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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來到昆特牌的世界中，本文會簡單介紹昆特牌的規則和遊戲系統，讓大

家能快速的融入昆特牌的世界中，下面將依次介紹 

 基礎規則 

 遊戲進程 

 陣營介紹 

 卡片獲得 

 獎勵系統 

 關鍵字系統 

 其它資源 

 

 

 

好了，廢話不多說，讓我們一起進入昆特牌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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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特色 

昆特牌是一個比大小的遊戲，雙方輪流打出手牌在檯面上累積點數，點數大 

的ㄧ方獲得一輪的勝利。遊戲總共進行三輪，三輪中贏得兩輪勝利的玩家便是這

場遊戲的勝利者。 

 

 昆特牌目前有五個陣營，每個陣營都有其不同的能力和特色，可以利用將單

位打到檯面上，利用單位和單位間的協同，讓自己的力量總值可以超過對方。昆

特牌和目前市面上常見的卡牌遊戲不同，他並不講究生物交換。是的，你的確可

以移除對手檯面上的單位，但目的在於阻止對手的 Combo。 

 

同時，昆特牌一開始就將大部分的牌組抽到手上，你可以很容易的完成你的

牌組戰略而不會因為起手爛牌失掉一局。但相對的後續補牌就十分有限，手牌資

源在昆特牌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手牌比對手多，那你獲勝的機率就會大幅

增加。 

 

昆特牌沒有費用的限制，你可以打出你任何想打的牌，但也因此更考驗玩家

對於局勢的判斷。你必須要了解自己的牌組，也要詴圖猜測對手的意圖，因此每

局昆特牌都能帶給玩家高超的競技體驗，你玩的越多、經驗越豐富、思考的層面

越深，你的勝率就會顯著的提升。如果你是一個喜愛競技遊戲的玩家，那麼昆特

牌一定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基礎規則 

遊戲流程 

 雙方從牌組中抽取十張手牌，可以由其中選擇三張重抽。遊戲中，只會在第

二輪開始補充兩張手牌，第三輪開始補充一張手牌，所以請謹慎使用您的手

牌。 

 第一輪會隨機決定誰先開始，遊戲開始後，雙方輪流打出一張手牌，直到雙

方都決定 Pass 為止。 

 當雙方都選擇 Pass 之後，比較雙方檯面上卡面的總力量點數，總和高者贏

得該輪的勝利。 

 每輪結束後，檯面上的卡會進入墓地，由前輪勝利的玩家開始出牌，繼續下

一輪的比拚。 

 遊戲最多會進行三輪，在三輪比拚中先取得兩輪勝利的玩家，會贏得這場遊

戲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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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旦選擇 Pass 之後，在該一輪中就不可以再打出任何一張手牌。而這時

沒有 Pass 的玩家可以一直打出手牌直到他選擇 Pass 為止。 

 

牌組構成 

 一套牌組最低需要由二十五張牌和一張領袖牌構成。其中最多包含四張金牌

和六張銀牌，其餘則由銅牌構成。同名的金牌/銀牌最多只能放一張，而銅牌則

可以放到三張(同名異卡圖視為相同卡片，如 Wild hunt raider)。牌組上限是四十

張，為了增加金銀牌的上手率，一般會建議將牌組控制在二十五張。 

 

遊戲檯面資訊 

 

進入遊戲後檯面上的資訊如圖所示，分別說明如下： 

1. 敵方的資訊，包含頭像、等級和階級 

2. 敵方的勝負計數器。目前敵方贏得第一小輪，顯示半個皇冠 

3. 回合指示器。藍色是自己回合、紅色是敵方回合。長按可以 pass 

4. 己方的勝負計數器。一輪未得，故皆為灰色。 

5. 出牌記錄。點開後可以查詢雙方出牌的歷史紀錄。 

6. 己方的資訊。 

7. 敵方檯面總分。領先方為黃色。 

8. 己方檯面總分。落後方為灰色。 

9. 敵方手牌張數。 

10. 己方手牌張數。 

11. 敵方領袖牌。使用過呈現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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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己方領袖牌。未使用過呈現彩色。 

13. 攻城列。該列總合顯示於左側白字。 

14. 遠程列。該列總合顯示於左側白字。 

15. 近戰列。該列總合顯示於左側白字。 

16. 敵方手牌。 

17. 己方手牌。 

18. 敵方墓地及張數。右鍵點選可查看。 

19. 己方墓地及張數。右鍵點選可查看。 

20. 敵方牌庫及張數。 

21. 放大的卡片資訊。游標滑過卡片時，放大的卡片資訊呈現於此。 

22. 己方牌庫及張數。 

 

卡片資訊 

進入遊戲中的 Collection 選單可以查詢每張卡片的資訊，同時，你也可以在遊戲

中右鍵選取卡片查閱。 

 

1. 卡片的力量值。 

2. 卡片擺放的位置。可分成近戰、遠程、攻城及任意一列。 

3. 目前持有的張數。 

4. 卡片稀有度。依取得難度分為 common、rare、epic 和 legendary，同時影響到

卡片合成素材的需求量。 

5. 卡片名字。 

6. 卡片特性。這些特性會影響卡片間的協同作用，如有些卡片對矮人會有額外

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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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背景故事簡述。 

8. 卡片效果 

9. 繪者。 

 

 遊戲進程 

昆特牌採三戰兩勝制，因此遊戲最多可以進行三輪，最少會有兩輪。依每套牌組

不同的特性而有不同的遊戲規畫。這邊簡單介紹遊戲的進行流程。 

 

換牌階段 

 起手會抽十張牌。請向右滑動來看到所有單位。依序為特殊牌(銅/銀/金)、

單位牌(銅/銀/金) 

 擁有三次的換牌機會。同名單位被換掉之後就不會再被抽到。 

 三次換牌不用全部用掉，滿意後右鍵放棄剩餘的換牌機會。 

 換牌思考時間為六十秒。 

 

換牌黑名單規則 

在換牌階段中，被你選擇換掉的卡片，你將不會再抽到同名的卡片。 

因為有了這樣的規則，我們在換牌時，可以優先將不想要的銅牌先換掉(因為有

三張)，避免重抽時又抽到。然後再來替換不想要的銀牌卡片。 

第一輪 

 由硬幣隨機決定哪個玩家先出牌。 

 在每一輪中，玩家可以從下列動作選擇一個執行。 

 從手牌打出一張牌。(包含單位、特殊牌或領袖能力) 

 Pass 

 每一手思考時間是六十秒。如果未能在時間內出牌，則會隨機棄掉一張手牌，

且下一手思考時間會直接縮短成二十秒。若是動作執行到一半(如在墓地檢

索要復活的單位)，則系統會隨機決定。 

 Pass 之後不能再打任何手牌。雙方玩家都 pass 之後結束一輪。 

 

第二輪 

 第二輪開始時會補充兩張手牌，然後可以選擇重抽一張手牌。 

 由第一輪獲勝的玩家先出牌。 

 如果第一輪勝者同樣贏下這輪，則遊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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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輪 

 第三輪開始時會補充一張手牌，然後可以選擇重抽一張手牌。 

 由第二輪獲勝的玩家先出牌。 

 總計贏得兩輪勝利的玩家獲得這場遊戲的勝利。 

 陣營介紹 

這個遊戲總共分成五大陣營，每個陣營的卡牌在設計上擁有各自的特色。雖說如

此，玩家還是可以從中開發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玩法。這邊指簡單介紹特色，具體

的牌組構成還請參閱網站中的內容，或在 Discord 中討論。 

北方諸國 

 

 單位連攜：可以透過同名的單位在檯面上觸發額外的效果。 

 攻城武器：許多單位可以和具有 Machine 特性的單位產生協同。有些單位甚

至可以重新觸發 Machine 單位的能力 

 護甲值：許多單位都具有額外護甲，並且可以透過護甲產生協同。 

怪獸 

 

 吞噬怪獸：怪獸可以藉由互相吞噬來觸發協同。被吞噬的單位力量值會被轉

介到吞噬者身上。 

 狂獵：狂獵間的單位可以互相配合，並且和霜霰有很好的搭配。 

 天氣怪獸：許多單位可以被天氣召喚，甚至可以因為天氣的出現受到 buff 



來一場昆特牌吧!                                               https://gwenttw.com/           

本文由阿高整理 20170603 v3 

松鼠黨 

 

 特殊牌；松鼠黨會大量使用特殊牌，許多單位可以使用特殊牌或是因為使用

特殊牌而受益。 

 Ambush: 松鼠黨是唯一可以以牌面向下打出單位的陣營。 

 重整手牌: 松鼠黨許多單位都可以因為重抽手牌而受益。 

 移動位置: 松鼠黨視情況移動檯面上的單位來躲避敵人的傷害。 

史凱利傑群島 

 

 基礎力量值：群島的單位大多能額外增加基礎力量值。 

 受傷：群島的單位可以透過讓敵方和自己受傷得到額外的好處。 

 復活：群島能夠復活己方墓地中的單位。 

尼弗迦德帝國 

 

 展示手牌：帝國能夠看見對手的手牌，許多單位可以因此受益。 

 間諜：帝國能透過將單位放到敵方檯面上來產生協同。 

 牌組控制：帝國是唯一可以影響對手牌組順序的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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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片獲得 

目前昆特牌有分為下列四種素材，依序為 Ore, Scrap, Meteorite Powder 和 Keg 

 

Ore: 購買 Keg 用的貨幣，每 100 個 Ore 可以換一包 Keg。裡面含五張牌，第五

張牌保證 rare 以上，而且是三選一。 

 

Scrap: 用於合成卡片的素材，卡片依等級需要 30,80,200,800 不等的 scrap，白金

牌則需要 200,400,800,1600。 

 

Keg: 就是卡包，可以用現金或是 Ore 購買。 

 

Meteorite Powder: 用於將普通卡片升級成白金牌的素材，依卡片等級需要

100,200,300,400 不等的 Meteorite Powder。他是用一張已經有的牌+該等級需要的

Meteorite Powder 升級為一張新的白金牌。原有的牌則會被摧毀掉。 

 

合成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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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勵系統 

CDPR是一間對於玩家非常大方的公司，遊戲中有許多方式可以獲得卡包、卡片、

scrap 和各種獎勵來幫助玩家組成牌組。大家可以在遊戲中 reward 介面查詢詳細

內容。目前有以下幾種方式可以獲取獎勵： 

 挑戰模式(Challenges) 

 GG 系統 

 每日勝利獎勵 

 升級獎勵 

 天梯獎勵 

 

挑戰模式(Challenges) 

挑戰模式是官方設計的教學模式，可以在選單中 Single 模式中選取。玩家會遭遇

到各陣營領袖的挑戰。每個領袖各有三關，分別可獲得25 ore, 50 ore及該領袖卡。

全部挑戰完成約三小時，可以獲得共 750 ore 和三張領袖卡。 

 

GG 獎勵 

遊戲結束後有一個按鈕可以選擇要不要給你的對手 GG (Good game)，來讚賞對

手的表現。如果你選擇給對手 GG 的話，對手就會隨機得到 5 個 Ore 或 Scrap。

注意，給 GG 是給對方素材而不是自己喔！如果想要拿到 GG 獎勵就必須要對手

願意給你。 

筆者想這是遊戲公司設計來促進遊戲風氣的方式，玩家為了拿到 GG 獎勵就會比

較有禮貌一些，而你給出 GG 也是真心覺得對手打得好，努力過了。如果 GG 是

給自己獎勵的話，那就會變成為了獎勵而給 GG 這種做做表面功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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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了避免玩家透過快速投降來騙取 GG 獎勵，如果在第一輪就直接投降，

對手是無法給你 GG 的。所以為了 GG 獎勵，即使開局很劣勢，還是努力玩下去

吧!而且說不定後來會有轉機呢!! 

 

每日勝利獎勵 

昆特牌是用進度條的方式來給予獎勵，每場遊戲只要得到一小分(贏得一回合)就

會前進一格，達到里程碑就會給予獎勵。小里程碑的獎勵有 15 Ore, 15 Scrap ,15 

Meteorite Powder(OB 新增)和卡牌，卡牌的抽卡率和開卡包前四張的機率相同。

(筆者一直都只有拿到 common 而已，但 Reddit 上真的有人拿過傳說等級的。) 

第一次跑完進度條會得到 100 Ore，每兩小分會有一個小里程碑，六小分到終點。 

第二次跑完進度條會得到 75 Ore，每兩小分會有一個小里程碑，十二小分到終

點。 

第三次跑完進度條會得到 50 Ore，每四小分會有一個小里程碑，二十四小分勝到

終點。 

之後無里程碑，再拿 12 勝(24 小分)可以得到 50 Meteorite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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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設計讓玩家不需要贏得一整場遊戲就可以得到獎勵，對一開始卡不齊的新

手非常友善。只要有贏得一回合，進度條還是能前進拿獎勵的。 

 

下圖雖然是舊版需要贏得一勝才能前進的示意圖，但是官方並沒有調整里程碑的

分布，大家只要把前進一格的數字 x2 就好。(因為過去一勝相當於現在的兩小分) 

 

 

詳細可以到 Reward 選單中查詢自己每日進度和重置時間。每日任務重置時間是

台灣時間早上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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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獎勵 

玩家每玩一場 casual game 或是 rank game都可以依據表現、勝場等獲得經驗值。

每升級一等就可以取得獎勵。每等級的獎勵是固定的，有 Ore, Scrap, Meteorite 

Powder, Keg 和固定的卡牌。詳細的升級獎勵內容可以參照遊戲中的 Reward。 

 

 

天梯獎勵 

天梯分為不同的級距，從 2-21。每提升一個級距時會立刻給予獎勵。當每個賽季

結束時，官方也會依據玩家曾經到達的最高級距分派獎勵。詳細的天梯獎勵內容

可以參照遊戲中的 R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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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系統 

為了使卡牌上的文字敘述統一，官方在公測引入關鍵字系統，用特定的字詞

來表達一串卡片效果。雖然達到簡化敘述的功能，但不免會讓新手感到困惑。

遊戲中，將滑鼠停留在卡牌上便會出現關鍵字的解釋。筆者將之整理出來，

供大家參考。 

英文 中文譯名 效果 

Ally 我軍 己方檯面上的單位。 

Armor 護甲 吸收一定量對該單位所造成的傷害。 

Ambush 伏擊 將單位以面朝下的方式打出，只有在滿足特定條件

時才會翻開。 

Banish 驅逐 將此卡片移出遊戲。 

Boost 提升 增加單位目前的力量值(綠字) 

Bond 情誼 當此單位在場上，且此單位的另一張牌出在場上同

一邊時，觸發此能力。 

Brave 無畏 當對手的力量值領先時，觸發此能力。(再打出此

單位和其衍生物後仍輸掉才算) 

Clash 正面衝突 此能力在雙方玩家都沒有 pass 的時候才會觸發。 

Consume 吞噬 摧毀一張卡片(如果該單位在墓地，則放逐它)，將

被吞噬單位的力量值加到觸發吞噬效果的單位上 

Craven -- 此能力當對手檯面上的力量值低於你的時候才會

觸發。 

Crewmen X 軍團 X 當具有”Fresh crew”能力的單位被打到此單位旁

時，觸發 Fresh crew 的能力 X 次。 

Counter 技術 當特定條件滿足時，降低 Counter 的數字。當此單

位離開檯面時，重置 counter 

Damage 傷害 降低單位目前的力量值(紅字) 

Deathwish 求死 當此單位被送入墓地時，觸發此能力。 

Demote 降級 將單位轉化為銀牌(或是銅牌，如果那是該單位原

本的狀態) 

Deploy 部屬 此能力當此卡片被打到檯面上時才會觸發。 

Destroy 摧毀 將卡片移到墓地中。 

Discard 棄 將卡片由手牌或是牌庫移到墓地中。 

Draw 抽取 將牌庫頂端的卡片(們)抽到手牌。 

Doomed 滅亡 單位: 當被摧毀時從遊戲中移除。 

特殊牌: 觸發能力後從遊戲中移除。 

Effort 馬後炮 每一張受到上個能力影響的卡片都執行一個指定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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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my 敵軍 敵方檯面上的單位。 

Fresh crew 新兵 當此單位被打到具有”Crewmen”能力的單位旁

時，觸發此效果。 

Gamble 打賭 猜對手牌組中隨機一張銅牌或銀牌的力量值大或

小於五。猜對猜錯的結果會寫在卡片上。 

Heal 治療 將受傷(紅字)的單位回復到基礎力量值。 

Highest 最高戰力 擁有最高力量值的單位，帄手隨機決定。 

Lock 鎖定 使一個單位失去能力，並翻開 Ambush 的單位。 

Lowest 最低戰力 擁有最低力量值的單位，帄手隨機決定。 

Mulligan 調度 將特定數量的手牌和你的牌庫中的牌交換，包含金

牌。(除非有特別註明) 

Orders 下令 此能力當你使用領袖能力時才會觸發(但會在領袖

能力產生效果前完成) 

Promote 升級 將此單位轉化為金牌。 

Reset 重置 將該單位的力量值重置回基礎力量值。 

Resilient 堅毅不拔 在該輪結束時，具有 Resilient 特性的單位會留在檯

面上。 

Resurrect 復活 從墓地打出一張卡片。 

Retaliation 報復 當此單位受到傷害卻未被摧毀時，觸發此能力。 

Reveal 翻開 將一張或多張手中的卡片翻開，展示給雙方玩家。 

Round End 小局結束 在一輪結束時觸發此能力。 

Shield 護盾 保護該單位免於下一次力量值降低的效果。 

Spawn 生成 將卡片加入遊戲中並打出來。 

Spring 現身 將面朝下的 Ambush 卡片翻開並觸發其能力。 

Spying 臥底 當一個單位處在打出他的玩家對面的檯面上時，此

單位即具有 Spring 特性。 

Strengthen 強化 增加一個單位的基礎力量值(白字)。 

Stubborn 倔強 此單位無法回到手牌 

Summon 召喚 從牌庫中打出特定的卡片(們) 

Timer 計時 每過一回合，降低 Timer 的數字 1。當該數字達到

0 時即會觸發效果(回合開始或回合結束)，當此單

位離開檯面時，重置 Timer。 

Transform 變身 轉化成一張不同的卡片。 

Trio 三人行 當三個未被 Lock 的單位同名單位處在同一列時，

觸發此能力。 

Turn Start: 回合開始 這張卡片的能力會在該卡片擁有者回合開始時觸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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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teran 老兵 此能會在第二和第三輪開始時觸發，無論此單位處

於手牌、牌組或是墓地。 

Weaken 削弱 降低一個單位的基礎力量值(白字)。 

 其它資源 

中文 

 來一場昆特牌吧！台灣昆特牌非官方資訊站 https://gwenttw.com/ 

 台灣昆特牌討論區 Discord 群 https://discord.gg/CRJbjsq 

 PTT 昆特牌版: Gwent 

 巴哈姆特遊戲資訊站，巫師版

https://forum.gamer.com.tw/B.php?bsn=07364&subbsn=0 

 MeetGwent(台灣昆特牌友網站): https://meetgwent.wordpress.com/ 

 旅法師營地 http://www.iyingdi.com/web/article/seed14 

英文 

 官方網站 

 官網 https://www.playgwent.com/en/ 

 官方推特 https://twitter.com/playgwent 

 官方 FB https://www.facebook.com/PlayGwent/ 

 國外論壇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gwent/ 

 牌組來源 

 Gwent DB http://www.gwentdb.com/decks 

 Gwentify http://gwentify.com/decks/ 

 深度網站 

 Gwentlemen http://gwentlemen.com/ 

 傳說牌選牌器 http://gwentify.com/card-picker/ 

 第三方記牌器 

 Gwent tracker http://www.gwent-tracker.com/ 

 GwentUp https://gwentup.com/ 

 做為ㄧ個新手，我該… 

 完成新手教學和挑戰任務，這可以讓你了解遊戲的基礎和各陣營的特色。並

且賺取第一桶金。 

 在網路上找一套目前強勢的套牌，依據該套牌合成所需的卡片。一般是建議

從中立先合。幾次改版，中立牌是比較不會退流行的牌。 

 目前官方設計每套牌的造價幾乎都完全相同，因此建議先鎖定一套。選卡銅

https://gwenttw.com/
https://discord.gg/CRJbjsq
https://forum.gamer.com.tw/B.php?bsn=07364&subbsn=0
https://meetgwent.wordpress.com/
http://www.iyingdi.com/web/article/seed14
https://www.playgwent.com/en/
https://twitter.com/playgwent
https://www.reddit.com/r/gwent/
http://www.gwentdb.com/decks
http://gwentify.com/decks/
http://gwentlemen.com/
http://gwentify.com/card-picker/
http://www.gwent-tracker.com/
https://gwent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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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可以先朝該陣營選。 

 財力允許可以先課個六十包，拿齊大多數銅牌。剛開始進遊戲會有陣痛期，

因為昆特牌蠻講究牌組完整。所以對無課玩家來說，初期會比較辛苦。但是

當銅牌齊之後(每天解完兩條每日，可開到 2-3 包，約二到三週後銅牌就差

不多齊了)，這時你會發現每天可分解的 Scrap 來到 100，兩天可以合一張銀

牌，五到六天一張傳說。此時組牌的速度就會變的非常快了！ 

 

 結語 

昆特牌的遊戲規則簡單，但要玩得好卻不容易，本文只提供簡單的規則指引，當

作拋磚引玉，供大家入門之用。深度的了解還需要大家多玩多分享多討論。有任

何問題可以在筆者的網站 https://gwenttw.com/上詢問，也歡迎有空的人可以來筆

者的直播看看 https://www.twitch.tv/rickkao11 

 

最後，要來場昆特牌嗎！ 

 

https://gwenttw.com/
https://www.twitch.tv/rickkao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