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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１是我最喜歡的一張牌。不過這句話並不是絕對的，在２００８與２０

１０版五行戰鬥牌的時候，我最喜歡的牌是水２。不過，這三張牌代表的是一樣

的事物——因為這三張牌的牌圖是相同的一幅。 

陽光輕輕灑落在小溪上，石頭佇立在波痕裡，柔

柔小草生長在水旁。 

這是我家山腳下的一條小河。當然，實際上沒有

那麼漂亮，但這就是我對那條河的印象。十年前，我

搬到了那條河畔的小山上，直至今日。我居住在那裡

的時間，幾乎就是我與五行戰鬥牌相伴的時刻。在搬

去那裡的一個半月後，就是我與五行戰鬥牌第一次相

遇的時候。 

所以，即使２０１２版已經是第三次製作彩色版

本的五行戰鬥牌，我依然堅持將這幅圖放在牌面上。

我想，這條小河的景象會繼續伴隨著五行戰鬥牌，如同它陪伴著我度過每一個思

考規則的夜晚。 

我十分感謝十年來接觸過五行戰鬥牌的每一位五行師，無論是現在依舊持續

在五行界打滾，或只曾經玩過幾局。因為五行戰鬥牌，我才能見到每一個因為五

行戰鬥牌而生的笑容，也因為這些笑容，使我有了繼續構思嶄新規則的動力。 

一切都是從這張水１開始。任誰在十年前也想不到，一個在紙片堆裡誕生的

遊戲，現在會如此有模有樣。在五行戰鬥牌的這十週年，請讓我用「主題規則‧

傳承」，承載五行戰鬥牌過去十年的精神，並祈願五行戰鬥牌將傳承至久遠的未

來。 

 

五行戰鬥牌發明人 FallCloud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於水１畔山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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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零代五行戰鬥牌第零代五行戰鬥牌第零代五行戰鬥牌第零代五行戰鬥牌》》》》 

由發明人於上課時手工書寫、裁切製作的第零代五行

戰鬥牌，原料為建中合作社發行之測驗紙，輕薄透光。每

片大小約 4cm*3cm，方便攜帶使用。 

由於第零代五行戰鬥牌並未引入等級設定，故每張牌

上僅有屬性標示，與發明人最初的理想「張張等值」契合。 

 

《《《《手工製白背圖畫紙牌手工製白背圖畫紙牌手工製白背圖畫紙牌手工製白背圖畫紙牌》》》》 

第一副第一代五行戰鬥牌，發明當天晚上製作，原料

為發明人家中的圖畫紙和列印紙。牌面由印表機輸出後，

剪貼至有厚度的圖畫紙上，避免透光並增加打牌手感。 

經長期使用後，圖畫紙背面產生獨有的毛絨觸感，是

每位目睹五行戰鬥牌誕生之玩家的共同回憶。 

 

《《《《手工製綠背名片牌手工製綠背名片牌手工製綠背名片牌手工製綠背名片牌》》》》 

由於玩家建增，一副五行戰鬥牌不敷使用，因此發明人以綠色名片代替圖畫

紙，製作第二副五行戰鬥牌。製作方法為印刷牌面後，剪貼至名片紙上，故牌的

背面是綠色，正面則是白底黑字。 

由於名片紙本身更具厚度與重量，因此本副五行戰鬥牌使用起來魄力十足，

甩牌擊桌的聲音十分響亮，廣受當時玩家的喜愛。但可惜本副五行戰鬥牌借給其

他五行戰鬥牌玩家遊玩後喪失下落，因此無法提供照片。

若本副五行戰鬥牌仍倖存於世，懇請提供給規則小組製

作記錄及收藏。 

 

《《《《手工製朱雀牌手工製朱雀牌手工製朱雀牌手工製朱雀牌》》》》 

發明五行戰鬥牌半年後，發明人試圖增加五行戰鬥

牌的美工設計，因此設計了牌背的朱雀圖，並以紅色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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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紙正反面列印。由於發明人的繪圖技術不佳，因此本副五行戰鬥牌常被戲稱為

麻雀或烤小鳥。 

由於丹迪紙較薄，九十張牌可以收納入一般的撲克牌盒中，紙質觸感又相當

細緻，因此奠定了日後正式印刷五行戰鬥牌的紙質選擇。 

 

《《《《手工製青龍牌手工製青龍牌手工製青龍牌手工製青龍牌》》》》 

雖然前一副手工製朱雀牌的美工水準遠低於現今的五行

戰鬥牌，但對大多數的高中生玩家而言，仍然在可接受的範

圍內，因此發明人對自己的繪圖技術取得了莫名的自信，製

作牌背為青龍的淺綠色五行戰鬥牌，一樣選用文具店販售的

丹迪紙。 

但因為發明人的美術太差，青龍畫得像隻蜥蜴，因此本

副牌被稱為蜥蜴牌。 

 

 
《《《《2003 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 

 

成立建中五行戰鬥牌社後，因應社團招生與向外推廣的企圖，找尋印刷廠大

量印製了 200 套五行戰鬥牌。2003 版的五行戰鬥牌分為五種版本，各 40 套，分

別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黃蛇，對應五方聖獸，紙色選用代表五行屬性的

綠、白、紅、黑、黃，紙質則承繼手工製牌的丹迪紙。其中玄武套牌採用燙銀印

刷，黑底銀字的效果非常亮眼，雖然售價較貴但廣受五行師的青睞。 

朱雀牌採用的圖案與手工版相同，但青龍牌並未沿用手工蜥蜴牌的圖案，重

新繪製了一條比較接近青龍形象的圖騰。歷經數年的銷售，青龍、朱雀和玄武三

套牌均已販售完畢，被暱稱為白貓的白虎和蚯蚓的黃蛇因為圖案太醜，以及紙色

太淺容易透光的因素，至今仍留有大量庫存，成為不對外販售的歷史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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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某位五行戰鬥牌玩家誤將一副朱雀牌放在外套中丟入洗衣機，

洗完晾乾後除了牌的外觀變成波浪狀之外，沒有任何異常，仍然可以正常遊玩。

這就是讓丹迪紙成為五行戰鬥牌經典的波浪牌事件。 

不過，持有波浪牌的五行師在十週年特輯製作時的訪談中表示，波浪牌其實

只是以訛傳訛的誤會。牌其實只是因為潮濕而成波浪狀，有人在對戰時開玩笑說

那副牌拿去洗過，沒想到傳開後誤導了大家將近九年的時間。 

 

《《《《2005 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 

五行戰鬥牌進入台大校園後，因為 2003 版的牌已經售完，推出以主題小說

《尋》為背景的 2005 版五行戰鬥牌。本版五行戰鬥牌有三種版本，分別是綠色

的「尋道者徽章」、紅色的「老雷的布刀」和紫色的「真知項鍊」，對應小說中三

個重要的物品。三種版本各發行 60 套，總計 180 套。 

同時五行戰鬥牌規則也更新到五行戰鬥牌２，雖然規則和第一代差異不大，

但在官方的背景設定中，已經換了一個新的時代。所以《尋》其實也是背景小說

的一部分，與對應兩份主題規則的小說《星寂》和《夜晶》，勾勒出五行戰鬥牌

２的背景設定。 

由於建中五行社逐漸式微，台大五行社又還沒有順利展開活動，故本版五行

戰鬥牌的銷售狀況並不理想，至今仍有為數不少的庫藏品。 

 

 

《《《《2008 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 

雖然 2005 版的五行戰鬥牌尚未銷售完畢，但隨著時代變

遷，五行戰鬥牌也步入彩色的時代。首度使用彩色印刷的 2008

版五行戰鬥牌，以金色牌背帶來五行戰鬥牌界的新氣象與發展。

正面也從單純的文字進化為 25 張不同的牌圖，每個屬性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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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都不一樣。 

對非古早時代就接觸五行戰鬥牌的玩家而言，這可能是大多數玩家接觸到的

第一套五行戰鬥牌。雖然因為印刷廠的問題使本版五行戰鬥牌有部分牌上下留有

白邊瑕疵，四角也過於銳利容易刺手，但依然是五行戰鬥牌推廣的重要功臣。 

 

 

《《《《2010 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 

在 2008 版五行戰鬥牌販售完畢後，2010 年以黑色牌背印

製新版本的五行戰鬥牌。本版的特色是縮小牌面大小以便收納

在較精緻的牌盒與布套中。去除 2008 版牌中評價不佳的數張牌

圖，加入成為經典的４級星辰牌圖和其他新圖，融合沉穩的半

透明黑色外框，2010 版五行戰鬥牌可說是 2008 版嘗試彩色化

後的精緻進化。 

2010 版五行戰鬥牌在官網已經停止販售，但仍有少量庫存

在台大五行戰鬥牌社中，社團活動時展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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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版五行戰鬥牌》》》》 

今年三月份全新製作的五行戰鬥牌，再度更替部分牌圖，

牌背則改用充滿濃濃中國風的圖騰，不過維持 2010 版的深

色牌背。過去幾年成為五行戰鬥牌招牌特色的４級星辰牌與

５級聖獸牌都獲得保留，僅以文字呈現而飽受批評的１級牌

則全部換上和２、３級牌相仿的精緻圖案。 

2012 版五行戰鬥牌於官網熱烈販售中。 

 

 

 
第二屆台大盃五行戰鬥牌大賽冠軍套牌第二屆台大盃五行戰鬥牌大賽冠軍套牌第二屆台大盃五行戰鬥牌大賽冠軍套牌第二屆台大盃五行戰鬥牌大賽冠軍套牌《《《《絕頂絕頂絕頂絕頂》》》》 

【持有者：paul324（蔡振宇）】 

由於一副五行戰鬥牌高達 90 張牌，製作特殊套牌的成

本非常高，因此一直以來並未製作獨有的特殊套牌，直到

2006 年的第二屆台大盃五行戰鬥牌大賽。本次比賽的冠軍

獎品為山水畫風牌背的特殊套牌《絕頂》，採用經典丹迪紙

與家用印表機列印製作。 

本屆比賽一共製作四副特殊套牌，除冠軍套牌外，亞

軍、季軍及殿軍也各獲得一副以台大五行戰鬥牌社社徽為

牌背的特殊套牌作為獎品。這三副牌並沒有主題，一般以

第一屆台大盃紀念套牌稱呼之。 

 

2011 台大五行戰鬥牌社春季交流賽冠軍套牌台大五行戰鬥牌社春季交流賽冠軍套牌台大五行戰鬥牌社春季交流賽冠軍套牌台大五行戰鬥牌社春季交流賽冠軍套牌《《《《綻放綻放綻放綻放》》》》 

【持有者：Roof（張晏溥）】 

由於 2006 年第二屆台大盃五行戰鬥牌大賽後，數年內台大五行戰鬥牌社都

僅舉辦規模較小的社內賽，比賽獎品以食物或榮耀為主，並沒有費工製作套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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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直到 2011 年試辦規模較大的春季交流賽，才重新開啟特殊套牌的製作。 

由於五行戰鬥牌已經進入彩色時代，因此有別與以往的黑白列印，《綻放》

以全彩列印和護貝方式製作。2011 春季交流賽的主題是花，《綻放》以五色花卉

象徵五種屬性，花的數量或大小則代表等級高低。 

 

 

2012 台大盃春季五行戰鬥牌大賽冠軍套牌台大盃春季五行戰鬥牌大賽冠軍套牌台大盃春季五行戰鬥牌大賽冠軍套牌台大盃春季五行戰鬥牌大賽冠軍套牌《《《《台大二十五景台大二十五景台大二十五景台大二十五景》》》》 

【持有者：Roof（張晏溥）】 

2012 重新舉辦的台大盃五行戰鬥牌大賽，以台大二十五處

景致作為冠軍套牌《台大二十五景》的主題。木行牌、水行牌和

土行牌的主題在台大校園內俯拾即是，森林、花草、水塘、造型

岩石等，多到數不清。金行牌則以校內金屬公共藝術為主，火行

牌並用路燈、紅色花卉與紅色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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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第零代五行戰鬥牌第零代五行戰鬥牌第零代五行戰鬥牌第零代五行戰鬥牌(2002.09.12) 

基礎規則（十五個陣法） 

二二二二、、、、    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１１１１(2002.09.12~2005.07.27) 

主規則版本：1.73、1.74、1.76、1.77、1.78、1.79、1.81 

※1.73 是第一次有版本編號的五行戰鬥牌，在社團招生印製規則書時，因為看起來比

較酷所以加上了版本號。在此之前的五行戰鬥牌並沒有編號。 

基礎規則（二十四個陣法） 

進階規則：星辰圖記、五方傳說、英雄學派 

弒魔戰爭 

專業牌組（含靈氣系統） 

三三三三、、、、    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２２２２(2005.07.28~2006.08.14) 

主規則版本：2.00、2.05 

基礎規則（二十四個陣法） 

進階規則：星辰圖記、五方傳說、英雄學派 

主題規則：五星連珠、水晶盟 

四四四四、、、、    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３３３３(2006.08.14~2007.02.27) 

基礎規則（二十四個陣法） 

進階規則：職業、場地、召喚 

五五五五、、、、    五行戰五行戰五行戰五行戰鬥牌鬥牌鬥牌鬥牌３３３３．．．．１１１１(2007.02.28~2009.08.31) 

主規則版本：3.1、3.1α～3.1δ 

基礎規則（二十五個陣法） 

進階規則：星辰圖記、五方傳說、英雄學派 

主題規則：靈體召喚、新世代、圖騰、不朽 

六六六六、、、、    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五行戰鬥牌４４４４(2009.09.01~) 

主規則版本：4.0、4.1、4.2、4.3、4.4、4.5 

基礎規則（二十五個陣法） 

進階規則：星辰圖記、五方傳說、英雄學派 

主題規則：雙行、雙學派、暗黑陣法、共鳴、奇蹟、龍脈、精靈、天賦、星

使、虛空境界、太陰術式、異稟、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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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每一張五行戰鬥牌代表的是流動在世界上的五行之氣，也是用以構成法術的

法力。屬性是五行之氣的種類，而等級代表五行之氣的密度或強度。因此等級越

高的牌，往往能施展出強度越高的法術。 

 

 
以五行之氣為基礎的法術稱為五行術，運用五行術的人就是五行師，也就是

每一位五行戰鬥牌玩家。 

五行師同時也是遊戲中各種職業的統稱，包含五大學派中的戰士與風行者。

在五行戰鬥牌的世界中，戰士和風行者等利用兵器作戰的職業，一樣會運用五行

之氣作為輔助，也是五行師的流派之一。 

基礎規則的二十五個陣法，就是象徵最基本的五行術，任何只要接觸過五行

術的五行師多多少少都能使用一些，只是擅長或不擅長的問題而已。 

 

 
五行戰鬥牌的進階規則‧英雄學派中提供了五大系統的職業和七個最高階級

的傳說職業，這個設定源自發生在先於五行戰鬥牌１時代兩千前的弒魔戰爭。在

兩千年前，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魔王率領大批魔使發動侵略，由於魔使們的力量

遠遠高於舊時代的五行師，侵略行動以非常快的速度橫掃整個大陸。在五行師們

幾乎要絕望的時候，七位傳說中的英雄集結在一起，透過呼

喚星辰與聖獸的力量，不可思議地擊退各地魔使，最終戰勝

魔王。兩千年來，魔界再也不敢進犯。 

七位英雄的故事凝聚了五行師的信念，在兩千年的發展

下，崇敬其中五位英雄的五行師們演化出了近代的五大學派，

僅有仙者和聖者兩位英雄的追隨者規模不夠而沒有成形。七

位英雄的名號，也成為五行師稱號制度的頂峰——最強的五

行師，將被賦予和傳說中英雄相同的稱號。 

進階規則‧英雄學派所設計的升級制度和七個傳說職業，就是以此為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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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戰鬥牌１的故事背景是《幻滅》的時代。《幻滅》的小說僅有元老級的

五行戰鬥牌玩家閱讀過，因為原作者想重修故事結構，但修訂工作進行到一半就

被原作者遺忘，因此完全不見蹤影。 

不過，《幻滅》所帶來的世界設定是沒有變化的，例如前面的弒魔戰爭、五

大學派與七英雄的歷史，都是原載於《幻滅》的背景設定。而《幻滅》的主要角

色群也不會更替，這點從 2012 年 9 月 1 日推出的《主題規則‧傳承》可以看出

來。《傳承》的五個職業隱喻的就是《幻滅》中繼承千年

前英雄意志的五個主要角色，不經二階職業直接由一階

蛻變為傳說職業的設定，與主角們在小說中僅有一階職

業稱號，卻具備足以成就傳說事蹟的實力相仿。 

 

 
 

生於法師世家的楊默辰，卻對法師之路毫無興致，

一心嚮往成為和父親好友相同的幻術師。在和父親爭吵

後，攜劍離家出走，長劍銀袍的造型十足是個幻術師。但楊默辰其實不會任何劍

術，因此在故事前期總是仰賴法師之術救命。 

不過，楊默辰天生對自然氣息的感應非常敏銳，具備成為一位優秀幻術師的

資質。在遊訪天朝首都奕陽城時，在祭典上感應到神器天隱穹冥劍（傳說中弒魔

戰爭時隱者所使用的武器）的聲音，並引發一連串的事件。事件後楊默辰深感到

自身實力的不足，打算回家修練法師之術，並與三位好友約定三年之後在奕陽重

逢。 

 

與師父兩人生活在山林中的瑩月，在師父嚴格的訓練下成為一位優秀的風行

者。因為訓練太過嚴苛，瑩月某天趁師父不在時偷溜出門，在四處遊歷時碰到楊

默辰。在故事初期的四人組中，瑩月是個性最活潑積極的一個，各種行動都是由

她發起的。 

瑩月的母親在生出瑩月後不久就過世，父親的身份則並不清楚，從小由師父

撫養長大，因此對師父十分敬畏。奕陽城事件後，瑩月回到山林裡，潛心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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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與眾人重遇時，已經具備了接近武者的實力。 

 

洛文和修特‧斯蘭爾自幼就是好友，兩人都是福文教派

的信徒。洛文擁有一柄家傳的寶刀「潛鷹」，刀柄為鷹首，

鑲著作為老鷹眼睛的兩顆紅色寶石。洛文個性木訥少言，作

為戰士的資質也僅中上，在福文教派內只是普通的小角色。

正因為不起眼，所以和修特在「神之禮贈」的運送任務中擔

任真品的運送者。在任務過程中結識楊默辰與瑩月，並一起

踏上旅途。 

奕陽事件後，洛文隱居山林中，終日練刀。三年後重現江湖，在前往奕陽的

路上行俠仗義卻不留名，而得到了「鷹刀旅俠」的名號。 

 

修特是一位平凡的尋道者，與他實力相近的人，在福文教派當中沒有一千，

也有八百。和洛文在執行任務時結識楊默辰和瑩月，四人成為莫逆之交。和寡言

的洛文相反，修特十分喜歡說話，旅途時經常與瑩月互相嗆聲，留下經典對話。 

四人解散後，修特隻身前往尋道者學派，隱姓埋名，重新拜師，修練萬葉流

尋道術。三年後，修特成為尋道者學派中相當傑出的明日之星，甚至被推薦參與

述道者的考試。 

 

孟林是天朝三大法師世家之一，僅次於楊氏。妮坦莉絲的大哥雖然年僅二十

八歲，但已經是公認最強、最接近智者地位的法導。因為上一代無人可以與天朝

第一智者楊文寧匹敵，妮坦莉絲的大哥成為孟林家族寄予厚望的新星，希望能在

本代超越楊氏後人。 

妮坦莉絲雖然也具備優秀的法師資質，但終究不是能與兄長相提並論的天才，

無法達到長輩期望，在家族中過著充滿壓力的生活，直到她偷偷離開家門為止。

在旅途上她聽到了諸多關於鷹刀旅俠的傳聞，她隨著傳聞的腳步追蹤到了洛文‧

雷莫，並不顧洛文的反對，硬是跟在洛文身後，直到與楊默辰等三人相見。 

在知道楊默辰是楊氏唯一後人，但卻無心繼承法師之道時，妮坦莉絲完全無

法諒解，因此一開始和楊默辰的相處並不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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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身謎團的少女，腰繫長劍，精通劍術，但卻絲毫不會使用五行之術，在這

個充滿五行師的世界裡是個十足的異類。為了達成爺爺的遺願一個人在天朝中旅

行，尋找一個不知名、不知面的幻術師。楊默辰在趕赴三年之約時與紫茗相遇，

因為與楊默辰非常聊得來，就一同北上奕陽，成為團隊的一份子。 

與活潑外向的瑩月相反，紫茗個性十分內向害羞，連說話的聲音都非常小。

不過她舞劍的身姿恍若仙子，觸動了楊默辰心中對幻術師的嚮往。 

 

天朝第一智者，百年來前無古人。之所以只說百年，

是因為再更久之前的古人難以比較實力。事實上，許多

人對楊文寧的評價是「沉秋再世」。沉秋是弒魔戰爭英

雄的名字，也是第一位被稱為智者的人物。兩千年來獲

得智者稱號者眾，實力有強有弱，只用智者之名稱呼楊

文寧是絕對的不足，唯有英雄之名可以評價楊文寧的超

凡。 

楊文寧生於法師世家，年約五十，育有一個成天想

當幻術師、不想繼承家業的兒子。他縱橫天朝，叱吒半

生，從未有辦不到的事，戰不贏的敵人，唯獨對兩個人無可奈何。一個是他的兒

子，另一個是引他兒子誤入歧途的至交好友司馬中閣。 

 

隱者司馬中閣，有史以來最年輕取得隱者稱號的人，

本來有著大好前途，但在二十年前突然拋下一切世事，獨

身一人遊走天朝，不再理會身外之事。和楊文寧是二十多

歲時認識的至交好友，在遊歷天下時常去楊文寧家作客，

瀟灑的隱者風範讓楊文寧的獨子崇拜不已，使綿延數百年

的法師世家出現斷絕的危機。 

司馬中閣的武器是長劍，在用劍的幻術師中，只要司

馬中閣還在世，就沒有人敢自稱第一。「以心御劍」是司

馬中閣在出劍時的口頭禪，也是他一生御劍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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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戰鬥牌２的背景由三篇短篇小說組成，分別是 2005 版五行戰鬥牌的主

題《尋》，和五行戰鬥牌２的兩份主題規則的背景小說《星寂》和《夜晶》。 

雖然故事中沒有明言，但是從部分角色的設定可以看出蛛絲馬跡，五行戰鬥

牌２是在五行戰鬥牌１之後數十年左右的年代。 

 

 
 

中年男子，白翼法師的孫子，但他與父親卻是一名刀法精湛的戰士，持有真

知項鍊與一柄家傳的寶刀，平時用布包裹，不露出刀的面貌。在故事後段白布被

揭開後，寶刀上透出了一點紅芒，與《幻滅》中洛文‧雷莫所持的家傳寶刀潛鷹

有相同的特徵。老雷並不是全名，只是島上的人稱呼他和他自稱的方式，而從他

與父親都是戰士一點來看，祖輩除了白翼法師之外，應該還有一名用刀的戰士。

幾乎可以確定他的祖先就是《幻滅》中的洛文‧雷莫，老雷就是「雷莫」這個姓

氏的暱稱。 

 

居住在島上的年輕尋道者，師父是留下「既未明道，

何以述道？」的名言，捨棄述道者身份，終其一生以尋道

者自居而探求道之本源的偉大人物。也就是他的師父尋獲

真知項鍊送還給老雷，才衍生陸老先生來尋找先師遺物的

故事。 

使用的招式是鎮流術，能夠以法力纏住陸老先生施放

的絕技，是非常厲害的法術，同時也隱隱透露了青巒和《星

寂》中出場的尋道者，可能是運用相同招式、同宗同源的

尋道者。 

在故事的最後，青巒展開了探尋「道」的旅程，旁白註解則說一代尋道者的

傳奇注定傳頌千古，似乎是在為青巒的下一段故事鋪梗。但可惜五行戰鬥牌２後

來僅出了兩套主題規則就終結，沒有機會看到青巒成就傳奇的故事。 

 

「御燦芒之異術，置星夜如白晝。」被稱為驅夜術師的陸老先生，是一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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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深厚的法導，也是傅韻容的師祖。傅韻容是一名非常年輕的法師，個性內向膽

怯，對師祖十分敬畏。傅韻容的父親是陸老先生的弟子，在找尋真知項鍊的過程

中不幸喪生，因此陸老先生才會對疑似持有真知項鍊的老雷態度非常不客氣。 

 

真知項鍊的擁有者，老雷的祖母，雖然在故事中是已經逝去的故人，但在整

個時代背景的刻畫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主題規則‧傳承中法師系的職業就叫做「白翼」，而傳承的職業是以《幻滅》

主角為設計主軸，因此可以推斷五行戰鬥牌２的年代約比五行戰鬥牌１晚七十至

八十年。而白翼法師的真實身份，應該是《幻滅》中的女性法師妮坦莉絲‧孟林。

法師世家孟林氏代代精研以純粹法力直接壓制的無屬性法術，特徵是純白色的靜

潔之光，與陸老先生所展示的絕學「鏡白漩閃」如出一轍。 

 

 
 

奇蹟幻靈使米諾特‧蘭菲爾，二十九歲取得幻靈使

資格的天才幻術師。其實他是聚星術的傳人，能夠運用

天星之力。《星寂》的結構是將兩段前後相隔十數年的故

事交錯呈現，年輕的蘭菲爾就是在另一段故事中，捍衛

五星之術的少年。 

在少年時的那次相遇，蘭菲爾和海爾斯坦相約，雖

然兩人不知彼此姓名，但會用其他方式暗示對方自己的

身份，避免繼續兩派的爭端。蘭菲爾選擇了「奇蹟」之

名，這個奇蹟和五行戰鬥牌４的主題規則‧奇蹟並沒有

關係，指的是蘭菲爾曾經達成不可能的奇蹟——五星連

珠——而戰勝海爾斯坦的事。 

 

「以心御劍，至死方休。」兩派幻術師的爭端，源於心之內外。聚星術化引

天星之力為己用，海爾斯坦所屬的師門則厭惡一切外力，僅一心御手中之劍。因

為歧見而衍生的紛爭，演變成了要將對方趕盡殺絕的仇恨。海爾斯坦在少年時就

曾參與鬥爭，並立誓一旦見到聚星術的傳人，以心御劍，至死方休。因為和蘭菲

爾少年時的約定，自號為斷星者海爾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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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數年後，海爾斯坦挑戰隱者之名，在考試中與蘭菲爾重遇。海爾斯坦遵守

少年時的約定，並沒有「認出」蘭菲爾，直到考試中途戰況失控，蘭菲爾為了避

免海爾斯坦劍技「振流」所彈開的法術傷到觀眾，情急之下以鎮星之力擋住法術，

海爾斯坦才不得不再度對蘭菲爾揮劍。 

雖然《星寂》並沒有將後續對決結局寫出來，但已經有所暗示。故事的最後

是兩人少年時的決鬥，蘭菲爾成功達到五星連珠的境界，從蘭菲爾還活著、兩人

彼此遵守約定的情況來看，海爾斯坦並沒有成功擊敗五星連珠。五星連珠在五行

戰鬥牌規則中的效果是直接獲勝，也就是力量近乎無敵的狀態，因此十數年後海

爾斯坦除非有超越五星境界的方法，否則依舊不可能戰勝蘭菲爾。 

海爾斯坦師門一脈的設定也頗為有趣，「以心御劍」是《幻滅》中傳奇隱者

司馬中閣的口頭禪，海爾斯坦施展過的「逆流」也是司馬中閣的劍技。所以海爾

斯坦應該是司馬中閣的傳人，也難怪他是熱門的隱者候選人。 

 

蘭菲爾的兩個弟子，但只是蘭菲爾在幻術師學派中作

為導師所收下的門徒，僅指引幻術師之路，沒有授予聚星

術。兩人的個性完全相反，凊璃則活潑可愛，但喜愛星星、

對聚星術充滿好奇的築諺則沉默寡言，成熟穩重。 

兩人在《星寂》中沒有太多著墨，只是替讀者發問，

傾聽聚星術的故事。不過，在以五行戰鬥牌４為背景的小

說《黎明的曙光》中，兩人的名字卻被運用星之力的兩位

星使提及，並尊稱為師父，可以推論在蘭菲爾的身份曝光

後，兩人承襲了聚星之術，並將之發揚光大。 

 

 
五星連珠是現在五行戰鬥牌中不可或缺的規則，也是除了將對方生命值歸零

外唯一的獲勝途徑。除了許多著名的速五星快攻戰術之外，五星連珠在僵局時也

往往扮演著突破困境或終結戰局的角色。 

不過，與輕鬆而無負擔的玩家相比，在故事設定中的五星連珠可是困難重重。

相剋的星辰之力會在施展者體內產生衝突，絕大多數的人在體內蘊含四星之力時

都會支持不住而死亡。不過相同的是，獲得五星共鳴之力的人，力量可至無限。

在五星連珠的瞬間，就決定了戰局的勝敗。 



五行世界——五行戰鬥牌的背景故事與人物 

19  

 
 

擅長暗殺的影行者，為了達成替雙親復仇的目的當

了雙面人。一方面在城市中擔任城主手下的暗殺者，另

一方面也是水晶盟的成員，運用水晶之力替水晶盟的領

導者杜先生殺人。所利用的水晶之力稱為「潛殺」，是幾

乎無法閃躲或防禦的高速攻擊。 

在取得杜先生的信任後，利用機會偷偷殺掉了水晶

盟的伙伴，最後製造與杜先生單獨相處的機會，並以突

襲刺殺杜先生，完成他的復仇。故事的最後，與淡淡相

戀多年的青梅竹馬蘭詠清一起退隱。 

 

洛迪斯的青梅竹馬，兩人互相傾心多年，卻因為洛迪斯的復仇計畫而無法有

進一步發展。蘭詠清是一名使用長劍的戰士，原先擔任城主的護衛，在取得戰神

資格後，開始調查水晶盟的組織，因而發現洛迪斯的雙面身份，而希望洛迪斯能

收手放棄。 

在無法以言語勸說洛迪斯後，毅然決然對洛迪斯出手，但堅持不拔出她慣用

的長劍，因為劍是用來對付敵人的，她只打算用拳頭把洛迪斯打醒。雖然她具備

了斬殺水晶盟另一位高手戰神索克的劍技，但僅用拳頭的她不可能是洛迪斯的對

手。洛迪斯擊敗她後，偽裝成將她殺死，並利用這件事取得杜先生的完全信任，

繼續了他的計畫。 

 

水晶盟的領導者，多年前為了取得蘊含力量的水晶而殺害了洛迪斯的父母。

之後將水晶切成七塊，分給加入水晶盟的成員。洛迪斯正是取得最後一塊水晶的

第七位成員。 

杜先生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以水晶的力量復活他的妻子，另一個是指使水

晶盟的成員殺光所有仇人。杜先生自己擁有的水晶之力是復甦，他使用水晶的力

量不斷維持妻子的容貌和生死界線，但最後被洛迪斯所殺，沒有成功復活妻子。 

 

 
夜晶中雖然有七顆水晶，但遊戲規則上卻只有五種，稱為赤紋晶石。水晶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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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則特色是無法選擇自己想要的水晶，只能隨機從手牌中挑選一張牌，依照其

屬性來決定獲得的水晶種類。這和夜晶中水晶之力的設定相呼應，水晶之力並非

源於水晶，而是自己，水晶只是引出潛藏在自己體內的力量而已。 

赤紋晶石‧潛的效果是洛迪斯所擁有的水晶，名稱與洛迪斯的拿手招數「潛

殺」相似，效果也是無法阻止的生命扣除。不同的是故事中的潛殺往往一擊斃命，

但赤紋晶石‧潛的效果一次只能砍掉１０點生命。 

另一個在故事中明確出現的水晶是赤紋晶石‧壁，水晶盟的另一位成員張慕

翎法導在戰鬥中使用了名為「魂壁」的水晶之力擋住對手的攻勢，但使用時露出

了痛苦的神情，與赤紋晶石‧壁以支付生命為代價來防禦攻擊的效果相當。 

至於其他的赤紋晶石，在小說中沒有明確出現。不過戰神索克的絕招叫「斬

雷式」，或許他所持有的水晶就是赤紋晶石‧斬。影行者吉米爾的招數是「暗切」，

可能持有赤紋晶石‧切。但赤紋晶石‧潛的效果遠比赤紋晶石‧切要強，難怪洛

迪斯在故事中輕輕鬆鬆就解決吉米爾。至於杜先生那顆疑似有復生效果的水晶，

和赤紋晶石‧凝的效果並不合。但也有可能是透過規則來暗喻杜先生的水晶之力

只能產生法力以維持妻子的外觀，並沒有辦法真正復活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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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戰鬥牌３的時期並沒有相關小說，因此只能就五行戰鬥牌３的規則，分

析背景世界的結構。五行戰鬥牌３的主規則架構與其他代五行戰鬥牌不同，沒有

星辰、聖獸等系統，而由全新的場地和召喚體系統取代。 

 

 
首先，因為沒有小說人物的關係，所以無法確知

五行戰鬥牌３的時代，但從五行戰鬥牌３沒有傳說職

業，僅有學派首席的設定來看，五行戰鬥牌３極有可

能是接續在水晶盟之後不久的時候。 

五行戰鬥牌２主題規則‧水晶盟中，提供了一份

名為【水晶任務】的特殊遊戲模式，可供三位玩家進

行遊戲。其中兩位玩家是水晶盟的成員，暗殺第三位

玩家扮演的傳說職業角色。在任務介紹部分提到，暗

殺目標是在這個時代中唯一一位擁有傳說稱號的五行

師，也就是任務成功的話，該時代就不存在任何擁有傳說職業的人物了。 

由於傳說職業的取得雖然困難，但在《幻滅》時代也有不少，所以相信這一

段傳說稱號的空白期應該不會太長。而且隨後的五行戰鬥牌３．１也立刻又回復

了傳說職業的設定，因此五行戰鬥牌３的時代，應該是緊接在水晶盟之後、一段

短暫的時間。這點與五行戰鬥牌３僅有半年的短暫壽命相似，饒富趣味。 

 

 
十年來維持相當穩定的基礎規則，在五行戰鬥牌３中有了大幅的修改，許多

好用的招式有了相當的弱化。例如震暴的點數只剩下原本的四分之三，氣壁消失，

混沌被改成強度差異很大的崩毀等等。先不管規則平衡層面的考量，單純從趣味

的角度來解讀，這個時代的五行之術似乎有些沒落，遠不及前一個時代的水準。 

常駐五行戰鬥牌近十年的星辰和聖獸規則，也在這個時代消失。職業能力部

分，幾乎所有的職業都慘遭弱化。不過也有一些有趣的設定存在，例如尋道者系

的專長從回復生命改成干擾，由名為氣導師的新生職業取代原本尋道者的功能。

風行者則獲得了閃躲的能力，能夠躲開小點數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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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五行師的貧弱來看，這個時代沒有傳說稱號，似乎也並不令人意外。 

 

 
取代原本傳說職業的第三階職業是首席制度。首席這個名稱在五行戰鬥牌２

的小說《星寂》就有出現，首席幻靈使黎明旅人艾修達‧雷歐卡斯是幻術師學派

的最高領導人物。五行戰鬥牌３中，每個學派的首席都只能存在一個，成為首席

之後也不能再轉為其他職業，象徵的就是各學派的領導人物。 

可能也由於只是領導人物，所以首席們並不像以往的傳說職業一樣擁有獨特

的絕招，只是強化了原本的能力而已。 

 

 
原有的場地規則和聖獸緊密結合，是召喚聖獸之後，聖獸殘留在戰場上的強

大力量對五行之氣的影響。但五行戰鬥牌３的場地，指的是真正存在的地點，透

過虛空轉映術將戰鬥中的玩家傳送到各個不同的場地上。虛空轉映術在五行戰鬥

牌４的小說《黎明的曙光》中也有出現，虛空使者施展虛空轉映術將拜訪虛空境

界的兩位主角傳送到其他地方。 

至於場地的取材，部分在舊有的小說中，只是可能使用別名而非正式名稱。

例如靜眠之谷，是《幻滅》中龍隱的別稱，由於龍的存在而使其他生命的活動十

分死寂，所以別稱靜眠之谷。燎煙平原在天朝首都奕陽的南方，是成為鷹刀旅俠

的洛文和妮坦莉絲相遇之所。霸者之都則可能是指天朝首都奕陽。 

 

 
召喚體是五行戰鬥牌３的獨有設計，五行師們將法力具象為實體，輔助戰鬥。

大部分的召喚體在召喚瞬間就有一定效果，後續只要靈力還有存餘，除了可以使

用各種效果之外，還能像防護罩一樣吸收傷害。 

轉職為召喚師的玩家，除了一般的五種召喚體外，還可以召喚更強的三種召

喚體。其中毒牙虎承繼了武者刃影瞬殺的能力，能夠將對手生命值減半，逆影雖

然有消失就讓玩家生命值歸零的副作用，但是能讓玩家和舊有的仙者一樣隨時補

滿五張手牌。也難怪當時最強的職業公認是召喚師了。 

不過，這個時代的五行師們無法召喚聖獸，只能召喚強度遠不如聖獸的召喚

體，真的是五行之術衰竭的灰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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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戰鬥牌３．１主規則及四份主題規則：靈體召喚、新世代、圖騰、不朽。 

 

 
五行戰鬥牌３和五行戰鬥牌３．１雖然看起來像是同一代規則的新舊版本，

但其實是兩份完全不同的規則。相關議題請見本特輯後續篇章《五行戰鬥牌３與

五行戰鬥牌３．１之謎》。五行戰鬥牌３．１也和五行戰鬥牌３一樣沒有任何小

說當背景，但從五行戰鬥牌３的存續時間不會太長來看，應該是緊接在五行戰鬥

牌３時代之後。或許中間經歷了「五行復興」的關鍵時刻也說不定。 

五行戰鬥牌３．１不管是基礎規則的效果，還是進階規則的設置，都和五行

戰鬥牌的傳統如出一轍，在規則面上承繼的是五行戰鬥牌２，而非五行戰鬥牌３。

所以此時代中五行師的普遍強度，應該是遠強於五行戰鬥牌３的黑暗時代，回到

了普通的水準。 

 

 
靈體召喚的規則雖然和五行戰鬥牌３的召喚體系統完全不同，不過由召喚體

的名稱相似來看，在故事設定上應該是相同的法術。

毒牙虎雖然依舊是扣血效果，但已經無法做到減半

生命這麼誇張的行為，只能扣除部分生命。冰湖魚

獸和原先的魚獸名稱類似，但效果從扣血改成減半

其他玩家陣法的效果。五彩幻蝶原本只能強化單張

攻擊，但改成可以更改手牌等級，能用於施展陣法

及轉職。盾獸原本是相當於防護罩的功能，新的盾

獸則具備即時降低攻擊傷害的效果。 

延續前一個時代的召喚術特徵，召喚體並不強

悍。至於在前一個時代稱霸的職業召喚師，雖然依

舊存在，不過因為失去了強悍的三種專用召喚體，

強度遠遠不如正統的五行師。 

另外本規則中破除召喚體的虛空碎靈術，是虛空術第一次登場。《黎明的曙

光》中所存在的虛空境界，至少從這個時代起，就開始介入五行師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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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出現了四個不屬於五大學派的職業，分別是對應星辰的星應師、具有

轉換場地能力的風水師、能夠直接轉職二階職業的初行客和具有利用他人殘存法

力能力的行氣師。 

說到與星辰相涉，就一定要提到五行戰鬥牌２中的聚星術。星應師的設定很

可能源於聚星術，不過從其強度來看，是剛初學聚星術不久的弟子。風水師則是

個全新的流派，與聖獸脫勾、直接改變四周五行之氣形成場地的力量，獨具特色。

初行客除了輔助轉職之外，本身不具備任何能力，象徵甫踏入江湖、尚未拜師學

藝的五行師，藉由在江湖上打滾的經驗，無論投入任何學派，都能迅速成長。行

氣師也是個相當有創意的新興職業，設定上是能運用四周殘存法力的角色，故暱

稱為拾荒客。 

除了四個新職業之外，新世代還有三個後來成為五行戰鬥牌規則重要一環的

虛空術：虛空破星術、虛空斷脈術和虛空返璞術。雖然尚未見到專門操弄虛空之

術的虛空使者，但虛空之術的力量已經深深影響了五行戰鬥牌的世界。 

 

 
圖騰中，所有聖獸都附加了不同的特殊效果，使原

本就十分強悍的聖獸更加威猛。或許是這個時代的人們

在結合傳統召喚聖獸之法與現代召喚體之術後，使召喚

聖獸的法術更加全面。 

圖騰使是在召喚聖獸之後可以轉職的職業，是成功

引動聖獸之力的玩家，所達到的嶄新境界。 

 

 
不朽是五行戰鬥牌３的最後一份規則，也是這個時代的最後。不朽傳承者與

與虛空破滅者，兩者的對立是整份規則的核心，也可能是時代終結的關鍵。擁有

無盡虛空之力的虛空破滅者，具備破壞一切的力量，不朽傳承者則能夠喚起曾經

被破滅的事物。 

雖然在五行戰鬥牌３中沒有敘述，不過五行戰鬥牌４的小說《黎明的曙光》

中有提到，虛無的力量與創造的力量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而主題規則‧虛空境界

中，除了虛空破滅者以外，還出現了名為虛空開闢者的角色。所以不朽傳承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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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許並不是和虛空破滅者完全不相干，而是與之相近的力量，甚至是由虛

空使者所蛻變而生。 

但無論如何，確知的是五行戰鬥牌３的時代以不朽做結，傳承者與破滅者的

故事是為這個時代帶來了末日，還是開創了新的時代，就留給玩家們自己想像

了。 

 

  

 
小說《黎明的曙光》。五行戰鬥牌４主規則及十三份主題規則：雙行、雙學

派、暗黑陣法、共鳴、奇蹟、龍脈、精靈、天賦、星使、虛空境界、太陰術式、

異稟、傳承。其中天賦和異稟是個人牌組機制和主題規則限制機制，比較不具故

事性。 

 
五行戰鬥牌４是接續在五行戰鬥牌３．１之後，更加開闊的世界。在五行戰

鬥牌３．１中稱為新世代職業的風水師、初行客和行氣師，不但延續到了這個時

代，風水師系更衍生出堪輿師這個分支流派和更精湛的龍脈使，行氣師搖身一變

以調律師為名，且發展出易弦師和天響師的完整三階職業架構。除了職業之外，

雙行、暗黑陣法、五鳴術、太陰術式等新式五行術也非常多元，無論是攻擊力還

是干擾力，都遠勝傳統的五行之術。不過從《黎明的曙光》中兩位星使稱呼《星

寂》中的築諺和凊璃為師父來看，五行戰鬥牌４的時代與五行戰鬥牌２最多只有

四、五十年的間隔，可以知道五行戰鬥牌４和五行戰鬥牌３．１相去不遠。 

由《黎明的曙光》所呈現出來的世界，也是一個除了傳統五行術之外，各種

新興五行術都十分發達的年代。其中最強悍的是由暗行者所運用的暗黑之力，這

股力量嚴重威脅了傳統五大學派的勢力，因此五大學派號召各路五行師發起戰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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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精靈師，有召喚精靈的能力，是精靈師世家的

繼承人。因為身份特殊的關係，戰爭的領導者不敢讓她涉

險，就派她前往雪嶺山脈去尋找傳說中擁有破滅力量的虛

空境界，遠離戰場。 

芙蓉是一隻木精靈，在小芷小時候召喚的，陪伴小芷

已經超過了十年的時間。原本不言不笑、沒有任何情緒的

精靈，隨著小芷的成長，慢慢能夠與小芷溝通，甚至會違

背小芷的意思來行動。但精靈只是藉由精靈術將自身法力

凝聚而成的法力集合體，理論上沒有智慧也沒有感情，因

此其他精靈師都認為芙蓉只是反應了小芷的潛意識而已。 

 

奇蹟之蕭颯，擅長奇蹟之術的不可思議青年。在極限狀態下能感知到四周潛

藏的法力流向，進而將法力以最適合的方式利用。蕭颯將所感受到的法力稱之為

「風」。例如一道從遠處森林吹拂而來的法力之風，因為來自森林，用以施展與

森林相性相和的法術，效果比一般利用方式更好。由於外觀上看起來像是引發了

不可思議的奇蹟一般，所以稱為奇蹟之術。 

與龍韜和江有汜是好朋友，因為江有汜的關係參與討伐暗行者的戰爭。不過

因為個性飄逸不羈，所以被分配了和小芷一起尋找虛空境界的任務，實際上是擔

任小芷的護衛兼褓母，受命絕對不能讓這位精靈師世家的繼承人發生半點意外。 

 

龍脈使龍韜，擁有控制大地龍脈之力的青年，和江有

汜是多年好友。個性十分謹慎，和外向的蕭颯、偏激的江

有汜大異徑庭。被江有汜拉著加入戰爭時相當不願，但親

眼見到因為戰火而衰竭的龍脈後，下定決心儘速消弭戰爭，

好讓大地能夠休息。 

絕招是讓整條地脈的法力共鳴，發出彷彿龍之咆哮的

龍嘯，不過這招的強度和地脈的活躍程度成正比，而且需

要一段準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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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律師江有汜，天響師湛露的關門弟子，因為一年四季都穿著獨門風衣，所

以又被稱為「風衣江有汜」。江有汜喜歡參與各種活動，也非常有個人想法，但

看在蕭颯和龍韜的眼中他的言行都有些偏激。 

他雖然只是一個調律師，但調律之術與共鳴之術都深得天響師湛露的真傳。

即使身處混亂的戰場，還是可以準確掌握法力的頻率，與周圍法力相應共鳴，施

展出讓人措手不及的共鳴之術。 

 

暗靈使墨玉，是暗行者的領導人物，形貌與個性都十分豪邁，有著英雄的風

範。即使因為長年使用暗黑之術，身心受到影響，但依然在戰場上挺立而戰。在

法力枯竭的戰場上，以低度法力就可以施展的暗黑之術佔有絕對優勢，因此墨玉

在戰場上可說是無人能擋其鋒。 

 

辰星星使東壁和太白星使天苑，以聚星術傳人

身份參與戰爭的兩位年輕人。在戰鬥中提到《星寂》

中的角色，稱呼築諺和凊璃為師父，蘭菲爾為師祖，

可以知道他們三人後來成立了聚星術的門派，並且

發揚光大。不過專心精研辰星和太白之力的兩人，

似乎並沒有習得五星連珠的技巧，否則在戰場上進

入連珠狀態，千軍萬馬也不是對手。 

 

居住在虛空境界中的一對姊妹，沒有姓名，只自稱為虛空使者。兩人是超脫

世俗的存在，掌握破滅與開闢的力量。而且擁有非常廣博的知識，對世界上各種

五行術種類都知之甚詳，不但識破奇蹟之術的機關，還知道暗黑之術的運作方

式。 

在主題規則‧虛空境界中，虛空追尋者可以轉職成兩個性質截然相反的傳說

職業：虛空破滅者和虛空開闢者。也許就是暗指這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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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說

五行戰鬥牌的發明人是林聖凱，不過在官方網站上與官方規則書中，總是有

著「五行規則制訂小組」的署名。如果是從五行戰鬥牌２或更早就加入五行戰鬥

牌世界的玩家，可能還看過由「六個小人物」所組成的「五行規則研討小組」。

不過，這些組織相當神秘，從來不透露他們的集會方式與規則產生的過程，相信

玩家們對規則「黑箱」的過程應該頗有興趣。 

五行戰鬥牌規則制訂的過程大概可以分成四個時期，當中的靈魂人物無庸置

疑是發明五行戰鬥牌、且至今仍投入規則修訂工作的林聖凱。不過各時期的規則

產生方式略有不同，以下逐一介紹。 

 

 
五行戰鬥牌的草創時期約是發明最初的一年左右五行戰鬥牌的草創時期約是發明最初的一年左右五行戰鬥牌的草創時期約是發明最初的一年左右五行戰鬥牌的草創時期約是發明最初的一年左右，，，，在此之後就結束草創在此之後就結束草創在此之後就結束草創在此之後就結束草創，，，，絕絕絕絕

無草無草無草無草創二十年還沒脫離草創之情事創二十年還沒脫離草創之情事創二十年還沒脫離草創之情事創二十年還沒脫離草創之情事。 

一開始的規則都是由發明人自己提出，直接就開始使用。因為五行戰鬥牌的

人口並不多，連社團都沒有成立，只要規則影印數份或傳閱，就可以讓玩家們了

解規則。同時，因為包含發明人在內的所有五行戰鬥牌玩家，都還只是初學者，

對規則的平衡性沒有那麼好的掌握力，看到新規則後必須要親身試驗，才能提出

建議、評論或抱怨。 

 

 
規則研討小組的成員有六人，包含發明人在內，是

六位比較早接觸五行戰鬥牌，且實力較深的一群玩家。不

過，其實規則研討小組只是一個空殼和晃子，實際上並不

存在。 

當時建中五行戰鬥牌社成立，為了招生和推廣，規則

從原本的幾張紙，編輯成為比較完整的規則書。為了讓五

行戰鬥牌看起來更加正式和有組織，在規則書上印上了以

上六位玩家的名字，並冠上規則研討小組的成員，製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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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的修訂經過六位成員精心研究的假象。 

但其實當時幾乎所有的規則，都還是由發明人自己提出修改版本，就直接適

用。不過其他規則研討小組的成員也不是完全沒有貢獻，他們平常在遊戲過程中

使用的各種打法或戰術，都揭露了規則的不平衡之處。 

其中，資深玩家兼現在規則小組的成員張晏溥(Roof)，在當時就常以過人的

眼力提出對規則的質疑，成為五行戰鬥牌成長的重要參考。 

 

 
在五行戰鬥牌邁入第三年的時候，正式的規則制訂小組成立，由包含發明人

在內的六位玩家組成。雖然看起來不管是名稱還是人數都和先前掛名的規則研討

小組相似，但規則制訂小組有實際活動的組織。 

小組在規則制訂前，經過許多次的開會討論與測試，由每位成員提出各自的

制訂想法，最後找尋兼顧平衡性與創意的方案。於是產生了跳脫原本架構的五行

戰鬥牌３。規則制訂小組最大的意義是將規則的測試從公布

後移到公布前，讓原本交給全體玩家公開測試的規則，先由

規則制訂小組的成員把關，只有通過內部討論和測試的規則，

才會作為新規則公布給其他玩家知道，不再讓所有玩家當試

驗品或白老鼠。 

規則制訂小組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五行戰鬥牌３．１前期，

並且藉由互相激盪，累積了許多規則構想，延續至今，隨時

可能被設計成新規則推出。 

 

 
由於規則制訂小組的成員逐漸忙碌，無法像以往一樣，在每次規則推出前都

幾乎全員到齊密集開會，甚至完全無法參與活動。現在的規則制訂小組，只剩下

一半成員仍然投入規則的修訂。不過累積了十年的經驗，藉由審查和討論，足以

控制大略的規則品質。 

部分需要微調的規則，會在事前以偽裝的方式作為台大五行戰鬥牌社的特別

活動，由參與社課的社員幫忙測試。例如五行戰鬥牌４的主題規則‧暗黑陣法，

曾經在四月一日時以「愚人陣法」和「愚人點數系統」出現在社內活動中。這個

梗也被小說《黎明的曙光》拿來運用，在小說的設定中，暗黑之術原本被稱為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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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術，是拯救平庸五行師的神奇法術。主題規則‧共鳴中的調律師曾以「拾荒

客」之名測試，五鳴術則分別名為鏽金、枯木、污水、熄火和壞土，原本看似撿

破爛的規則在正式推出時加上音律的包裝，形成巨大反差。 

雖然人力吃緊，但因為五行戰鬥牌的規則本身已經有了穩定的發展方向，所

以規則制訂小組目前並沒有增加成員或重新組成的計畫。不過只要加入台大五行

戰鬥牌社，還是會有接受小組委託，得到搶先測試規則的機會。想要一起陪伴五

行戰鬥牌成長的五行師們，請多多參與台大五行社的活動。 

 

 說

五行戰鬥牌３．１從編碼方式來看，似乎是五行戰鬥牌３的修改版。但兩者

的規則與架構都內容完全不一樣，是兩份完全不相關的規則。五行戰鬥牌３．１

更接近五行戰鬥牌２，如果說五行戰鬥牌３像是突變出來的產物，五行戰鬥牌３．

１就是五行戰鬥牌的正統繼承者。而且在官方網站上的分類方式，也沒有將五行

戰鬥牌３．１與五行戰鬥牌３放在同一個標題下，而是獨立成為一代。所以其實

五行戰鬥牌３．１是五行戰鬥牌３的下一代，應該被命名為五行戰鬥牌４才對。 

而與其他規則格格不入的五行戰鬥牌３，雖然官方並沒有否認它曾經存在過

的事實，不過可以發現在提及第三代五行戰鬥牌的時候，往往是指五行戰鬥牌３．

１。這恐怕也是官方沒有將五行戰鬥牌３．１命名為五行戰鬥牌４的理由——因

為五行戰鬥牌３．１是擁有正統精神的五行戰鬥牌３。 

由五行戰鬥牌１和五行戰鬥牌２所建構的基礎規則和三大進階規則架構，至

今仍然延續，是五行戰鬥牌的重要招牌。但是在當初的五行戰鬥牌３卻被完全捨

棄了。原因是當時成立了嶄新的規則制訂小組，五行戰鬥牌的規則由原本一人獨

思，成為六人合議，而且居於小組領導地位的發明人，在當時萌生了捨棄舊有規

則體制，設計一套不被傳統拖累、擁有更好平衡性、更低運氣成分的五行戰鬥牌

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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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氣氛下，環繞著新的時代設定，設計出了五行戰鬥牌３的規則架構。

融會六位成員的構想，將骨架填滿，誕生了五行戰鬥牌３的規則。平衡性與低運

氣成分是引領整個五行戰鬥牌３的理念，四張陣法的普遍弱化，攻擊與回復的效

果拉距，過強職業能力的削除，種種跡象都可以看到五行戰鬥牌３致力於平衡的

一面。 

不過，在規則公布後，規則制訂小組的成員們很快就注意到一件事：五行戰

鬥牌的靈魂並不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種牌，也不是把牌組合在一起的出招

方式，更不是徒具名稱的職業系統。由整套五行戰鬥牌規則所編織出來的遊戲氛

圍，才是五行戰鬥牌的重心。失去一直以來支撐五行戰鬥牌的血肉後，即使形式

上有相似的出牌方法和遊戲流程，但已經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遊戲了。 

於是在五行戰鬥牌３推出的半年後，規則制訂小組迅速製作了五行戰鬥牌３．

１的修改，重新使用了五行戰鬥牌的傳統架構，讓老玩家們所懷念不已的規則再

度呈現眼前。五行戰鬥牌３雖然是一次錯誤的嘗試，但也是很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嘗試：藉由五行戰鬥牌３，規則制訂小組充分理解了五行戰鬥牌不能撼動的本質

為何。因此在五行戰鬥牌４一次又一次的規則簡化中，仍舊保有五行戰鬥牌最原

本的風貌。 

所以，五行戰鬥牌３或許是一段在五行戰鬥牌的發展過程中非常奇怪的歷史，

但至少規則制訂小組依然承認五行戰鬥牌３的存在。只不過五行戰鬥牌３．１，

才是真正繼承了五行戰鬥牌２，並啟發五行戰鬥牌４的第三代五行戰鬥牌。 

   

 

 說

在五行戰鬥牌剛剛設計出來的時候，規則系統沒有現在這麼嚴謹，也沒有這

麼豐富。不過，在設計出各種傳說職業時，為了表現英雄的特色，慢慢發展出有

趣的概念，最後影響了現今五行戰鬥牌的架構。觀察這些傳說招式的演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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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是注視著五行戰鬥牌發展史上許多重要的里程碑。 

 

 
勇者擅長物理攻擊，這一點從最初開始就是，至今沒有變化。落光斬唯一有

過的一次修改，是點數調整。落光斬剛設計出來的時候點數是四張牌相加乘以７，

不過很快就改成乘以６，並且一直延續至今。 

落光斬是第一個因為發明人感覺太強而削弱的招數，也是江湖傳言「把發明

人打很慘的陣法或戰術都會被改弱」的開始。在五行戰鬥牌史上的意義是，五行

戰鬥牌的制訂開始考量細微的強度設計，平衡陣法代價和強度效益兩者。 

落光斬原先可達１４０點之高，是在不考慮相剋與場地加成下，所有陣法中

基本點數最高的一個。修改後剩下１２０點，略低於魔法反光閃的１２５點，這

是由於落光斬點數較穩定而魔法反光閃點數較浮動的關係，是五行戰鬥牌規則注

意到點數變動程度應該納入效益評估的開始。 

 

 
最一開始，五行戰鬥牌只有攻擊可以造成生命值

的減損，術式都是輔助性效果。武者的刃影瞬殺最一

開始是物理攻擊，但點數是對方生命值的一半。當時

的法師有稱為體質弱化的負面能力，物理攻擊對法師

造成雙倍傷害，因此刃影瞬殺對法師系職業一擊必殺。

相對地，刃影瞬殺對戰士系職業的作用並不大。 

對法師系一擊必殺實在是過於失衡的規則，雖然

當時的刃影瞬殺需要高達１２級的土行牌，但並不改

變這招設計不良的事實。加上希望風行者系的招式能

夠具有穿越防禦的特色，在一次戰鬥時的靈感，讓這

招化為減半對手生命值的主動術式。修改後的刃影瞬

殺，無論對任何人，效果都是讓生命減半，達到原先想賦予武者的特色，同時扣

血效果的術式，可以繞過防禦和反震卻會被封印的特性，也塑造了後續風行系的

特質。後來影行者的影襲，就是承繼刃影瞬殺特色的弱化版本。至於因為刃影瞬

殺效益比太低而將施展門檻調降成１０級土，是更之後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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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戰鬥牌最初的攻擊屬性只有六種：五行屬性攻

擊和無屬性攻擊。所謂的無屬性攻擊，就是現在的物理

攻擊，並不存在特殊攻擊。所以不屬於五行屬性的魔法

反光閃，是個強大的物理攻擊。 

但這樣的結果是智者成為非常利害的法師殺手，兩

位智者的戰鬥，以誰先蒐集到魔法反光閃來決定。點數

可高達１２５點的魔法反光閃，打在擁有體質弱化副作

用的智者自己身上，可是高達２５０點一刀斃命的傷害。

但反過來，當智者面對勇者時，勇者的落光斬可以輕易對智者造成大幅傷害，但

智者的魔法反光閃卻只能幫勇者搔癢，戰士剋法師的優劣組合在當時達到了極

致。 

最重要的是，原本無屬性攻擊的概念是象徵非五行法術的攻擊，例如武器和

震暴。但在出現戰士與法師這兩個職業分野後，「物理性的傷害」與「沒有屬性

的法術傷害」兩種概念逐漸浮現。戰士所擅長的當然是前者，智者如果擅長的也

是物理性攻擊，就非常奇怪。但因為無屬性攻擊已經用來當作物理攻擊的名稱，

所以發明了一個新的名詞「固定傷害攻擊」指這種沒有屬性的法術，表示這個攻

擊所造成的傷害，不會因為相生相剋或職業能力而有任何增減，點數計算出來是

多少，就會造成多少傷害。 

後來在規則的更迭中，無屬性攻擊改成印象更直接的物理攻擊，固定傷害攻

擊也命名為特殊攻擊，沿用至今。雖然最一開始，固定傷害攻擊是賦予智者的特

色，不過現在有非常多的招式都是特殊攻擊，包含述道者和幻靈使的二階技。因

此，魔法反光閃可以說是這些特殊攻擊的共同祖先，沒有魔法反光閃，就沒有特

殊攻擊的概念。 

 

 
仁者的轉生術雖然組合方式一直都是「木＋三張連續相生牌」，但是所有陣

法中點數計算更改過最多次的。最一開始是「木×三張相生牌之和×２」，點數最

高１５０點，但在落光斬點數調降之後，發明人發現攻擊最高點數是魔法反光閃

的１２５點，隱者的紫光防罩也是１２５點，因此想要把仁者的轉生術也調整成

最高１２５點，象徵攻擊、回復和防護罩三個計算點數的招式，基本點數最大值



五行戰鬥牌十週年特輯 

34 

都是１２５。（這也和發明人高一時就讀一年二十五班有關。） 

於是改成「木×２５」，點數完全由木行牌決定，比魔法反光閃更誇張。在許

多玩家以木５搭配三張低等牌回復１２５點後，發明人終於發現這樣的規則完全

不具應有的平衡性，因此修改為「木等級之平方×三張相生牌中等級最高之牌」

這個相當複雜的計算方式。但由於木５加上隨意一張高等級牌還是能回復大量生

命，所以在後續的修改構想中，曾經出現過「木等級之平方×三張相生牌中等級

次高之牌」這個更加難懂的作法，幸好最後沒有採用。 

在五行戰鬥牌２推出的時候，觀念一反，完全不看木行牌的等級，修改為「三

張相生牌之等級相乘」，雖然變得並不好用，但遠比以前更平衡，必須付出三張

高等級牌，才能得到相應的效果。這個方案延續至五行戰鬥牌４沒有再做更動，

成為七年來轉生術的計算方式。 

其實如果不堅持１２５點作為最高點數的話，有更多容易且平衡的方式可供

使用。但就是１２５點這個並不理性的堅持，形塑了五行戰鬥牌的樣貌。 

 

 
氣壁是最基本的防護罩，也是許多玩家喜歡

用來保命的招式。不過，最一開始木木金火的組

合並不是氣壁，而是叫「吸納」的被動術式，是

一個四張牌的蓋牌。 

隱者的紫光防罩才是最早出現的防護罩，首

創獨立於生命值之外的防護罩數值。因為「吸納」

實在設計太差，四張蓋牌一眼就識破，對方可以

輕易用小攻擊閃躲，讓這四張牌完全產生不了相

應的作用。在考慮重新設計木木金火的時候，發

明人接受了玩家的建議，把有趣且實用的防護罩

系統應用在氣壁上，氣壁才成為史上第二個防護

罩，防護罩系統也不再是隱者的獨門絕活，正式

成為五行戰鬥牌的重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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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五行戰鬥牌４至今已經三年了。在主題規則制度化，每三個月推出一份新規

則的現在，也累積了十三個主題規則。總計有四十一個職業，超過一百個陣法，

以及好幾項子系統。這也現在是五行戰鬥牌戰術如此蓬勃的原因，但這對規則小

組而言是非常嚴峻的挑戰，當所有主題規則全部使用時，很難調整單一陣法或系

統的強度——因為與不同的東西搭配，強弱差異太大。同時也對新手並不是很友

善，要花很多時間和心力，才能完整學習全套規則與戰術。 

在過去，主題規則的定位是增加遊戲變化的調味料，並不是遊戲的主幹，所

以一次只使用一項。例如五行戰鬥牌２水晶盟推出時，五行戰鬥牌２五星連珠就

不再使用，五行戰鬥牌３．１也是相同情形。最初五行戰鬥牌４也打算採取類似

作法，但主題規則中許多具有高度魅力的職業或陣法，讓玩家難以割愛。在接受

玩家的回應後，規則小組決定進行這項非常困難的任務——盡力平衡所有主題規

則，也因此近一年來主題規則的修改十分頻繁。 

不過，累積到十三個規則實在是太多了。所以目前計畫在明年推出五行戰鬥

牌５，採用一個新的點子——主題系列。每一年的主題規則是一個系列，每個系

列包含三個主題規則，而主題規則僅僅使用最新的兩個系列。同時有效的主題規

則最多六種，這是我們認為兼具變化與平衡的最佳數量。至於非常具有魅力的熱

門主題，會在新的主題系列當中重新推出，並且略為修改以配合當時施行的規則，

玩家不用擔心自己心愛的職業會一去不復返。 

不過這都還只是我們的計畫。希望各位玩家能陪著我們，在最後的這一年裡

將五行戰鬥牌４修訂到最完美的平衡，然後迎接五行戰鬥牌的下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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