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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無身價，南家開叫 

♠Q76 

♥AJ76 

♦8 

♣J10852 

♠1053       北     ♠4 

♥K532   西     東 ♥Q106 

♦AK72             ♦Q10653 

♣93         南    ♣AQ74 

♠AKJ982 

♥98 

♦J94 

♣K6 

這是 1991 年，「自然」與「科學」128 牌對抗賽中的一牌。南北方的 4♠ 是

還不錯的合約；由於梅花 A、Q 皆對位，祇要西家首拔 ♦A，大概就再也沒有

任何擊垮 4♠ 的機會了，而西家大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不首拔一張方塊大

牌的。那什麼是叫到 4♠ 的合理過程呢？ 

實際對戰中，倆桌的叫牌分別是： 

南        西       北       東 

Meckstroth Chagas    Rodwell  Branco 

1♠        Pass      2♠       Pass 

Pass       X        Pass     3♦ 

3♠        Pass      Pass      Pass 

Meckstroth 或許是認為反正不會有局，己方雖一定最少會搶到 3♠，但也不

願意心虛似的以 3♠ 加強阻塞，何況或有可能便宜的就打到 2♠，乃派司 2♠。而

在敵方必定會平衡的情況下，再搶 3♠；這種有點像是心理戰的叫法，看起來一

則像是被抬高了一線，再則像是比較有實力，敵方比較會不繼續搶叫。果然，

Meckstroth 達到了目的，而 Rodwell 雖是有餘力，但仍遵守紀律的派司 3♠，3♠ 

乃成為最後合約。 

Chagas 首拔 ♦A，轉攻小紅心，南家 ♥10 吃到後回敲王牌；Meckstroth 由

夢家王吃兩次方塊後，再從夢家拉一張梅花，輕鬆超打一磴。 

另一桌的「自然隊」，則有點誤打誤撞的叫上了 4♠： 

南       西       北       東 

Forrester  Hamman  Robson   Wolff 

1♠       Pass      2♠       Pass 

3♠       Pass      4♠       Pass 



Pass      Pass 

Robson 當然知道 Forrester 的 3♠ 是阻塞而完全沒有邀請的意味，但是由

於實在是太不滿意前一叫的 2♠，因此乃硬著頭皮「瞎矇」上去 4♠。在 Hamman 

首拔 ♦A 的情況下，莊家也毫無困難的作成合約。 

既然 4♠ 是這麼容易作成的合約，為什麼連使用那麼細膩的叫牌制度，號稱

世界第一對的 Meck-Well 會叫不到；而使用自然叫牌法的世界一等一名手，是

這樣跌跌撞撞的叫上去呢？4♠ 真的那麼困難叫到嗎？ 

一般的叫牌制度，高花的簡單加叫多半就是定義為：6 ~ 9點，3 張支持。

表面上看起來，是個頗狹窄的範圍；開叫人可視牌情作各種方式的試局邀請。由

於開叫人可能有的牌型以及牌力區間，當然是比僅能作簡單加叫的答叫人寬廣的

多；所以，規範讓開叫人來做主，決定是否進一步試局，當然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即就是 6 ~ 9 點，3 張支持，這種祇能作簡單加叫的牌，好與壞的差

別，也可能大到難以想像。有些牌，無論開叫人再怎麼邀請，都是不可能去的；

而有些牌，不要說祇要開叫人能邀請就一定會去，甚至還很想就直接作主動邀

請；祇不過因為是王牌僅 3 張支持，才沒有這樣作的。 

這牌就是個例子：持東家牌，當然完全符合簡單加叫 2♠ 的要件，但其實 2♠ 

是叫得很不滿意的；但是，有其它比 2♠ 更適當的叫品嗎？ 

Robson 或許是受限於不能使用特約叫，以至於祇好選擇叫 2♠；但完全不受

任何限制的 Rodwell，也是叫 2♠。很顯然多數的好手，在這部分是沒有著墨太

多的。現今比較新潮的叫牌制度，一線高花開叫後，答叫多半已揚棄強或弱跳叫；

而將超過加一支持的答叫，都規範成各式各樣的加叫支持。這是不錯的做法，但

幾乎還沒看過有特地規範如何區分好或壞的加一支持的。 

Robson 之所以會在同伴明明是阻塞而無絲毫邀請意味的 3♠ 之後，貿然硬

撐上去 4♠；當然是因為認為 2♠ 沒有叫足，這牌比通常該有的 2♠ 好太多。同

伴即就是阻塞性的 3♠，但也應該有些多餘的牌型；不管是加強阻塞，或者是拼

有機會，4♠ 都是值得一拼的。 

北家牌好在哪裡呢？很顯然的就是那方塊單張的王吃價值。由於僅有 3 張

支持，如果被首引王牌的話，將會大大削弱這個王吃價值；而且，假使開叫人在

這門單張上重複太多無謂力量的話，這個王吃價值，也就不會有太大意義。這或

許也就是多數專家並不願意在這上面著墨太多的原因。 

但是，就如同 Robson 所碰到的：不表示出有這樣的牌，其實是很不甘心的。

與其要嘛就那麼委屈的祇叫 2♠ 而丟失一局－就如同 Rodwell 一樣，或者是像 

Robson 一般的蠻幹；何不設法將牌情表示出來，讓開叫人能夠判斷而作出正確

的決定呢？ 

筆者在多年前設計了一套高花支持的叫法：一線高花開叫後，加一支持到逕

叫成局之間的所有叫品，都表示是各種不同意義的支持。多年來使用並經過幾次

改良，效果不錯，頗有實用價值；提出來與讀者分享： 

 



1♠   2♠ = 6~9 點，3-♠；通常沒有短門 

     2NT = 6~9 點，3/4-♠；有短門 

     3♣ = 6~9 點，4-♠；沒有短門 

     3♦ = 9~12 點，4-♠；邀請 4♠，可能有短門 

     3♥ = 13~15 點，4-♠；平均牌型 

     3♠ = 0~5 點，4-♠；竄叫 

     3NT = 13~15 點，4-♠；Void Splinter 

     4♣/♦/♥ = 13~15 點，4-♠；Splinter 

     4♠ = 接近可以作成 4♠ 的牌型牌 

開叫人如有興趣了解答叫人之確實情況，可加一級作接力叫詢問。比方，在 

2NT 後，開叫人如想知道答叫人之短門花色，可叫 3♣ 詢問；答叫人回答 

3♦/3♥/3♠，分別表示方塊/紅心/梅花短門。當然，讀者如有興趣，可再設計如何

將是否有 4-♠ 或缺們表示出來。 

假使有這個機制，這牌將會在這樣的過程下叫到 4♠： 

南    西    北    東 

1♠    Pass   2NT  Pass 

3♣    Pass   3♦   Pass 

4♠    Pass   Pass  Pass 

2NT = 6~9 點，3/4-♠；有個短門 

3♣ = 詢問 

3♦ = 方塊單張，3-♠ 

得到北家方塊單張的消息，南家當然毫不猶豫的上去 4♠；假使北家是紅心

或梅花單張，南家就不應該上去 4♠ 而應該停在 3♠。 

實戰的情況，假使是這種過程叫上 4♠，西家將不會首拔 ♦A 而會首攻小王

牌；那將必需要相當努力，才能作成 4♠。這是莊家的處境： 

♠Q76 

♥AJ76 

♦8 

♣J10852 

            北 

 

 

南 

♠AKJ982 

♥98 

♦J94 

♣K6 

南家主打 4♠，西家首攻 ♠3；該怎麼進行呢？ 



由於已無法避免再被敲一圈王牌，當最多祇能王吃到一次方塊時，即就可以

打對梅花，仍舊祇有九磴。所以必須在夢家尚有王牌控制前，設法從紅心或梅花

多建立一個贏磴，才有可能作成 4♠。 

感謝這些中間張組合；不管是紅心還是梅花，發展多出一磴的機會都還頗高

的。而也因為有這麼堅強的中間張，夢家也有可能在王牌上多出一個橋引。到底

要建立紅心還是梅花贏磴，可能是要看可以由哪邊贏吃這張小王牌首攻而定。 

當然沒有任何道理在第一磴就用掉夢家的 ♠Q，那寶貴的有限橋引之一，所

以夢家跟 ♠6；當東家不能蓋上 ♠10 而跟出 ♠4 時；你一方面高興夢家因而多了

一個橋引，一方面也大約了解到王牌很像是 3-1 分配的。 

一則是不願意馬上就自己頂掉 ♥A，一則是梅花反正是遲早要見公婆的，而

梅花當然是祇能從夢家出牌的；因此，手上跟 ♠2，由夢家贏吃。拉回梅花；假

定你是拉 ♣J（這應該是比純粹打定 ♣A 在東家而引小到 ♣K 的機會大些），且

在東家跟小時放過並吃到後。你應該再送出梅花，當東家 ♣A 吃起而東家掉下 

♣9 時；你知道你的合約已經回家了！這是東家 ♣A 上手時的情勢： 

♠Q7 

♥AJ76 

♦8 

♣1085 

♠105        北     ♠ 

♥K532   西     東 ♥Q106 

♦AK72             ♦Q10653 

♣           南    ♣Q7 

♠AKJ98 

♥98 

♦J94 

♣ 

由於梅花可以王吃偷牌打大，東家祇能儘其所能的轉攻紅心頂掉夢家的 

♥A。♥A 贏吃後，你將從夢家拉 ♣10。若東家蓋上 ♣Q；手上大王吃，再敲兩

圈王牌並停在夢家，兌現兩磴梅花而吃到十磴。假使東家跟小梅花；手上墊掉紅

心，西家王吃後，就算回敲王牌，夢家 ♠Q 贏吃，王吃建立的第五張梅花，也

是莊家成約的第十磴。 

因此，在你從夢家拉 ♣J 時，東家不可以跟小而必需躍起 ♣A，並且在你手

上的 ♣K 尚阻橋時，回攻紅心頂掉夢家 ♥A 那張重要的橋引。實際的紅心牌張

組合，使得東家必須抉擇到底是回攻 ♥Q 或小紅心。這是當時的情勢： 

 

 

 

 



♠Q7 

♥AJ76 

♦8 

♣10852 

♠105        北     ♠ 

♥K532   西     東 ♥Q106 

♦AK72             ♦Q10653 

♣9          南    ♣Q74 

♠AKJ98 

♥98 

♦J94 

♣K 

若東家選擇攻小紅心，西家將被迫上 ♥K，夢家 ♥A 贏吃後，將可直接送小

紅心而不會讓可以敲王牌的西家上手。東家再度上手，祇能引方塊到西家，西家

敲王牌，夢家 ♠Q 吃起，手上王吃並打大 ♥7，夢家王吃方塊後，很幸運的可以

兌現到 ♥7；這乃是成約的第十磴。 

假使為了讓西家可以上手敲王牌，東家或許會選擇攻 ♥Q，但那是會讓莊家

更輕鬆的；莊家只要簡單的扣住 ♥A，下圈再以 ♥J 偷過，那也是莊家的第十磴。

當然，不管防家再怎麼努力，莊家總歸是可以王吃到一次方塊的。 

甫於 2/26~2/28 在新竹舉行的 2005 年植鑑盃也有類似的一牌： 

雙方身價，南家開叫 

♠J42 

♥2 

♦K643 

♣AJ1085 

♠AQ7       北     ♠8 

♥1093   西     東 ♥KQJ65 

♦Q107             ♦J9852 

♣KQ92      南    ♣64 

♠K109653 

♥A874 

♦A 

♣73 

南家開叫 1♠，北家牌是頗尷尬的；面對同樣的問題：祇叫 2♠ 是不甘心的，

但除了 2♠ 之外，有其它更合適的叫品嗎？不是使用二蓋一，或許還可勉強叫 

2♣，下圈再回來不迫叫的黑桃支持。用二蓋一的，或許也可先以 1NT 迫叫，下

圈跳叫 3♠；這種叫法，其實也完全沒有叫出牌情，甚至還頗背離牌情的。同伴

所得到的訊息，對是否應上去 4♠，並沒有太多的幫助；準確度如何，可想而知。 



假如有這個特約叫，那就可以叫得很輕鬆： 

南     西     北     東 

郭哲宏        李玉梅 

1♠     Pass    2NT   Pass 

4♠     Pass    Pass   Pass 

2NT = 6~9 點，3 張黑桃；有個短門 

同伴的短門，當然最像是紅心；在可以王吃到 2/3 次紅心的情況下，4♠ 當

然是毫無問題的。即使同伴很不像的是某個低花短門，那顯然必定有紅心配合，

4♠ 應該也會是相當好的合約。 

在這樣的叫牌過程下，西家找到了最佳的黑桃首引，以致於合約僅能恰好作

成。其它任何首引，莊家都將會輕鬆的超打一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