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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中內容

•	 6個有數字標記的地圖板塊
•	 4個石柱（八邊形）
•	 4個小屋（三角形）
•	 	1個小人

•	 5組玩家配件（對應顏色的
小方塊和小圓片）

•	 5本線索書
•	 54張卡牌

不論是天山雪怪還是深海巨獸，你都曾經仔細研究
過它們的足跡，整理過它們留下的蛛絲馬跡。這一
次是你離它們最近的一次，不久之後世間就會了解到
這些神秘生物背後的真相。

作為一群興趣相投的神秘生物學家，你們聚集到了一起，準備向世間
展示這些神秘的生物。可是第一個發現神秘生物所帶來的榮耀卻是誰
都不願意分享的。所以你要做到既交換到足夠的信息來成功找到神秘
生物，又不會因為洩露太多線索而被別人捷足先登。是否能成為第一
個發現神秘生物的人，就要靠你的智謀了。

背景介紹

你們是一群神秘生物學家，需要努力在其他人之前發現神秘生物存在
的確鑿證據。每位玩家都會獲得一條獨特的線索-一條關於神秘生物
棲息地位置的重要線索。當所有線索合在一起時，玩家就能在地圖上
找到唯一的一格，那就是它的棲息地。

每位玩家的線索會按照版圖上的地形和地標，告訴玩家一個神秘生物
可能存在或者一定不存在的區域。在遊戲過程中，你的目標是通過詢
問問題猜出其他人手中的線索。第一個運用線索成功找到棲息地的玩
家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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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S
地圖
你們將在地圖上進行搜索，這也是整個遊
戲的重心。它包含6個有數字標記的地圖板
塊，每個板塊包含若干個六邊形格子。格子
有5種不同的地形：沙漠，森林，海洋，山
地，和沼澤。每個板塊的角上都標了一個數
字，這數字會在遊戲初始設置的時候使用。

動物領地
每一格除了有不同的地形外，有些格子還可
能是黑熊或者狐狸的領地。這些格子將會像
下圖一樣標出。

特殊地標
有些格子上還會有不同的地標。總共有兩種
地標，分別是石柱和小屋。每種地標分別有
4個顏色：藍色，綠色，白色，和黑色。

玩家配件
每個玩家都有一組自己的小方塊
和小圓片。在遊戲過程中，玩家

會將它們放在地圖上，這樣會被迫透露自己
的線索。小方塊表示：根據該玩家的線索，
這一格不可能是神秘生物的棲息地。任何格
子上只能放置一個小方塊。小圓片表示：根
據該玩家的線索，這一格可能是神秘生物的
棲息地。同一格中可以放置多個小圓片。所
有地圖上的小方塊和小圓片在放置後就不能
移除。（除非有放錯的情況發生）

線索書和卡牌
線索書和卡牌是用於遊戲的初始設置和線索
的分配。淺色邊框的卡牌用於普通遊戲模
式，黑色邊框的卡牌用於
高級遊戲模式。

遊戲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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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UP
遊戲難度分為普通模式和高級模式，普通模
式適合新玩家熟悉遊戲，也更適合年紀較小
的玩家。

高級模式和普通模式有兩點不同：

1.	 玩家可能會獲得反向線索，比如有
些線索會說	“棲息地不在....之內”

2.	高級模式會用到4種顏色的地標，
普通模式只會用到3種顏色的地標

在遊戲開始時，選擇一名起始玩家（我們推
薦選擇擺放版圖的那位玩家），然後將玩家配
件發給每位玩家。

不管你是使用在線地圖生成器還是線索書，
擺放地圖的步驟都是相同的。在地圖圖示的

兩側會標有哪一個版圖放置在哪裡，圖示中
的點表示了應該按照什麼方向放置，點的位
置對應版圖上數字的位置。

初始設置

使用地圖生成器
推薦你使用地圖生成器進
行遊戲設置，掃碼進入網
站，或者登陸網站進入：
www.yihubg.com/cryptid

如果使用地圖生成器，那玩家就不需要
使用卡牌和線索書，地圖生成器會提供
地圖擺放設置和每位玩家擁有的線索。
在遊戲過程中你也不需再使用生成器。
如果遊戲過程中玩家忘記自己的線索，
可以使用網站重新查看線索。

6
6 5

2 1

3 4

以上圖為例，將6號地圖板塊擺放
在左上角，按照對應的方向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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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線索書
當玩家決定了遊戲難度後，從對應難度的卡
牌中隨機選擇一張。然後按照卡牌上顯示的
地圖位置和方向來擺放版圖。

當版圖擺放完成，並確認所有版圖都擺放正
確之後。將卡牌翻至另一面，這一面顯示了
玩家需要使用哪些線索。根據卡牌最左邊一
列標出的人數，每位玩家會通過卡牌上的數
字找到自己的對應線索，這就是本場遊戲中
你的線索了。將你的線索隱藏好不要讓其他
玩家看到。

進行遊戲

遊戲的目的是正確找出地圖上唯一一格神秘
生物的棲息地。每局遊戲開始時，首先要進
行起始信息分享：起始玩家需要根據他的線
索，將一個小方塊放在不可能是棲息地的格
子上。然後按照順時針順序每位玩家都需要
根據自己的線索放置一個小方塊，直到所有
玩家都放置了兩個方塊。你可以將你的方塊
放置在有地標的格子上，但是不能放在已經
有其他玩家線索的格子上。然後由起始玩家
開始第一回合。

在你的回合中，你可以選擇向其他玩家提
問，或者在地圖上進行搜索。在你的回合結
束後，由你左邊的玩家開始進行他的回合。

在整局遊戲過程中，玩家們會將對應他們顏
色的小方塊和小圓片放在版圖的格子上。小
方塊表示，根據該玩家的線索，這一格不可
能是神秘生物的棲息地。小圓片表示，根據

該玩家的線索，這一格可能是神秘生物的棲
息地。遊戲的唯一勝利方式就是找到神秘生
物的棲息地。

核心原則
不管是選擇詢問其他玩家，或者進行搜索，
你必須遵守以下核心原則：

•	 在放置小方塊和小圓片時，一定
要保持誠實。

•	 所有已放置的方塊或圓片都不能
被移除。

•	 當一個格子上已經有小方塊後，
任何玩家都再也不能和這個格子
進行任何互動。這表示不能對這
個格子進行詢問，搜索，或者放
置配件。

•	 如果在你的回合中，你讓其他玩
家放置了小方塊，則你也必須在
版圖上選擇放置一個小方塊。這
包括因進行詢問和搜索而導致放
置的小方塊。

•	 如果一個格子上已經有了你的配
件，那麼你不能再在其中放置你
的配件。

遊戲過程中你會被迫給出一些關於你的線索
的信息。當你給出信息時，你必須保持誠
實，不過你可以給出容易誤導其他玩家的信
息，或者給出信息量非常少的信息。例如，
你有一個小方塊放在了山地的格子上，你可
以在放置小方塊的時候放在另一個山地上，
這樣會讓其他玩家認為你的線索是「棲息地
不在山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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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
在詢問時，選擇版圖上的一個格子，將小人
放在這一格，然後詢問一名其他玩家：「神
秘生物有可能在這裡嗎？」你可以選擇任何
沒有小方塊的格子來進行詢問，即使你知道
這一格不可能是神秘生物棲息地。實際遊戲
時，這樣做可以很好的誤導其他玩家，隱藏
你自己的線索。

被詢問的玩家需要根據他的線索，放置他的
小圓片或小方塊在格子上來表示神秘生物
是否可能在這裡。如果他放置了小方塊，那
麼詢問他的玩家也需要根據自己的線索在版
圖上選擇一格放置一個小方塊。然後回合結
束，由左邊的玩家開始他的回合。

搜索
在搜索時，根據你的線索，選擇版圖上的一
個可能是棲息地的格子，將小人放在這一
格，然後宣佈進行搜索。你立即在這一格放
置一個自己的小圓片。如果這一格中已經有
你的小圓片，那你需要根據你的線索選擇一
個沒有你的圓片的格子放置一個小圓片。

然後按照順時針順序，每位玩家都要根據自
己的線索在這一格中放置小方塊或者小圓
片。如果這一格中已經有該玩家的圓片，那
麼則跳過這位玩家。

只要有一名玩家放置了小方塊，所有人就停
止放置。進行搜索的玩家需要根據自己的線
索選擇一格放置一個小方塊。然後回合結
束，由左邊的玩家開始他的回合。

如果沒有人放置小方塊（代表該格子符合所
有人的線索），那你就成功的找到了神秘生物
的棲息地，並且贏得了遊戲。

誠實作答
遊戲過程中可以進行誤導，不過整個遊戲是
完全基於所有玩家放出的小方塊和小圓片的
真實性。若你不能做到按照你的線索真實無
誤的放置你的小方塊和小圓片，那麽這款遊
戲可能不適合你。

無意的出錯時不時會發生。如果有玩家意識
到自己出錯了，在需要放置小圓片的格子上
放置了小方塊（或者反之），該玩家需要立即
向其他玩家說明自己的錯誤，並立即將錯誤
的配件改正。將之前錯誤的配件放置在版圖
的另外一格符合線索正確性的格子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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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行動都可以在任何回合任何時刻立即進
行，無需等到出錯玩家的回合。

例如：你不小心將一個小圓片放在了本該放
小方塊的格子上。在你發現自己出錯後，立
即告訴其他玩家。然後將小方塊放在剛才出
錯的格子上，再根據自己的線索，將原先的
小圓片放置到一個可能是棲息地的格子上。
注意，你不能放在已經有你的配件或有其他
玩家小方塊的格子上。

尋求提示
如果所有玩家都十分困惑，找不出結果，遊
戲中提供了尋求提示的方式。所有玩家都需
要同意尋求提示。如果你使用的是卡牌，則
按照卡牌上的數字，在規則書倒數幾頁中找
到對應的提示線索。如果你使用的是地圖生
成器，則按照生成器上的提示步驟進行。

實用技巧
以下3條小技巧會幫助你更好的進行遊戲：

•	 確保所有人都熟悉所有可能的線
索。規則書中有對所有可能的線索
進行解釋。你的線索書背後也有所
有可能線索的列表。

•	 如果你需要放小圓片的格子已經有
其他玩家的小圓片，那麼把你的圓
片疊在上面，這樣可以保證格子上
的內容仍然清晰可見。

•	 如果你覺得遊戲很難，則可以嘗試
使用紙和筆來記錄整合所有玩家的
線索信息。

線索
所有線索分為幾種類型，它們都跟版圖上某
種元素的距離有關。有些線索指出棲息地一
定是在某種地形上，也有些線索告訴玩家棲
息地是在距離某種地形，地標，或動物領地
的幾格之內。

版圖上的任何格子和它自己的距離為0，這
代表任何線索指明棲息地位於某元素一定距
離內，也會包括該元素所在的格子。例如你
的線索是「在森林的1格距離內」，這包括所
有的森林格子和跟森林距離為1的格子。

同一局遊戲中每個玩家被分配到的線索一定
是不同的。

CRYPTIDRepr_Rulebook.indd   7 2019/5/15   上午10:30



POSSIBLE CLUES*

1. 棲息地在兩種地形之一

例如：「在森林或沼澤之中」玩家知道棲息地
在森林地形或者沼澤地形。所以他需要在這
些格子上放置小圓片。同時他知道棲息地不
可能在其他的地形，所以他需要在其他地形
的格子上放置小方塊。

2. 棲息地在一種地形的1格距離內

棲息地在特定地形的1格距離內。這包括了特
定地形的格子。

例如：「在沙漠的1格距離內」所有的沙漠板
塊都在距離自己1格以內，所以他們可能是棲
息地。距離沙漠格子一格以外的格子都應該
放置小方塊。

3. 棲息地在任何動物領地的1格距離內

棲息地在動物領地的1格之內，這包括任何動
物領地的格子。

例如：「棲息地在任意動物領地1格距離內」
所有距離狐狸領地或黑熊領地1格以內的格子
都有可能是棲息地，所以玩家需要在這些格
子上放置小圓片，所有距離動物領地1格以外
的格子都不可能是棲息地，所以需要放置小
方塊。

*標記的格子表示：根據例子，這些格子應該放置小圓片。

可能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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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棲息地在一種地標的2格距離內

棲息地在特定地標（石柱或小屋）的2格距
離內，這包括該地標所在的格子。地標的顏
色跟這條線索無關。

例如：「棲息地在石柱的2格距離內」

5. 棲息地在一種特定動物領地的2格距離內

棲息地在特定動物領地（黑熊或狐狸）的2
格距離內，這包括該動物領地所在的格子。
對於這條線索，需要按照指定的動物領地來
判斷。

例如：「棲息地不在黑熊領地的2格距離內」
該線索表明，棲息地不可能是在黑熊領地2
格內。所以需要在那些格子上放置小方塊。	
對於所有距離黑熊領地2格以外的格子，放
置小圓片。

6. 棲息地在一種顏色的地標的3格距離內

棲息地在特定顏色的地標的3格距離內。這
包括該顏色地標所在的格子。地標的種類跟
這條線索無關。

例如：「棲息地在藍色地標的3格距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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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TS

所有人手中...
1.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2.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3.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4.	 沒有線索提到任何動物領地

5.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6.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7.	 沒有「兩種地形之一」的線索

8.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9.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10.	 沒有和沙漠相關的線索

11.	 沒有和森林相關的線索

12.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13.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14.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15.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16.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17.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18.	 沒有和山地相關的線索

19.	 沒有和沼澤相關的線索

20.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21.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22.	沒有和山地相關的線索

23.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24.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25.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26.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27.	 沒有和森林相關的線索

28.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29.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30.	沒有和海洋相關的線索

31.	 沒有和沼澤相關的線索

32.	沒有「兩種地形之一」的線索

33.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34.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35.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36.	沒有「兩種地形之一」的線索

37.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38.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39.	沒有和海洋相關的線索

40.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41.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42.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43.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44.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45.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46.	沒有和海洋相關的線索

47.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48.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49.	沒有「兩種地形之一」的線索

50.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51.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52.	沒有線索提到任何一種地形

53.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54.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55.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56.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57.	 沒有和沙漠相關的線索

58.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59.	沒有「兩種地形之一」的線索

60.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61.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62.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63.	沒有和森林相關的線索

64.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提示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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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66.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67.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68.	沒有和沼澤相關的線索

69.	沒有和山地相關的線索

70.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71.	 沒有和沙漠相關的線索

72.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73.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74.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75.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76.	 沒有「1格距離內」的線索

77.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78.	 沒有「2格距離內」的線索

79.	 沒有「3格距離內」的線索

80.	沒有「兩種地形之一」的線索

Thanks to all our playtesters who have endured many less 

intuitive, and some broken, versions of the game: Steve, Jenni, 

Max, Charlotte, Matt, Pete, John, Anthony, Dave, Rasmus  

& many others from Norwich Board Ga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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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本地化
翻譯	Frank	Wang，Matt	Zheng

校對	Matt	Zheng，亮君，老鐵，山上的安然

平面設計	Reco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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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提示

初始設置
按照卡牌設置遊戲版圖，並分發線索書確
定玩家線索。進行最初的信息分享後開始
遊戲：從起始玩家開始，玩家依次按照自
己的線索在版圖上放置一個小方塊（代表
不符合自己的線索）。當每位玩家都放置2
個小方塊後，從起始玩家開始遊戲。

回合流程
在你的回合中，從以下行動中選擇一個：

詢問

選擇任意一格並詢問一名玩家這一格是否
可能為棲息地。被詢問的玩家需要根據自
己的線索決定放置小方塊（不可能是棲息
地）或者小圓片（有可能是棲息地）。

搜索

根據自己的線索選擇有可能是棲息地的一
格，按照順時針詢問所有玩家，直到有玩
家放置了小方塊。如果無人放置小方塊（
符合所有人線索），則你獲得遊戲勝利。如
果有人放置小方塊，搜索立即停止。

核心原則
不管是選擇詢問其他玩家，或者進行搜
索，你必須遵守以下核心原則：
•	 在放置小方塊和小圓片時，一定
要保持誠實。

•	 已放置的方塊或圓片都不能被移
除。

•	 當一個格子上已經有小方塊後，
任何玩家都再也不能和這個格子
進行任何互動。這表示不能對這
個格子進行詢問，搜索，或者放
置配件。

•	 如果在你的回合中，你讓其他玩
家放置了小方塊，則你也必須在
版圖上選擇放置一個小方塊。這
包括因進行詢問和搜索而導致放
置的小方塊。

•	 如果一個格子上已經有了你的配
件，那麼你不能再在其中放置你
的配件。

地貌圖示

狐狸領地 黑熊領地

石柱  小屋

海洋 山地 森林 沼澤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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