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蓋一 5-5-3-3】
】
 開叫
開叫與答叫篇
與答叫篇

107.07.06 日頭赤炎炎版
日頭赤炎炎版（底線修正）
底線修正）

(極佳牌型或第3家可9~10點開叫)
1C： 12 - 21 點， C ≧ 3 張。
1D： 12 - 21 點， D ≧ 3 張。
1H： 12 - 21 點， H ≧ 5 張。
1S： 12 - 21 點， S ≧ 5 張。
1NT： 15 - 17 點，平均牌型（3334，4432，5332牌型）
2C： 22 點以上之任何牌型或一門堅強王牌整手牌共9個贏磴以上
2D：
： 弱二高花 6 - 11 點， ≧ 6 張牌組。（
張牌組。（點力應
。（點力應大部分在王牌
點力應大部分在王牌）
大部分在王牌）
2H : 11 - 15 點, 5張紅心
張紅心，
張黑桃 (Flannery)
張紅心，4張黑桃
2S：
黑桃帶一門低花（
以上）
： 黑桃帶一門低花
（6 - 11 點 5-4以上
）
2NT： 20 - 21 點， 平均牌型。（無單張或缺門，4門有擋）
3C/D： 6 - 11 點， ≧ 6 張以上牌組。 （點力應大部分在王牌）
3H/S： 6 - 11 點， ≧ 7 張牌組。 （點力應大部分在王牌）
3NT： AKQ帶頭一門低花，旁門最多一張K之力量（賭博性3NT）
1C：
： 12 - 21 點， ≧ 3 張回答摘要
2C: 低花反序
低花反序，開叫人如2NT或3C均為低限（12~13HCP）不迫叫，開叫人非低限則報擋（高花亦可
反序
能為牌組）邀請無王或7張高花一局【答叫人低限再叫2NT或3C；不迫叫，加叫開叫人第2次之高花表
3張支持，或再叫新花邀請一局】）
2D ：

0 - 5 點， ≧ 6張方塊

2H ：

0 - 5 點， ≧ 6張紅心

2S ：

0 - 5 點， ≧ 6張黑桃

2NT： 10 - 12點平均牌。無4 張高花。
3C ：

5 - 9 點，5張以上梅花，不迫叫（弱跳叫），身價不利應注意張數及點力

3D： ≧ 13 點， 6張梅花以上支持，方塊單張或缺門，邀請小滿貫（低花斯普林特）
3H： ≧ 13 點， 6張梅花以上支持，紅心單張或缺門，邀請小滿貫（低花斯普林特）
3S： ≧ 13 點， 6張梅花以上支持，黑桃單張或缺門，邀請小滿貫（低花斯普林特）
3NT： 13 - 15點， 平均牌型。 無4 張高花。
4C：繼續阻塞（不迫叫）
1D：
： 12 - 21 點， ≧ 3 張回答摘要：由1C類推，不另贅述
3C
:10~12 點， 6張以上梅花（邀請）
1S ： 12 - 21 點， ≧ 5 張回答摘要：由1H類推，不另贅述
3H : 6 - 10 點， 4 張黑桃支持。紅心單張，邀請成局（迷你斯普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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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可貝（Jacoby）特約：
一、 同伴高花開叫，手持 13 點以上 4 張王牌以上支持，答叫 2NT
二、

開叫人

1. （12~15 點）3 線新花喊出單張
單張或缺門
線新花喊出長
單張或缺門；4
或缺門
線新花喊出長門
2. 無單張或缺門（12~13 點）喊回 4 線王牌
3. 無單張或缺門（14~15 點）喊 3NT
4. 高限 16 點以上任何牌型喊 3 線王牌（答叫人以 3NT 問短門）。
三、

後續以 RKCB（4NT）問 A
柏根（Bergen）王牌加叫：
（pass-hand 後，未遭敵方插叫花色前
未遭敵方插叫花色前仍適用）
仍適用

※同伴高花開叫，手持 4 張王牌支持時（如以 S 為王牌）
一、

6 點以下喊 3S（有身價時須注意）

二、

6 至 9 點喊 3D（開叫人加一級 3H 邀請 4S）

三、

10 至 12 點喊 3C（開叫人加一級 3D 邀請 4S）

※同伴（第 1 或 2 家）高花開叫，手持 3 張王牌支持時（如以 S 為王牌）
一、 5 至 7 點喊 1NT 迫叫一圈後叫回 2S
二、 8 至 10 點喊 2S（開叫人以 Help Suit 邀請 4S）
三、 10 至 12 點先喊迫叫 1NT 後跳叫 3S（邀請 4S）
四、

13 點以上先喊另一門後跳 4S

※同伴高花開叫，手持 5 張王牌支持時（如以 S 為王牌）
一、

9 點以下喊 4S

二、10 至 12 點先喊另一門後跳 4S

1NT（
（3334，
，4432，
，5332牌型
牌型）
答叫篇
牌型）開/答叫篇
1NT：
：15 - 17 點（強無王）
（一）答叫：
答叫：
Pass： 0-7點， 平均牌型。（無5張高花）
2C

： ≧ 8 點，史蒂曼特約，詢問4張高花。 (要打無王
要打無王，
要打無王，先叫2C)
先叫
【或0-7點之4441、4450之牌型，準備開叫人回答後立即派司】

（1）開叫人回答2D（表無4張高花）後：答叫人再喊 ：
2線高花：5張以上，另一門高花為4張，邀請成局
3線高花：5張以上，另一門高花為4張，邀請成局
2NT：邀3NT，不一定有4張高花
3線低花： 6張或5張以上堅強低花，11點以上，邀滿貫，不保證另一門高花
（2）開叫人回答2H後：答叫人再喊：（開叫人回答2S後，答叫人再喊類推）
2S：4張黑桃
2NT：無4張黑桃，邀3NT
3C/3D：（1）6張或5張以上堅強低花，11點以上，邀滿貫，不保證另一門高花
（2）王牌配合後之slam-try（該門新花有力量或長門）
3S/4C/4D：王牌配合後之短門
短門邀請slam
短門
4NT：對紅心之RKCB

(3H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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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2H： 轉換2H/2S/（轉換，5張以上，無點力限制）開叫人
開叫人4張王牌配合
點力高限，點力分散或集
開叫人 張王牌配合，
張王牌配合，點力高限，
中王牌時跳叫3線王牌
線王牌。
中王牌時跳叫
線王牌
。
2S ：答叫者有6張以上梅花
答叫者有 張以上梅花(開叫者梅花不配合叫
張以上梅花 開叫者梅花不配合叫3C，
開叫者梅花不配合叫 ，配合時先加一級叫2NT)
配合時先加一級叫
2NT：
答叫者有6張以上方塊
張以上方塊(開叫者方塊不配合叫
開叫者方塊不配合叫3D，
配合時先加一級叫3C)
：答叫者有
張以上方塊
開叫者方塊不配合叫
，配合時先加一級叫
3C : 答叫者5-4以上低花
答叫者 以上低花(弱牌不迫叫
以上低花 弱牌不迫叫，
弱牌不迫叫，開叫者選擇合約)
開叫者選擇合約
3D：
答叫者5-4以上低花
以上低花(邀請以上點力
邀請以上點力，
迫叫一圈，
開叫者3NT束叫或高花迫叫或
束叫或高花迫叫或4線低花再邀
線低花再邀)
：答叫者
以上低花
邀請以上點力
，迫叫一圈
，開叫者
束叫或高花迫叫或
線低花再邀
3H ：（3門牌組，紅心
紅心單張或缺門
紅心單張或缺門）迫叫成局，有滿貫興趣
單張或缺門
3S ：（3門牌組，黑桃單張或缺門
黑桃單張或缺門）迫叫成局，有滿貫興趣
黑桃單張或缺門
2NT：
： 20 - 21 點 (允許五張高花開叫
允許五張高花開叫5-3-3-2，
，5-4-2-2建議開一線後跳叫
建議開一線後跳叫)，
允許五張高花開叫
建議開一線後跳叫 ，
『19 點，一線開叫同伴一線
一線答叫後，再跳叫新花或3NT』
一線
Pass： 0 - 3 點
3C

： ≧ 4 點， Puppet Stayman 特約，詢問4張或5張高花，回答摘要：

（1）開叫人回答3D（表有一門以上4張高花）後：答叫人再喊 ：
3H：可能有4張黑桃，開叫人4張S先3S，無則3NT，由答叫人決定合約
3S：一定有4張紅心，由開叫人決定上3NT還是4線高花合約
3NT：二門高花均為4張
4線低花： 6張或5張以上堅強低花，8點以上，邀滿貫
（2）開叫人回答3H/S（表有5張紅心/黑桃）後：答叫人再喊：
3NT：不保證有4張黑桃，紅心不配合
4C/4D：（1）6張或5張以上堅強低花，11點以上，邀滿貫，不保證另一門高花
（2）王牌配合後之slam-try（該門新花有力量或長門）
4H/S：束叫
4S/5C/5D：王牌配合後之短門邀請slam，可能為缺門
4NT： RKCB
3D/H： 轉換3H/S。【
【1、
、轉換後逕跳4線表
牌型邀滿貫】
】
轉換後逕跳 線表6張以上王牌
線表 張以上王牌，
張以上王牌，6322牌型
牌型
轉換後喊新花為第2門
王牌6張以上
張以上，
邀滿貫）】
【2、
、轉換後喊新花為第
門（王牌
張以上
，邀滿貫
）】
4D/H： 轉換4H/S。
非約定轉換
開叫人4張王牌配合
張王牌配合，
點力高限
高限，
分散或集中王牌時跳叫4線王牌
線王牌。
（1）
）開叫人
張王牌配合
，點力
高限
，分散或集中王牌時跳叫
線王牌
。
（2）
）開叫人4張王牌配合
開叫人 張王牌配合，
張王牌配合，點力高限且集中另一花色時喊該花色。
點力高限且集中另一花色時喊該花色。
3S ：5-4以上低花
以上低花(迫叫成局
迫叫成局)。
以上低花
迫叫成局
。
3NT ： 束叫。
4C

： 哥柏Gerber問A。【0或3A-4D，1或4A-4H，2A-4S】
4NT繼續問K【0或3K-5C，1或4K-5D， 2K-5S】

4D/H： 轉換4H/S。 （無滿貫興趣）
4S：5-5低花以上，迫叫成局
4NT ： 12點（平均牌型）邀請6NT; 同伴低限pass; 高限喊6NT
5NT ： 16點（平均牌型）邀請7NT; 同伴低限喊6NT; 高限喊7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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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 ≧ 22 點，或9個贏磴，回答摘要：
2D： waiting，不保證牌點與牌型，開叫人低限（22~23）平均牌型限喊2NT，答叫人：
3C(問高花)、3D（轉紅心）、3H（轉黑桃）、3S（
（5-4以上低花
以上低花）
以上低花）、3NT（束叫）；
開叫人叫出任何一門花色保證五張以上，反之亦然。
答叫人在開叫人叫出任何一門花色後再叫3C也表示0-3點，可能有一門牌組配合。→開叫人叫出
另一門，或叫回原牌組束叫。
2H： 0 - 3 點，沒有牌型。
2S：
： 4點以上
點以上，
張黑桃。
開叫人3張黑桃
點加一支持,25點以上跳
點以上，5張黑桃
張黑桃。(開叫人
開叫人 張黑桃,
張黑桃 22~24點加一支持
點加一支持 點以上跳4S)
點以上跳
2N：
： 4點以上
點以上，
張紅心。
開叫人3張紅心
點加一支持,25點以上跳
點以上，5張紅心
張紅心。(開叫人
開叫人 張紅心,
張紅心 22~24點加一支持
點加一支持 點以上跳4H)
點以上跳
2D:弱二高花
弱二高花 6 - 11 點， ≧ 6 張牌組回答摘要
2H:開叫人
開叫人pass或叫
或叫2S
開叫人
或叫
2S:開叫人
開叫人pass或叫
或叫3H(表示答叫人紅心
表示答叫人紅心不差
開叫人
或叫
表示答叫人紅心不差,如開叫人是弱二紅心希望加叫
不差 如開叫人是弱二紅心希望加叫3H阻塞
如開叫人是弱二紅心希望加叫 阻塞)
阻塞
2NT(14點以上邀請
點以上邀請):問高低限
問高低限(3C-低限紅心
低限紅心,3D-低限
低限黑桃
黑桃, 3H-高
限紅心,3S-高
限黑桃)
點以上邀請
問高低限
低限紅心
低限
黑桃
高限紅心
高限黑桃
3H:開叫人
開叫人pass或叫
或叫3S
答叫人H及
均配合,
或3S阻塞
阻塞)
開叫人
或叫 (答叫人
答叫人 及S均配合
均配合 希望以
希望以3H或
阻塞
2H:

Flannery（11-15 點）開叫（4 張黑桃 5 張紅心）回答摘要

（一）同伴
同伴 pass 或 2 線高花束叫 （二）同伴 3 線低花束叫
（四）同伴以 2NT 詢問牌型，開叫人：

（三）同伴 3 線高花邀請

（1）3C（4513 或 4504 牌型）

（2）3D（4531 或 4540 牌型）

（3）3H（4522 低限）

（4）3S（4522 高限）

（5）3NT（4522 高限且二低有擋）
詢問後答叫人後續叫品 ˇ
（A）3NT 束叫

（B）4C/D：轉換 4H/S（準備 RKCB）

（C）4H/S：束叫

（D）5 線低花：束叫

（五）同伴
同伴 4C/D：
：轉換 4H/S（
（準備 RKCB）
）
（六）同伴 4H/S：束叫
（七）同伴 4NT：黑木問 A（低花 Slam-Try）
黑桃帶一門低花（
黑桃帶一門低花（6 - 11 點 5-4 以上）
以上）回答摘要
Pass:答叫人
答叫人 2 張 S 以上
2S:

2NT(14 點以上邀請):
低限帶梅花
低限帶方塊
高限帶梅花
高限帶方塊
點以上邀請 問高低限(3C-低限
問高低限
低限帶梅花,3D-低限
帶梅花
低限帶方塊,
帶方塊 3H-高限
高限帶梅花,3S-高限
帶梅花
高限帶方塊)
帶方塊
3C:開叫人
開叫人 pass 或 3D 束叫

邁可特約（6至11點）回答摘要
※敵方開叫後：(示叫敵方低花表二門高花 5-4 以上; 示叫敵方高花表另一門高花（保證 5 張以上）
及一門低花（保證 4 張以上）)
一、2NT(14 點以上邀請):
點以上邀請 問高低限
(1)一高帶一低者
一高帶一低者(3C-低限
低限帶梅花
帶梅花,3D-低限
低限帶方塊
帶方塊, 3H-高限
高限帶梅花
高限帶方塊
一高帶一低者
低限
帶梅花
低限
帶方塊
高限帶梅花,3S-高限
帶梅花
高限帶方塊)
帶方塊
4

(2)二高者
二高者(3C-低限紅心長
低限紅心長，
低限黑桃長或等長，
高限紅心長，
高限黑桃長或等長)
二高者
低限紅心長，3D-低限黑桃長或等長
低限黑桃長或等長，3H-高限紅心長
高限紅心長，3S-高限黑桃長或等長
高限黑桃長或等長
二、3C:開叫者
開叫者 pass 或 3D 束叫
三、加叫或跳叫
加叫或跳叫同伴之高花為阻塞
或跳叫同伴之高花為阻塞,非邀請
同伴之高花為阻塞 非邀請
不尋常無王特約（無點力限制）
表敵方未叫牌組中2門較低花色5-5以上（1C開叫視同牌組）
如叫牌過程為 1C/D-4S-4NT，答叫者須從最低的
答叫者須從最低的4張牌組開始叫
答叫者須從最低的 張牌組開始叫
羅馬關鍵張黑木氏（RKCB）0314
一、王牌配合後 4NT 問關鍵張：
5C- 0或3張，5D- 1或4張，5H- 2或5張（沒王牌Q），5S- 2或5張（有王牌Q）
缺門答5N-原5C，

6C-原5D

二、4NT 回答後（必須 5 張 key-card 全齊後）：
（1）續叫次一花色問王Q（王牌花色不算，它表示束叫）：
( a).答次一花色（無王Q）；

(b).跳一花色（有王Q）

（2）5NT 問 K之位置（低階開始報，無K或高於王牌花色之K均答6線王牌，無同意之王牌則喊
6NT）
黑木氏（
）4NT問
問A（
（無王牌配合）
黑木氏（BW）
無王牌配合）：
4NT問A: 5C- 0或3張 5D- 1或4張 5H- 2張
5NT問K: 6C- 0或3張 6D- 1或4張

6H- 2張

＊ 被敵方插叫後，pass雙張，×單張 (DOPE)
「反序」德汝利特約(Reverse Drury)
當同伴第3/4席開叫一階高花
當同伴第 席開叫一階高花，
席開叫一階高花，答叫人用2C來表示有
答叫人用 來表示有 10-11 點並對同伴所叫高花有 3 張支持;答叫
張支持 答叫
人用2D表示有
點並對同伴所叫高花4張支持
人用
表示有 10-11 點並對同伴所叫高花
張支持
（1）開叫人叫回王牌（表示11點以下弱開叫）
（2）開叫人如叫王牌
開叫人如叫王牌以外之叫品
）
開叫人如叫王牌以外之叫品（
以外之叫品（Help-Suit）
（4）開叫人回答後，答叫人再3C為真梅花牌組(9至11點；6張以上)，非王牌配合，邀請一局，非
迫叫
＊ 被敵方插叫後則無德汝利特約（2C）之運用，CUE 敵方插叫同一花色邀請

新低花迫叫特約
例如：1C-1S-1NT-2D(新低花迫叫)
※答叫人再喊第 2 次新低花，表 4-5 或 4-6 牌型，邀請點力
※答叫人於開叫人 1NT 後逕跳 3 線新低花，表 4-6 或 4-5 牌型（13 點以上迫叫成局）
※開叫低花，答叫人答 1S，開叫人 1NT 後，答叫人再 2H 為 5-5 或 5-4 高花不迫叫（6－9 點）
第四門新花迫叫：迫叫成局，過渡叫不保證花色，亦有可能已配合同伴王牌後之過渡叫。
例外：
高花（
至9點
點）不迫叫
例外：答叫人先答叫黑桃，
答叫人先答叫黑桃，第四門新花喊紅心時，
第四門新花喊紅心時，表5-5高花
高花（6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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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王迫叫：
一無王迫叫：
※ 對同伴開叫1H或1S 答叫1NT（表6點至12點，迫叫一圈）
一、

開叫人再叫：

（一） 二線叫回原高花（12至15點，6張以上）
（二） 三線跳叫原高花（16至18點，6張以上）
（三） 二線叫出4張之花色（12至18點；優先叫出4張紅心，兩低花4-4從梅花叫起）
（四） 無4張花色時，勉強叫出3張花色（12至18點；從低花叫起）
（五） 2NT（16至18點；平均牌型5-3-3-2；各門有擋）
（六） 3NT（19點以上：平均牌型5-3-3-2各門有擋或1門可通且旁門有擋）
（七） 跳叫新花（19點以上，4張花色；迫叫成局）
競叫篇（
競叫篇（原則上本門加叫均為競叫，
原則上本門加叫均為競叫，Cue 敵花或 X 才是邀請以上）
才是邀請以上）
對抗敵方 2S 弱二竄開叫


同伴×（
同伴 （直接位置應≧
直接位置應≧14 點，平衡位置應≧
平衡位置應≧11 點）後答叫：
一、2NT（0-7 點）
：
1。賭倍人低於 18 點時喊 3C：
（1）梅花牌組則 PASS 同伴 3C （3）3S 表 4 張紅心 12 點以上迫叫成局，S 有擋
（2）叫 3 線新花束叫
（4）3NT（12 點以上迫叫成局，S 有擋）
2。賭倍人高於 18 點時可不必喊 3C，喊（1）3 線花色或敵花花色問擋
（2）或直接 3NT（有長門可通）
二、三線正性答叫（8-11 點，4 張以上花色）：3C.3D.3H
【賭倍人再喊新花為 16 點以上迫叫】
三、3S（表 4 張紅心，12 點以上迫叫成局，S 無擋）
：沒有經過 2NT 都沒有擋
四、3NT（12 點以上迫叫成局，S 無擋）
：沒有經過 2NT 都沒有擋
對抗敵方 2H 弱二竄開叫
同伴×（
同伴 （直接位置應≧
直接位置應≧13 點，平衡位置應≧
平衡位置應≧10 點）後答叫：
後答叫：
一、2S（0-7 點，4 張黑桃以上）
二、2NT（0-7 點）
：
1. 賭倍人低於 18 點時喊 3C：
（1）梅花牌組則 PASS 同伴 3C
（3）3H 表 4 張 S，成局點力，H 有擋
（2）叫 3 線低花束叫
（4） 3S（
（邀請力量 8-11 點左右，
點左右，4 張黑桃）
張黑桃）
（5）3NT（12 點以上迫叫成局，H 有擋）
2。 賭倍人高於 18 點時可不必喊 3C，喊 3 線花色或敵花花色問擋
或直接 3NT（有長門可通）
三、3C、3D 低花答叫（8-11 點，4 張以上花色）【賭倍人再喊新花為迫叫】
四、3S（
（邀請力量 8-11 點左右，
點左右，5 張以上黑桃）
張以上黑桃）
五、3H（表 4 張黑桃，12 點以上迫叫成局，H 無擋）
：沒有經過 2NT 都沒有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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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3NT（12 點以上迫叫成局，H 無擋）：沒有經過 2NT 都沒有擋
對抗敵方 2D 弱二竄開叫
同伴×（
同伴 （直接位置應≧
直接位置應≧12 點，平衡位置應≧
平衡位置應≧10 點）後答叫：
後答叫：
2S、2H（0-7 點，4 張黑桃、紅心以上）
2NT（0-7 點）：
1。賭倍人低於 18 點時喊 3C：
（1）梅花牌組則 PASS 同伴 3C
（2）
）叫 3D 表至少有一 4 張以上高花
張以上高花有成局點力
高花有成局點力（
有成局點力（方塊有擋）
方塊有擋）
（3）叫 3H 表 4 張以上紅心有邀請力量 8~11 點左右
（4）叫 3S 表 4 張以上黑桃有邀請力量 8~11 點左右
2。賭倍人高於 18 點時可不必喊 3C，喊 3 線花色或敵花花色問擋
或直接 3NT（有長門可通）
3C 答叫（8-11 點，4 張以上花色）
【賭倍人再喊新花為迫叫】
3S、3H（邀請力量 10 點左右，5 張以上黑桃、紅心）
3D（
（表二高花有成局點力，
表二高花有成局點力， D 無擋）
無擋）沒有經過 2NT 都沒有擋
3NT（
（12 點以上迫叫成局，
點以上迫叫成局， D 無擋）沒有經過 2NT 都沒有擋
對抗敵方 2D Multi
直接位置
Double 表示一般性的力量（12 點以上）
超叫 2 線高花、2N(16-18)為自然意義
平衡位置
Double 仍表示迫伴
2N 表示兩門低花
對抗敵方強
強 1NT（D。O。N。T 特約）
【10 點以上】
點以上】
×（表示有一門 6 張以上花色，同伴喊 2C 詢問花色，如為梅花則 PASS，
其餘花色自然叫出）7 點以上
2C（梅花及往上另一門 5-4 以上）10 點以上（同伴若梅花不配合（2 張以下）
則 2D 問另一門，若方塊則 pass）
2D（方塊及往上另一門 5-4 以上）10 點以上（同伴若方塊不配合（2 張以下）
則 2H 問另一門，若紅心則 pass）
2H（紅心及黑桃 5-4 以上）10 點以上（同伴決定所打花色）
2S（黑桃 6 張以上，點力較先×弱）
對抗敵方弱
弱（14 點以下）1NT（CAPP 特約）【10 點以上】
點以上】
×（處罰）15 點以上
2C（一門 6 張）10 點以上（同伴 2D 詢問，若方塊則 pass，同伴 2H/S 不迫叫，
2NT 詢問【有邀請點 14 點以上】）
2D（兩高）10 點以上
2H（紅心帶低花）10 點以上（同伴 2NT 詢問所帶低花）
2S（黑桃帶低花）10 點以上（同伴 2NT 詢問所帶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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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精準制的1C開叫
對抗精準制的 開叫：
開叫：
適用於敵方開叫1C於第二家時使用，或者是敵方開叫1C，對家回答1D時第四家使用，原則上均無開
叫力量：
1C - X 梅花牌組
1C – 1D/1H/1S 簡單蓋叫自然牌組
1C – 1N 表示D與S兩門牌組 (兩尖)
1C – 2N 表示C與H兩門牌組 (兩圓)
1C – 2C C帶D牌組
1C – 2D D帶H牌組
1C – 2H H帶S牌組
1C–
–2S S帶
帶C牌組
牌組

對同伴蓋叫後，任何花色叫牌都是自然叫（非迫叫）
，在敵方沒有叫出真正花色以前，答叫人叫「1NT」
或「2NT」都是邀請，迫叫一圈，等同上述「邀請性示叫」
對抗 1NT 遭敵方蓋叫（雷本索爾 LEBENSOHL 特約）
一、【敵方二線自然蓋叫時】
×（處罰）
二線蓋叫（5 張花色，自然叫品，不迫叫）
三線蓋叫（5 張花色，自然叫品，迫叫）
示叫敵方花色（有一門高花
一門高花 4 張，敵方花色無擋）(有擋先叫 2N)
2NT：強迫開叫 1NT 同伴喊 3C，然後
（1）PASS 同伴 3C

（2）叫比敵方低階新花束叫

（3）喊敵方花色有一門高花 4 張，敵方花色有擋
（4）喊 3NT 正常加叫，敵方花色有擋）
3NT（敵方花色無擋
敵方花色無擋）
敵方花色無擋 ：有擋都先叫 2NT
二、
【敵方三線自然蓋叫時】
×（迫叫）
三線蓋叫（5 張花色，自然叫品，不迫叫）
3NT（敵方花色有擋
敵方花色有擋）
敵方花色有擋
三、
【敵方蓋叫二線特約表示 2 門時】
（1）敵方所叫之叫品為不保證花色時，仍視為未叫花色【仍適用雷本索爾
LEBENSOHL 特約，2NT 轉 3C，3 線新花為迫叫】
（2）2 線示叫敵方保證之一門高花，表示有另一門高花
【8~9 點邀請成局，開叫人高限應跳叫】
（3）3 線示叫敵方保證之一門高花，表示有另一門高花【迫叫成局】
（4）2 線示叫敵方保證之二門高花，表 2 門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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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點邀請成局，開叫人高限應跳叫】
（5）3 線示叫敵方保證之二門高花，表 2 門低花【迫叫成局】
（6）×【表示有邀請點 7~8 點，敵方保證之花色一門或二門有力量，可考慮處罰】
搶先再加叫：
搶先再加叫：【開叫方或防方均適用】
開叫方或防方均適用】
（1）同伴間配合之花色連續第3次加叫，表示低限有多餘王牌，純阻塞叫或競叫
純阻塞叫或競叫
（3線上叫出保證合計9張，4線上叫出合計10張）-總礅數定律之應用。
（2）若為邀請則須透過2NT或新花（可能不保證牌組或為Help-Suit）
【同伴高限或該花色有幫助均應上一局】
（3）若線位空間已遭敵方競叫無法以新花或無王邀請時，以X代替邀請【最高超叫賭倍】
邀請性示叫
同伴蓋叫敵方時之答叫方法【二線不迫叫三線迫叫
二線不迫叫三線迫叫】
二線不迫叫三線迫叫
一、當同伴蓋叫敵方的開叫，答叫人示叫開叫人的花色為迫叫一圈（邀請），原則上須有13點，但如
支持同伴花色，可低至10點，其餘簡單蓋叫均不迫叫
敵1S -伴2C – P-（2S）（邀請，迫叫一圈）；敵1S -伴2C – P-（2H）（12點以下不迫叫）；
敵1D -伴1S – P-（2C/2H）（12點以下不迫叫）
二、超叫人再叫：
1.原花色（為低限不迫叫）
2.叫比原花色低之花色（迫叫一圈，牌力仍不明）
3.叫比原花色高之花色（迫叫成局）
二、

示叫人再叫：

1.選擇超叫人第1次叫出花色，表11~12點不迫叫
敵1C -伴1S – P- 2C
P-伴2H- P-(2S）
2.加一支持（13~14點）邀請
3.再叫新花至少13點5張，迫叫一圈
4.叫2NT（如同伴一線超叫表13~14點，二線超叫表11~12點）
四、第3家敵方X（負性賭倍）：
（1）2、3線簡單蓋叫同伴王牌均為競叫（無成局意願）
（2）2線叫敵方花色：王牌支持邀請，同伴可再用 Help-Suit或新花邀請
五、第3家敵方加叫同伴花色：
（1）2、3線簡單蓋叫同伴王牌均為競叫（無成局意願）
（2）X（8點以上，保證未叫高花4張以上）－回答性賭倍
（3）1NT：8點以上（敵花有擋）

（4）2NT：10點以上（敵花有擋）

（5）3線叫敵方花色：王牌支持邀請，同伴可再用 Help-Suit或新花邀請
六、第3家敵方插叫花色：
（1）2、3線簡單蓋叫同伴王牌均為競叫（無成局意願）
（2）X（10點以上，保證未叫高花4張以上）
（3）1NT：8點以上（第一家敵花有擋）
（4）2NT：10點以上（第一家敵花有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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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線叫敵方花色（王牌支持邀請，同伴可再用 Help-Suit或新花邀請）
（6）3線叫敵方花色（問擋）
（7）叫新花（6張以上不迫叫）
同伴第 2 家 X（第 3 家敵未插叫）之回答
之回答：
之回答：
（1）簡單答叫：0 至 8 點
（2）跳叫：9 點以上 4 張牌組
（3）1NT：8 至 10 點(敵花有擋)

（4）2NT：11 至 12 點(敵花好擋)

（5）簡單巧叫：迫叫成局

（6）跳巧叫低花:弱麥可（兩高）

（7）跳巧叫高花:問擋邀 3NT
同伴第 2 家 X（
（第 3 家敵插叫）
家敵插叫）之回答：
之回答：
（1）X（未叫花色至少 2 門有力量，8 點以上） （2）直接蓋叫（5 張 8 點以上）
同伴第 2 家 X（
（第 3 家敵 XX）
）之回答：
之回答：
（1）從低階開始叫出較好之牌組：（4~8 點不迫叫，避免同伴被追殺）
（1） pass（無牌組可叫或其餘 3 門等長或 10 點以上 waiting）
《負性賭倍》
，論對賽用至 2S】
】
負性賭倍》：【隊制賽用至
【隊制賽用至 3S，
同伴（
保證兩高【
我方開 1C 遭敵方蓋 1D，
，同伴
（負性賭倍 X－
－保證兩高
【僅 1 高可 4 張蓋叫
張蓋叫】）後之再叫
】）後之再叫：
後之再叫：
（1）1H/S（低限 13 至 15 點，3 張高花以上）
（2）1NT（低限 13 至 15 點，無 3 張高花，方塊原則有擋）
（3）2H/S（16 點至 18 點，4 張高花以上）
（4）cue 2D（16 點以上，兩高 4-4，迫叫一圈）
（5）2NT（高限 16 點至 18 點，無 4 張高花，方塊有擋）
（6）cue 3D（19 點以上，無 4 張高花，問擋邀 3NT）
（7）3NT（19 點以上，無 4 張高花，方塊有擋）
我方開 1C/D 遭敵方蓋 1H，
，同伴（
－保證黑桃）
同伴（負性賭倍 X－
保證黑桃）後之再叫（
後之再叫（遭蓋叫 1S 類推）
類推）：
（1）1S（低限 13 至 15 點，3 張黑桃以上）
（2）1NT（低限 13 至 15 點，無 3 張黑桃，紅心原則有擋）
（3）2S（16 點至 18 點，4 張黑桃以上）
（4）cue 2H（16 點以上，無 4 張黑桃，紅心無擋；迫叫一圈）
（5）2NT（高限 16 點至 18 點，無 4 張黑桃，紅心有擋）
（6）cue 3H（19 點以上，無 4 張黑桃，問擋邀 3NT）
（7）3NT（19 點以上，無 4 張黑桃，紅心有擋）
我方開 1 線遭敵方蓋 2 線，同伴（
－9 點以上，
同伴（負性賭倍 X－
點以上，保證另一門高花）
保證另一門高花）後之再叫：
後之再叫：
（1）2NT（低限 13 至 15 點，敵花有擋；敵花無擋時回本門或新花或強 3 張支持同伴）
（2）答叫高花（低限 13 至 15 點，4 張高花支持）
（3）跳答叫高花（高限 16 點以上，4 張高花支持）
（4）3NT（高限 16 點以上，敵花有擋）
（5）3 線 cue 敵花（16 點以上，無 4 張高花，敵花無擋；迫叫成局）
※我方開 1D 遭敵方蓋 2C，同伴（負性賭倍 X－原則應有 2 高花，若僅 1 門應方塊配合）
我方開 1 線遭敵方蓋 3 線，同伴（
－12 點以上迫叫成局，）
同伴（負性賭倍 X－
點以上迫叫成局，）後之再叫
，）後之再叫：
後之再叫：
答叫高花（
張高花）
張高花支持，
敵花好擋）
（1）
） 答叫高花
（ 有一門 4 張高花
） （2）
）3NT（
（ 無 4 張高花支持
，敵花好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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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開 1H 遭敵方蓋 1S 或我方開 1S 遭敵方蓋 2H，同伴（負性賭倍 X－保證 2 低花）持敵方牌組（又
無 4 張高花時）不可負性賭倍，俟一路 PASS 到同伴重開後予以罰放
※同伴 X（
（負性賭倍）
負性賭倍）經第 3 家敵插叫後之回答：
家敵插叫後之回答：
（1）pass（低限 13 至 15 點，同伴高花無 4 張）
（2）叫同伴保證之高花（低限 13 至 15 點，同伴高花 4 張以上）
（3）X（高限 16 點以上，同伴高花無 4 張）
（4）cue 敵花或開 3 線新花（高限 16 點以上，同伴高花 4 張以上邀成局）

蓋叫高花
）王牌加叫：
蓋叫高花後
高花後柏根（
柏根（Bergen）
王牌加叫：
同伴一線高花蓋叫後，
敵方pass：
蓋叫S
為例）
同伴一線高花蓋叫後
，敵方
：
（蓋叫
S為例
）
（1）
）2NT（
（自然叫,11~1
自然叫,11~13
,11~13點邀請無
點邀請無王,敵花有擋）
敵花有擋）
黑桃4張
（2）
）3C（
（黑桃
張，10~12點
點）-伴
伴3D再反邀
再反邀
（3）
）3D（
（黑桃4張
點）-伴
伴3H再反邀
再反邀
黑桃 張，6~9點
黑桃4張
點以下阻塞，
身價不利時應注意，
需有牌型否則避免）
（4）
）3M（
（黑桃
張，5點以下阻塞
點以下阻塞
，身價不利時應注意
，需有牌型否則避免
）

倒叫雷本索爾：
倒叫雷本索爾：
同伴低花開叫再倒叫後，
直接加叫伴開叫或倒叫之
或倒叫之低花
低花為低花
為低花配合迫叫成局
（1）同伴低花開叫再倒叫後
，直接加叫伴開叫
或倒叫之
低花
為低花
配合迫叫成局
（2）同伴低花開叫再倒叫後，
同伴低花開叫再倒叫後，叫2NT迫伴轉
NT迫伴轉3C
之後pass或叫
ass或叫3D
迫伴轉3C，
3C，之後p
或叫3D束叫
3D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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