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寶可夢卡牌四天王決勝賽！ 

7/23（六）- 7/24（日）帶著你的牌組一起來高雄參與這場盛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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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注意事項 

1. 所有入場人員均需全程配戴口罩。

2. 入口處將設有體溫檢測儀，體溫高於攝氏 37.5 度以上之玩家將謝絕入場。

3. 由境外返臺 14 天內，或進行自主 / 居家健康管理的玩家將謝絕入場。

4. 本場比賽在疫情情況許可下,開放玩家以外的一般⺠眾後入場。

5. 賽場內會有人數管制，當場內人數過多時可能會拒絕非比賽玩家人員入場。

6.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活動有可能臨時更動，最新消息請密切注意 Facebook官方粉絲團。



地點·時間 

賽事地點 高雄展覽館北館（806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39號） 

時間

2022 年 7 月 23 日（六） 
2022 年 7 月 24 日（日） 
*08:00 開始報到

參加費用 免費

賽事流程及寶可夢卡牌四天王比賽規則 

1. 所有玩家將進行十二輪預賽（分別是四輪現開賽、四輪開放賽及四輪標準賽）。十二輪

預賽結束後，前十二名的玩家與現役寶可夢卡牌四天王一同參加決賽。

2. 複賽將進行兩輪的五戰三勝制比賽（第一盤：現開，第二盤：開放，第三盤：標準，第

四盤及第五盤由上一盤落敗的玩家選擇賽制）。除了第一盤對戰之外，由輸掉上一盤的

玩家選擇這盤的先攻、後攻。最終四強的玩家將會榮獲寶可夢卡牌四天王殊榮。

參賽辦法 

1.【標準】【開放】道館賽優勝者：

參加各道館於 6 月 20 日（一）- 7 月 17 日（日）連續四週舉辦，每週各一場的【標

準】或【開放】道館賽，並於滿 16 人以上的道館賽獲得冠軍、滿 32 人以上的道館賽獲得

前兩名的玩家將可被邀請參加此活動。 

2.【標準】【開放】寶可夢卡牌四天王資格賽優勝者：

參加於 6/11（六）6/12（日）臺灣冠軍賽現場所舉辦之外圍賽—寶可夢卡牌四天王資格賽

獲得 4 連勝的玩家，將可被邀請參加此活動。 

本次四天王決勝賽不開放公開抽籤。 



參賽名單 

https://reurl.cc/p1v58a

注意事項 

【牌組登錄】 

請於比賽前自行下載填寫套牌構築表完成填寫，並於活動當天報到時繳交。 

套牌構築表下載連結：https://reurl.cc/O1NXdy

【注意事項】 

1. 請參賽選手攜帶身分證（未滿 18歲者請攜帶健保卡)，以便賽事報到及身份查驗。

2. 未滿 18歲之孩童必須要攜帶家長參加之同意書正本。

家長同意書連結：https://reurl.cc/XjRmx0
3. 大會當日若需缺席請務必填寫取消報名表單，無故缺席者將被禁止未來參加寶可夢官方

比賽之資格。取消報名表單連結：https://reurl.cc/moy077
4. 請於比賽前先下載套牌構築表完成填寫，於比賽第一輪開始時統一繳交。

套牌構築表下載連結：https://reurl.cc/O1NXdy
5. 比賽中會隨機進行套牌抽查。若套牌有不合法的情況發生，可能會造成您失去參加比賽

的資格，且可能會使您無法參加未來寶可夢集換式卡牌的官方比賽。

6. 參加此次比賽的選手，同意並知悉主辦單位將使用本次比賽照片及資料，包含玩家姓

名、所拍攝之照片、比賽成績及所提交的套牌構築表，做為文宣及行銷使用。並且在不

干擾選手的情況下，邀請選手上直播台進行比賽。比賽之錄影、相片及成績，可能展出

或刊載於主辦單位官方網站及 Facebook 上相關平台。

7. 預賽結束後，進入決賽之玩家在每輪比賽前將會與對手交換套牌構築表。檢視過程中無

法使用電子器材或紙筆做紀錄。

8. 主辦單位不負保管責任，請妥善保管私人貴重物品。

9.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

於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10. 若有其他問題可以寄信到 support@kktcg.com 詢問

https://reurl.cc/p1v58a
https://reurl.cc/O1NXdy
https://reurl.cc/XjRmx0
https://reurl.cc/moy077
https://reurl.cc/O1NXdy
mailto:support@kktcg.com


需準備之物品 

遵守寶可夢賽事規則構築之牌組 

參加開放賽及標準賽所使用牌組的套牌構築表各 1份(即使兩種賽制使用相同牌組，也需要

準備兩份) 

寶可夢硬幣 

各種的寶可夢指示物 

牌墊（官方出品之牌墊或素色牌墊，主辦方有權要求玩家更換非前述之牌墊） 

卡套（官方出品之卡套或素色卡套，主辦方有權要求玩家更換非前述之卡套） 

證明身份之證件正本（身份證／健保卡／護照） 

口罩 

筆 

牌組構築規則及參加資格 

規章及制度

現開賽： 

玩家使用 15 包擴充包構築一副 40 張卡牌的牌組，使用 4 張獎賞

卡規則（使用系列為玩家自選 S7 / S8 / S9 / S10 其中任一系

列） 

開放賽： 

開放規則 60 張卡牌構築的牌組及使用 6 張獎賞卡規則

標準賽： 

標準規則 60 張卡牌構築的牌組及使用 6 張獎賞卡規則 

可使用卡牌
只能使用「寶可夢集換式卡牌」，不能使用代牌有記號之卡牌或非

繁體中文的寶可夢卡牌。

參加資格

熟知「寶可夢集換式卡牌」卡牌之基本對戰規則。 

https://asia.pokemon-card.com/tw/rules/ 

https://asia.pokemon-card.com/tw/rules/


賽事相關資訊

賽事獎品 

優勝獎品 

寶可夢卡牌四天王 

• 最新系列擴充包 4 盒

• 下屆寶可夢卡牌四天王決勝賽交通住宿贊助

• 四天王專屬限定牌墊一張

八強 

• 最新系列擴充包 4 盒

十六強 

• 最新系列擴充包 2 盒

*十六強玩家皆可獲得 2023 年四天王決勝賽參賽資格

對戰勝利獎品 

於各賽制 【現開賽】 【開放賽】 【標準賽】獲得三勝以上的玩

家，將可獲得特別獎品 

【現開賽】月亮伊布 V 
【開放賽】太陽伊布 V 
【標準賽】仙子伊布 V 

參加獎品 《寶可夢卡牌四天王決勝賽》限定特典卡瑪納霏一張 





預賽 

12 輪瑞士輪比賽，取前 12 強進入決賽。 

當分數及對手盤勝率無法決定前十二強時，將依照報名順序決定進入前十二強的資格。 

決賽 

形式 五戰定勝負，單淘汰。 

每輪時間 不限時 

牌組·卡牌交換 「開放賽及標準賽」使用的牌組需與預賽相同 

比賽進行方式 

• 決賽玩家將會獲得全新的 15 包擴充包，構築在決賽所使用之現

開賽套牌。

• 複賽將進行兩輪的五戰三勝制比賽（第一盤：現開，第二盤：開

放，第三盤：標準，第四盤及第五盤由上一盤落敗的玩家選擇賽

制）。除了第一盤對戰之外，由輸掉上一盤的玩家選擇這盤的先

攻、後攻。最終四強的玩家將會榮獲寶可夢卡牌四天王殊榮。

勝敗決定方式 • 若雙方都無法分出勝負，則進行一張獎賞卡的驟死戰。

形式 一戰定勝負，瑞士制。 

每輪時間 25 分 

牌組·卡牌交換 不可以 

比賽進行方式 

7/23（六）進行四輪現開賽及四輪開放賽 
7/24（日）進行四輪標準賽 

玩家使用 15 包擴充包構築一副 40 張卡牌的牌組，使用 4 張獎賞卡規則

（使用系列為玩家自選 S7 / S8 / S9 / S10 其中任一系列），套牌構築

時間為 30 分鐘。 

勝敗決定方式 

• 每輪時間結束時，在先攻玩家的回合或是後攻玩家的回合的結束方式

不同

• 若在先攻玩家的回合時結束時間，則後攻玩家會獲得一個額外的回

合，比賽時間才會結束。

• 若在後攻玩家的回合時結束時間，則回合結束，比賽結束。
• 比賽結束時若雙方都無法分出勝負，則雙方皆敗。

名次及自動棄權 

勝者為 3 分，敗者 0 分；同分情況下將依照其他勝率而決定。 

*本次比賽無自動棄權的設定，欲棄權的玩家請在對局結束後於計分條上

標示



賽事實況資訊 

連結：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I-s2RRbUVPUEKVCcgil_g
開始時間：09:00 

主播及賽評 

本次與我們觀賽的專業主播及賽評將於日後公開，敬請期待！！！ 

外圍賽活動 

【現場教學】 

身邊的朋友想學玩寶可夢卡牌卻不得其門而入嗎？想讓你的爸爸媽媽哥哥姊姊弟弟妹妹先生

太太知道寶可夢卡牌的樂趣嗎？邀請他們到現場，一起來體會寶可夢卡牌的無窮樂趣吧！ 

【KOL 挑戰賽】

比賽場次與時間 
• 7 月23日（六）09：00 ~16：00

• 7 月24日（日）09：00 ~16：00

進行方式 
 一戰定勝負，自由對戰。 

 使用標準規則 60 張卡牌構築的牌組及使用 3 張獎賞卡規則 
報名方式  採現場排隊報名，不接受事前報名。 

獲勝獎品  可以獲得一包最新系列的擴充包 

點數取得方式  參加即可獲得一點

  【集點戰】 

比賽場次與時間 
• 7 月23日（六）09：00 ~17：00（16:30最後入場時間）

• 7 月24日（日）09：00 ~17：00（16:30最後入場時間）

進行方式  一戰定勝負，自由對戰，不限時。 

 使用標準規則 60 張卡牌構築的牌組及使用 6 張獎賞卡規則 
報名方式  採現場排隊報名，不接受事前報名，報名人數上限依現場座位。 

點數取得方式 每獲得一次勝利，即可獲得一點 



【３人一隊標準構築戰】 

比賽場次與時間 
• 7 月23日（六）10：00 (09：45 開始報到)

• 7 月24日（日）10：00 (09：45 開始報到)

進行方式 
 一戰定勝負，瑞士制，3輪，每1輪25分鐘。 

 每一輪對戰中，若隊伍中有兩位隊員獲勝，即可獲得此輪勝利。 

 使用標準規則 60 張卡牌構築的牌組及使用 6 張獎賞卡規則 

點數取得方式 隊伍每獲得一次勝利，即可獲得一點 

報名方式 採現場排隊報名，不接受事前報名。 

參加獎 每人可獲得寶可夢造型紙帽一頂 

注意事項 

1、此集點卡限「2022 四天王決勝賽」使用。 
2、此集點卡1人限領取1張。 
3、此集點卡的有效日期為2022年7月23日至2022年7月24日。 
4、集點卡一張最高可集16點 。此集點卡不能與別張集點卡混合使用。 
5、此集點卡如有損失、塗污或損毀，則予作廢。影印本恕不接受。 
6、此集點卡可於 「2022 四天王決勝賽」 外圍賽體驗各種活動，體驗完成由工作人員給予
點數集點。 
7、紀念品會以現場實際提供為主，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如有任何爭議，「2022 四天王決勝賽」主辦單位有解釋與保留最終決定權。

  點數兌換表 

2點 4點 8點 16點 

皮卡丘小吊飾
乙個

隨機任一圖案
造型卡套乙個

1點 6點 

隨機任一圖案卡
牌收納盒  乙個 

隨機任一系列
起始牌組 乙個

隨機任一系列
擴充包  乙包

任一特別卡組 葉伊布/冰
伊布VSTAR與資料夾乙個



FAQ 

關於會場 

Q 比賽參加費用是多少呢？ 
A 免費。 

Q 會場內是否可以飲食？ 
A 會場內不開放飲食。 

Q 如果我在會場撿到遺失物怎麼辦呢？ 
A 請交到服務台給工作人員保管。 

Q 如果我丟失了東西該怎麼辦呢？ 
A 請在服務台詢問，若是在活動結束後發現請聯絡 support@kktcg.com 。

Q 可以在會場內攝影嗎？ 
A 會場內的展出物及海報都可以拍攝，但請不要拍攝到其他的參賽者。 

對戰區域相關 

Q 我該何時繳交我的套牌構築表呢？ 
A 請事先完成套牌構築表，並在當天比賽第一輪開始時統一繳交 。 

Q 如果我在入場的時候遲到怎麼辦呢？ 
A 請在第二輪開始前，到裁判桌報到告知要繼續進行後面的比賽，否則視為放棄比賽資格。 

Q 是否可以觀戰呢？ 
A 可入場觀戰，但比賽中請勿進入對戰區。 
與對戰區內的玩家交談可能會使雙方被取消資格。 

Q 若我有獲得參加資格，但想要更改現開賽使用的系列怎麼辦？ 
A 玩家若想改變使用的系列，請於 7 月 15 日（五）前於來信於提交名單時的 Google 表單
修正，或來信至 support@kktcg.com 修改。
。 

Q 若我有獲得參加資格，但當天有事無法到場怎麼辦？ 
A 若當天有事無法到場，請至 https://reurl.cc/moy077 取消您的報名。
若出現無故未到的情況，將可能影響您日後參加寶可夢官方賽事的資格。 

mailto:support@kktcg.com
mailto:support@kktcg.com
https://reurl.cc/moy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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