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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規則》 

1. 基礎概念 

1-1. 遊戲基礎資訊 

1-1.1. 《五行戰鬥牌４》為以「五行戰鬥牌」供兩位以上玩家對戰之遊戲。 

1-1.2. 玩家人數必須為偶數，並等量分為兩個隊伍。 

1-1.3. 五行戰鬥牌之規則分為基礎規則、進階規則與主題規則。基礎規則供

初學玩家使用；進階規則（含星辰圖記、五方傳說、英雄學派）供入

門玩家使用，以基礎規則搭配三種進階規則之玩法為《五行戰鬥牌４》

之正式玩法；主題規則為另行發佈之擴充規則，以變化和趣味性為主

軸，供玩家自由搭配選用。 

1-2. 五行戰鬥牌 

1-2.1. 五行戰鬥牌一副共９０張牌，所有玩家使用同一副牌進行遊戲。 

1-2.2. 每張牌有「屬性（行）」和「等級（級）」兩項要素。屬性分為金、木、

水、火、土五種，等級為１至５級。 

1-2.3. 每種屬性的牌共有１８張，等級１至３級的牌各４張，等級４、５級

牌各３張。 

1-2.4. 規則用語中，「同行牌」指相同屬性之牌，不論等級；「同級牌」指相

同等級之牌，不論屬性；「相同牌」指屬性與等級均相同之牌。 

1-2.5. 等級之下限為１級，上限為５級。當遊戲中等級增減變化時，最低減

至１級，最高增至５級。 

1-3. 遊戲目的與進行方式 

1-3.1. 雙方各自擁有生命值，將對方生命值歸０者獲得勝利。團隊作戰時，

同隊伍玩家共用生命值。 

1-3.2. 每位玩家擁有手牌，以手牌搭配組合「陣法」以攻擊敵方、防守或干

擾。玩家可運用之基本陣法即「基礎規則」中所列２５種陣法。 

1-3.3. 在進階規則中，玩家可以藉由召喚星辰、召喚聖獸、改變環境或轉職

等方式建立優勢，獲得特殊能力或專屬陣法。 

1-3.4. 進階規則或主題規則中，可能提供除了將對方生命值歸０以外的勝利

方式。 

1-4. 玩家間之溝通 

1-4.1. 玩家可以在五行戰鬥牌遊戲中進行任何公開交談與溝通，但必須讓所

有參與遊戲的玩家都獲得相同訊息，不得僅對部分玩家傳遞秘密資

訊。 

1-4.2. 玩家不能任意展示自己的手牌來證明自己確實擁有或沒有某些牌，但

可以用公開交談或其他方式表示自己擁有或沒有某些牌。 

1-4.3. 玩家所有透露的訊息都可以是不正確的，其他玩家必須自行判斷訊息

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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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遊戲要素 

2-1. 生命值 

2-1.1. 同一隊伍共用生命值，當生命值降至０時，該隊伍輸掉本次遊戲。若

雙方生命值同時降低至０，則遊戲平局。 

2-1.2. 根據進行人數與使用規則不同，使用不同生命點數進行遊戲。 

2-1.2a. 簡易玩法（僅使用基礎規則）：雙人遊戲１００點、四人遊戲１５

０點、六人遊戲２００點。 

2-1.2b. 正式玩法（使用基礎規則與進階規則）：雙人遊戲２００點、四人

遊戲３００點、六人遊戲４００點。 

2-1.2c. 選用主題規則時，與正式玩法使用之生命值相同。但若該主題規

則另有調整規定，則依該主題規則之規定。 

2-1.2d. 進行八人以上遊戲時，生命值請玩家酌量調整。但因為人數過多

會造成遊戲一輪時間太長，且玩家控制戰局能力降低、不確定性

較高，因此並不建議超過六人以上的遊戲。 

2-1.3. 生命值計算 

2-1.3a. 玩家受到傷害時，扣除等量生命值。 

2-1.3b. 玩家回復生命時，增加等量生命值。 

2-1.3c. 生命值下限為０，低於０時變化為０。 

2-1.3d. 生命值上限同初始生命值，高於生命值上限時，變化為上限值。 

2-2. 防護罩 

2-2.1. 防護罩為玩家個人所有，代替擁有者承受傷害。 

2-2.2. 當玩家擁有防護罩時，若受到傷害，將由防護罩代為承受，不扣除生

命值，改為扣除防護罩之點數。 

2-2.3. 防護罩因「建構」產生。同一位玩家僅能同時擁有一個防護罩，建構

防護罩時已經擁有防護罩，將由新建構之防護罩取代原有防護罩。 

2-2.4. 防護罩特性 

2-2.4a. 擁有者受到大於現有防護罩點數之傷害時，防護罩仍然會抵銷所

有傷害並歸０消滅，擁有者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2-2.4b. 物理攻擊對防護罩造成之傷害雙倍。 

2-2.4c. 由防護罩承受傷害時，五行相生、相剋、相抵之效果不適用，職

業能力中「五行抗性（如金行抗性：對己金行傷害無效）」之效果

亦不生效。因為以上效果以擁有者本身承受傷害為前提，防護罩

代為承受傷害時，擁有者並未承受傷害，其他以「承受傷害」為

前提之效果亦同。 

2-3. 手牌 

2-3.1. 每位玩家擁有各自的手牌，玩家將利用自己的手牌進行遊戲。 

2-3.2. 手牌上限為５張，當抽牌可能使手牌超過上限時，抽牌數量降低至使

手牌補滿５張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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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玩家不能任意公開自己的手牌。 

2-4. 陣法 

2-4.1. 遊戲以「陣法」進行主要互動。玩家將手牌依照一定規則組成陣法，

加以施展並造成傷害、回復、干擾等不同效果。 

2-4.2. 陣法有「名稱」、「施展方式」、「類別」、「效果」四種要素。規則中以

「／」記號分隔前三種要素，「類別」和「效果」間則以「，」分隔。

亦即以「名稱／施展方式／類別，效果」之方式記載，如「金擊術／

金／金行攻擊，點數＝等級＋４」。 

2-4.3. 陣法類別 

2-4.3a. 陣法分為兩大類別，「攻擊」與「術式」。攻擊又細分為七種屬性，

術式則分為兩種類型。 

2-4.3b. 攻擊分為七種屬性：金行攻擊、木行攻擊、水行攻擊、火行攻擊、

土行攻擊、物理攻擊與特殊攻擊，前五種合稱「五行攻擊」。攻擊

之效果均相同，屬性僅計算其傷害時有差異。 

2-4.3c. 所有攻擊均具備「點數」，其效果均為「對上家造成某屬性傷害」。

部分攻擊除傷害外，還有額外的特殊效果，該效果與傷害一併處

理。（例如五流歸一使施展者當回合多抽一張牌。） 

2-4.3d. 術式分為兩種：主動術式、被動術式。兩種術式之施展方法不同。 

2-4.3e. 主動術式和攻擊一樣，於玩家施展時直接打出並處理其效果。 

2-4.3f. 被動術式施展時反面覆蓋，玩家無庸告知施展何種被動術式，其

他玩家也不能檢視該被動術式。被動術式在下一位玩家下回合行

動時，翻開並發動其效果。被動術式僅有一回合效力，覆蓋後在

下一回合一定要發動，若對該玩家進行之行動無法造成任何影響，

則不處理其效果。被動術式又簡稱為「蓋牌」。 

2-4.3g. 部分主動術式具備「點數」，但只有寫明「點數」的術式才具備點

數。 

2-4.4. 陣法目標 

2-4.4a. 目標即陣法之生效對象，陣法可能具備目標，或不具備目標。目

標有「自己」、「上家」、「下家」、「指定」、「無」五種。 

2-4.4b. 自己：指陣法施展者。又稱為「自身」。 

2-4.4c. 上家：陣法施展者上一位行動的玩家。 

2-4.4d. 下家：陣法施展者下一位行動的玩家。 

2-4.4e. 指定：由陣法施展者指定一位合乎條件的玩家，並以該玩家作為

目標。 

2-4.4f. 無：陣法無目標，或具備多重目標。改變陣法目標之效果，對此

類陣法無效。 

2-4.5. 陣法張數 

2-4.5a. 指該陣法以幾張牌組成，除一至五張外，有些陣法為「非固定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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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2-4.5b. 陣法張數指陣法在規則上以幾張牌來組成，與玩家實際上用幾張

牌組成無關，所以才有「非固定張數」之類型。同理，若玩家以

其他規則效果以不同於原規則所定張數施展該陣法，亦不影響陣

法張數之判斷。例如以「聖術」用三張牌施展原先需「金金火水」

才能施展的光芒，該陣法仍然是一個四張陣法。 

2-4.5c. 與陣法張數有關之判斷，非固定張數陣法均判定為「不符合」，即

使實際組成之張數符合該判斷亦同。 

2-4.6. 施展方式之標示 

2-4.6a. 陣法施展方式以簡易方式記載，不同的牌中以「＋」記號分隔，

額外條件以「，」記號分隔，單純要求屬性的組合間省略「＋」

記號直接使各條件相連。例示如下： 

2-4.6b. 金：一張金行牌。 

2-4.6c. 木木金火：兩張木行牌、一張金行牌、一張火行牌。 

2-4.6d. 三張牌連續相生：以屬性在五行相生關係中連續的三個屬性組成，

例如金水木（金生水，水生木）或水木火（水生木，木生火）。 

2-4.6e. 五張同級牌：以五張相同等級牌組成，如１１１１１或２２２２

２。 

2-4.6f. 金＋同級牌：一張金行牌，加上一張與該金行牌相同等級之牌。 

2-4.6g. ５５５：三張５級牌。 

2-4.6h. 水水＋其他所有手牌：兩張水行牌，加上剩餘手牌。 

2-5. 玩家之稱呼 

2-5.1. 自己：表示玩家自身，亦稱為「自身」、「己」。 

2-5.2. 上家：上一位行動的玩家。 

2-5.3. 下家：下一位行動的玩家。 

2-6. 五行生剋 

2-6.1. 五行屬性有相生、相剋、相抵關係。 

2-6.2. 相生：依金水木火土順序，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 

2-6.3. 相剋：依金木土水火順序，即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

剋金。 

2-6.4. 相抵：同屬性相抵，即金抵金、木抵木、水抵水、火抵火、土抵土。 

2-7. 小數計算 

2-7.1. 五行戰鬥牌僅採計整數，不計算小數。 

2-7.2. 生命值、防護罩等「持續存在之數值」，採無條件捨去。 

2-7.3. 陣法點數及其他「僅瞬間存在之數值」，採無條件進位。 

2-8. 牌堆與洗牌 

2-8.1. 五行戰鬥牌於遊戲開始時充分洗牌後，成為「牌堆」，供玩家在遊戲



 
7 

 

中抽牌使用。 

2-8.2. 施展陣法、捨棄或因其他規則而使用之牌，如果沒有特別規定，均捨

棄在一旁成為「棄牌堆」。 

2-8.3. 牌堆用盡時，將棄牌堆充分洗牌後作為新的牌堆。 

2-8.4. 任何玩家注意到牌堆即將用盡時，徵得所有其他玩家的同意，可以將

棄牌堆預先洗牌後，放置於牌堆下方，成為牌堆的一部份。 

3. 遊戲準備 

3-1. 若玩家為四位以上，將玩家平均分為兩個隊伍，並且兩個隊伍的玩家交錯

入座，形成一個圈。每位玩家的隔壁均為另一位隊伍的玩家。 

3-2. 將一副五行戰鬥牌充分洗牌後，每位參與的玩家發５張手牌，剩餘的牌作

成為牌堆。 

3-3. 雙方隊伍的生命值依照 2-1.3 之規定設置。 

3-4. 以任何方式決定第一位行動的玩家，由該玩家開始第一個回合。每個玩家

的行動都是一個回合。回合結束後將行動權交給下家，輪下家的回合繼續

遊戲。 

4. 回合 

4-1. 每位玩家輪到時，進行該位玩家的回合，該玩家稱為「回合玩家」。回合

由行動、抽牌等細部流程組成，每回合應進行之流程均固定，即使並未進

行動作，依然會一一經過該流程。 

4-2. 回合流程 

4-2.1. 回合開始：正式進入回合玩家的回合。「回合開始時」、「輪到時」、「每

回合」等效果敘述均在此時生效。 

4-2.2. 回收棄牌： 

4-2.2a. 上家上回合有回合抽牌之棄牌時，玩家可扣除該棄牌等級×２之生

命，將該棄牌放回牌堆最上方。 

4-2.2b. 回收棄牌僅能回收上家上回合之棄牌，故若上家上回合因為沒有

抽牌或其他因素而沒有棄牌，則沒有任何棄牌可以回收。 

4-2.2c. 即使玩家生命值不足，依然可以回收棄牌，但生命值將扣除至０

並使遊戲結束。 

4-2.2d. 回收棄牌與行動不同，即使玩家無法行動，依然可以回收棄牌。 

4-2.2e. 回收棄牌並非強制，玩家可自行選擇是否要回收。 

4-2.3. 行動前：回合玩家行動前的時點，部分規則在此時生效，如職業的發

動能力等。若為僅使用基礎規則之初學玩法，可省略此流程。 

4-2.4. 行動：每回合僅能且必須進行一次行動。 

4-2.4a. 行動包含「施展陣法」、「轉職」或其他規則所規定的行動。 

4-2.4b. 簡易玩法中，行動僅有「施展陣法」一項。 

4-2.4c. 除非玩家沒有手牌而客觀上無法進行行動，或因為其他規則效果

而無法行動，玩家都必須選擇一項行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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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回合抽牌：每回合僅能且必須進行一次回合抽牌。 

4-2.5a. 「回合抽牌」專指依回合流程而進行之抽牌，和其他規則效果造

成之抽牌不同，回合抽牌有棄牌規則，其他抽牌則無。 

4-2.5b. 回合抽牌的基礎抽牌數量為２張，可能因為其他規則效果而有所

增減。如「本回合抽牌＋１」即表示本回合之回合抽牌多抽１張，

抽牌數量為３張。 

4-2.5c. 若抽牌數量加上原有手牌會使手牌超過上限，則抽牌數量減少至

剛好使手牌補足上限的數量。例如手牌４張時，抽牌數量即為１

張。 

4-2.5d. 回合抽牌時，抽取比應抽數量多１張的牌，從抽取之牌中選擇１

張不要的牌捨棄，其餘的牌加入手牌。該捨棄的牌稱為「棄牌」，

此規則稱為「棄牌規則」，除非其餘抽牌規則中有說明，否則僅回

合適用棄牌規則，其他抽牌直接按照應抽張數與手牌上限抽取即

可。 

4-2.5e. 除非玩家手牌達到上限，或因其他規則效果無法抽牌，否則一定

要進行回合抽牌。 

4-2.6. 回合結束：本回合結束。在部分於此時點生效之規則處理完畢前，仍

屬於本回合之一部分。 

4-3. 回合結束後，輪下一位玩家，並重新開始一個回合。反覆進行直到遊戲結

束為止。 

5. 施展陣法 

5-1. 施展陣法為行動之一種，依陣法類別（攻擊、主動術式或被動術式）有不

同之處理步驟。其中攻擊與主動術式皆為將組成陣法之牌正面展示並宣告

所施展之陣法，被動術式則反面覆蓋並不指明所施展之陣法。 

5-2. 攻擊之處理步驟 

5-2.1. 宣告所施展之攻擊名稱，並將用以組成該攻擊之牌正面展示。 

5-2.2. 計算攻擊之點數。 

5-2.3. 如果上家上回合覆蓋有被動術式，則翻開被動術式並處理其效果。處

理完畢後將組成被動術式之牌捨棄並放入棄牌堆。 

5-2.4. 處理該攻擊造成之傷害與其它效果。 

5-2.4a. 攻擊將對上家造成與其點數相等之傷害，受到傷害的玩家，扣除

所屬隊伍等量之生命值。如該玩家擁有防護罩，則轉由防護罩承

受傷害並扣除防護罩等量點數。 

5-2.4b. 若上家上回合施展五行攻擊，則本次五行攻擊造成之傷害可能發

生相生、相剋或相抵之狀況。但若上家擁有防護罩，則不發生相

生、相剋或相抵。 

5-2.4c. 相生：本次攻擊之屬性生上家上回合攻擊之屬性（如金生水，本

次攻擊為金行攻擊，上家上回合為水行攻擊），本次傷害改為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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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之生命值。 

5-2.4d. 相剋：本次攻擊之屬性剋上家上回合攻擊之屬性（如金剋木，本

次攻擊為金行攻擊，上家上回合為木行攻擊），本次傷害雙倍。 

5-2.4e. 相抵：本次攻擊之屬性與上家上回合攻擊之屬性相同，本次傷害

減半。 

5-2.4f. 相生、相剋、相抵簡稱為「五行生剋」或「生剋抵」。生剋抵僅於

攻擊目標為上家時才有適用，若目標因規則效果而改變，則不適

用。 

5-2.4g. 物理攻擊和特殊攻擊無生剋抵之規則。但物理攻擊因防護罩規則，

對防護罩造成傷害時雙倍。 

5-2.4h. 傷害之增減、無效僅影響該傷害本身，不變動該攻擊之點數。 

5-2.4i. 攻擊之其他效果，若無特定處理時點，則與傷害同時處理之，不

分先後。 

5-2.5. 將組成該攻擊使用之牌捨棄並放入棄牌堆。 

5-3. 主動術式之處理步驟 

5-3.1. 宣告所施展之主動術式，並將用以組成該主動術式之牌正面展示。 

5-3.2. 若該主動術式具備點數，則計算該主動術式之點數。 

5-3.3. 如果上家上回合覆蓋有被動術式，則翻開被動術式並處理其效果。處

理完畢後將組成被動術式之牌捨棄並放入棄牌堆。 

5-3.4. 處理該主動術式之效果。 

5-3.4a. 若主動術式擁有複數效果，除需於其他時點處理之效果外，其餘

均於此時點同時處理，不分先後。 

5-3.5. 將組成該主動術式使用之牌捨棄並放入棄牌堆。 

5-4. 被動術式之處理步驟 

5-4.1. 將組成被動術式之牌反面覆蓋。無庸宣告被動術式之名稱。 

5-4.2. 如果上家上回合覆蓋有被動術式，則翻開被動術式並處理其效果。處

理完畢後將組成被動術式之牌捨棄並放入棄牌堆。 

5-4.3. 被動術式將在下家下回合行動時翻開並處理效果，下家下回合施展陣

法時，處理方式見前述；下家進行轉職或其他行動時，則在相當於「宣

告行動名稱」或「計算點數」之步驟之後，翻開並處理被動術式之效

果。若下家下回合因某些因素沒有行動，也必須在回合流程經過行動

時點時，翻開並捨棄之。 

5-5. 陣法之施展不受其效果無效影響，當陣法效果無效或不生作用時，玩家仍

然施展了該陣法。只要施展即符合以「施展」為判斷標準之規則。 

5-6. 攻擊之傷害被無效時，該攻擊之其他效果仍然有效。如五流歸一「本回合

抽牌＋１」之效果。 

6. 時效 

6-1. 回合：依「回合」計算之效果，每次效果作用之玩家的回合結束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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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１個回合。如光芒使下家２回合無法行動及抽牌，下家經歷兩次無法行

動及抽牌的回合後，光芒效果結束。 

6-2. 輪：經過每位玩家的回合各一次稱為１輪。輪的起迄點由該效果開始作用

時計算，下次同一位玩家回合中的同一時點，為１輪。如聖光破使一輪內

所有玩家的被動術法都展示放置，其效用直到下次施展者行動時陣法效果

生效時為止，亦即該施展者下次行動覆蓋被動術法時，亦受聖光破效果影

響而必須正面放置。 

7. 遊戲結束 

7-1. 當任何一方生命值歸０時遊戲結束。 

7-1.1. 生命值歸０的隊伍輸。 

7-1.2. 生命值尚未歸０的隊伍獲得勝利。 

7-1.3. 雙方生命值均為０時平局。 

7-2. 其他條件 

7-2.1. 部分進階規則或主題規則可能有其他使遊戲結束的方式，如進階規

則‧星辰圖記中的「五星連珠」。 

7-2.2. 當這些條件發生時，遊戲立即結束，並依相關規則決定遊戲勝負。 

7-3. 遊戲結束會在生命值歸０或達成其他條件的瞬間確定，尚未處理完畢的效

果即因遊戲結束而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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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規則》 

1. 基礎規則由二十五個陣法組成。 

2. 「等級總和」意思為用以組成陣法之所有牌的等級總和。五行擊術效果中之

「等級＋４」與「等級總和＋４」相同，當以幻化複製五行擊術之效果時，

以「組成幻化之兩張牌的等級總和＋４」計算點數。 

3. 幻化 

3-1. 幻化本身為主動術式，若上家上回合覆蓋封印或施展其他能使主動術式無

效之陣法，則幻化無效並不發動複製效果。 

3-2. 幻化成功生效後，將複製上家上回合施展之陣法「規則上之效果敘述」與

該陣法之類別。例如上家上回合施展震暴，則幻化將改為「物理攻擊，點

數＝等級總和×４」，並重新依此效果計算陣法點數與處理。其點數，以組

成幻化之兩張牌計算之。 

3-3. 幻化僅改變陣法類別與效果，並不改變陣法名稱，玩家施展的陣法仍然是

幻化。 

3-4. 若上家上回合沒有施展陣法，或施展非基礎規則之陣法，則無可供複製之

目標，幻化效果結束不繼續處理。 

4. 空城 

4-1. 空城本身無任何效果，但因為被動術式以覆蓋方式施展，所以有威嚇或干

擾等戰術效果。 

4-2. 若因其他遊戲規則之效果，使覆蓋之被動術式可能同時構成空城或其他被

動術式時，其他被動術式優先。只有不可能構成任何其他被動術式時，覆

蓋之被動術式才會成立空城。 

5. 所有玩家可施展基礎規則之所有陣法。 

6. 金擊術、木擊術、水擊術、火擊術、土擊術合稱「五行擊術」。 

 

金擊術／金／金行攻擊，點數＝等級＋４ 

木擊術／木／木行攻擊，點數＝等級＋４ 

水擊術／水／水行攻擊，點數＝等級＋４ 

火擊術／火／火行攻擊，點數＝等級＋４ 

土擊術／土／土行攻擊，點數＝等級＋４ 

武器／金金／物理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２ 

防禦／木木／被動術式，下家下回合攻擊之傷害無效 

封印／水水／被動術式，下家下回合術式無效 

反震／火火／被動術式，下家下回合攻擊之傷害由目標與施展者平分 

幻化／土土／主動術式，複製上家上回合施展之基礎規則陣法之類別與效果 

空城／兩張不同屬性牌／被動術式，無效果 

鍠金／金金金／金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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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木／木木木／木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 

洄水／水水水／水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 

熾火／火火火／火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 

坱土／土土土／土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 

生陣／三張牌連續相生／主動術式，回復生命值，點數＝等級總和×３ 

剋陣／三張牌連續相剋／主動術式，扣除下家防護罩，點數＝等級總和×３ 

光芒／金金火水／主動術式，檢視下家手牌，下家無法行動及抽牌２回合 

氣壁／木木金火／主動術式，建構防護罩，點數＝等級總和×４ 

歸元／水水土木／主動術式，回復生命值，點數＝等級總和×４ 

震暴／火火水土／物理攻擊，物理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４ 

混沌／土土木金／主動術式，自身扣除１５點生命，下家無法抽牌２回合 

五行輪迴／金木水火土／主動術式，雙方生命值交換 

五流歸一／五張同級牌／特殊攻擊，點數＝目標手牌數×１５，本回合抽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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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規則‧星辰圖記》 

1. 星辰圖記由五種星辰和虛空破星術組成，每個星辰有不同效果和２個專屬陣

法。 

2. 星辰 

2-1. 星辰為同隊伍共有，一個隊伍僅能擁有一個星辰。 

2-2. 星辰之效果僅影響該隊伍，賦予之陣法僅該隊伍可施展。 

2-3. 星辰藉由「召喚」產生。召喚新的星辰時，舊的星辰將被取代而消失。 

2-4. 星辰之召喚屬強制性質，玩家施展滿足條件之陣法時，除非該星辰已經存

在或因為其他原因無法召喚，否則該星辰必定會召喚。 

2-5. 同一個星辰同時僅屬於一個隊伍，若召喚星辰時該星辰已經存在，則召喚

無效。 

3. 星辰之第２項效果 

3-1. 每次僅能讓一張牌改變屬性。 

3-2. 僅於判定陣法組成時改變，其餘時間仍為原本之屬性。 

3-3. 組成被動術式時，必須於覆蓋時聲明此效果，並指出受效果影響而改變屬

性之牌。指明時由背面指定，不必將受影響之牌正面展示。 

4. 五星連珠 

4-1. 同一位玩家成功召喚過金星‧太白、木星‧歲星、水星‧辰星、火星‧熒

惑、土星‧鎮星時，獲得勝利。 

4-2. 團隊作戰時，五星連珠各玩家分別計算，必須同一位玩家召喚上述五種星

辰，才成立五星連珠。 

5. 所有玩家均可施展虛空破星術。 

 

虛空破星術／三張同級牌／主動術式，破除所有星辰，星辰被破除方扣除２０點

生命 

 

金星‧太白 

1. 施展３０點以上鍠金時召喚，召喚時破除木星‧歲星 

2. 組合基礎規則陣法時，可以將一張土行牌視為金行牌 

3. 太白星擊／金／金行攻擊，點數＝１０ 

4. 太白鍊天陣／金金土／金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本回合抽牌＋１ 

 

木星‧歲星 

1. 施展３０點以上樸木時召喚，召喚時破除土星‧鎮星 

2. 組合基礎規則陣法時，可以將一張水行牌視為木行牌 

3. 歲星星擊／木／木行攻擊，點數＝１０ 

4. 歲星柱天陣／木木水／木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本回合抽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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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辰星 

1. 施展３０點以上洄水時召喚，召喚時破除火星‧熒惑 

2. 組合基礎規則陣法時，可以將一張金行牌視為水行牌 

3. 辰星星擊／水／水行攻擊，點數＝１０ 

4. 辰星淬天陣／水水金／水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本回合抽牌＋１ 

 

火星‧熒惑 

1. 施展３０點以上熾火時召喚，召喚時破除金星‧太白 

2. 組合基礎規則陣法時，可以將一張木行牌視為火行牌 

3. 熒惑星擊／火／火行攻擊，點數＝１０ 

4. 熒惑燎天陣／火火木／火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本回合抽牌＋１ 

 

土星‧鎮星 

1. 施展３０點以上坱土時召喚，召喚時破除水星‧辰星 

2. 組合基礎規則陣法時，可以將一張火行牌視為土行牌 

3. 鎮星星擊／土／土行攻擊，點數＝１０ 

4. 鎮星堪天陣／土土火／土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本回合抽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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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規則‧五方傳說》 

1. 五方傳說由五種環境、五方聖獸和虛空斷脈術組成。 

2. 環境 

2-1. 環境效果影響所有玩家。 

2-2. 環境藉由「轉移」產生，同時間只會存在一個環境。新的環境轉移時，取

代原有環境。 

2-3. 沒有環境時稱為「無環境」。遊戲開始時為「無環境」。 

3. 聖獸效果 

3-1. 轉移環境效果於傷害後才處理，故聖獸本身之傷害，仍受原環境效果影

響。 

3-2. 聖獸不受其他陣法效果影響，包含攻擊之效果與主動、被動術式之效果，

如防禦無法無效聖獸之傷害。但仍受陣法以外其他規則之效果影響。 

4. 環境效果 

4-1. 傷害雙倍效果，先於生剋抵處理。 

4-2. 恆為生效果，優先於生剋抵。受此效果影響時，不會發生相剋或相抵。 

5. 虛空斷脈術成功破除環境時，扣除生命之效果才會生效。如原本就沒有環境

或因其他因素使環境並未破除，則不處理扣除生命之效果。 

6. 所有玩家均可施展五方聖獸與虛空斷脈術。 

7. 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中‧黃蛇合稱「五方聖獸」。 

 

東‧青龍／木木木木木／木行攻擊，點數＝８１，傷害後轉移為木行環境，本陣

法不受其他陣法效果影響 

西‧白虎／金金金金金／金行攻擊，點數＝８１，傷害後轉移為金行環境，本陣

法不受其他陣法效果影響 

南‧朱雀／火火火火火／火行攻擊，點數＝８１，傷害後轉移為火行環境，本陣

法不受其他陣法效果影響 

北‧玄武／水水水水水／水行攻擊，點數＝８１，傷害後轉移為水行環境，本陣

法不受其他陣法效果影響 

中‧黃蛇／土土土土土／土行攻擊，點數＝８１，傷害後轉移為土行環境，本陣

法不受其他陣法效果影響 

虛空斷脈術／三張同級牌／主動術式，破除環境，環境被破除時雙方扣除２０點

生命 

 

金行環境 

1. 金行傷害雙倍 

2. 土行傷害恆為生 

3. 防禦、氣壁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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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行環境 

1. 木行傷害雙倍 

2. 水行傷害恆為生 

3. 幻化、混沌無效 

 

水行環境 

1. 水行傷害雙倍 

2. 金行傷害恆為生 

3. 反震、震暴無效 

 

火行環境 

1. 火行傷害雙倍 

2. 木行傷害恆為生 

3. 武器、光芒無效 

 

土行環境 

1. 土行傷害雙倍 

2. 火行傷害恆為生 

3. 封印、歸元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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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規則‧英雄學派》 

1. 英雄學派由十八種職業和虛空返璞術組成，各職業擁有不同的能力和專屬陣

法。 

2. 職業 

2-1. 職業為玩家個人所有。 

2-2. 玩家同時間僅能擁有一個職業。轉職後由新的職業取代原有職業。 

2-3. 職業賦予玩家能力和陣法。玩家僅擁有目前職業所賦予之能力和陣法，除

非目前職業擁有原有職業之效果。 

2-4. 複數玩家間可以擁有相同的職業。 

3. 轉職 

3-1. 轉職為一種行動。 

3-2. 轉職必須符合特定條件才能進行，部分職業無轉職條件。 

3-3. 進行轉職行動時，依照下列步驟處理： 

3-3.1. 宣告職業名稱。 

3-3.2. 展示該職業轉職必須之牌。若該職業轉職時不需要手牌，則省略此步

驟，並依該職業之規則進行對應動作。 

3-3.3. 如果上家上回合覆蓋有被動術式，則翻開被動術式並處理其效果。處

理完畢後將組成被動術式之牌捨棄並放入棄牌堆。 

3-3.4. 轉職為該職業。 

3-3.5. 將轉職所需之牌捨棄並放入棄牌堆。 

3-4. 轉職並非施展陣法，對應陣法之效果，無法對轉職生效。 

4. 職業規則及記載方式 

4-1. 職業有「名稱」、「轉職條件及方式」、「能力」、「陣法」等規則。 

4-2. 名稱：職業之名稱。 

4-3. 轉職條件及方式： 

4-3.1. 轉職為該職業之條件及方法，記載於職業名稱後的「（）」記號之內。 

4-3.2. 轉職條件及方式以「／」區分，前者為轉職條件，後者為轉職方式。 

4-3.3. 轉職條件若為目前為特定職業，則僅記載該職業之名稱。 

4-3.4. 轉職方式若為展示並捨棄特定手牌，則僅記載所需之牌的組成方式。 

4-3.4a. 金３：表示任意張數之金行牌，等級總和３級以上。 

4-3.4b. １：表示一張１級牌。 

4-3.4c. ５５５：表示三張５級牌。 

4-3.5. 若為其他轉職方式，則將詳細記載進行之方法。 

4-4. 能力： 

4-4.1. 每個能力有「名稱」、「種類」和「效果」三個要素，記載時以「／」

區分前者和後兩者，後兩者間則以「，」分隔。如「卸勁／普通能力，

對己物理傷害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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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普通能力：持續、自動生效之能力，玩家無庸發動，亦無法使其不生

效。 

4-4.3. 專精能力：使某些陣法的施展方式改變之能力，專精能力之特性與普

通能力相同。 

4-4.4. 發動能力： 

4-4.4a. 於行動前由玩家自由選擇是否發動的能力。發動能力之發動與行

動不同，不受「無法行動」效果影響，故玩家無法行動時，仍然

可以發動符合發動條件的發動能力。 

4-4.4b. 每回合只能發動一次發動能力，玩家不能發動同一個能力多次或

發動複數能力。 

4-4.4c. 若無法達成該能力之全部效果，則玩家不能發動該能力。例如在

無法行動的狀態下，不能發動幻術。 

4-5. 陣法：該職業之玩家可施展之專屬陣法。 

4-6. 其他規則：非上述之特性之其他要素之總稱。如「擁有戰士所有能力」即

為戰神之其他規則。判斷其他規則與能力之方法為該敘述有無「名稱」。 

4-7. 職業的能力、陣法與其他規則，簡稱為「該職業之能力」。 

5. 學派與傳說職業 

5-1. 職業分為戰士學派、風行者學派、法師學派、尋道者學派和幻術師學派，

合稱為「五大學派」。 

5-2. 不屬於上述學派之職業為「無學派職業」，無學派職業間非同一學派，相

同的無學派職業亦同。 

5-3. 勇者、武者、智者、仁者、隱者、仙者、聖者為「傳說職業」。 

6. 防禦專精與反震專精 

6-1. 戰士學派之職業同時擁有防禦專精與反震專精。當戰士學派之玩家以「木

火」覆蓋被動術式時，以覆蓋在下方的牌為準，若該牌為木則為防禦，該

牌為火則為反震。 

6-2. 若兩張牌並未交疊，則以左側之牌為準；若兩張牌並未交疊亦未有左右之

分，則以靠近玩家之牌為準。 

7. 聖術處理 

7-1. 聖術僅在判斷陣法組成時將該牌視為兩張，例如將一張火４視為兩張後與

水２、土３一起組合，將滿足「火火水土」之震暴組成方式。 

7-2. 但聖術效果並不會使火４真的變成兩張，該震暴是以「火４水２土３」三

張牌施展，故計算點數時等級總和僅９級，震暴之點數為３６點。 

8. 陣法點數計算 

8-1. 魔法反光閃：以組成魔法反光閃之牌中兩張火行牌等級相乘後再乘以５ 

8-2. 轉生術：以組成轉生術中木行牌以外之其他三張牌之等級相乘。若以兩張

木行牌組成轉生術，則以等級較高之木行牌作為三張連續相生中之牌計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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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有玩家均可轉職為本規則所定職業。所有玩家均可施展虛空返璞術。 

 

虛空返璞術／三張同級牌／主動術式，自身扣除２０點生命，破除所有職業，以

１或２級牌組成時對傳說職業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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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士學派 

 

戰士（無條件／金３） 

1. 卸勁／普通能力，對己物理傷害減半 

2. 武器專精／專精能力，以「金＋任意牌」可組成武器 

3. 防禦專精／專精能力，以「木＋任意牌」可組成防禦 

4. 反震專精／專精能力，以「火＋任意牌」可組成反震 

 

戰神（戰士／金６） 

1. 擁有戰士之能力 

2. 武器精研／普通能力，施展武器之回合抽牌＋１ 

3. 震暴專精／專精能力，以「火火水＋任意牌」可組成震暴 

4. 神兵／金＋同級牌／物理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 

 

勇者（戰神／金９） 

1. 擁有戰士、戰神之能力 

2. 金行抗性／普通能力，對己金行傷害無效 

3. 戰魄／普通能力，施展震暴時，所有其他玩家無法行動及抽牌１回合 

4. 落光斬／金金火火／物理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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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行者學派 

風行者（無條件／土３） 

1. 風行術／普通能力，２０點以下攻擊，不受防禦、道禦、法震效果影響 

2. 幻化專精／專精能力，以「土＋任意牌」可組成幻化 

 

影行者（風行者／土６） 

1. 擁有風行者之能力 

2. 影切／發動能力，捨棄一張手牌，上家扣除該牌等級×２之生命 

3. 混沌專精／專精能力，以「土土木＋任意牌」可組成混沌 

4. 影襲／土＋同級牌／主動術式，上家扣除生命，點數＝等級總和×３ 

 

武者（影行者／土９） 

1. 擁有風行者、影行者之能力 

2. 土行抗性／普通能力，對己土行傷害無效 

3. 影遁／普通能力，不受光芒、混沌效果影響 

4. 刃影瞬殺／任意張數土，等級總和１０級以上／主動術式，上家生命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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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學派 

法師（無條件／火３） 

1. 鍠金專精／專精能力，以「金金＋非金牌」可組成鍠金，該陣法點數－６ 

2. 樸木專精／專精能力，以「木木＋非木牌」可組成樸木，該陣法點數－６ 

3. 洄水專精／專精能力，以「水水＋非水牌」可組成洄水，該陣法點數－６ 

4. 熾火專精／專精能力，以「火火＋非火牌」可組成熾火，該陣法點數－６ 

5. 坱土專精／專精能力，以「土土＋非土牌」可組成坱土，該陣法點數－６ 

 

法導（法師／火６） 

1. 擁有法師之能力 

2. 光芒專精／專精能力，以「金金火＋任意牌」可組成光芒 

3. 五流歸一專精／專精能力，以「四張同級牌＋任意牌」可組成五流歸一 

4. 法震／火＋同級牌／特殊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下家下回合攻擊之傷害

由目標和施展者平分 

 

智者（法導／火９） 

1. 擁有法師、法導之能力 

2. 火行抗性／普通能力，對己火行傷害無效 

3. 法極／普通能力，五行擊術點數為１０ 

4. 魔法反光閃／火火＋兩張非火牌／特殊攻擊，點數＝火×火×５ 

  



 
23 

 

尋道者學派 

尋道者（無條件／木３） 

1. 尋道術／普通能力，被動術式不受封印、幻印效果影響 

2. 生陣專精／專精能力，以「兩張相生牌」可組成生陣 

3. 剋陣專精／專精能力，以「兩張相剋牌」可組成剋陣 

 

述道者（尋道者／木６） 

1. 擁有尋道者之能力 

2. 歸元專精／專精能力，以「水水土＋任意牌」可組成歸元 

3. 五行輪迴專精／專精能力，以「四張不同屬性牌」可組成五行輪迴 

4. 道禦／木＋同級牌／特殊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下家下回合攻擊之傷害

無效 

 

仁者（述道者／木９） 

1. 擁有尋道者、述道者之能力 

2. 木行抗性／普通能力，對己木行傷害無效 

3. 道源／普通能力，主動術式不受封印、幻印效果影響 

4. 轉生術／木＋三張連續相生牌／主動術式，回復生命值，點數＝三張連續相

生牌之等級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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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術師學派 

幻術師（無條件／水３） 

1. 幻術／發動能力，捨棄一張手牌，選擇一張手牌於當回合視為指定屬性、指

定等級，組成五行擊術並施展 

2. 封印專精／專精能力，以「水＋任意牌」可組成封印 

 

幻靈使（幻術師／水６） 

1. 擁有幻術師之能力 

2. 幻術精研／普通能力，發動幻術並指定３級以下等級時，本回合抽牌＋１ 

3. 氣壁專精／專精能力，以「木木金＋任意牌」可組成氣壁 

4. 幻印／水＋同級牌／特殊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下家下回合術式無效 

 

隱者（幻靈使／水９） 

1. 擁有幻術師、幻靈使之能力 

2. 水行抗性／普通能力，對己水行傷害無效 

3. 幻朧／發動能力，捨棄一張手牌，選擇一張手牌於當回合視為指定屬性、指

定等級，組成基礎規則陣法並施展 

4. 紫光防罩／水水＋所有其他手牌／主動術式，建構防護罩，點數＝等級總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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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學派 

初行客（無條件／１） 

1. 抉擇／普通能力，以「１」可轉職為戰士、風行者、法師、尋道者或幻術師 

2. 突破／普通能力，以「１＋該職業原本轉職所需之牌」可轉職為戰神、影行

者、法導、述道者或幻靈使 

 

仙者（戰神、影行者、法導、述道者或幻靈使／５５５） 

1. 仙術／發動能力，捨棄一張４級以上牌，本回合抽牌＋１ 

2. 氣脈／普通能力，施展光芒、氣壁、歸元、震暴、混沌之回合，抽牌＋１ 

3. 凝華斷空箭／三張同級牌／特殊攻擊，點數＝２０，本回合抽牌＋２ 

4. 天弓嘯／５５５／特殊攻擊，點數＝６０ 

 

聖者（戰神、影行者、法導、述道者或幻靈使／４４４） 

1. 聖術／發動能力，選擇手中一張４級以上牌，該牌於本回合組成基礎規則雙

張、四張陣法時，視為兩張 

2. 沉默／發動能力，手牌兩張以下時可發動，本回合無法行動 

3. 聖光破／一張偶數牌／特殊攻擊，點數＝１０，一輪內被動術式展示放置 

4. 聖風／４４４／主動術式，檢視下家手牌，選擇其中一張加入自己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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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規則‧雙行》 

1. 雙行由五個陣法及五種攻擊屬性組成。 

2. 攻擊屬性新增金水行攻擊、水木行攻擊、木火行攻擊、火土行攻擊、土金行

攻擊，合稱「雙行攻擊」。 

3. 雙行相剋 

3-1. 雙行攻擊具備相剋，效果與五行相剋相同，傷害雙倍。五行攻擊與雙行攻

擊間亦具備相剋關係。 

3-2. 雙行攻擊不具備相生或相抵。 

3-3. 雙行相剋規則： 

3-3.1. 金水行剋木行、火行、木火行。金水行被火行、土行、火土行剋。 

3-3.2. 水木行剋火行、土行、火土行。水木行被土行、金行、土金行剋。 

3-3.3. 木火行剋土行、金行、土金行。木火行被金行、水行、金水行剋。 

3-3.4. 火土行剋金行、水行、金水行。火土行被水行、木行、水木行剋。 

3-3.5. 土金行剋水行、木行、水木行。土金行被木行、火行、木火行剋。 

3-4. 雙行相剋規則之規律 

3-4.1. 將雙行攻擊理解為具備兩個五行屬性之攻擊。 

3-4.2. 雙行攻擊和五行攻擊之間，只要其中一個屬性和五行攻擊發生相剋關

係，就會產生相剋。 

3-4.3. 雙行攻擊和雙行攻擊之間，必須兩個屬性均對應到相剋關係，才會產

生相剋。 

4. 職業效果 

4-1. 職業能力中之「抗性」能力，新增以下效果： 

4-1.1. 金行抗性：土金行攻擊、金水行攻擊之傷害減半 

4-1.2. 木行抗性：水木行攻擊，木火行攻擊之傷害減半 

4-1.3. 水行抗性：金水行攻擊、水木行攻擊之傷害減半 

4-1.4. 火行抗性：木火行攻擊、火土行攻擊之傷害減半 

4-1.5. 土行抗性：火土行攻擊、土金行攻擊之傷害減半 

4-2. 此規則之規律為：若雙行屬性中包和該抗性之屬性，則雙行攻擊之傷害減

半。 

5. 所有玩家可施展雙行術‧金沙逐水、雙行術‧水月鏡花、雙行術‧落英燦爛、

雙行術‧星火燎原、雙行術‧天塵鑄劍。 

 

雙行術‧金沙逐水／金＋同級水／金水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２ 

雙行術‧水月鏡花／水＋同級木／水木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２ 

雙行術‧落英燦爛／木＋同級火／木火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２ 

雙行術‧星火燎原／火＋同級土／火土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２ 

雙行術‧天塵鑄劍／土＋同級金／土金行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２  



 
27 

 

《主題規則‧雙學派》 

1. 雙學派由五個職業組成。 

2. 轉職方式 

2-1. 雙學派職業轉職所需之牌，視玩家目前之職業有所不同，以「：」區分職

業和所需之牌。 

2-2. 如「影戰士（風行者或戰士／風行者：金６，戰士：土６）」表示，當玩

家職業為戰士時轉職所需之牌為「土６」，玩家職業為風行者時，轉職所

需之牌為「金６」。 

3. 所有玩家可轉職為雙學派職業。 

4. 影戰士、戰道者、道法師、法幻士、幻行者合稱「雙學派職業」。 

 

影戰士（風行者或戰士／風行者：金６，戰士：土６） 

1. 擁有風行者、戰士之能力 

2. 殘影斬／兩張同級牌／物理攻擊，點數＝１０，上家扣除５點生命 

 

戰道者（戰士或尋道者／戰士：木６，尋道者：金６） 

1. 擁有戰士、尋道者之能力 

2. 天崩擊／四張不同級牌／物理攻擊，點數＝６０，施展後捨棄所有手牌 

 

道法師（尋道者或法師／尋道者：火６，法師：木６） 

1. 擁有尋道者、法師之能力 

2. 禁錮法陣／５／主動術式，自身扣除１０點生命，所有其他玩家無法行動及

抽牌１回合 

 

法幻士（法師或幻術師／法師：水６，幻術師：火６） 

1. 擁有法師、幻術師之能力 

2. 空漩彈／１／特殊攻擊，點數＝１０ 

 

幻行者（幻術師或風行者／幻術師：土６，風行者：水６） 

1. 擁有幻術師、風行者之能力 

2. 幻影劍術／兩張相同牌／特殊攻擊，點數＝２０，一輪內目標為己之陣法對

己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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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規則‧暗黑陣法》 

1. 暗黑陣法由七個陣法及暗黑點數機制組成。 

2. 暗黑點數 

2-1. 每個隊伍分別擁有暗黑點數，同隊伍共用。 

2-2. 暗黑點數下限及初始值為０，無上限。 

2-3. 玩家施展暗黑陣法時，所屬隊伍之暗黑點數將增加： 

2-3.1. 增加１點：暗黑光芒、暗黑氣壁、暗黑歸元、暗黑震暴、暗黑混沌 

2-3.2. 增加２點：暗流歸一 

2-4. 暗流歸一施展時，先依上述規則增加暗黑點數並計算陣法點數，於陣法效

果處理時才將暗黑點數歸０。 

3. 環境效果 

3-1. 環境增加以下效果： 

3-1.1. 金行環境：暗黑氣壁無效 

3-1.2. 木行環境：暗黑混沌無效 

3-1.3. 水行環境：暗黑震暴無效 

3-1.4. 火行環境：暗黑光芒無效 

3-1.5. 土行環境：暗黑歸元無效 

4. 職業效果 

4-1. 「影遁」效果增加：不受暗黑光芒及暗黑混沌效果影響 

5. 所有玩家可施展暗黑陣法及虛空照暗術。 

6. 暗黑光芒、暗黑氣壁、暗黑歸元、暗黑震暴、暗黑混沌、暗流歸一合稱「暗

黑陣法」。 

 

暗黑光芒／金金火水，等級總和１０級以下／主動術式，下家扣除１５點生命，

無法行動及抽牌２回合 

暗黑氣壁／木木金火，等級總和１０級以下／主動術式，建構防護罩，點數＝等

級總和×６ 

暗黑歸元／水水土木，等級總和１０級以下／主動術式，回復生命值，點數＝等

級總和×６ 

暗黑震暴／火火水土，等級總和１０級以下／物理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６ 

暗黑混沌／土土木金，等級總和１０級以下／主動術式，下家扣除１５點生命，

無法抽牌１回合 

暗流歸一／１１１１１或２２２２２／特殊攻擊，點數＝我方暗黑點數×１５，

我方暗黑點數歸０，本回合抽牌＋１ 

虛空照暗術／三張同級牌／主動術式，雙方扣除各自暗黑點數×１０之生命，所

有暗黑點數歸０  



 
29 

 

《主題規則‧共鳴》 

1. 共鳴由五個陣法和三個職業組成。 

2. 名詞定義 

2-1. 餘行：上家上回合棄牌之屬性。 

2-2. 餘級：上家上回合棄牌之等級。 

2-3. 當上家上回合沒有棄牌時，則無餘行和餘級。 

2-4. 餘行和餘級不因該棄牌放回牌堆、加入手牌或其他因素而消失或改變。 

3. 轉職方式中之「餘３」表示「任意張數餘行牌，等級合計３級以上」。 

4. 由於「共鳴」會使手牌張數增加，必須在手牌４張以下時才能發動。 

5. 天響師為傳說職業。 

6. 所有玩家可以施展鏡鳴、森鳴、浪鳴、煌鳴、垠鳴。 

 

鏡鳴／餘行為金，金＋餘級牌／主動術式，本回合抽牌＋２ 

森鳴／餘行為木，木＋餘級牌／主動術式，回復２０點生命 

浪鳴／餘行為水，水＋餘級牌／主動術式，上家隨機捨棄一張手牌，自己可選擇

將該牌放回牌堆最上方 

煌鳴／餘行為火，火＋餘級牌／主動術式，上家扣除２０點生命 

垠鳴／餘行為土，土＋餘級牌／主動術式，建構１５點防護罩 

 

調律師（無條件／餘３） 

1. 調律／發動能力，捨棄一張等級大於餘級之牌，將上家上回合之棄牌加入手

牌 

2. 共鳴／發動能力，出示一張餘行餘級牌，將上家上回合之棄牌加入手牌 

 

易弦師（調律師／餘６） 

1. 擁有調律師之能力 

2. 易弦／發動能力，捨棄一張手牌，餘行和餘級改為該牌之屬性及等級 

3. 回鳴／餘行牌＋同級牌／特殊攻擊，點數＝等級總和×３ 

 

天響師（易弦師／餘９） 

1. 擁有調律師、易弦師之能力 

2. 天響／發動能力，捨棄一張餘行牌，將上家上回合之棄牌加入手牌 

3. 神鳴／兩張餘行牌＋兩張餘級牌／特殊攻擊，點數＝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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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規則‧奇蹟》 

1. 奇蹟由七個陣法組成。 

2. 奇蹟施展條件 

2-1. 所屬隊伍之生命值４０點以下。 

2-2. 玩家尚未施展過奇蹟。 

2-3. 曙光效果會使所有玩家都視為尚未施展過奇蹟。 

3. 所有玩家可施展奇蹟、曙光、虛空絕望術。 

4. 礦脈之奇蹟、森林之奇蹟、溪流之奇蹟、火山之奇蹟、荒漠之奇蹟合稱「奇

蹟」。 

 

礦脈之奇蹟／金金／主動術式，２回合內抽牌＋２ 

森林之奇蹟／木木／主動術式，建構防護罩，點數＝４０ 

溪流之奇蹟／水水／主動術式，回復生命值，點數＝４０ 

火山之奇蹟／火火／主動術式，上家扣除生命，點數＝４０ 

荒漠之奇蹟／土土／主動術式，檢視下家手牌，選擇其中兩張捨棄 

曙光／１１／主動術式，所有玩家視為未施展奇蹟 

虛空絕望術／三張同級牌／主動術式，已施展奇蹟之玩家扣除２０點生命，所有

玩家視為施展過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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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規則‧龍脈》 

1. 龍脈由三個職業組成。 

2. 名詞定義： 

2-1. 環行：目前環境之屬性。 

2-2. 無環境時，無環行。 

3. 能力解釋 

3-1. 風水：風水師轉職時必須要一張５級牌，轉職時將轉移為該５級牌屬性之

環境。例如以金５轉職風水師，則在轉職生效之同時點，轉移環境為金行

環境。 

3-2. 鎮輿：無論任何玩家破除環境，鎮輿均發生效果。複數玩家之鎮輿在同一

時點生效。環境轉移並非破除，必須從有環境狀態下變成無環境才算。 

3-3. 龍脈使並不保有風水師或堪輿師之能力。 

4. 所有玩家可轉職為風水師、堪輿師、龍脈使。 

 

風水師（無條件／５） 

1. 風水／普通能力，轉職為風水師時，轉移為轉職使用之牌屬性之環境 

2. 流轉／發動能力，捨棄一張環行牌，本回合抽牌＋１ 

3. 風水輪／環行牌＋一張相生牌／主動術式，上家扣除１０點生命，轉移為相

生牌屬性之環境 

 

堪輿師（無條件／一張環行牌） 

1. 堪輿／普通能力，自己施展之陣法不因環境效果影響而無效 

2. 環輿／普通能力，對己環行傷害減半 

3. 鎮輿／普通能力，環境被破除時，上家扣除２０點生命 

 

龍脈使（風水師或堪輿師／一張環行牌＋５） 

1. 龍脈／發動能力，捨棄一張５級牌，轉移為該牌屬性之環境 

2. 龍吟／發動能力，展示牌堆最上方三張牌，捨棄所有非環行牌，將環行牌依

原順序蓋回牌堆最上方 

3. 龍嘯／三張環行牌／特殊攻擊，點數＝４０，上家出示手牌，捨棄所有環行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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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規則‧精靈》 

1. 精靈由五種精靈和虛空碎靈術組成。 

2. 精靈 

2-1. 精靈屬於玩家個人，玩家同時僅能擁有一個精靈。複數玩家間可以擁有相

同的精靈。 

2-2. 精靈由「召喚」產生，召喚精靈時，若玩家已有精靈，原精靈將被取代而

消失。 

2-3. 召喚不同精靈時需要不同的牌，召喚精靈所需之牌列於精靈名稱後「（）」

記號內。 

2-4. 精靈擁有技能，技能具備「名稱」、「所需靈力」、「效果」三項要素，以「／」

分隔記載。如「飛刃／２／上家扣除１０點生命」。 

2-5. 精靈具備靈力，靈力消耗至０時，精靈消失。 

3. 召喚精靈 

3-1. 召喚精靈為一種行動。 

3-2. 召喚精靈時，進行下述步驟： 

3-2.1. 宣告召喚之精靈，展示召喚該精靈所需之牌。 

3-2.2. 如果上家上回合覆蓋有被動術式，則翻開被動術式並處理其效果。處

理完畢後將組成被動術式之牌捨棄並放入棄牌堆。 

3-2.3. 召喚該精靈，該精靈獲得２點初始靈力。 

3-2.4. 將召喚精靈所需之牌捨棄並放入棄牌堆。 

3-3. 召喚精靈並非施展陣法，對應陣法之效果，無法對召喚精靈生效。 

4. 靈力 

4-1. 精靈擁有靈力。靈力之下限為０，無上限。精靈靈力為０時，精靈消失。 

4-2. 召喚精靈時，精靈獲得２點初始靈力。 

4-3. 使用精靈技能時將消耗精靈靈力，靈力低於技能之靈力需求時，無法使用

該技能。 

4-4. 玩家每回合進行回合抽牌之棄牌時，若棄牌屬性與玩家擁有之精靈屬性相

同，則精靈之靈力增加１點。 

4-5. 玩家之棄牌僅對自己擁有之精靈產生效果，其他玩家精靈之靈力不會因此

增加。 

5. 技能 

5-1. 擁有精靈之玩家於「行動前」可使用精靈技能。精靈一回合僅能使用一次

技能。 

5-2. 使用技能時，將消耗靈力，並即時處理其效果。 

5-3. 精靈技能並非行動，不受「無法行動」效果影響，故玩家無法行動時，仍

然可以發動符合發動條件的發動能力。 

5-4. 木精靈之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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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綻放除了依照前述方式由玩家主動使用外，當擁有之玩家生命值歸零

時，若木精靈之靈力有５點以上，則即時自動使用，消耗所有靈力並

回復玩家之生命值。 

5-4.2. 因為生命值之下限為０，並無負數。故無論玩家承受之傷害是否超過

原有生命值，綻放均以０點生命值為準回復生命。如靈力５點之木精

靈會使生命值恢復為４０點。 

5-4.3. 若同隊伍玩家擁有複數之木精靈，則生命值歸零時，所有靈力５點以

上之木精靈均會自動使用綻放，並累計回復生命值。如同隊伍之兩位

玩家分別擁有靈力５點與靈力８點之木精靈，則該隊伍之生命值歸零

時，兩個木精靈將一併發動綻放，並將該隊伍之生命值回復為１０４

點。 

6. 團隊作戰技能 

6-1. 團隊作戰時，精靈均有以下兩種額外技能： 

6-1.1. 移轉／１／指定一位沒有精靈的同隊伍玩家，精靈擁有權移轉給指定

玩家 

6-1.2. 交換／１／指定一位擁有精靈的同隊伍玩家，該玩家之精靈扣除１點

靈力，雙方精靈交換 

6-2. 進行交換後所得到的精靈，視為已經使用過精靈技能，同回合不能再使用

技能。 

7. 所有玩家可召喚金精靈、木精靈、水精靈、火精靈、土精靈。所有玩家可施

展虛空碎靈術。 

 

虛空碎靈術／三張同級牌／主動術式，所有精靈扣除２點靈力，擁有者扣除２０

點生命 

 

金精靈（金金） 

1. 飛刃／２／上家扣除１０點生命 

2. 劍雨／８／上家扣除８０點生命 

 

木精靈（木木） 

1. 芬芳／２／回復１０點生命 

2. 綻放／５點以上，全部靈力（擁有者生命歸零時自動使用）／回復靈力×８之

生命 

 

水精靈（水水） 

1. 川流／２／捨棄一張手牌，抽兩張牌，其中選擇一張加入手牌 

2. 浩瀚／４／抽兩張牌，選擇其中一張加入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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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精靈（火火） 

1. 螢光／１／指定手牌本回合內等級視為３級 

2. 絢爛／３／指定手牌本回合內等級視為指定等級 

 

土精靈（土土） 

1. 石盾／２／下家下回合攻擊之傷害無效 

2. 岩壁／５點以上，全部靈力／建構靈力×８之防護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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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規則‧天賦》 

1. 天賦由個人牌組機制組成。 

2. 基本規則 

2-1. 每位玩家各自使用於遊戲前組成之「個人牌組」進行遊戲。 

2-2. 回收棄牌時，該棄牌將置於自己牌堆之最上方。該棄牌必須持續公開展示，

以和玩家自己之牌區別。該棄牌使用或捨棄後，將放入原玩家之棄牌堆

中。 

2-3. 其餘使牌回到牌堆最上方之效果，比照回收棄牌之情形處理。如主題規

則‧共鳴中浪鳴之效果。 

3. 個人牌組之組成必須符合以下規則： 

3-1. 總數６０張。 

3-2. 等級總和１７０級以下。 

3-3. 由一副標準９０張之五行戰鬥牌中挑出。即每種屬性１至３級之牌至多４

張，４、５級牌至多３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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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規則‧星使》 

1. 星使由五種職業組成。 

2. 垂楊汲水陣之組成方式「木＋兩張相生牌」中之「兩張相生牌」，指「兩張屬

性相生之牌」，而非兩張「與木相生之牌」。 

3. 所有玩家可轉職為太白星使、歲星星使、辰星星使、熒惑星使、鎮星星使。 

 

太白星使（目前擁有金星‧太白／金＋５級牌） 

1. 金星‧太白不會被破除或移轉，我方無法召喚其他星辰。太白星使被破除時，

破除金星‧太白。 

2. 太白星魂／普通能力，所有非金５級牌，視為金行３級牌 

3. 太白星鍊‧星刃術／金／主動術式，上家扣除１０點生命 

4. 太白星鍊‧天鎖／一張４級以上之金／主動術式，下家無法行動及抽牌１回

合 

 

歲星星使（目前擁有木星‧歲星／木＋５級牌） 

1. 木星‧歲星不會被破除或移轉，我方無法召喚其他星辰。歲星星使被破除時，

破除木星‧歲星。 

2. 歲星星魂／普通能力，所有非木５級牌，視為木行３級牌 

3. 歲星柳‧星華術／木／主動術式，回復１０點生命 

4. 歲星柳‧垂楊汲水陣／木＋兩張相生牌／特殊攻擊，點數＝１５，回復１５

點生命 

 

辰星星使（目前擁有水星‧辰星／水＋５級牌） 

1. 水星‧辰星不會被破除或移轉，我方無法召喚其他星辰。辰星星使被破除時，

破除水星‧辰星。 

2. 辰星星魂／普通能力，所有非水５級牌，視為水行３級牌 

3. 辰星玉‧星印術／水／主動術式，下家下回合術法無效 

4. 辰星玉‧映泉訣／水水／主動術式，本回合抽牌＋２，不受無法抽牌效果影

響 

 

熒惑星使（目前擁有火星‧熒惑／火＋５級牌） 

1. 火星‧熒惑不會被破除或移轉，我方無法召喚其他星辰。熒惑星使被破除時，

破除火星‧熒惑。 

2. 熒惑星魂／普通能力，所有非火５級牌，視為火行３級牌 

3. 熒惑星燈‧星照術／火／主動術式，檢視下家手牌 

4. 熒惑星燈‧萬火／火火火火，等級總和１０級以上／主動術式，下家生命減

半，所有其他玩家無法行動及抽牌１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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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星星使（目前擁有土星‧鎮星／土＋５級牌） 

1. 土星‧鎮星不會被破除或移轉，我方無法召喚其他星辰。鎮星星使被破除時，

破除土星‧鎮星。 

2. 鎮星星魂／普通能力，所有非土５級牌，視為土行３級牌 

3. 鎮星環‧星禦術／土／主動術式，下家下回合攻擊之傷害無效 

4. 鎮星環‧殞星／土土＋土５／特殊攻擊，點數＝６０，無視被動術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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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規則‧虛空境界》 

1. 虛空境界由三個職業組成。 

2. 虛空術指以五個字命名且以「虛空」開頭、「術」結尾並以「三張同級牌」組

成之主動術式。 

3. 規則解釋 

3-1. 虛空之刃、虛空歸無、虛空創世不符合虛空術之定義，並非虛空術，不適

用虛空追尋之效果。虛空歸無、虛空創世亦不適用虛空破滅及虛空開闢之

效果。 

3-2. 虛空返璞術中，只要有任何一張１或２級牌，就無法破除傳說職業。如３

３１、４４２之組合。必須要全部均為３級以上牌才能破除傳說職業，如

３３４、５５３之組合。 

3-3. 虛空境界僅使虛空破滅者或虛空開闢者施展之虛空返璞術不會將自己之

職業破除，虛空返璞術之扣除生命效果依然有效。 

3-4. 虛空歸無為無目標陣法。減半生命與扣除２０點生命之效果在處理上先減

半後扣除，但為同一時點發生。例如在施展者剩下１點生命而對手剩下４

０點生命時施展虛空歸無，減半效果將施展者生命歸零，對手則減為２０。

雖然施展者之生命已經歸零，但由於扣除２０點生命之效果為同一時點計

算之效果，故須扣除對手２０點生命使之歸零後才進行勝負判定，遊戲因

雙方生命值同時歸零而平局。 

4. 所有玩家可轉職為虛空追尋者、虛空破滅者、虛空開闢者。 

 

虛空追尋者（無／２２２、３３３、４４４或５５５） 

1. 虛空追尋／專精能力，以「兩張同級牌＋任意牌」可組成虛空術 

2. 虛空之刃／三張同級牌／主動術式，上家扣除２０點生命 

 

虛空破滅者（虛空追尋者／５５５） 

1. 擁有虛空追尋者之能力 

2. 虛空境界／普通能力，本職業不會被自己施展之虛空返璞術破除 

3. 虛空破滅／普通能力，施展虛空術或虛空之刃時，對方扣除１０點生命 

4. 虛空歸無／三張同級牌／主動術式，雙方生命值減半，對方扣除２０點生命 

 

虛空開闢者（虛空追尋者／５５５） 

1. 擁有虛空追尋者之能力 

2. 虛空境界／普通能力，本職業不會被自己施展之虛空返璞術破除 

3. 虛空開闢／普通能力，施展虛空術或虛空之刃時，本回合抽牌＋１ 

4. 虛空創世／三張同級牌／主動術式，兩回合內抽牌＋２ 

  



 
39 

 

《主題規則‧太陰術式》 

 

1. 太陰術式由七個陣法、太陰印記機制和破陣機制組成。 

2. 太陰印記 

2-1. 太陰印記為玩家個人所有，每位玩家同時僅能擁有一個太陰印記 

2-2. 擁有太陰印記之玩家施展之太陰術式無法破陣。 

3. 破陣 

3-1. 破陣為一種負面之陣法效果，擁有破陣效果之陣法，施展時會進入破陣流

程，如果施展者之下家捨棄特定牌，則陣法無效。 

3-2. 破陣之記載為「破陣：（破陣使用之牌）」。如「破陣：偶級金」為使用「偶

級金」可發動破陣。 

3-3. 施展者之下家為破陣者。破陣效果由破陣者選擇是否發動。 

3-4. 破陣流程 

3-4.1. 施展具有破陣效果之陣法時，在宣告施展並展示組成之牌後，進入破

陣流程。若施展者擁有太陰印記，則不進入破陣流程，陣法直接生效。 

3-4.2. 進入破陣流程後，由破陣者選擇是否發動破陣。 

3-4.3. 發動破陣時，破陣者出示並捨棄破陣所需之牌並置入棄牌堆。被破陣

之陣法效果無效。 

3-4.4. 不發動破陣時，陣法效果有效並繼續原先之陣法效果計算流程。 

3-5. 破陣之發動為破陣者自由選擇，可以手中握有破陣所需之牌，但不發動破

陣而讓陣法生效並產生作用。 

4. 每位玩家可施展太陰術式、太陰星象及虛空新月術。 

5. 玄鐵、冥風、寒冰、幽光、飛灰合稱「太陰術式」。 

 

太陰星象／兩張偶級牌／主動術式，獲得太陰印記 

玄鐵／兩張偶級金／主動術式，建構防護罩，點數＝２０，破陣：偶級金 

冥風／兩張偶級木／主動術式，下家扣除生命，點數＝２０，破陣：偶級木 

寒冰／兩張偶級水／主動術式，下家下回合無法行動及抽牌，破陣：偶級水 

幽光／兩張偶級火／主動術式，檢視下家手牌並捨棄一張，破陣：偶級火 

飛灰／兩張偶級土／主動術式，２回合內抽牌＋１，破陣：偶級土 

虛空新月術／三張同級牌／主動術式，破除太陰印記，被破除方扣除２０點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