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離！殭屍城 
Escape Zombie City  
 
 
遊戲配件 
23片街道區域：公墓 x1﹑貨倉 x1﹑教堂 x1﹑起始十字路口 x2﹑加油站 x2﹑醫院 x2﹑超市 x2﹑十字路口 
x5﹑T字路口 x6﹑出口 x1 
20隻殭屍 在第一次遊戲之前，將殭屍組合到對應顏色底座上。 
18片道具板塊，共9種 
20個骰子 – 每位玩家5個 
4個生存者指示物 – 每個玩家1個 
1台貨車﹑1個貨車板塊 
55張殭屍卡 – 卡片正面的數字顯示為在哪個章節使用。 
1片CD，裡頭有兩首音軌，每首音軌長度為16分鐘，而遊戲會進行15分鐘。 
1個布袋﹑1本規則書 
 
遊戲介紹和目標 
提離殭屍城是一款沒有玩家回合的即時桌遊！ 
你和其他玩家只有15分鐘在殭屍把你們淹沒之前從城鎮中逃離！ 
你們是殭屍末日下的生存者，試著逃離一個接著一個被殭屍肆虐的城鎮，好不容易妳在一個

荒蕪的小鎮教堂找到了安全的庇護所，並且漸漸的習慣了環境…… 
但是好景不長，殭屍們又朝著教堂而來了，你需要迅速帶著需要的補給離開這個城市。 
開動老貨車，並且盡快的逃離城鎮吧。 
在逃離的過程中，你會透過骰子發現新的城鎮區域，與殭屍對戰，從各式各樣的建築物中找

到為了離開城鎮需要的補給。 
協調行動，互相幫助，因為能夠對抗殭屍的唯一機會就是團隊合作。 
 
基礎遊戲設置 
1. 拿取5塊起始街道區域（在背後右下角有Ｓ的標記）將他們如同圖示一般放在桌面中央。 
將剩下的區域依照背後字母Ａ和Ｂ分類。 
將ＡＢ堆分開洗勻後將Ａ疊放在Ｂ疊上。作為抽牌堆。 

2. 將第一個劇本需要的殭屍卡挑出並洗勻。將這些卡面朝下放在公墓上作為抽牌堆。將剩
餘的殭屍卡放回合中，這次遊戲不需要他們。 

3. 將物品板塊依照背面圖案分為三種，並分別洗勻後放在每位玩家都可以拿到的地方。 
4. 將所有殭屍放入袋中並放在所有玩家都可以拿到的地方。 
5. 每個玩家拿取一個玩家指示物（生存者）以及5個骰子，然後玩家將他們的指示物放在教
堂中。 

6. 將貨車指示物和板塊放在抽牌堆旁 
7. 播放ＣＤ中的第一或者第二首音軌，他們遊戲的時間是相同的，而且玩法上也沒有差異
，我們建議這次遊戲使用第一首。 

 
街區 
每個街區都有其鮮明的特色： 
 
骷髏圖標 (1) 
骷髏圖標標示著城市的主要街道。殭屍總是會朝著骷髏記號的方向前進。 
 



開放街道 (2) 
新街區板塊可以放在開放街道旁邊 
 
入口圖標 (3) 
如果玩家要進入此街區，需要骰出指定的兩個圖標。 
 
殭屍堆 (4) 
新的殭屍將會從這個點生成，依據殭屍卡抽出來的結果而定。 
 
特殊建築 (5) 
醫院，加油站還有超市可以找尋逃出所需的物品。為了搜索建築物，玩家必須要擲出指定的

圖標。 
每棟這些建築物中最多可以找出3件物品。 
 
骰子：每個骰子上面有5種不同圖標。 
 
逃離 (2)：你需要這個圖標來翻開新的街區，或者進入一個街區。 
 
拳頭和球棒圖標：你需要這些圖案來進入指定的街區，或者在建築物中找尋物品，以及和殭

屍戰鬥。 
 
恐慌：擲出這個圖標代表骰子被鎖定，必須放在一旁並且不能重擲。 
範例：羅根丟出了2個恐慌圖標，就必須將該圖標放一旁，只能夠再重丟剩下的3個骰子。 
 
注意：當你骰出注意圖標的時候，你可以重丟最多兩個被鎖定的骰子。 
範例：羅根在下一次擲骰的時候丟出了注意圖標，在下次重擲骰的時候可以重丟兩個被鎖定

的骰子。 
 
如果你跟其他的生存者在同一個街區，丟出了注意圖標並且你沒有要使用的話，同一街區的

另一個生存者可以使用它來重丟兩個被鎖定的骰子。 
重要：每一個擲出的「注意」圖標只能夠用來幫助一個其他生存者。 
並且注意，骰子不用交給其他玩家。 
 
如果殭屍跟玩家在同一街區然後你擲出了注意圖標，全部玩家都不能使用這個圖標來重擲被

鎖定的驚恐圖標，如果你想要再次使用注意圖標的話，你只能將該街區全部的殭屍打倒或者

移動到其他沒有殭屍的街區。（當然你也可以重擲注意圖標。） 
 
殭屍 
遊戲中有六種殭屍，分為3個類型： 
虛弱（綠色）﹑強壯（黃色）﹑非常強壯（紅色） 
 
你只能在跟殭屍同一街區並且丟出殭屍指示物上描繪的圖標。 
如果有其他玩家與你在同一個街區，你們可以結合你們的擲骰結果來打敗殭屍。就是說，你

們可以結合骰出的球棒和拳頭圖標總數來將殭屍打敗並放回袋中。 
玩家們要避免殭屍到達教堂，如果太多的殭屍到達教堂區，那麼遊戲就失敗了。 
 
別忘了：若你與殭屍在同一個街區，你不能使用「注意」圖標來重擲被鎖定的骰子，你只能

重擲這些注意來期待能夠丟出打倒殭屍所需要的圖標。 
 



範例：凱斯（藍色）和羅根（紅色）在同一個街區，丟出了5個拳頭圖標並且打敗了殭屍，
並將其放回袋中。 
 
遊戲流程 
在所有的準備都結束後，所有玩家都準備好了，開始播放音軌，等到信號「ESCAPE!」一出
，玩家就立刻開始擲骰。 
 
遊戲分為兩個階段： 
階段1：探索城市 階段2：驅車逃離 
 
階段1：探索城市 
玩家要先找到出口，並且依照參與的玩家人數，要收集不同數量的物品回到教堂。 

 
道具可以在3棟特殊建築物中找到，但是出口一定在B疊，當兩個條件都達成，並且所有的玩
家都回到教堂後，第二階段「驅車逃離」就開始。 
 
使用不同的骰子組合，玩家可以進行不同的行動，就算是在一次擲骰中執行數個行動也可

以。 
 
1. 進入街區 
2. 翻開新的街區 
3. 搜尋/存放/使用物品 
4. 營救 
當玩家進行一個動作後，他要將這次行動使用的骰子重擲。玩家可以將還沒使用過的骰子放

在一邊，等到待會行動時使用。玩家隨時可以重丟放在一邊的骰子。 
重要：恐慌圖標只能夠靠注意圖標重擲。 
 
出口 
貨倉內有不同的物品（4人玩家的範例） 
 
骰子範例（羅根）： 
羅根擲出1x恐慌，2x逃離，1x拳頭和1x球棒。 
他不能重擲恐慌骰，因為他還沒有注意骰。他必須將這些恐慌骰放在一邊。 
 
他想要保留一個逃離骰，並且將它放在一邊，然後將另一個逃離骰與拳頭骰以執行動作。 
羅根還不需要球棒，所以他重擲球棒骰和先前用掉的逃離和拳頭骰。 
 
1. 進入街區 
玩家只能進入由道路連接的街區。 
為了進入一個新的街區，玩家需要擲出該街區的進入圖標，然後將玩家指示物移動到新

的街區內。 
範例：羅根擲骰後使用逃離和拳頭圖標來進入左方的街區。 
 

2. 翻開新的街區 
如果玩家所在街區有一條以上還沒有連接其他街區的開放道路，他可以翻開新的街區。 
為了執行這個動作，它需要兩個逃離圖標，如果他執行這個行動，他可以將街區卡堆上

最上面的圖板翻開，並且放置到他目前街區開放道路旁，並且將骷髏符號連接著開放道

玩家人數 2 3 4 
物品需求 5 6 7 



路。 
如果新街區內有特殊建築，將指定的道具版圖放置在指定的區域內。 
範例：羅根使用兩個逃離圖標從抽牌堆翻開一張新的街區，他將有骷髏符號的街區放置

在目前所在街區鄰近的開放道路邊上。此外，他將一個加油站的物品面朝下的放在特殊

建築上。 
每次玩家翻開一個新街區時，他必須從墓地的牌堆頂上抽一張殭屍卡，每張卡都會有1或
2個圖標在上面，為每個圖標，玩家必續進行以下行動： 
生成一隻殭屍：從袋中抽一個殭屍，然後將它放在剛翻開的街區內。 
殭屍堆：依序從袋中抽取一隻殭屍並放在每個有殭屍堆的街區內。 
生成兩隻殭屍：從袋中抽兩個殭屍，然後將它們放在剛翻開的街區內。 
移動殭屍：將對應顏色的殭屍沿著骷髏記號往教堂方向移動，一旦殭屍到達教堂，將它

放在墓地旁三個空格中的一個？ 
 

3. 搜尋/存放/使用物品 
如果玩家指示物在一個有特殊建築物的街區，並且依然有物品板塊時，他可以搜尋該建

築物，當他擲出建築物上對應的圖標時，他就可以將物品拿到自己面前。 
玩家每次不能夠把一個以上的物品放在自己面前。 
注意：在倒數計時之前，不要更換找到的物品。 
當持有物品的玩家回到教堂時，他可以立刻將物品放進貨倉內。 
如果玩家持有一個已經在貨倉內的道具的話，他可以將物品丟棄或者是使用該物品來重

丟全部的恐慌骰，不論選擇哪個，玩家就將該物品移出遊戲。 
範例：羅根在加油站使用3個拳頭符號以搜尋物品，他將物品板塊面朝上的放到自己面前。 
範例：羅根回到教堂並且將他的橇棒存放到貨倉內。（貨倉內尚無橇棒） 
 
4. 營救 
有時玩家的骰子會全部丟出恐慌符號，這位不幸的玩家可以等到其他的生存者來幫助他

，或者自救，但是可能會傷害到其他的玩家…… 
該玩家抽墓地內牌堆上的一張殭屍卡，並且依照卡上圖示行動，如果出現1或者2隻殭屍
生成的圖示，將殭屍放在目前的街區。該玩家隨即重擲所有的骰子。 
請注意：只有抽卡的玩家可以重丟他的骰子，此動作應謹慎使用，因為他會減少玩家脫

逃的機會。 
範例：羅根目前的骰子全部都是恐慌圖標，並且他想要藉由抽殭屍卡自己脫困，殭屍卡

上顯示了生成1隻殭屍的圖示，所以羅根從袋中抽取一隻殭屍放到目前所在街區內。 
 
階段2：驅車逃離 
當出口被翻出來，玩家也將收集的必要數量物品放入貨倉，以及所有的玩家都在教堂內之後

，玩家將玩家指示物移出遊戲，必且將貨車指示物放到教堂上。 
現在你要開著貨車到出口，並且所有玩家要集體決定要進行下列哪個動作： 
 
1. 駕駛 
2. 與殭屍戰鬥 
3. 救援 
現在起，所有玩家都會在同一街區，也就是他們的注意圖標可以協助其他玩家重擲恐慌圖

標。 
範例：珍妮，法蘭克，羅根和凱斯在教堂內，他們已經翻出了出口並且貨倉內收集了7種不
同的物品，他們將指示物換成貨車指示物，並且現在開始要駛向出口。 
 
1. 駕駛 

要將貨車開往下一個街區，每個玩家都要擲出進入該區域需要的圖標，外加一個額外的



逃離圖標。 
範例：所有的玩家都丟出了進入下個街區需要的圖標（拳頭和逃離），加上一個額外的

逃離圖標（給貨車用），現在他們可以移動到新的街區了。 
2. 與殭屍戰鬥 

如果玩家移動到有殭屍在的街區，他們在離開之前必須要把所有的殭屍清除，這部分與

前面所述戰鬥方式相同。 
範例：凱斯（藍色）和羅根（紅色）一起，必且丟出了4個球棒圖標，擊敗了殭屍。將
被擊敗的殭屍放回袋中。 

3. 營救 
如果你要營救你自己，你必須抽取墓地的牌堆頂上一張殭屍卡，只有殭屍生成記號起作

用，並且這些殭屍會立刻生成在貨車所在的街區。殭屍堆圖案同樣的會生成殭屍在各殭

屍堆內，跟基本規則一樣。 
在執行卡片上的敘述後，一位玩家可以重擲所有的恐慌骰， 
請注意：玩家應該謹慎使用該行動，不然你會在離開之前被迫進行起碼一次的戰鬥。 
範例：凱斯（藍色）被的骰子被5個恐慌圖標鎖定，因為沒其他人有注意圖標能幫助他
，他決定自救，抽了一張殭屍卡，忽視綠色殭屍的移動，然後在貨車所在街區生成兩隻

殭屍，現在凱斯可以重擲他所有的恐慌骰。 
 
音軌 
在音軌中你會聽到三次倒數計時，每次倒數計時開始前都會有陣短暫的安靜。伴隨著敲擊聲

和一聲，兩聲，或者三聲鑼響後。在前兩次倒數計時的時候，你有38秒來回到安全的教堂
區。 
每個玩家如果沒能在時限內回到教堂的話，往後的遊戲中就會失去一個骰子。 
範例：珍妮（白色）和法蘭克（綠色）沒能在第一次倒數計時的時候回到教堂，他們會失去

一個骰子，將失去的骰子放回遊戲盒中。 
在前兩次倒數計時之後，玩家會有短暫的20秒來進行討論，並且執行以下動作： 
將沒能安全回到教堂的玩家指示物放回教堂內。 
將新的物品版圖放在每個有沒有物品的特殊建築物上。 
20秒後，會有一聲「ESCAPE！」提醒你繼續的擲骰並且進行搜尋。 
重要：如果你正在進行第二階段的「驅車逃離」，但是卻沒能在第二次倒數計時結束前回到

教堂的話，每位玩家都失去一個骰子。 
第三次倒數計時將會在三次鑼響後開始，並且在殭屍的低吼聲中結束。你必須要在這之前開

車到達出口。 
 
遊戲結束 
所有的玩家獲勝： 
如果玩家成功在15分鐘內開車到達出口，並且打敗所有在出口區域的殭屍。 
 
所有的玩家失敗： 
如果第三個殭屍到達教堂內，殭屍潮就會淹沒玩家！ 
或者 
如果在第三次的倒數計時結束後玩家依然沒能驅車前往出口，或者出口區域仍有殭屍在活動

的話。 
 
選擇一個新的劇本讓遊戲更有挑戰性： 
在你成功的完成第一個劇本後，你或許想要更多的挑戰，你可以調整殭屍卡牌組來讓你的隊

伍獲得更多的挑戰性。 
 
遊戲中共有5個不同劇本供參考。 



請使用正確數量的殭屍卡。大多數卡片會用在多個劇本中。 
 
你也可以藉由改變收集物品的數量來調整這五個劇本的難度： 

 
遊戲也可以藉由調降殭屍進入教堂的數量來提高挑戰性： 

 
殭屍齧咬卡 
如果你抽到了殭屍嚙咬卡，他就會變成你在這局遊戲中的障礙，除非你可以丟棄該張卡。 
將抽到的殭屍嚙咬卡放在自己面前。 
如果要丟棄這些障礙，你需要丟出嚙咬卡上面顯示的圖標，並且不能靠其他的生存者幫助。

如果你成功了，將嚙咬卡放回遊戲盒中，不再出現在本次遊戲。 
 
麻痹 
將一個你的骰子放在此卡上，你只有移除此卡後才能將骰子拿回來。 
 
斷肢 
將一隻手平放在你的背後 
 
安靜 
你不能和其他玩家交談 
 
暈眩 
如果你的骰子骰出桌面，你必須將它放入遊戲盒中。從此移出遊戲。 
 
不安 
你必須站起來玩 
 
無聲移動 
你必須一個個的丟你的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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