難度。 
 
1) 黑暗模式： 
這個模式適合給新手玩家使用。這模式保證了所有用來打開莫爾提摩實驗室的密碼芯片都會

被使用。在這個模式下，使用有7個密碼面的安全板。 
為設置安全板，玩家要抽取3張密碼芯片，1張3個圖標和2張2個圖標的。隨後將對應的7個密
碼指示物放在安全板的上方。順序隨意。 
隨後抽取密碼芯片，數量等同於房間內上鎖符號的總數減去3，抽好之後將原本設置時的安
全芯片加入抽取的，並且將2或者3的數字面朝上洗勻後，放在每個有上鎖記號的門上。 
在角落的房間上鎖的門上應該總是放置有3個圖標的密碼芯片，當抽取芯片時，玩家可以自
行選擇要抽取芯片上密碼圖標的數量是2或者3個。 
 
2) 更黑暗模式 
想要有更多挑戰性的玩家可以選擇8格的安全面板，第8個密碼指示物則是隨機從剩餘的密碼
指示物中抽出。 
 
3) 最黑暗模式 
如果玩家對於喜歡真正的隨機性的話，可以選擇此種設置。 
在此設置下不保證屋內找到的密碼芯片可以解開實驗室的門鎖密碼。 
 
玩家無需根據預先選擇的3個密碼芯片上的顏色來組成密碼，而是全部隨機的挑出7個密碼指
示物放在7格密碼的安全板上。就可以形成一個隨機的密碼組合。 
在4-5人遊戲中，玩家應確保3個圖標和2個圖標的密碼芯片數量盡量相同，如果是倖存者較
少的情況，我們會推薦使用較多的2個圖標的密碼芯片。 
 
經驗告訴我們，對於剛入門的玩家來說，使用多種顏色的密碼組是比較好的，為了調整，請

確認安全板上的密碼序列沒有出現兩次一樣的顏色。 
 
遊戲的獲勝關鍵之一就是在房中對抗黑暗的生存者人數，請注意，我們建議新玩家最好有3
名或者更多的倖存者與黑暗對抗。請記住，這不表示我們一定需要3名以上的玩家，玩家可
以改用控制多個倖存者的方式來降低遊戲難度。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2人遊戲中讓每個玩
家都控制2名倖存者。 
 
有更多玩家的主要優點則是可以開啟更多的可能性，如果在3名以上的玩家參與時，遊戲就
會有一個小組討論的氛圍在，為遊戲添加了更多戰略性計畫，因為莫爾提摩的房子也可以獨

立運作，所以如果進行單人遊戲的話是一個讓玩家發現更多遊戲中的細微戰術和內核思想的



好工具。 
 
生存者 
每位玩家選擇要使用的生存者，拿取對應面板，模型，和7個跟模型底座同色的方塊，根據
遊戲中生存者的數量，使用不同面的生存者面板。 
2~3名生存者：使用生命條從4開始的那面。 
4-5名生存者：使用聲明條從3開始的那面。 
 
使用圖標簡介指南，從起始裝備卡中找出每個生存者起始的武器。（可以透過藍色色調和紅

色的星星圖標來分辨）同時也請找出生存者對應的技能指示物，並且放在附近。將其他沒使

用到的起始裝備卡放回盒中。（包含2個會在擴充中使用的瓦斯罐） 
將生存者面板放置在玩家面前，然後起始武器卡放在版圖的右邊，左邊的欄位則依照人數放

置方塊。 
 
- 將一個方塊放置在玩家面板上生命標記的最左邊 
- 將一個方塊放置在玩家面板上經驗值標記上0的位置 
- 將一個方塊放置在公用面板上隊伍區的地方（請見說明書第8頁） 
依照玩家人數不同將不同數量的方塊放在玩家面板左邊的行動格中。 
4-5人放3個 
2-3人放4個 
在遊戲開始前的最後一部，就是把生存者們的模型放到房屋內入口處。 
 
生存者面板 
行動格 
在玩家面板上的兩個行動格可以追蹤玩家們在一輪當中已經進行過的動作數，在每輪開始的

時候玩家根據自己目前的健康等級，將一定數量的方塊（稱之為AP, Action Point）放在左邊
的行動格中。在遊戲中玩家會進行各種行動，移動，此時就要將對應數量的方塊移動到右邊

的行動格中。 
當所有的AP都已經被放到右邊格子中後，生存者們就耗盡了本輪所有的行動。就算他們獲得
治療並重新獲得AP，倖存者也要等到下一輪才能使用這些AP。 
健康軌跡 
這裡標示了生存者每輪可以使用的AP總數。 
每次當生存者受傷的時候，就將上頭的標示往骷髏的方向移動一格。當標記進入綠色區域時

，生存者在下一輪開始的時候就只能獲得3點AP，依此類推。 
當標記到達骷髏記號時，生存者就死亡了。 
 
這個記號表示了生存者對抗陷阱的能力，裡頭的數字代表在自己或者幫助他人逃離陷阱時可

以擲的骰子數量。 
 
技能圖標和經驗值軌跡 
在遊戲中，請使用指定的方塊標記來記錄生存者因為通過完成了考驗而獲得的經驗值。經驗

值可以用來啟用玩家面板下方的技能。技能的價值各不相同，技能從左到右會越來越強力，

當然成本也就越來越高。當決定啟動時，拿取相對應的技能指示物，並且放在面板上對應的

圖標上。這代表該技能已經被啟用。如果玩家獲得了合計10點的經驗值，那在得到新的經驗
值之前玩家必須啟用技能將其消耗掉以便獲得更多的經驗值。使用已經啟用的技能不需要消

耗AP，除非殭屍化將它們關閉了。 
遊戲開始時，每個生存者都有一個獨特的起始技能。這些技能可以在生存者面板上的左下角

找到，以一個橘色調的圖標表示著。跟其他4個技能不同，起始技能不會因為殭屍化而失
去。 



 
數值追蹤圖板 
這張圖板可說是遊戲的心臟，它推動著遊戲的前進，並且可以記錄遊戲中種種可變的關鍵元

素，從時間的流逝到殭屍群的形成。 
它同時也提示了維持階段的流程。 
 
隊伍區 
最上面的5個格子是用來記錄生存者們每輪開始時的組隊狀態，在遊戲輪中，結束了行動的
玩家會將自己的方塊移動到下方的格子，代表他們的行動已經結束。在遊戲的第一個回合，

所有玩家的方塊都應該在最左上角的方格中，因為生存者們在開始時全部都在入口處集合。 
 
事件週期 
遊戲開始時，在事件週期表的最底部（時鐘圖標）放一個灰色方塊，稱為事件標記。在每個

維持階段，事件標記都會移動到週期表的下一個位置，並且觸發該地的事件。 
 
黑暗軌跡 
將一個灰色方塊放在黑暗軌跡的第一個格子上，作為黑暗標記。遊戲中，黑暗標記會因為每

次事件標記移動到時鐘圖案時往前進一格。如果玩家在黑暗標記達到位置5的時候，在該輪
結束時依然沒能成功打開實驗室的鎖，那麼玩家的行動和這場遊戲就宣告失敗。 
 
遊戲進行： 
每個遊戲輪都包含了兩個階段，維持階段以及接下來的行動階段。 
在維持階段，玩家們會解決各種數值追蹤圖版上的不同事件，並且確定目前房屋內生存者的

組隊狀況。 
在行動階段，生存者們會執行他們的行動，然後房屋則對應這些行動進行反應。 
 
維持階段： 
數值追蹤圖版在此時可以提醒玩家結算的順序，因為不同的階段需要一步步照順序的來進行

處理。在數值追蹤圖版上的數字代表了結算的順序。 
1. 結算事件 
2. 生存者整隊 
3. 攝影機檢定 
4. 殭屍生成 
5. 殭屍化 
 
1. 結算事件 
首先，將事件標記移動到事件週期上的下一個位置。 
事件標記會沿著事件週期上的格子移動，從殭屍生成（殭屍圖標），到火勢蔓延（火焰圖

標），再到黑暗增長事件（時鐘圖標），接著返回頂部重新回到殭屍生成。當事件標記移

動到新位置時，代表本輪會執行圖標所代表的事件。 
 
遊戲開始的時候，事件標記會放在黑暗增長格上，但是該事件不會被執行，在第一個維持

階段，標記移動到殭屍生成格上時才會執行。以下就讓我們來看看三種不同的事件吧。 
殭屍生成： 
同時丟四面和六面骰，已決定殭屍指示物會生成在房子中的哪個圖版上。當中4面骰代表
大屋中的4列，1代表最上面的1列，4代表最下面的1列，其他依此類推。六面骰的1則代表
最左邊的一行，5代表最右邊的一行，其他依此類推。將隨機的殭屍生成指示物放在指定
的圖板上，殭屍面朝上，如果丟出6的話則是特別的狀況，下面會在進行說明。 
 



下面有些可能的狀況： 
1) 如果殭屍生成在有2個房間的圖版上，請將殭屍指示物放在打開的房間上，如果房間的
門都打開了，如果所有的房間都是打開的，則將他放在通道上。 
2) 如果指示物被放在1個或以上生存者的視線內（請見16頁），把等同於指示物上數字相
同數量的殭屍模型放在房間內，然後永久移除該殭屍指示物。 
3) 如果擲骰結果的圖版不在生存者視線範圍內的話，殭屍指示物不會揭開，藉以隱藏指示
物上的殭屍數量。 
4) 如果目標圖版完全由一個上鎖的房間所構成，或者是一個已經毀壞的圖版，則將對應指
示物數量的殭屍模型放在與原本目標鄰近且非燃燒中，並且至少有一個生存者視線內的圖

版上。如果有一個以上符合條件的圖板，玩家可以任選放置的圖板。 
如果沒有滿足條件的圖版，則可以將殭屍指示物放在屋內任何一個非燃燒中的圖板上。 
5) 如果6面骰的結果丟出6，那就依照上述狀況4的方式進行放置。 
 
請注意，在一間房間內的殭屍指示物和殭屍模型是沒有數量上限的，如果殭屍指示物用完

了就表示不會再生成新的殭屍了。殭屍如果生成在生存者的同一個房間內的話，不會立刻

攻擊生存者，但是他們會在之後的反應階段進行攻擊。（請見18頁） 
 
在這個範例中，我們進行一個生成骰的結算，一個6面骰決定了殭屍會生成在第4行，4面
骰決定了殭屍生成在第3列。由於該圖版包含了兩個房間，（一個鎖已經打開的房間，還
有一個過道）殭屍將會被放在更「開闊」的房間中，在這個情形就是放在過道上。 
 
在你繼續閱讀下面規則前，讓我們分辨一下殭屍生成指示物和殭屍群的分別。殭屍群是生

存者揭開殭屍指示物時放置在房間內的模型。兩者有各自獨立的移動規則和對生存者的反

應。但是生成指示物不會受到燃燒記號的傷害，但是殭屍群則會。同樣的，他們也不會主
動的移動到正在燃燒的房間或者已經毀壞的房間內。 
 
火勢蔓延 
如果屋內起了火，火勢會擴散。根據擲出的4面骰還有在入口處的方向金鑰，將火焰指示
物移動到對應的鄰近房間內，將一個燃燒標記放在火焰指示物移動到的房間內，火焰指示

物可以越過牆壁，上鎖的門，或者是移動到毀壞的圖版上，但是不能移動到實驗室內或者

屋子外頭。 
 
如果擲出的方向不能移動，那就在目前火焰指示物的位置上再放一個燃燒標記，如果火焰

指示物移動到毀壞的房間，則不用放置燃燒標記。 
 
有複數房間的圖版對於火焰來說沒有特別影響，整個房間圖版都會被火焰吞噬，不論燃燒

標記被放置的位置是否被鎖上的門或者牆壁所隔開。 
 
當第三個燃燒標記被放進任一塊圖版裡頭的時候，該板塊就會被火焰吞噬成為煉獄，翻轉

該圖版到背面表示毀壞，除了火焰指示物之外的所有標記，指示物都被移除。更多的詳細

資訊將會列於之後13頁的「滅火」以及14頁「蘿莎麗娜的小提示」中。 
 
在這個範例中，火勢擴散骰丟出了3，在入口的方向羅盤中指示著火焰將會往著南方前進
，當火焰指示物移動完畢之後，圖版上會被放置第二個燃燒標記，如果在下一次火勢擴散

骰丟出了2，火焰標記將會向東移動，並且在該板塊加入第3個燃燒標記，房間隨即毀壞。 
 
黑暗增長 



當事件標記到達事件週期的下方空格（時鐘圖標）時，將黑暗標記往右移動一格。 
 
黑暗軌跡代表著生存者們還有多少時間來完成他們的任務，當黑暗標記移動到最後一格的

時後，表示遊戲即將結束，以下讓我們來解讀一下黑暗軌跡。 
 
黑暗增長： 
在最終對決之前，黑暗記號會因為以下情況往前移動一格：每次有生存者死亡，圖版被火
災摧毀，門鎖的每個密碼芯片顏色被忽視，或者安全版上的密碼指示物在沒有使用密碼芯

片的狀況下被移除。 
 
火災爆發： 
如果黑暗標記停在顯示著火焰圖標的格子上，屋內當時還沒有起火時，火災立刻發生，如
果已經起火了，那麼就依照「火勢擴散」的規則來進行結算。 
 
終局： 
如果黑暗標記到達黑暗軌跡上最終的格子，則遊戲開始進行最終對決，如果生存者在此輪

依然沒能進入實驗室，則遊戲結束，所有玩家輸掉此回遊戲。 
 
2. 生存者重新編隊 
為每個在相同房間的生存者團體（或者單一生存者）調整他們在數值追蹤圖版上小隊區域

中對應的方塊到一起。 
舉例來說，如果4個生存者分成兩兩行動的話，在數值追蹤圖版上的小隊區中，第一和第
二格的位置就會各放置兩個對應顏色的方塊。 
 
玩家們可以任意調整這些方塊組或者單一方塊的順序。 
在行動階段的時候，最靠前的小隊（或者單一生存者）必須要先完成他們的行動之後才換

到之後的小隊。 
生存者們會維持目前的小隊成員，就算他們在移動的時候決定分頭行動，直到本輪結束為

止。 
 

3. 攝影機檢定 
每個起碼有一個生存者所在的房間內，確認是否有攝影機的視線，為每一台有看到生存者

的攝影機，擲出等同於看到該房間內生存者數量的生存者骰。以及一個額外的驚恐骰。如

果丟出一個以上的失敗（請見15頁），則依照驚恐骰上的圖示進行結算（請見27頁）。
如果房間內有5個生存者，則先擲4個生存骰，如果全部的結果都是安全，再重擲其中一個
生存骰來確認第五位生存者的狀況。 
如果有複數攝影機同時看到同一個小隊或者單一生存者，則要為每個攝影機進行一次檢

定。玩家需檢定完一個房間內所有的攝影機之後再換到下一個。 
 

4. 殭屍生成： 
現在殭屍會在屋內生成，不管在這個階段之前有沒有生成其他殭屍。依照之前第9頁的規
則決定在哪個房間會生成殭屍指示物，以及哪些房間的殭屍指示物會變成殭屍群（殭屍模

型）。 
 

5. 殭屍化： 



在維持階段的最後一步，病毒感染（有2個以上病毒記號的生存者）會惡化，如果該玩家
已經有灰色方塊在他們的技能格上的話，將其往左移動一格，若否，則將一個灰色方塊放

置在最右邊的技能格上。如果移動到的技能是啟用狀態，則將該技能指示物移除。所有被

灰色方塊上或者右邊的技能都會失去，而且在本次遊戲中不能再次啟動或者被使用。 
 
露西獲得了經驗值軌道上的第二個技能，所以將對應的技能指示物以藍色面（啟動中）放在

對應的圖標上，但是，因為露西被咬中兩次而被感染，灰色方塊會被放在最右邊的技能格內

，在下一輪，灰色方塊會向左移動一格，當灰色方塊達到已經啟動的技能的時候，露西會失

去該技能。 
 
當這個流程開始的時候，生存者只有少數的時間去找尋並且注射解藥，如果灰色方塊到達最

左邊的話，生存者就會殭屍化，將生存者模型移除並且放置一個殭屍模型到原本的位置上，

並且將黑暗標記往前進一格，該生存者失去本輪的行動，直到下一輪的隊伍重整階段，玩家

才能讓一個新的生存者進到入口處。該生存者要拋棄掉所有先前獲得的裝備，用滿生命值以

及沒有病毒感染和只有起始裝備的狀況下放置到入口處，玩家可以選擇用相同或者不同的角

色再次進入大屋。 
注射解藥只能暫緩殭屍化的進程，而不能夠將病毒從玩家的體內完全移除，所以就算注射了

解藥，玩家仍然會保留一個病毒指示物，直到他再度被咬，再次獲得第二個病毒指示物，殭

屍化又會再度開始，灰色方塊繼續的開始朝著最左邊的技能格開始它的死亡行軍。 
玩家永遠不會擁有多於兩個的病毒指示物。 
 
行動階段 
在行動階段，生存者們基於小隊，按照順序使用行動，生存者們會根據所在的房間，在維持

階段時被分為不同的小隊，如果是落單的生存者，也會自成一個單人小隊。組隊狀況會在數

值追蹤圖版上的小隊區域，用跟玩家相同顏色的方塊來標示。 
這些小隊方塊的順序也代表了這些小隊進行行動的順序。 
從小隊區域內最左邊的格子開始，一直往右進行。當輪到該小隊的時候，他們可以進行以下

動作： 
 
1) 所有在同一小隊內的生存者都被算作「行動組」並且可以用任意順序進行他們的行動。
當小隊內玩家全部行動完畢之後，將他們的方塊移動到下方的隊伍空格內。 

2) 殭屍和怪物們將會進行他們的反應動作（請見18-23頁），然後火勢會開始蔓延（請見先
前第10頁） 

這個兩階段流程會持續進行到所有的小隊都結束他們的行動為止。 
本輪將會在最後一個小隊結束他們的流程後結束。 
 
在這個範例中，生存者分成了三個小隊，各處大屋中不同的房間內，綠色和紫色生存者的方

塊位於第一格，所以他們是第一個行動的小隊，在這個範例中，他們已經進行完行動，並且

將他們的方塊移動到下方格子內了。這代表他們本輪的行動階段已經結束。 
在上方格子中的兩個圖標，提醒著玩家當他們把方塊往下移動時要進行的步驟，在進行完怪

物和殭屍的反應以及火勢擴散之後，下一個小隊（紅色生存者）就可以開始進行他的行動

了。 
包含黃色與藍色方塊的小隊則是本輪最後行動的一組人馬。 
在行動階段時，小隊內的各種行動沒有固定順序，只有小隊和小隊之間的行動要按照組隊區

的順序進行。 
 



生存者可以進行的行動點數等同於他們目前的生命值，遊戲開始時，生存者們擁有3-4點的
行動點，依照不同人數的生存者而決定。 
當生存者受傷了，他們的生命值會下降，依照他們目前生命值的總量，他們的行動點數也可

能會下降，但是這些變化不會立刻反映在遊戲上，而是要等到下一輪開始的時候才會進行調

整。生存者們可以用任意順序進行不同的行動，或者反覆進行相同的行動，在生存者回合結

束的時候，沒有被用上的行動點數會放在自己的生存者圖版上的右方行動格中。 
 
當小隊進行行動的時候，玩家可以用任意順序來安排他們的行動，比方說小隊成員包含了布

魯斯和妮娜，玩家可以讓布魯斯開始先進行兩次行動，之後換道妮娜進行一個行動，然後換

回布魯斯進行一個行動，依此類推直到所有的行動點數用完為止。 
要記得，生存者小隊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所以你在思考行動時應該是把他們視作一個整體，

而非個別的角色。如何善用這些行動的安排將會有生與死的差別，所以試著不要浪費任何的
行動，以及任何可以行動的機會吧。 
 
以下是玩家在遊戲中可以進行的不同行動： 
 
- 移動： 
玩家可以使用1點行動點數來進行水平（上下或左右）移動到鄰近的房間，但是永遠不能
斜向移動。如果一個圖板內包含了兩個分開的房間，在這兩個房間之間移動視同移動到

鄰近的房間內。牆壁和上鎖的門會阻擋移動，玩家不能夠離開有怪物或者殭屍的房間，

除非在戰鬥時丟出了撤退符號（請見15頁的「撤退」）。如果玩家移動到任何殭屍生成
指示物的視線內，則指示物就會轉變成殭屍群。生存者可以移動到燃燒中或者已經毀壞

的房間內，但是要付出相對應的代價。在同一個小隊內的生存者可以進行同時的移動，

但是每個生存者還是要為移動的每個房間付出1點行動點。 
同時移動在目前的遊戲中不會有什麼影響，但是當進行「進階遊戲」的時候（參照32頁）有
些板塊會要求小隊或者生存者進行檢定，所以玩家就要更注意評估是否同時進入該房間的利

弊。 
 
- 搜尋： 
生存者可以使用1點行動點數在沒有毀壞的圖板進行搜尋。擲出跟在房間內生存者數量相
同的生存者骰子以及一顆額外的驚恐骰，每一個丟出的成功圖標（見15頁）都可以讓生
存者從裝備牌堆中抽一張牌，然後選擇要留下或者是「免費」遞給在同一房間內的其他

生存者。每一次的搜尋行動每個生存者都只能最多被分到1張裝備卡。如果有1個以上的
成功符號被擲出，則放一個灰色方塊到該圖版上，這代表著此房間已經被搜尋過，也不

能再被搜尋。如果該板塊包含兩個房間，則代表最多可以被成功搜尋兩次，每個房間一

次。擲骰時如果有任何除了成功圖標以外的圖標出現兩個以上的話，驚恐骰上的事件

（請見27頁）就會被觸發，在搜尋時，失敗圖標不會像戰鬥時一樣取消成功圖標。 
在這個範例中，某位生存者與其他兩位在同一房間的生存者進行了搜尋行動，所以3個生
存者骰以及1個驚恐骰被擲出。結果有1個成功圖標（最左邊），表示生存者找到了1張
裝備卡，但是2個瞄準圖標將會觸發驚恐骰上的事件：怪物將會出現在大屋中。 
 

- 傳遞或者拿取裝備 
生存者可以消耗1點行動點來將一張裝備卡傳遞給同房間的其他生存者，或者從其他同房
間的生存者手上獲得一張裝備卡。使用行動點的生存者必須要是行動中團隊中的一員，

但是另一位生存者則不用。 
生存者也可以傳遞他們的起始裝備卡，或者是密碼芯片，同樣的消耗1點行動點。 



 
- 解鎖一扇門 
當生存者初次進入一個包含或者鄰接著上鎖的門（有密碼芯片放置在上鎖符號上）的圖

板時，該玩家可以翻開密碼芯片來調查其顏色，如果玩家持有的裝備卡上包含所有跟密

碼芯片上顯示顏色的圖標的話，他可以花費1點行動點來解鎖這扇門，並且保留密碼芯
片。密碼芯片不算是物品，但是依然可以保留在生存者手中，如果生存者手上的裝備卡

無法湊齊所有顏色，其他在相同行動中小隊以及同一房間內的其他生存者可以支付自己

的1點行動點來進行支援。支援的人數沒有限制，但是每個支援的生存者都需要支付一點
行動點。 
如果很不幸的，玩家無法湊齊所有的顏色，玩家就可以用暴力破門，但此時，每一個不

足的芯片顏色都會讓黑暗標記往前移動一格。當門解鎖了，每一位生存者不論有沒有直

接參與，都可以獲得一點XP 
 

- 滅火 
生存者可以使用2點行動點來移除他們所在房間的一個燃燒標記，火災將會在所有的燃燒
標記被移除後澆滅，當最後一個燃燒標記被移除時，將火焰指示物也一同移除，並且不

用消耗行動點。 
火災會影響版圖內所有的房間，並不只是特定的幾個房間。進行滅火動作時也會影響整

個圖版，不論裡頭有幾個房間。 
 

讓我們來進行一些快速的火場掌控訓練吧。 
第一個提示：不要忽視火災，就算每次只有一處起火延燒，放置不理的話也會變成生存者很
大的困擾。 
關於火災的標示有兩種，火焰指示物和燃燒標記，火焰指示物標記著火災前進擴散的方向，

而燃燒標記則標示著因為火災造成的受損狀況，在火災檢定的時候只有火焰指示物會移動，

並且不會移動到已經毀壞的房間內，燃燒標記則會被放置在火焰指示物前往的地方，這樣會

漸漸的減少生存者的安全路線。然而這還不是最糟糕的。 
當一個圖版上面被放置第三個燃燒標記的時候，他就立即毀壞。將所有的燃燒標記，攝影機

指示物和密碼芯片移除後放置一旁，然後將圖板翻到毀壞的一面。最糟糕的是，黑暗標記也

會向右移動一格，現在你有一個充滿危險的房間，而且還會對想要穿過它的生存者造成3點
傷害（見下述） 
火災會對生存者，殭屍和怪物造成下述影響： 
1) 在火災擴散後，每個處於燃燒中或者已經毀壞的板塊內。 
盡可能移除等同房間內燃燒標記數量的殭屍模型（如果是毀壞的房間就是3個）生存者不
會因為殭屍被火災消滅而得到任何XP。殭屍生成指示物不會被火災影響。 
沒有火焰免疫能力的生物會受到每個燃燒標記1點傷害，若是毀壞的房間就是3點。玩家
們決定造成的傷害部位並且放置對應的傷害方塊到怪物圖版上。 
每位生存者會因為每個燃燒標記減少1點生命值，若是毀壞的房間就是3點。 

2) 當生存者移動到一個燃燒中或者毀壞的房間內時，生存者就會降低等同於房間內燃燒標
記數量的生命值（若是毀壞的房間就是3點） 

3) 如果殭屍在戰鬥中被擊退至燃燒中的房間或者毀壞的房間時，立刻移除該殭屍並且攻擊
的玩家獲得1XP。如果是怪物因此被移除，則所有生存者獲得2點XP獎勵。 

請注意：不論何時房屋內都只會有一處火焰指示物。 
- 使用角落房間的效果 
在三個角落的房間各自有著兩種獨特的效果，而實驗室只有一種（請見28頁）。當角落
房間被解鎖後，生存者就可以使用2點行動點來 



1) 執行房間的特殊效果。 
2) 使用房間內的電腦終端來輸入密碼芯片，並將其放置到安全圖板上。 

每個角落房間的特別效果每輪只能被使用一次，當被任何生存者使用後，放一個黑色方塊來

提醒本輪該房間的效果已經被使用過，黑色方塊會在下一輪的維持階段移除。 
 
- 戰鬥 
生存者可以花費1點行動點來攻擊同一房間內的怪物或者殭屍，如果他們持有遠距離武器
，也可以選擇攻擊射程和視線內其他房間的目標（請參照25頁）。攻擊時，玩家擲出所
使用武器裝備卡上指定的生存者骰，某些裝備或者技能會調整攻擊時的骰子，但是每次

攻擊丟出骰子的數量最多不能超過4個。每次攻擊只能使用一種武器，如果生存者沒有任
何武器，他還是能丟1個生存者骰，這代表他只能用他的雙手來戰鬥了。 
每次攻擊的時候，玩家是先擲骰之後才將結果分配給目標。攻擊的目標不用在擲骰前決

定。複數的命中可以分配給射程內的複數目標，就算身處不同房間也一樣。 
 
生存者的戰鬥擲骰： 
成功（爆炸圖標）： 
戰鬥中每個擲出的成功圖標都視為一次所使用武器的命中。非戰鬥狀況下（像是搜尋或者防

禦）該圖標會有不同的結果。殭屍會因為一次命中就被移除，而怪物則強壯得多。（詳情請

見17頁的「與怪物作戰」） 
 
瞄準（準心圖標）： 
每個擲出的瞄準圖標都可以提昇武器的射程1格，武器調整後的射程可以用在同一次攻擊所
有擲出的成功圖標上，這個圖標可以讓武器有機會擊中超過本身射程範圍的敵人。 
瞄準的結果只能用來增加遠距離武器的射程（如手槍），非遠距離武器（像是消防斧）則不

受影響。 
 
擊退（箭頭圖標）： 
這個圖標會將目標徑直推離進行攻擊的生存者所在的房間，到相鄰的無障礙阻擋的房間內。

擊退圖標只能夠用在與攻擊者身處同一房間的目標上，不論攻擊者使用的是遠程武器或者近

距離武器。擊退圖標是一個獨立的符號，並且不需要有成功圖標的存在，就像是一記強力的

推擠，雖然不造成傷害，但是可以讓目標遠離你。 
如果有複數擊退圖標被分配給單一目標，則該目標會被擊退等同數量的房間，生存者也可以

將複數擊退圖標分配給複數目標。 
你可以選擇不要發生擊退圖標的效果。 
 
撤退（十字箭頭圖標）： 
這個圖標可以讓攻擊者或者同房間內的其他生存者移動到其他房間內，由目前行動的生存者

決定。 
如果擲出複數撤退圖標，則目前行動的生存者可以選擇下列幾種結果： 
1) 將撤退圖標分配給複數和進行攻擊者同房間的生存者，將他們移動到鄰近無阻礙的房間
內。 

2) 將撤退圖標分配給同房間的單一生存者，將他移動等同於被分配圖標數量的房間數。 
受困的生存者（請見22頁）不能用戰鬥中的撤退圖標離開房間，生存者可以使用撤退移動來
進入或者穿越有殭屍或者怪物所在的房間。 
你可以選擇不要發生撤退圖標的效果。 
 



失敗（禁止符號圖標）： 
在戰鬥中，每一個失敗圖標都會取消另一個擲出的結果，甚至是另一個失敗圖標。攻擊者可

以決定取消哪一個圖標。 
 
戰鬥擲骰範例： 
1. 擲兩個骰結果為1成功1失敗，該次攻擊失敗。 
2. 擲三個骰結果為2成功1失敗，其中一個成功被一個失敗所取消，所以結果為一次命中。 
3. 擲三個骰結果為1成功2失敗，玩家選擇用其中一個失敗取消另一個失敗，所以結果還是
有1次命中。 

4. 玩家擲出2成功和2瞄準，這讓他本次射擊武器的射程+2，這兩次命中可以用來攻擊同一
房間或者分散攻擊不同房間內的目標。 

 
- 視線 
視線決定了生存者是否能攻擊，看見版圖上特定的元素，或者與房屋內的特定元素互

動。 
視線也會讓殭屍生成指示物轉化成殭屍群（模型）。要確認視線請依照下列兩條規則： 
■ 視線只能夠是水平的直線，不能斜角 
■ 視線會被牆壁，摧毀的圖板和鎖上的門阻擋。 

在這個範例當中，說明了不同狀況如何影響視線： 
露西（黃色）對於殭屍生成指示物#1有視線，但是對指示物#2沒有，因為被上鎖的門擋住
了。布魯斯（藍色）對任何殭屍生成指示物都沒有視線，毀壞的房間擋住了他和指示物#3之
間的視線，#4則是被牆壁和毀壞的房間雙雙阻擋，指示物#1則是在斜角方向。 
里歐（紫色）在走廊上，所以和指示物#3和#4都有視線。 
傑克（橘色）被困在毀壞的房間內，也就是會完全遮擋視線的圖版，所以傑克看不見任何東

西，他的視線被濃煙所遮蔽。當然在所有的範例中，如果玩家跟殭屍生成指示物建立了視線

，則指示物會立刻的翻開，並依照規則變成殭屍群。 
 
與怪物戰鬥： 
用在跟殭屍戰鬥的規則大部分也是用於跟怪物的戰鬥，但是怪物要強壯得多，不像殭屍一擊

就倒下。在遊戲中遭遇怪物時會有更高的挑戰性，因為它們通常更強，擁有特殊的攻擊手段

，甚至有些怪物免疫來自燃燒記號或者毀壞房間造成的傷害。 
每頭怪物的身體都可以分為幾個區域，就像是怪物圖版上畫的一樣。當這些部位被擊中足夠

多的次數時，怪物的機動性，攻擊力，或者是威力攻擊能力就會被弱化。當成功的命中怪物

時，將灰色的方塊放置在攻擊者所選的相對應位置，摧毀該位置所需的命中數量則記載目標

圖標中，當指定的命中次數達到時，可能會有以下的變化： 
 
- 破壞橘色區域：忽視怪物骰上的一個齧咬圖標， 
- 破壞藍色區域：該怪物失去一點移動力 
- 破壞紅色區域：該怪物少擲一個怪物骰 
- 破壞白色區域：忽視怪物骰上的一個強化圖標（會觸發威力攻擊） 
注意：如果怪物圖版上有相同顏色的區域，則該破壞區域造成的結果會累計計算。如果破壞

了怪物所有的區域，怪物則被消滅。 
 
怪物圖版的詳細內容： 
火焰圖標代表著該怪物有火焰抗性，可以通過或者停留在有燃燒標記或者是已經毀壞的房間

內而不受到傷害。 



 
命中部位： 
這些目標圖標表示著怪物的身體部位，在圖標內的數字代表要摧毀該部位所需要的命中次數

，圖標的顏色則代表了若是破壞該區域則生物會被弱化的部分，每個攻擊命中都會放一個灰

色方塊在攻擊者指定的命中部位內。 
當每個部位都被破壞時，該生物就被消滅，將模型從圖版上移除並且所有生存者獲得2XP。 
我們用左方的怪物卡來做說明，藍色區域如果受到2次命中，放上2個灰色方塊後，就會降低
殭屍犬的移動力從3點到2點。 
 
能力： 
藍色（狗掌印圖標）數值代表怪物在反應階段的移動力，紅色（成功圖標）數值代表怪物的

攻擊力，就是在攻擊時的擲骰數量。白色（強化圖標）和橘色（齧咬圖標）的細節會在23頁
說明。 
 
威力攻擊： 
這裡的圖標說明了生物對生存者們獨特的威力攻擊，當強化圖標（見23頁）在戰鬥中擲出時
，威力攻擊就會被觸發。威力攻擊的效果請猜照卡片說明指南的部分來獲得全部怪物威力攻

擊的特殊規則。 
 
殭屍與怪物反應階段： 
在所有行動中小隊的生存者都將他們的方塊移動到下方空格後，殭屍以及怪物的反應階段和

隨後的火勢蔓延階段就會開始，反應階段代表殭屍或者怪物偵測到屋內生存者們的存在，火

勢蔓延代表著火勢席捲整個房屋的自然過程。 
剛結束行動的小隊會作為「觸發團隊」。殭屍或者怪物的反應會依據觸發團隊內生存者的位

置而有不同。每個在觸發團隊內的生存者都會造出一個「觸發區域」，包含自己和周遭鄰近

的八個格子（成一個9宮格狀），如果生存者靠近圖板邊緣，那麼觸發區域的規模就會比較
小。 
在觸發區域殭屍生成指示物或者是殭屍群會變成行動狀態並且往著最靠近的生存者移動並且

進行攻擊。與殭屍不同，怪物不需要再觸發區域內也可以進入行動狀態，並且總是會嘗試朝

著最靠近的生存者前進。 
左邊的圖顯示了兩個剛結束行動的生存者S1和S2造成的觸發區域，其結果就是在反應階段
引起了殭屍群Z1的反應，殭屍群Z2不在觸發區域內，所以不會行動，生存者S3則是屬於其
他小隊，所以本回合也不會觸發殭屍群Z2的反應行動。如果屬於同一小隊的生存者在移動
的時候分頭進行，那麼在回合結束的時候他們都各自會產生自己的觸發區域。所以玩家隨時

要注意他們所操縱的生存者在屋內的位置。 
 
反應階段由下列三個步驟構成： 
1) 被啟動的殭屍和怪物如果和1名以上生存者在相同房間的話會立刻攻擊。 
2) 被啟動的殭屍和怪物會朝著最靠近的生存者移動並且能夠的話進行攻擊他們攻擊範圍內
的生存者。 

3) 起火的地點會開始蔓延 
讓我們來詳細解釋一下這三個步驟： 
1. 殭屍和怪物的攻擊 
殭屍和/或怪物若是和1名以上的生存者處在同一個房間內，將會立刻進行攻擊。首先是
所有滿足條件的殭屍進行攻擊，結束之後才換怪物進行攻擊。若是有複數房間同時滿足



條件，則玩家可以決定結算的順序。殭屍攻擊時，擲和房間內殭屍模型數量相同的怪物

骰，最多6顆。怪物的攻擊骰數則要看怪物圖板上的數值決定。 
2. 殭屍和怪物的移動與攻擊 
任何處在觸發區域內的殭屍都會被啟動，殭屍可以移動兩次（也就是2個房間），但是不
能穿越牆壁，燃燒中或者已經毀壞的房間，以及上鎖的門。殭屍一定要朝向最靠近的生

存者移動，但是他們移動時不能離開觸發區域，如果有兩者距離相同的情形，玩家可以

自行選擇殭屍要移動的房間。有時殭屍不能在兩格移動到達生存者所在的房間，但是殭
屍只要能夠在更靠近觸發者的房間停止移動，意味著下一回合只需要更少的移動數就可

以到達觸發生存者的位置，那麼殭屍就會移動。在某些狀況下，殭屍必須要離開觸發區

域才能靠近生存者的話（比如被牆壁阻隔，遇到死胡同等狀況），那麼殭屍就不會移

動。在殭屍前往觸發者的移動路徑上如果遭遇任何其他生還者，那麼殭屍就會停下腳步

並且立刻進行攻擊。 
怪物與殭屍不同，它不用管目前的觸發區域為何，而是必定會被觸發，但是怪物的路徑

必須是「開放」的，這代表怪物決定的路徑最終會通向倖存者，而不是穿過牆壁或者進

入死胡同，或者因為牆壁或者鎖上的門而被迫結束。只有在怪物本身有火焰抗性的時候

（見17頁）他才會穿過著火或者毀壞的房間。該生物的路徑還要使它能夠更靠近觸發板
塊，也就是下一回合可以用更少的移動接觸生存者。否則他就不會移動。 
為了確認你完全了解了殭屍反應的基礎，讓我來簡介一下關鍵的規則： 

- 當被觸發時，殭屍一定會往最靠近的生存者移動，有時最短路徑不一定會到達觸發小隊

的位置，反而是到達觸發區域內其他小隊所在的房間。這很有可能會讓觸發小隊拿著其

他小隊作為殭屍攻擊下的犧牲品。當你不想把其他倖存者作為犧牲品的時候，移動請小

心謹慎。 
- 一旦被觸發，殭屍們絕對不會不攻擊同一房間的生存者轉而去追其他的觸發者，不論他

們是不是觸發的小隊。 
- 殭屍在反應行動時永遠不會離開觸發區，如果這是他們到達觸發者的唯一辦法的話，他

們就不會移動。要記得，殭屍很笨而且很容易被噪音吸引。他們將永遠不會遠離噪音源

，而寧願踩過他們與噪音之間障礙上，如果使他們遠離噪音來源，他們的聰明才智將不
足以讓他們找到別條路。 

- 殭屍移動時總是會避開燃燒或者毀壞的房間，再次提醒，如果通往觸發者的唯一通路是

要經過燃燒或者毀壞的房間時，他們就不會移動。 
- 在一輪當中，殭屍群是有可能被觸發兩次的，這會發生在一群殭屍跟另一群合併的狀

況。根據殭屍的數量，第二次的攻擊骰數將會提高。因此，玩家在兩群殭屍靠近的時候
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行動。 

 
範例：在這個狀況下，一個殭屍群（Z1）跟生存者處在同一房間內，所以他們會比Z2的殭
屍群先進行攻擊。殭屍群Z1裡頭有兩隻殭屍，所以攻擊時會擲兩個怪物骰。隨後殭屍群Z2
開始移動到生存者的房間內並且進行攻擊，但是因為殭屍群Z2裡頭有4隻殭屍，但是因為現
在跟Z1合併了的結果，進行攻擊時總共要丟6個怪物骰。我們再次提醒，不論什麼狀況，敵
方攻擊的時候最多只會丟6個怪物骰。 
 
在第二個範例中我們有一個三人小隊剛結束了行動，在他們的階段中，S3離開了房間，S1
和S2則留在原處，這造成了兩個觸發區域，也就是生存者S3額外的造成了4格的觸發區域。
而讓殭屍群Z2被觸發。殭屍群Z2會朝著S3前進，因為他是最靠近的生存者。如果S3跟S1和
S2留在同一個位置的話，殭屍群Z2就不會被觸發了。 
 



這邊有個範例是殭屍生成指示物受到他下方兩個生存者的觸發，因為在殭屍與生存者之間有

一扇鎖住的門隔開了，所以殭屍指示物沒辦法直接前往生存者所在的房間，殭屍想要盡可能

地靠近生存者，不然他們將不會移動。 
 
為了繞過鎖上的門，殭屍在反應階段會沿著觸發區慢慢地繞向生存者們。假設生存者們都不

移動的話，殭屍將在3回合後到達他們所在的房間內。 
一個簡單分辨殭屍是否會移動的方式就是看看本回合殭屍是否能沿著觸發區域到達觸發者的

位置。 
 
因為怪物沒有觸發區來決定他們是否移動，所以移動的規則跟殭屍會有點不同，讓我來簡單

介紹一下： 
■ 怪物總是會朝著有開放路徑（不被牆壁或者鎖上的門阻擋）中最靠近的生存者移

動。 
■ 怪物只有在具有火焰抗性能力時才會穿過著火或者毀壞的房間前進（看怪物圖板右

上角是否有火焰圖標決定）。 
■ 如果開放路徑存在，但是怪物在結束移動時會距離生存者距離更遠的狀況下，怪物

會停留在開始的板塊不動。 
 
布魯斯（藍色）與露西（黃色）結束了他們的移動，所以他們所在的位置成為觸發區域的中

心。房子內有一隻怪物，殭屍犬。在圖上的範例中，沒有開放的路徑，不管殭屍犬怎麼走都

不能走到觸發區域的中心位置。如果生存者上方的兩個門都打開了，那麼殭屍犬就會進行移

動，因為他同時達成了有開放的路徑以及結束移動時不會距離倖存者更遠的條件（如果門開

了殭屍犬就可以走到倖存者鄰近的房間內）。 
 
3. 火勢蔓延 
當殭屍以及怪物的反應行動結束後，如果屋內有火焰指示物在的話，玩家就要擲一個4面
骰來決定火勢蔓延的方向。（請見第10頁）如果火焰移動，則在移動到的圖版上放一個
燃燒標記，如果火焰停止不動，則在原本的圖板上放一個燃燒標記，除非該圖板已經是

毀壞的房間。 
 
殭屍與怪物的戰鬥擲骰 
當怪物或者殭屍攻擊的時候，會擲怪物骰，擲骰的數量會依照怪物的力量（記錄在怪物圖板

上）或者是殭屍的數量來決定（最多6個骰子）。 
如果同時發生數場戰鬥，玩家可以決定發生的順序，如果怪物和殭屍攻擊同一小隊的生存者

，他們要被分開結算，殭屍要先進行攻擊，然後才是怪物。擲骰後，怪物骰的結果可以被分

配給房間內的任何生存者，不管他們是不是來自同一個小隊。同一個生存者也可以被多次分

配擲骰結果。怪物骰的結果將會由玩家自由進行分配，除了以下例外： 
■ 受困結果將會永遠比恐懼結果先進行分配。 
■ 如果某個生存者已經持有兩個病毒指示物，那麼額外的齧咬結果就不能分配給他，

而必須分配給同一房間中還沒有2個以上病毒指示物的生存者。如果都不能分配，
多餘的齧咬結果將被忽視。 

 
傷害（心型圖標）：每個被擲出的傷害圖標表示該房間中的一名生存者會受到1點傷害，如
果複數圖標擲出，則結果可以被分配給複數生存者。 
 



重傷（心型圖標中間有數字2）：每個重傷圖標代表該房間內的一名生存者要受到2點的傷害
，如果複數重傷圖標擲出，結果可以被分配給複數生存者。但是生存者永遠不能將重傷的2
點傷害平分給兩個生存者承受。 
 
受困：每個受困圖標會造成生存者變成受困狀態，將一個受困記號放在生存者模型下方，當

處於受困狀態時，生存者就不能再被分配到受困結果了。 
受困的生存者在房間內的殭屍和怪物全數消失，被推到其他房間，又或者自行脫困之前不能

夠離開房間。 
如果怪物有遠距離武器，他也只會困住與怪物同一房間的生存者，如果不在同一房間的目標

，則忽視受困結果。 
受困圖標必須在恐懼圖標之前被分配完畢。 
 
恐懼（人臉圖標）： 
每個恐懼圖標都會強迫生存者到非對角的鄰近未受阻格非燃燒以及非毀壞的房間。每個生存

者每次攻擊只能被分到一個恐懼圖標。 
受困的生存者不能被分配恐懼圖標。 
如果複數生存者被恐懼圖標所影響，他們可以移動到相同或者不同的房間。 
受恐懼影響的玩家不會造成觸發區域而讓怪物或殭屍再次移動。 
記得恐懼圖標的影響最好都在最後，這樣才能提醒玩家先結算受困圖 
 
受困的生存者會陷入了相當的麻煩中，因為它們被貪婪的敵人給壓制住了。受困中的生存者

不能夠戰鬥或者逃離房間，受困的生存者只會希望脫困（以及活下去），他只能夠期待兩件
事情：自立脫困或者有同房間的其他生存者幫助他脫困。 
當處於受困狀態時，生存者在該輪開始時只會獲得1點行動點，而且他們只能夠用來讓自己
脫困，在這個情況下，生存者只能專注在逃離，避免被生吞活剝，而無暇顧及其他事情。 
為了脫困，生存者必須付出1點行動點數來丟生存者骰子，數量等同於生存者圖板上的脫困
值（在爪子圖標內的數字）。 
在其他行動中，同處一室且未受困的生存者可以協助受困的生存者進行脫困。每個協助者要

付出1點行動點，然後將他的脫困值加入總骰數中。 
在這個合力行動中，生存者骰子的數量不能多餘4個，如果擲骰結果中有任何撤退符號，受
困的生存者就脫困了，脫困的生存者可以重新獲得本輪應該獲得的行動點，但要減去1點，
如果脫困行動失敗了，其他沒有受困的生存者可以重複嘗試救援，但每次嘗試都需要花掉1
點行動點。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其他玩家可以嘗試將房間內的敵人淨空。 
行動中的團隊總是可以進行嘗試援救沒有在行動中的生存者 –畢竟朋友就是應該互相幫助的
不是嗎？ 
要注意的是，每次營救行動只能針對單一受困者，就算骰出了複數的撤退結果，也不能分給
其他受困者使用。營救行動得一個個來，希望在拯救其他人的時候不會太遲了… 
 
強化 
殭屍攻擊生存者時，每丟出一個強化圖標都會驚動一個殭屍群或者生成指示物。強化圖標會

造出一個距離剛好為2的觸發區域，並且只會影響剛好距離事發房間2格遠的殭屍群或者生成
記號。而不會影響鄰接的殭屍群或者生成記號。 
每個擲出的強化圖標都會影響一個範圍內的殭屍群或者生成指示物，如果他們剛好可以移動

2格到事發房間的話。符合條件的殭屍群或者生成指示物會移動到事發房間，並且加入正在



攻擊中的殭屍群，但是他們本輪不會攻擊。如果有多個滿足條件的殭屍群或者生成指示物，

玩家可以自由選擇誰要移動。 
沒有被用掉的強化圖標會被忽略。 
在旁邊的範例中，可以看到有一個2人小組被Z1殭屍群攻擊，這次攻擊中有一個強化圖標被
擲出，所以要確認兩格遠的觸發區，其中兩個殭屍群（Z2和Z3）要多於2步才能移動到事發
格中，所以他們不會行動。但是最後一群殭屍（Z4）剛好用2步可以到達事發格，所以玩家
必須將它們移動並且合併到事發房內……希望他們有足夠的彈藥。 
 
齧咬 
在殭屍或者怪物攻擊時，每個齧咬圖標擲出都會造成一個病毒指示物要分配給房間內玩家指

定的生存者。受感染的生存者要把病毒指示物放在生存者圖板的左或者右邊，並且每個病毒

指示物會佔用一個物品欄，當放置好之後，病毒指示物就不能夠移動或者調整位置，所以請

小心配置。玩家收到的第一個病毒指示物在遊戲中是不能被移除的，當玩家收到第二個病毒

指示物的時候，要放在原先病毒指示物的旁邊，也要佔掉一個物品欄，並且這時玩家就變成

受感染的狀態，會開始殭屍化的流程（請見11頁）。 
第二個病毒指示物是可以被移除的，如果生存者有找到解藥的話。 
已經獲得2個病毒指示物的玩家不能再次被分配病毒指示物，這些齧咬圖標必須分配給其他
生存者，如果沒有合適的目標，就會被忽視。 
 
受到囓咬圖標影響的玩家會獲得病毒指示物，這種指示物必須像是可用物品一樣的放在玩家

圖板的左或者右邊，而且會佔掉可用物品的空間，這代表了生存者受到病毒影響導致的身體

虛弱。如果物品欄已滿而玩家又獲得了病毒指示物的話，玩家必須丟棄裝備卡來給病毒指示
物騰出空間。跟裝備卡不同的是，病毒指示物永遠不能被交易給其他玩家，並且第一個獲得

的病毒指示物在本次遊戲中永遠不能被移除。幸運的是，玩家最多只會獲得2個病毒指示
物。 
當玩家獲得第2個病毒指示物的時候，玩家會開始慢慢的殭屍化，殭屍化發生在維持階段，
並且會慢慢的讓玩家的技能發生衰變，這衰變的過程可以被停止，但是受到的傷害將不會復
原。當玩家的技能因為殭屍化的原因而消失，在本次遊戲中你就再也不能獲得它。要阻止衰

變，玩家必須使用解藥，或者是在實驗室中的解藥櫃（請見28頁）來將第二個病毒指示物移
除。 
 
防禦擲骰 
在每次殭屍群或者怪物攻擊後，生存者在攻擊效果進行結算之前可以進行自我防衛，防禦擲

骰並非強制行，但是在幾乎所有情況下，小隊都會希望儘可能消除怪物骰的擲骰結果。為每

個在房間內沒有受困的生存者擲一個生存者骰，就算他們不是行動中的隊伍也一樣（最多擲

4個）。每個成功結果都可以取消掉一個怪物骰的影響，玩家可以自選要取消哪些效果，並
且將剩餘的效果進行分配。 
 
裝備 
裝備卡有兩個功能，他們提供了生存者致命的武器或者有著獨特效果的工具，或者是幫助玩

家開鎖，或者換個方式說，提供玩家打開實驗室大門的密碼芯片。 
進行物品整理的時候，密碼芯片並不佔用物品空間，這讓玩家可以盡可能的攜帶密碼芯片而

不會影響物品攜帶空間。但是玩家一樣要花1點行動點來跟其他玩家進行密碼芯片的傳遞。 
在2-4人遊戲中，玩家可以攜帶最多五樣物品 
在5人遊戲中，玩家最多只能攜帶四樣物品 



遊戲中有兩個物品種類：消耗品（單次使用），以及工具（永久有用）。工具卡在左上角會

有一隻或者兩隻手的圖標，槍枝，鏟子，防護服等物品都被歸類於工具。當生存者獲得消耗

品時，必須放在生存者圖板的左方，消耗品可以在生存者行動的回合中任意時機使用，除非

裝備卡上有明確的指示，不然使用消耗品是不用消耗任何行動點數的。 
當生存者獲得工具時，可以放置在生存者版圖的左右任一側，要放在右側的工具最多只能夠

容納兩隻手的圖標，也就是說你最多可以將一張有兩隻手圖標的工具卡或者兩張有一隻手圖

標的工具卡放在生存者版圖的右側。玩家任何時候都可以交換左右側的裝備卡並且不用任何

行動點數。 
如果玩家在物品欄已滿的狀況下又獲得新的裝備卡，他可以選擇丟棄新獲得或者既有的裝備

來騰出空間，被丟棄的裝備卡將永遠移出本次遊戲。 
或者，正在行動中的生存者可以花費每張不想要的裝備卡1點行動點來將他交給處在同一房
間的其他生存者。還有要記得，生存者也可以在自己行動的時候使用消耗品來騰出空間，並

且不用消耗任何的行動點數。 
彈藥物品卡會用圖標來表示他們所提供彈藥的特殊武器，使用時，玩家將若干黑色方塊（稱

為彈藥標記，並且標示在彈藥卡上）放置到武器卡上，隨即將彈藥卡捨棄。要注意的是，武

器卡上永遠不能有超過8個彈藥標記，彈藥卡屬於消耗品，並且可以在生存者行動階段中的
任意時機使用。 
 
我們來看看里歐的物品範例： 
斧頭和頭盔被裝備在生存者圖板右側，其左上角各有一個手的圖標，代表他們是工具。他的

雙手空間已經達到上限，並且他還攜帶了兩件消耗品，放在生存者圖板的左側。 
里歐進行了一個「開鎖」行動，幸運的是，他擁有所有開門所需要的圖標，所以他可以在不

需要其他人協助的狀況下獨立開門，里歐花費1點行動點數來將門解鎖，並且拿取其上的密
碼芯片放到他圖板的旁邊。每位玩家都因為這次成功的開鎖行動獲得1點XP。 
 
武器卡的細節： 
射程（藍底向下箭頭圖標）：表示武器攻擊時可以達到的距離，在這個範例中，2的射程代
表敵人在距離2格圖板以內的直線都可以被命中，武器的射程可能會被其他工具，技能，或
者戰鬥時的擲骰結果修正。 
 
攻擊（紅底爆炸圖標）：表示玩家在使用此武器進行攻擊時可以丟的生存者骰的數量。 
 
彈藥等級（子彈圖標）：代表獲得這把武器時其上面擺放的彈藥記號數量。一把武器上面最

多只能有8個彈藥記號。 
 
手的圖標是用來調整物品欄的，生存者可以將1張有2隻手的圖標的裝備卡或者2張有1隻手
圖標的工具卡裝備在生存者圖板的右側。 
 
如果武器有特殊效果，則會標記在卡片的右下方，請參照圖標簡介獲得更多細節。 
 
彈藥卡的細節： 
左上的1X圖標代表這是一張消耗品卡，並且會在使用後被棄置。生存者可以在自己的行動
階段的任意時機使用消耗品。 
 
在子彈圖標旁的數字代表此張卡片用來裝填槍枝時可以放置的彈藥記號數量。武器卡上最多

只能放置8個彈藥記號，多餘的部分則直接棄置。 



 
槍枝形狀的圖標代表這種子彈可以用來裝填的槍枝種類。 
 
記住，生存者每次只能使用一種武器進行攻擊，你不能結合兩種武器來讓擲骰數量變多。不

過這不包含使用其他工具來強化武器的效果。 
 
如同之前解釋的「打開門鎖」（見第13頁）每件消耗品和工具的左上角都會有一個安全碼的
顏色圖標，在物品欄中的組合顯示了生存者可以打開屋內的特定門鎖。當進行開鎖時，生存

者可以要求同房間內同伴的協助，所有進行以及協助開鎖的生存者都要支付1點行動點，不
論他們提供的圖標數量有多少個。 
當門被打開時，所有的生存者都可以獲得1點XP，不論他們身處何處或者有沒有參與開鎖。
進行開鎖的生存者將密碼芯片放到自己的圖板旁邊。 
 
在這個例子中，妮娜結束他的行動在布魯斯和傑克所在的房間內。在他們的行動階段中，布

魯斯和傑克嘗試著解開門鎖，他們需要用來開鎖的圖標包含了三個顏色，綠，藍和黑。這些

圖標包含在三位玩家的物品中，但是妮娜本輪不能進行協助開鎖，因為她不是行動小隊中的

一員。 
對於布魯斯和傑克來說有兩個選擇，他們可以等到下一輪，或者兩人其中之一花費1點行動
點從妮娜手上接過彈夾（上有綠色圖標），當得到彈夾之後，布魯斯或者傑克就可以各花1
點行動點來進行開鎖。 
 
獲得經驗點數（XP） 
遊戲中，生存者們可以透過戰鬥勝利或者解開門鎖來獲得經驗點數（XP），XP可以用來啟
動技能（在技能說明中有指出的），或者是學會新的技能。XP等級會記錄在生存者圖板上
的經驗值追蹤條上。經驗值追蹤條可以記錄玩家能夠擁有的最大10點XP，或者是提醒他們
在獲得額外的XP之前要把多的部分消耗掉。XP可以在任何時候被使用。 
XP會因為以下狀況獲得： 
藉由戰鬥中的「成功」以及/或者「擊退」圖標清除一個房間的殭屍：1XP 
打開上鎖的門：1XP 
藉由戰鬥中的「成功」以及/或者「擊退」圖標清除一個房間的怪物：2XP 
生存者開始遊戲時擁有一個啟用中的技能，隨後在遊戲中可以消耗XP來獲得新的技能，啟
用新技能的費用列在生存者圖板上技能圖標的左邊。 
生存者可以在每輪中任意時間以及任意順序啟用新的技能，只要他有足夠的XP。當技能被
啟用後，玩家將對應的橘色調指示物放置到生存者圖板上的技能圖標上。技能的詳細作用請

參閱圖標指南頁。 
 
黑暗標記的進程： 
黑暗標記會因為以下事件前進1格： 
在最終對決前有房間因為火災而被摧毀。 
生存者在最終對決前被移出遊戲。 
打開門鎖時每忽視一個圖標顏色。 
當移除安全板上的一個密碼圖標卻沒有使用密碼芯片時。 
 
死亡與黑暗 
生存者可能會因為兩種理由遭到移除：殭屍化或者生命值降到0。不論何種狀況，黑暗標記
都會向右方移動一格。 



當玩家遭到移除時，將他們的方塊，模型，裝備卡，還有密碼芯片移出遊戲。所有非起始物

品都永久的從這場遊戲被移除。 
 
在下一輪遊戲開始時，玩家可以選擇目前尚未在遊戲中的生存者進行設置階段（請參照第7
頁），包含剛剛被移除的生存者也可以。 
在新的維持階段進行小隊重組時，玩家將新的生存者模型放置到入口處。 
然而，這些規則會在最終對決時有所變化（請參照29頁）。 
 
讓我告訴你驚恐骰上可以看到的圖標： 
 
殭屍群出現在附近（紅色骷髏圖標）x2：可能的話，放置一個殭屍生成指示物在現行小隊的
觸發區域內，如果與生存者建立了視線，則直接指示物轉換成殭屍群。殭屍生成指示物不能
夠被放置在上鎖的房間內。 
 
怪物反應（白色折曲箭頭） x2： 
當擲出這個圖標時，進行一個標準的怪物反應階段（請參照18頁），但是有以下不同處： 
只有觸發這個驚恐事件的生存者所在的房間被算作觸發圖板。 
如果有怪物被啟動，則他會盡可能向著觸發圖板移動，如果路上遇到其生存者，則怪物會停

下腳步並且進行攻擊。 
如果房屋中沒有怪物，則觸發圖板鄰近的八個圖板都會變成觸發區域，玩家隨即要移動2個
殭屍群或者殭屍生成指示物朝向觸發圖板移動2個房間，玩家自由決定移動和攻擊的順序，
如果殭屍在有生存者的圖板中結束移動，則依照21頁中「殭屍與怪物的攻擊擲骰」進行結
算。如果沒有殭屍群或者殭屍生成指示物在觸發區域的話，忽視此結果。 
 
怪物現身（白色鷹頭圖標）： 
如果怪物已經在場，則盡可能移除該怪物身上的3個損傷標記，由玩家選擇要移除哪個部分
的損傷。如果屋內目前沒有怪物的話，使用四面和六面骰進行一次標準的位置擲骰。怪物不
能被放到上鎖的房間內，所以有必要的話請重擲擲骰結果。決定位置後請將怪物圖板堆最上

面一張怪物圖板翻開，並且將對應的怪物模型放到決定好的位置上。 
 
起火/擴散（火焰圖標）： 
如果目前有既存的起火點，則進行火災擴散，如果沒有起火點，則用四面和六面骰進行一個
標準的位置擲骰，將火焰指示物和一個燃燒標記放到指定的位置上。 
 
屋子內的特殊房間： 
灑水控制（火焰圖標）： 
當玩家身處此房間時可以使用2點行動點來將任一房間內所有的燃燒標記移除，這個效果對
已經毀壞的房間沒用。 
 
醫療輔助（十字圖標）： 
生存者在此房間內可以使用2點行動點來治療最多2點先前受到的傷害。 
 
終端（密碼芯片圖標）： 
生存者可以在這個房間內使用2點行動點將一個密碼芯片放到安全圖板上。 
注意：只要身處不同的終端室，在同一輪中，複數的密碼芯片可以被輸入到安全板上。房間

內共有三處終端。 



 
解藥櫃（針筒圖標）： 
在這個房間內，身上有2個病毒指示物的生存者可以消耗2點行動點來移除一個病毒指示物。 
 
彈藥補充（子彈圖標）： 
在這個房間內的生存者可以使用2點行動點來填裝在他們物品欄內的一把槍枝到彈藥等級
（見25頁）為止。 
 
請記得，每個房間內的功能每輪只能被使用一次。 
為了記錄使用狀況，放一個黑色方塊在被使用過的房間內，在下一個維持階段，將這些黑色

方塊移除。 
 
實驗室 
生存者們可以在破解保全系統後的任何遊戲輪中進入實驗室內。 
玩家必須要在黑暗標記到達「5」的那一輪結束之前進入實驗室，否則就視同輸了本次遊
戲。 
 
為了破解保全系統，玩家需要使用在打開門鎖時獲得的密碼芯片，這些密碼芯片可以透過屋

子內三個角落的終端機「送入」安全圖板，生存者透過輸入芯片上的密碼圖標到安全板內，

如果密碼芯片上的顏色和安全板上所有的密碼指示物顏色都符合，保全系統就被破解，實驗

室的大門也就解鎖了。 
當玩家從終端機輸入密碼時，他有兩個選擇： 
1) 他可以將密碼芯片上符合顏色的密碼指示物移除 
2) 他可以移除任何一個密碼指示物 
當密碼芯片被放到安全圖板上之後，它就不能被移除或者取代了，所以請明智的選擇。就算

與既有的密碼指示物顏色不同，密碼芯片仍可以被放到安全圖板上，當然這不是一個完美的

行動，但可能是團隊目前唯一的選擇。密碼芯片只能夠由持有他的生存者透過終端機輸入安

全板中，不過密碼芯片可以如同物品一般消耗每個芯片1點行動點數來給予或者從其他生存
者手上收到。 
 
每輪一次，在終端室內的生存者可以強制移除一個安全圖板上的密碼指示物且不用消耗AP
，但是這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每次生存者用這種方式移除一個密碼指示物的時候，黑暗標

記都會向前移動一格，並且當黑暗標記到達位置「5」的時候就不能使用這個行動了。 
 
當最後一個密碼指示物被移除後，實驗室大門自動開啟，但是黑暗標記的行進並不會因此停

止，直到生存者進入了實驗室裡頭為止。 
進入實驗室的生存者可以獲得解藥，但是玩家要明智的抉擇，因為進入實驗室的生存者將會

成為解藥持有者，為了獲勝，他必須要活到最終對決。 
 
在這個範例中，生存者使用2點行動點放置了第一個密碼芯片到安全圖板上，然後他選擇移
除在安全板上相同顏色的密碼指示物，經由這個聰明的決定，生存者移除了安全圖板上三個

對應顏色的密碼指示物。現在只剩下4個密碼指示物在安全圖板上了。 
 
最終對決 
生存者們打開了實驗室的門鎖，一位生存者孤身去尋找治療方法，此刻起，最終的對決已經

開始。 



當生存者解開實驗室門鎖之後，內部保全系統就自動啟動，安全門窗自動降下將眾人困在了

屋內，如果追跡者成功了，那麼這間屋子將成為眾人的墳墓，唯一的希望就打敗追跡者，然

後取得它身上的鑰匙卡，解鎖被關上的門好帶著解藥離去。 
 
玩家在有生存者進入實驗室之後請注意以下的調整： 
 
1. 進入實驗室的生存者拿取解藥指示物，如果拿著解藥指示物的玩家被移除，則本場遊戲
做失敗論。解藥不能交給其他生存者，同時也不佔物品空間。 

2. 所有屋內的門立刻解鎖，並且攝影機全數失效，將所有密碼芯片和攝影機指示物從屋內
移除，自此，遊戲不用再進行攝影機檢定。 

3. 所有殭屍生成指示物直接轉化成殭屍群。 
4. 如果目前屋內沒有起火，則用4面和6面骰做一次位置擲骰，將火焰指示物和一個燃燒標
記放置在指定的圖版上。 

5. 莫爾提摩家族中有一位成員被困在實驗室內，現在他向著生存者們露出了獠牙，拿取一
個隨機的追跡者圖板，並且將對應的模型放置到實驗室內，然後將等同目前所有生存者

行動點數等級的總合加上生存者數量的灰色方塊放在追跡者圖板上。將這些方塊盡可能

的平均分佈追跡者圖板上的目標區域上。 
6. 將數值追蹤圖版翻面，把一個灰色方塊放在事件週期下方的時鐘圖標上，然後將另一個
灰色方塊放在黑暗軌跡上第一個空格上，這個灰色方塊現在就是黑暗標記。 

 
要贏得遊戲，玩家們必須協力將追跡者圖板上的灰色方塊都移除。 
 
在最終對決階段，會有以下的額外規則： 
 
1. 生存者不能再進行搜索行動。 
2. 如果生存者被移除，那在這場遊戲中他就永久被移除，而不能重新進入大屋了。但此時
生存者的移除不會讓黑暗標記前進。 

3. 生存者不能夠移除燃燒標記，但是如果房間被火焰摧毀，黑暗標記也不會前進。 
4. 追跡者破壞的四個角落房間不會造成黑暗標記前進。 
5. 每個生存者現在花費1點行動點可以移動兩個房間，這是因為他們在進行探索之後更熟悉
房間內的構造了。 

6. 除了灑水控制室以外的角落房間依然可以被生存者們利用。 
 
數值追蹤圖板和生存者圖板上的行動點數（灰色方塊）的角色有了變化。為了因應這些變化

，玩家應該要把所有的行動點方塊放到一旁，玩家們每次要從這些方塊中，根據目前生命值

的狀況拿取自己所屬顏色等同行動力數量的方塊到手上，這些AP方塊現在被稱為「行動標
記」。 
行動標記將不再由玩家圖板上來追蹤，而是拿在玩家手上並且在進行動作時放到數值追蹤圖

版上。 
 
生存者的行動現在可以由任意順序以及任意生存者進行，生存者在此時已經不會被分成小隊

來行動。每次生存者進行行動，就將相對應的行動標記放到數值追蹤圖板最左邊的空格上。

當第六個記號被放到最左區的格子中時，將中間格子以及最左邊格子內的方塊同時往右邊格

子位移一格。當有一個以上的方塊被移到中間格子時，就會觸發反應階段。 
被移動到最右方格子的方塊會立刻歸還到各自所屬玩家的手中。 



玩家可以提早移動行動記號以觸發反應階段，藉此回收原本在中央空格的行動標記，只要最

左方的格子裡頭有方塊，玩家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提早移動行動記號的動作。如果生存者失

去生命值導致健康等級下降，那麼他將會失去一個他的行動標記，你可以選擇從手上或者數

值追蹤圖板上移除對應的方塊，如果玩家進行治療後恢復了健康等級，則玩家可以立刻獲得

他應有的行動標記到手中。 
 
反應階段 
當反應階段被觸發時，照順序進行下列步驟： 
1. 將事件標記移動到順時鐘的下一格並且結算事件。 
2. 火災擴散 
3. 殭屍化 
4. 敵人反應 – 從追跡者開始，然後是殭屍群，最後是怪物。 
 
追跡者的反應行動 
追跡者只有唯一的目標，就是摧毀這棟房子。他會藉由摧毀三個除了實驗室之外的角落房間

來達成此目標。追跡者在反應階段將會用最短路徑朝向最近還沒被摧毀的角落房間移動，如

果有相同距離的狀況就由玩家選擇路徑。 
追跡者的移動力標記在追跡者圖板上，如果在反應階段追跡者從有生存者的房間開始行動，

或者中途進入有生存者所在的房間，則他會進行一次攻擊之後繼續他的移動。追跡者無意與

生存者進行纏鬥，因為他們只是它行進道路上的障礙物罷了。被追跡者攻擊的生存者可以如

常進行防禦擲骰。 
 
當到達角落的房間時，追跡者會停下移動，在下一個反應階段，該房間立刻被摧毀而化為一

片煉獄，並且受到以下影響： 
1. 所有在該角落房間的生存者受到3點損傷 
2. 所有在該角落房間沒有火焰抗性的怪物受到3點損傷 
3. 所有在該角落房間的殭屍都被移除 
最後，追跡者會攻擊該房間中任一名生存者（若有）、再下一個反應階段，追跡者會重複上

述的循環。 
 
殭屍/怪物的反應行動 
在最終對決階段，之前的觸發區域規則將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整個房子都變成一大片的

觸發區域，所有屋內的殭屍都會依照以下規則行動： 
1. 殭屍會立刻攻擊佔據相同房間的生存者們。 
2. 所有其他的殭屍都會立刻朝最靠近的生存者移動兩個房間，並且如果能夠攻擊就進行攻
擊。 

當所有的殭屍群都結算完之後，在屋內的怪物會依照跟殭屍相同的規則進行攻擊或者移動並

攻擊。 
 
獲勝或者失敗： 
如果玩家在追雞者摧毀3個角落房間之前合力將它移除，則玩家獲得勝利。 
而玩家會因為追跡者完成他的破壞工作，或者黑暗記號去到軌道最右邊，又或者是持有解藥

的生存者被移除而輸掉遊戲。 
 
這裡是一些在最終對決時數值追蹤圖板和行動標記的使用方式： 



一位生存者進入了實驗室，並且獲得了解藥指示物。這個行動觸發了最終對決的階段，並且

追跡者會出現在實驗室中。在隨機決定並且擺放好追跡者之後，將數值追蹤板塊翻面到紅色

面朝上，一個灰色方塊變成新的事件標記，並且將它放置在事件週期軌中最下面的時鐘圖標

上。取另一個灰色方塊作為新的黑暗標記，將之放在黑暗軌道上的第一個空格上。 
 
在最終對決開始時，生存者可以在敵人的反應之前先進行行動，現在生存者們可以不用依照

小隊順序移動，而是可以用任意的順序進行行動。 
 
當玩家進行行動後，將一個行動標記放置到數值追蹤圖板上最左邊的方格中。 
 
當第六個行動記號被放到最左邊的方格中時，所有的行動標記都會被移動到目前位置右邊的

方格內，當有行動記號被放到中間的方格時，玩家就要照著數值追蹤圖板上的提示進行四步

驟的反應階段。在中央方格的數字1是用來提醒玩家要從第1個步驟開始進行反應階段。 
 
如左圖所示，在下方的事件標記被移動到週期軌最上面的藍色空格內，表示本次沒發生任何

事件。但是在其下方的兩個時鐘圖標都表示著黑暗標記將會往右方前進一格。 
 
在事件標記被移動後，反應階段的下一步也註記在數值追蹤圖板上：2. 火災擴散。 3. 殭屍
化。 4. 敵人反應行動（追跡者>殭屍>怪物）。 
 
當被觸發的反應階段結束後，生存者們可以依照前述規則繼續進行行動，當最左邊的方格再

次被放置6個行動標記，則所有的方塊都會往右邊位移一格，並且再次觸發反應階段。 
 
最右邊方格內的標記表示此格內所有行動標記會立刻回到各自生存者的手中。 
隨著最終對決的進行，生存者們有時會發現自己的行動標記被困在了數值追蹤圖板的中間方

塊內，而導致某些生存者無法行動，如果生存者們覺得這會影響他們的策略的話，那麼他們

還有別的選擇： 
 
只要在最左邊的方格中至少有1個以上的行動標記，那麼玩家就可以進行提早觸發反應階段
，此時所有的行動標記立刻進行往右位移，原本在中間方格中的行動標記將會立刻返還給生

存者們，並且使某些生存者可以再次進行行動。 
玩家必須要決定的是，這樣做的好處是否值得他所擔負的風險。 
 
 
進階規則： 
 
額外的房間元素 
有些房間內的圖標只提供給進階玩家進行遊戲時使用，玩家們要在進行遊戲前決定是否要使

用這些特殊規則。此圖標會影響整個房間圖板，不論它由多少個房間組成。 
 
瓦斯漏氣（火焰圖標） 
當火焰指示物來到這個房間時，洩漏的瓦斯會被點燃，而燃燒標記如果可能的話會額外被放

置到兩個鄰接的圖板上，由玩家選擇地點。 
 
潛伏的怪物（紅色眼睛圖標） 



如果目前沒有怪物在屋內的話，每次生存者進入此圖板時，就要丟跟目前在同圖板內人數相

等的生存者骰，如果擲骰結果出現任何的「失敗」，怪物就會被喚醒，從最上面抽取一張怪

物圖板，並且用6和4面骰進行一次位置擲骰決定怪物的位置。 
請記得：遊戲中每次只會有一隻怪物在屋內活動，所以如果已經有怪物在活動了就請忽視這

個檢定。就算生存者是因為恐懼或者類似效果被移動到該圖板上的話也一樣要進行檢定。 
 
一個有三位生存者的小隊嘗試要一起潛行經過潛伏的怪物身旁。他們擲出3個生存者骰，很
不幸的，其中一個結果出現了「失敗」，所以有怪物會出現在這個房子內的某處。 
 
安全室（藍色盾牌圖標） 
在房子中有些圖板提供給生存者被攻擊時的額外防禦。當在有這個圖標的圖板上進行防禦擲

骰時，非受困中的生存者總是可以丟4個生存者骰，而無視有多少生存者同時在這個房間
內。 
 
好的，我要離開你了，現在你只能靠你自己。但是在讓你自己面對命運之前，我會給你一些

最後的提示來調整在黑暗中等待你的挑戰。你可以使用這些建議來調整難度： 
- 玩家可以在遊戲開始前藉由移除殭屍生成指示物當中的極值（1-2或者是5-6）來改變難
度。 

- 在2-3位生存者的遊戲中，玩家可以嘗試挑戰4-5人用的生存者圖板（每位生存者只有3點
行動點）來增加難度。在4-5人用的遊戲中，玩家也可以使用2-3人的生存者圖板面（每
位生存者有4點行動點）來降低難度。 

- 玩家可以選擇關閉角落房間除了終端機以外的特殊能力來提高難度。 
- 對你們的新手隊伍來說，時間壓力太重了嗎？那允許玩家們在黑暗標記到達「5」之後另
外獲得一個額外回合吧。你們可以在黑暗標記到達終點的後一輪之中把實驗室的門打開

即可。 
- 在遊戲設置時可以調整密碼芯片的組成，加入更多的3圖標芯片以提高難度，或者使用更
多的2圖標芯片來降低難度。 

- 在丟殭屍生成骰子時，重丟結果為6的骰子，而不是把殭屍群放在生存者鄰近的圖板以降
低難度。 

- 搭建屋子的方式對於遊戲的難度有很大的影響，監視攝影機的位置對於確認安全系統的

作用範圍來說事關重大，加入潛伏怪物以及瓦斯漏氣的房間會提高挑戰性。做出封閉崎

嶇的道路會讓生存者需要更多時間來進行探索，所以發揮你的創造力來做出一個充滿死
亡陷阱的屋子以提高挑戰性，或者是一馬平川的康莊大道來降低挑戰性吧。 

 
 



 
（遊戲參考） 

 
里歐・佛萊金 城鎮消防員 
起始武器：救火斧 
特殊能力：里歐可以進入未毀壞的燃燒中房間且不會受傷。 
技能 
潛行：如果里歐作為團隊中的一員要進行攝影機檢定時，計算丟骰數量時可以不用把里歐計

算在人數內。 
醫藥：當里歐對自己或者團隊中其他人使用治療物品時，恢復1點額外的傷害。 
保護：當里歐進入毀壞的房間時，只會受到1點傷害而非一般的3點。 
救火員：當里歐使用行動點移除燃燒標記時，可以移除額外的1個燃燒標記。 
 
傑克・福爾西 布魯克林的武器販子 
起始武器：手槍 
特殊能力：捷克每輪可以進行一次不需要行動點數的攻擊。 
技能 
背包：傑克有一個額外的物品欄 
手槍專家：傑克在使用手槍攻擊時可以多丟一個骰子。 
死亡之眼：每個傑克丟出來的瞄準都可以額外造成一個成功的命中（同時也提供瞄準延長的

射程）。 
彈藥提供：當傑克進行搜索並且找到彈藥的時候，他可以放置兩個額外的彈藥方塊在該張卡

上。但是一樣不能夠超過8個方塊的限制。 
 
妮娜・艾爾珍托 聰明的護士 
起始武器：戰鬥刀 
特殊能力：妮娜可以治療其他角色的傷害，每1點傷害需要1點行動點。 
技能 
小刀專家：妮娜用小刀進行攻擊時可以多丟一個骰子 
散彈槍專家：妮娜用散彈槍進行攻擊時可以多丟一個骰子。 
永久繃帶：每輪1次，妮娜可以花費2XP治療1點自己受到的傷害。 
病毒免疫：妮娜免疫病毒的影響。 
 
布魯斯・羅密歐 退休保鑣 
起始武器：手槍 
特殊能力：布魯斯可以給予或者拿取同一團隊中另一位生存者最多3點的行動點數（每輪最
多一次）。 
技能 
協調員：布魯斯可以把物品交給同房間的其他生存者而不需要花費行動點數。 
搜尋者：當在有布魯斯所在的房間進行搜尋時，只要起碼有1個成功結果，最終結果就會多1
次成功。 
手槍專家：布魯斯用手槍進行攻擊時可以多丟一個骰子。 
銳利射手：使用所有槍械時布魯斯獲得+1射程。 
 
露西・張 萬事通的大學阿宅 
起始武器：棒球棍 



特殊能力：露西可以花費4XP把鄰近上鎖門的密碼芯片隨機替換成另外一個有相同數量圖標
的芯片，面朝上的將新的芯片放在原本的位置。 
技能 
協調者：露西可以將物品交給同房間的其他生存者而不用花費行動點數。 
搜尋者：當在有露西所在的房間進行搜尋時，只要起碼有1個成功結果，最終結果就會多1次
成功。 
科技巫師：當使用終端機時，露西一次可以使用任意數量的密碼芯片並且依然只需要花費2
點行動點。 
強力打擊：每一個露西丟出的擊退結果可以將對手擊退2格而非原本的1格。 
 
 
怪物能力（戰鬥時擲出強化圖標進行的威力攻擊） 
 
不死鳥 
與該生物在同一房間的一位生存者（玩家選擇）受困。該玩家只能夠藉由移除該生物來重獲

自由。 
 
殭屍狗 
與該生物在同一房間的一位生存者（玩家選擇）必須要棄掉一張裝備卡。（手上沒有裝備卡

的生存者依然可以被選擇。） 
 
安全守衛 
擊退結果對該怪物無效，在反應階段該怪物移動後，他會對視線內距離2個房間以內所有的
生存者進行一次攻擊。 
 
莫爾提摩博士 
生成一群殭屍在玩家選擇的生存者鄰近的房間。 
 
麗莎・莫爾提摩（博士的高熱異能者女兒，） 
在麗莎的垂直水平鄰近房間各追加一個燃燒記號。 
 
物品功能 
棒球棍 
擲出擊退結果時可以將一個殭屍擊倒（將模型倒下），如果在同一回合內生存者再次分配一

個擊退結果給該殭屍（不論是否同一次攻擊或者同一種武器），該殭屍就被擊殺。若沒有被

擊殺，該殭屍會在怪物的反應階段重新站起。 
這個武器效果對於追跡者和怪物無效。 
成功的結果也可以分配給被擊倒的殭屍，同樣的可以將它擊殺。 
 
自動武器 
每個成功的結果都會變成兩次命中 
 
散彈槍 
每個瞄準符號都提供一個額外命中（瞄準圖標不會給散彈槍提供射程的增加，除非同時使用

散彈槍瞄準鏡）。 
 



解藥 
使用的時候生存者可以移除身上第二個病毒指示物。 
 
手電筒 
生存者可以翻開一個移動距離不超過2個行動點的上鎖門上的密碼芯片。 
 
武裝 
生存者可以重丟一個防禦骰 
 
救火斧 
該生存者可以花費1點行動點來移除一個同房間的燃燒記號。 
 
狙擊來福槍 
每個分配給成功圖標的瞄準符號都視同一個額外命中（同時保留提升射程的功能。） 
 
機能飲料 
生存者本回合獲得2點額外行動點 
 
滅火器 / 頭盔 
當使用滅火器時，生存者可以消耗1點行動點來移除同房間的1個燃燒標記。 
當同時使用滅火器和頭盔時，生存者可以消耗1點行動點來移除同房間內最多2個燃燒標記。 
 
手榴彈 / 炸藥 
生存者可以消耗1點行動點對視線內的鄰近房間造成2個命中（使用手榴彈），或者4個命中
（使用炸藥）。 
 
火災警報 
生存者可以重丟火勢延燒方向的骰子。 
 
信號槍 
生存者可以重丟1個或者全部的殭屍生成位置骰。 
 
防毒面具 
當使用防毒面具的時候，生存者可以穿過燃燒中或者毀壞的房間而不受到傷害。 
 
地圖 
生存者可以重丟驚恐骰的的結果。 
 
急救工具組 / 急救噴霧 
生存者可以治療1點傷害（使用噴霧）或者2點傷害（使用工具組） 
 
閃光彈 
生存者可以移除一個跟他同房間生存者身上的受困指示物（包含自己）。 
 
手槍瞄準鏡 / 雷射瞄準器 
增加武器的射程1個房間。 



 
夜視 
（進階規則）當進行潛伏怪物是否出現的擲骰時，可以重丟一次任意數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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