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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玩家向规则指南 Ver.1.1.0 
 
本规则指南的目的在于让所有的宝可梦卡牌游戏的玩家，都可以愉快地、公平地进行游戏。

双方玩家在认同的基础上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由参考本规则。请大家遵守规则，愉快地进行

游戏吧。 

 

 

Ⅰ对玩法说明书的补充 
A 宝可梦 

A-01 招式  A-02 特性  A-03 撤退  A-04 放于备战区  A-05 进化 

B 训练家 

B-01 物品  B-02 支援者  B-03 竞技场 

C 能量 

D 昏厥 

E 胜败 

F 宝可梦检查 

G 对战准备 

H 牌库 

 

 

Ⅱ卡牌说明文 
A 关于卡牌说明文 

B 伤害计算相关 

B-01 追加造成●●点伤害 

B-02 造成●●的数量×▲▲点伤害 

B-03 这个招式，会减少●●数值的伤害 

B-04 伤害「+●●」 

B-05 伤害「-●●」 

B-06 不计算弱点、抗性 

B-07 不计算身上附加的效果 

B-08 给对手的●●只宝可梦，(各)造成▲▲点伤害 

B-09 给这只(自己的)宝可梦，也造成●●点伤害。 

C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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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 放于弃牌区 

C-02 将●●放回▲▲ 

C-03 将自己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 

C-04 将对手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 

C-05 选择对手的 1 只备战宝可梦，将其与战斗宝可梦互换 

C-06 回复「●●」点 HP 

C-07 身上放置●●个伤害指示物 

C-08 选择放置于●●身上的▲▲个伤害指示物，转放于■■身上 

C-09 选择▲▲张●●能量，附着于■■身上 

C-10 选择▲▲个●●能量，转附于■■身上 

C-11 选择●●中的▲▲张【基础】宝可梦，放于备战区 

C-12 放于身上并进行进化 

C-13 从宝可梦身上移除 1 张「进化卡」使其退化 

C-14●●无法撤退 

C-15●●无法使用招式 

C-16 不会受到招式的伤害 

C-17 不会受到招式的效果影响 

C-18 作为这个招式使用 

C-19 对手(双方玩家)无法从手牌使出●● 

C-20 查看●● 

D 术语 

D-01 招式失败 

D-02 任意数量 

D-03 所有/全部 

D-04 选择 

D-05 最多●● 

D-06 拥有 

D-07●●属性 

D-08 所有属性的能量 

D-09 使用招式所需能量  

D-10 撤退所需能量 

D-11 增加 

D-12 减少 

D-13 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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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 全满 

D-15 最大 HP 

D-16 剩余 HP 

D-17 已经获取的奖赏卡的张数 

D-18 拥有规则的宝可梦 

D-19 继承 

E 其他说明文 

E-01 下一个对手的回合 

E-02 下一个自己的回合 

E-03 受到招式的伤害时 

E-04 每次【昏厥】时(【昏厥】时) 

E-05 从手牌使出进行进化时 

E-06 从手牌放于备战区时 

E-07 每次附着能量时(附着能量时) 

E-08 每次宝可梦检查时 

E-09 在造成伤害前 

E-10 若希望 

E-11 如果在上一个对手的回合自己的宝可梦【昏厥】的话 

E-12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次 

E-13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 

E-14 在这个回合，如果已经使用了别的「●●」的话，则无法使用这个特性 

E-15 这个效果，无论拥有这个特性的宝可梦有多少只，都不会叠加 

E-16 因为这个【中毒】而放置的伤害指示物的数量变为●●个 

E-17 如果这张卡牌在●●的话，则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 

E-18 并重洗牌库 

E-19●●。然后，▲▲ 

E-20 回合结束时 

E-21 在下一个自己的回合结束前 

E-22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结束前 

E-23 在这个回合，如果从●●进化而来的话 

E-24 在这个回合，如果这只宝可梦被从备战区放于战斗场的话 

E-25 在这个回合，如果从手牌使出了支援者的话 

E-26 在这个回合，如果这只宝可梦回复了 HP 的话 

E-27 这个招式，即使●●也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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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8 因【灼伤】而放置的伤害指示物的数量变为●●个 

E-29●●从手牌使出▲▲时，不受其效果影响 

E-30 在自己的回合，如果将●●张自己的手牌放于弃牌区的话，则可使用 1 次 

E-31 在加入手牌前 

E-32 这个招式，如果●●的话则仅需■■个▲▲能量便可使用 

E-33 选择自己手牌中(最多)▲▲张●● 

E-34 从反面朝上的自己的奖赏卡中选择▲▲张●● 

E-35 将●●反面朝上重洗。 

E-36 将●●放回牌库并重洗牌库。 

E-37 ●●中，拥有「▲▲」招式的宝可梦。 

E-38 这场对战（算作）●●胜利/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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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玩法说明书的补充 
本章是对于训练家网站上“宝可梦卡牌游戏的玩法”的内容进行更加详细的解说。如果仅靠

看训练家网站上的说明无法解决问题的话请参考本章。另外，如果想要更加深刻理解宝可梦

卡牌游戏的话，也请参考本章内容。 

 

A 宝可梦 
放于场上进行战斗的卡牌。玩家可以使用宝可梦卡牌上的招式和特性，还可以进行【撤退】，

或是从手牌使出别的卡牌使宝可梦进行进化。 

 

A-01 招式 

◆ 玩家可以在自己的回合使用 1 次战斗宝可梦卡牌上的招式。使用后自己的回合也

就结束了。如果不使用招式，且自己也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则需要告知对手玩家自

己的回合结束。 

 

◆ 要使用招式的话，需要身上附有和“使用招式所需能量”相同属性的，相同数量

或更多数量的能量。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就无法使用招式。 

 

◆ 先攻玩家在自己的最初回合无法使用宝可梦招式。 

 

◆ 使用招式的步骤 

招式的使用需要按如下顺序进行。 

 

1. 宣告招式（所谓宣告，就是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口头的形式告知对方）：决定好

要使用的招式，告知对手玩家。 

a. 如果要使用招式的宝可梦处于无法使用招式的状态的话，就无法宣告所有的招

式（或者指定的招式）。告知对方不使用招式自己的回合结束。 

b. 如果要使用招式的宝可梦处于【睡眠】或【麻痹】状态的话，就无法宣告招式。

告知对方不使用招式自己的回合结束。 

 

2. 确认要使用招式的宝可梦的状态： 

a. 如果要使用招式的宝可梦受到【对手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反面则该招式失败。

例：招式「烟幕」】等“招式失败”的效果的话，则需要抛掷硬币根据成功和失败

来进行判断。 

正面   →招式成功，前进至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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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   →招式失败，当作没使用过。自己的回合结束。 

 

b. 如果要使用招式的宝可梦处于【混乱】状态的话，则需要抛掷硬币来判断是否

使用成功。 

正面   →招式成功，前进至 3。 

反面   →招式失败，当作没使用过。在想要使用招式的宝可梦身上放置 3 个

伤害指示物且自己的回合结束。 

 

3. 如果招式说明文中有“在造成伤害之前”的字样的话，执行其内容。 

 

4. 伤害计算 

根据招式名称右侧的伤害来计算给对手造成的伤害数值。如果招式的说明文中有

伤害相关的内容的话则执行其内容。 

→ 参照  伤害计算步骤 

 

5. 除伤害外的效果 

如果伤害的说明文中有除伤害外的内容的话则执行其内容。只要没有特殊指示，就

需要按照招式说明文的顺序执行所有内容。 

 

6. 对手宝可梦受到伤害时生效的效果 

如果对手的战斗宝可梦有“受到伤害时生效的效果”的话则执行其内容。 

 

7. 昏厥的确认 

受到伤害或卡牌的效果而导致没有剩余 HP 的宝可梦会【昏厥】。 

→参考 D【昏厥】 

 

◆ 伤害计算的步骤 

伤害计算按照如下的顺序进行。 

1. 计算招式的伤害 

a. 招式名称右侧的数字即为该招式的伤害。 

b. 数字旁带有“＋”“×”“-”的话，则根据招式的说明文伤害会发生改变。

“×”“-”导致伤害变为“0”或者负数时，伤害计算结束。 

 

2. 造成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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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造成伤害的宝可梦身上有【给对手战斗宝可梦造成的伤害「+10」（例: 破破舵

轮）】等“变更伤害的效果”的话，反应在 1.时间点的伤害计算中。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受到这个招式影响的宝可梦所使用的招式的伤害「-50」。

例:「狂吠」】等效果而导致此时伤害的数值变为“0”或者负数时，伤害计算结束。 

  

3. 弱点计算 

如果受到伤害的宝可梦的弱点的属性，与造成伤害的宝可梦的属性相同的话，则在

2.的时间点，将伤害基于弱点右侧的数字进行计算。 

 

4. 抗性计算 

如果受到伤害的宝可梦的抗性的属性，与造成伤害的宝可梦的属性相同的话，则在

3.的时间点将伤害基于抗性右侧的数字进行计算。 

如果因为抗性导致此时伤害的数值变为“0”或者负数的话，伤害计算结束。 

 

5. 受到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 

如果受到伤害的宝可梦身上有【这只宝可梦受到的伤害「-30」。（例：具甲武者）】

等“变更伤害的效果”的话，则反应在 4.的时间点。 

 

如果因为附加的效果而导致此时伤害的数值变为“0”或者负数的话，伤害计算结

束。 

 

6. 最终伤害 

当最终伤害确定后，作为伤害量的记号，会给受到伤害的宝可梦身上放置伤害指示

物。 

如果受到伤害的宝可梦处于不会受到招式的伤害的状态的话，则不会有 6.最终伤

害，直接结束伤害计算。 

 

A-02 特性 

◆ 在宝可梦的卡牌中，有一些区别于招式的“特性”存在。特性大致分为 2 种：需

要玩家宣告使用的特性，以及拥有特性的宝可梦出场即自动生效的特性。 

 

◆ 在说明文中写有“可以使用”的字样的特性即为需要玩家宣告使用的类型。如果

没有特别的说明，不论在战斗场还是在备战区都可以使用。另外特性与招式不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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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回合也不会结束。 

 

例）特性「松软枕头」 

如果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上的话，则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使对手

的战斗宝可梦陷入【睡眠】状态。 

 

◆ 宣告使用特性的步骤 

1. 宣告使用特性 

从自己场上宝可梦所拥有的特性中决定要使用的特性并告知对手玩家。如果卡牌

的说明文中有使用的条件的话，则按照其内容执行。 

 

例）特性「交易」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将自己的 1 张手牌放于弃牌区。然后，从牌库

上方抽取 2 张卡牌。 

 

如果无法满足使用条件的话，就无法宣告使用该特性。另外，如果在使用特性前就

得知前进到 2.后的结果没有导致任何变化的发生的话，则无法宣告使用该特性。 

 

2. 执行说明文 

执行特性说明文中的内容。只要说明文中的内容没有特别的指示或处理方式，都需

要根据所写顺序执行其所有内容。 

 

◆ 说明文中没有注明“可以使用”的字样的特性，即视为自动生效的特性。只要说

明文中的内容没有特别的指示或处理方法就要执行全部内容。自动生效的特性无法根

据玩家的意愿不生效。 

 

例）特性「野性冲刺」 

如果对手场上有「宝可梦 GX·EX」的话，则这只宝可梦【撤退】所需能量，

全部消除。 

 

A-03 撤退 

◆ 玩家通过自己的意愿将自己的战斗宝可梦放回备战区的过程叫做【撤退】。【撤退】

后要从自己的备战宝可梦中选择 1 只放于战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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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回合只能执行 1 次【撤退】。 

 

◆ 在【撤退】时，需要将附着于该宝可梦身上的，与卡牌右下方【撤退】处写有的能

量个数相同数量的能量放于弃牌区。如果该处没有写能量个数的话，则不需要将能量

放于弃牌区。 

 

◆ 在上述的内容中，【撤退】时需要放于弃牌区的只有卡牌上写有的数量的能量，剩

余的能量、物品、伤害指示物等保留其原来的状态，和宝可梦一起放回备战区。 

 

◆ 即使备战区中已有 5 只宝可梦没有空位，也可执行【撤退】。备战宝可梦 1 只都没

有的情况则无法执行【撤退】。 

 

◆ 回到备战区后，之前受到的效果、特殊状态将全部消除。 

 

◆ 执行【撤退】的步骤 

1. 告知对手要将战斗宝可梦【撤退】。 

a.  如果该宝可梦身上没有附有满足【撤退】处写有的数量的能量的话则无法执行

【撤退】。 

b. 【睡眠】或【麻痹】状态下的宝可梦无法执行【撤退】。 

c.  受到【无法撤退 例：招式「禁锢」】等效果而处于无法撤退的状态的战斗宝可

梦无法执行【撤退】。 

 

2. 从战斗宝可梦身上将【撤退】所需能量放于弃牌区。 

 

3. 将战斗宝可梦放回备战区，选择另外 1 只备战宝可梦放于战斗场。 

 

A-04 放于备战区 

◆ 进化状态为【基础】的宝可梦，可以从自己的手牌使出放于备战区。 

 

◆ 只要备战宝可梦没有超过 5 只，自己的回合内可以将任意只【基础】宝可梦放于

备战区。 

 

◆ 将【基础】宝可梦从手牌放于备战区时，需要 1 只 1 只地放。无法同一时间放置多

只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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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进化 

◆ 如果自己的手牌中有从场上的宝可梦进化而来的“进化宝可梦”的话，可以从手

牌使出进行进化。覆盖在进化状态标记中对应的宝可梦身上。 

 

◆ 战斗场和备战区的宝可梦均可进行进化。另外，在自己的回合可以对任意只宝可

梦进行进化。 

 

◆ 双方玩家在自己的最初回合无法对宝可梦进行进化。另外，刚刚出场的【基础】宝

可梦以及刚刚完成进化的宝可梦，在当回合都无法进化。 

 

◆ 进化前的宝可梦身上放有的能量、物品、放置的伤害指示物等，在进化之后仍会被

保留。 

 

◆ 进化之后，之前受到的效果以及特殊状态都会消除。 

 

◆ 进化之后将无法使用进化前宝可梦的招式和特性。 

 

B 训练家 
对玩家和宝可梦的行动进行支援的卡牌即为训练家。训练家大致分为物品、支援者和竞技场

3 种，各种卡牌的使用方法和效果都不同。 

 

B-01 物品 

◆ 物品是一种可以在自己的回合使用任意张的训练家。使用完之后要放于弃牌区。 

 

◆ 使用物品的步骤 

1. 如果想要使用的物品的说明文中有使用的条件，则执行其内容。 

如果无法执行其条件内容，则无法使用该物品。另外，如果在使用前就得知前进至 3.

后没有发生任何情况变化的话，就无法使用该物品。 

 

2. 从手牌使出想使用的物品，给对手玩家查看。 

 

3. 执行物品的说明文。只要没有特别的指示，就需要按照所写顺序执行说明文上所有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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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完后要将物品放于弃牌区。 

 

◆ 有些物品中写有规则【宝可梦道具可以附着在自己的宝可梦身上。每只宝可梦身

上只可以附着 1 张宝可梦道具，并保持附加状态。】的卡牌被称为“宝可梦道具”（以

下称“宝可梦道具”）。 

 

◆ 自己场上每只宝可梦身上只可放有 1 张“宝可梦道具”。被放在宝可梦身上期间，

说明文中写有的效果自动生效。只要没有特别的指示，“宝可梦道具”在该宝可梦【昏

厥】前一直保持在其身上，宝可梦【昏厥】时一同放于弃牌区。进化以及【撤退】时

也一直保持放于宝可梦身上的状态。 

 

例）金属护目镜 

身上放有这张卡牌的9宝可梦，受到对手宝可梦的招式的伤害「-30」，也

不会因为对手的招式、特性的效果而被放置伤害指示物。 

 

◆ “宝可梦道具”中写有的内容，在没有特别指示的情况下需要执行其全部内容。

无法通过玩家的意愿使自动生效的“宝可梦道具”的效果不生效。 

 

◆ “宝可梦道具”无法根据玩家的意愿自由移除，也无法用手牌中其他的“宝可梦

道具”进行代替。 

 

B-02 支援者 

◆ 支援者是一种在自己的每回合只能使用 1 张的训练家。使用完后要放于弃牌区。 

 

◆ 在先攻玩家的最初回合不可使用支援者。 

 

◆ 使用支援者的步骤 

1. 如果想要使用的支援者的说明文中有使用条件的话，执行其内容。如果无法执行其

条件内容，就无法使用该支援者。另外，如果在使用前就得知前进至 3.后没有发生任

何情况变化的话，就无法使用该支援者。 

 

2. 从手牌使出想使用的支援者，给对手玩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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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支援者的说明文。只要没有特别的指示，就需要按照所写顺序执行说明文中所

有内容。 

 

4. 使用完后要将支援者放于弃牌区。 

 

B-03 竞技场 

◆ 竞技场是一种放于场上，持续给双方玩家、宝可梦带来效果的训练家。在自己的每

回合只能从自己手牌使出 1 张竞技场。 

 

◆ 从手牌使出竞技场后，将其一直放于场上。当有玩家将其他名字的竞技场放于场

上时，需将原来的竞技场放于弃牌区后，替换新的竞技场放于场上。无法使出与场上

的竞技场相同名字的竞技场。 

 

◆ 竞技场的效果大致分为 2 种，根据玩家的意愿宣告使用的，以及只要在场上就会

自动生效的。 

 

◆ 关于竞技场的说明文中写有“可……”的字样，指的是双方玩家在自己的回合可

以宣告使用竞技场的效果。 

 

例）究极空间 

双方玩家，在自己的回合有 1 次机会，可将自己牌库中的 1 张「究极异兽」，

在给对手看过之后，加入手牌。在这种情况下，重洗牌库。 

 

◆ 宣告使用竞技场效果的步骤 

1. 如果想使用的竞技场的效果说明文中有使用条件的话，则执行其内容。如果无法执

行其条件内容，则无法使用该竞技场。另外，如果在使用前就得知前进至 3.后没有发

生任何情况变化的话，就无法使用该竞技场的效果。 

 

例）生命之森◇ 

双方玩家，在自己的回合有 1 次机会，可回复自己 1 只1宝可梦「60」点

HP，并恢复所有特殊状态。 

 

2. 告知对手玩家要使用竞技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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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竞技场的说明文。只要没有特别的指示，就需要按照所写顺序执行说明文中所

有内容。 

 

◆ 如果竞技场的说明文中没有“可……”，就表示该效果会自动生效。只要没有特

别的指示，就需要按照所写顺序执行说明文中所有内容。自动生效的竞技场的效果无

法根据玩家的意愿不生效。 

 

例）雷霆山◇ 

双方场上 4宝可梦使用招式所需能量，各减少 1 个4能量。 

 

C 能量 
◆ 能量是一种宝可梦使用招式，或是【撤退】时所必须的卡牌。能量分为基本能量和

特殊能量 2 种。 

 

◆ 如果手牌中有能量的话，在自己的回合能且仅能将 1 张能量附着于自己场上的宝

可梦身上。1 只宝可梦身上可附着的能量的张数不限。 

 

◆ 能量在没有特别的指示的情况下，宝可梦使用过招式后、进化后也一直保持在宝

可梦身上。在该宝可梦【昏厥】前一直保持附着在宝可梦身上的状态，在宝可梦【昏

厥】之后与宝可梦一同放于弃牌区。 

 

◆ 基本能量总共有 9 种。通过名字和标记进行区分。附有基本能量的宝可梦即被赋

予与该基本能量相同属性的 1 个能量。另外，基本能量不受【同卡名的卡牌在卡组中

最多可加入 4 张】的限制，一副卡组中可加入任意张基本能量。 

 

◆ 特殊能量会在卡牌右上角写有“特殊能量”的字样。特殊能量里会带有特殊的效

果。不同卡牌的效果和使用方法皆不同。与基本能量不同，特殊能量受到【同卡名的

卡牌在卡组中最多可加入 4 张】的限制。 

 

D 昏厥 
◆ 因为招式的伤害、卡牌的效果、特殊状态的原因导致没有剩余 HP 的宝可梦，双方

场上只要有一只，就会发生【昏厥】处理。 

 

◆ 确认【昏厥】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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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的处理最后 

・宝可梦检查的处理最后 

・除上述之外的，宝可梦没有剩余 HP 的时候 

 

例）特性「羽之矢」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给对手的 1 只宝可梦身上，放置 2 个伤害指

示物。 

 

例）特性「疾风手里剑」 

在自己的回合，当将这张卡牌从手牌使出并进行进化时，可使用 1 次。给

对手的 1 只宝可梦身上，放置 2 个伤害指示物。 

 

◆ 【昏厥】的处理步骤 

1. 如果双方场上出现没有剩余 HP 的宝可梦的话，则开始昏厥处理。 

 

2. 如果有【昏厥】时生效的效果的话，在这个时间点处理。 

 

3. 场上出现没有剩余 HP 的宝可梦的玩家，将该宝可梦视作【昏厥】，然后将该宝可梦

与放于其身上的所有卡牌一同放于弃牌区。 

 

4. 双方选手拿取与对手【昏厥】宝可梦数量相同张数的奖赏卡。 

 

5. 双方玩家的战斗宝可梦同时【昏厥】时，由下一回合轮到自己回合的玩家先开始放

置战斗宝可梦。 

  

E 胜败 
◆ 使对手的宝可梦【昏厥】，并拿取自己所有奖赏卡的玩家获胜。 

 

◆ 因为【昏厥】或卡牌的效果战斗场上没有宝可梦时，必须从备战区使出替代的宝可

梦，如果备战区没有可以代替出场的宝可梦的话，算作该玩家败北。 

 

◆ 牌库中 1 张卡牌也没有，在自己的回合最初时无法从牌库抽取卡牌时，该玩家败

北。而不是牌库的卡牌没有的时间点算作玩家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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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满足胜负条件时的判定 

自己拿取了 

所有奖赏卡 

对手拿取了 

所有奖赏卡 

自己没有 

能放于战斗场 

的宝可梦 

对手没有 

能放于战斗场 

的宝可梦 

结   果  

    平局 

    平局 

    平局 

    平局 

    平局 

    自己获胜 

    自己获胜 

    自己获胜 

    自己败北 

    自己败北 

    自己败北 

 

※有时也会产生平局。 

 

◆ 实在想要分出胜负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抢分赛”方法。“抢分赛”是为了让对

战不以平局收尾的延长赛。 

1. 实行“抢分赛”时，对战整体从最初开始。 

 

2. 只放置 1 张奖赏卡。 

 

3. 在“抢分赛”中，先拿取奖赏卡的玩家获胜。 

  

F 宝可梦检查 
◆ 宝可梦检查，就是双方玩家在各自回合结束后，确认双方宝可梦的【中毒】、【灼

伤】、【睡眠】、【麻痹】的特殊状态的过程。宝可梦检查不属于“自己的回合”和“对

手的回合”，双方玩家都必须执行。 

 

◆ 在宝可梦检查时，不仅检查特殊状态，也要确认宝可梦所拥有的特性以及训练家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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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惩戒祠堂 

每当宝可梦检查时，给双方的所有「宝可梦 GX·EX」身上，各放置 1 个伤

害指示物。 

 

◆ 宝可梦检查的步骤 

1. 确认特殊状态 

按照【中毒】、【灼伤】、【睡眠】、【麻痹】的顺序确认特殊状态。对双方的宝可梦同时

进行确认。 

 

2. 确认宝可梦检查时生效的特性、训练家的效果 

在 2.的时间点有数个效果生效的话，可各选择让其在 1.的前后中任意一个时间点让其

生效。在 2.中生效的效果的顺序，由受到效果的宝可梦的持有者决定。 

 

3. 昏厥的确认 

因为特殊状态、卡牌的效果导致没有剩余 HP 的宝可梦会【昏厥】。 

→参照 D【昏厥】 

 

G 对战准备 
对战准备按如下顺序进行。 

 

1. 打招呼及握手 

与对手打招呼并握手表示友好。 

 

2. 通过猜拳等方式决定先攻后攻 

胜利的玩家选择先攻还是后攻。 

 

3. 放置牌库 

认真重洗过卡组后，反面朝上放置于牌库的区域。 

 

4. 抽取 7 张手牌 

从牌库上方抽取 7 张卡牌作为手牌。 

 

5. 放置战斗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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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先攻玩家，后攻玩家的顺序告知对手手牌中是否有【基础】宝可梦。如果双方手

牌中都有【基础】宝可梦，则选择其中 1 张，反面朝上放于战斗场。如果没有【基础】

宝可梦的话，则按如下方式处理。 

 

a. 告知对手自己的手牌中没有【基础】宝可梦卡。 

当只有自己没有的时候→前进至 b.。 

当双方都没有的时候 →双方互相展示过手牌后，将手牌放回牌库，重新开

始 3.。 

 

b. 对手先前进至 7.。如果是第 2 次（或更多次）发生手牌中没有【基础】宝

可梦卡的情况的话，跳过 b.。 

 

c. 给对手展示手牌，给对方确认自己的手牌确实没有【基础】宝可梦。展示

过后，将手牌放回牌库。 

 

d. 仅自己从 3.开始重新来过。 

 

6. 放置备战宝可梦 

如果放置战斗宝可梦后手牌中还有其他的【基础】宝可梦的话，可将其反面朝上放于

备战区。也可以选择不放置。只要在对战开始之前，随时都可以将【基础】宝可梦放

于备战区。 

 

7. 放置奖赏卡 

从牌库上方抽取 6 张卡牌，反面朝上放于奖赏卡的位置。 

放置奖赏卡后，如果对手玩家执行了 5.d.的话，可以最多宣告与执行过 5.d.次数相同

张数的卡牌。然后，从自己牌库上方抽取宣告张数的卡牌。如果抽取的卡牌中有【基

础】宝可梦的话，同样可以将该卡牌放于备战区。 

 

8. 对战开始 

双方将战斗宝可梦和备战宝可梦翻至正面，对战开始。 

 

H 牌库 
◆ 当受到指示，要从牌库抽取卡牌时，则需要从牌库的上方以反面朝上的形式抽取

指定张数的卡牌，并加入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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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受到指示，要从牌库中选择卡牌时，则需要确认牌库中卡牌的正面并选择指定

张数的卡牌。对牌库中的卡牌的正面进行确认时，不需要给对手进行确认。当被指定

了多张卡牌时，可以选择少于指定数量的张数。也可以 1 张都不选择，此时将结束选

择卡牌的行为。但是，若受到指示，要从牌库中选择任意卡牌时，必须选择所指定的

张数。 

 

◆ 当受到指示，要重洗牌库时，则需要将牌库的卡牌进行洗牌，直到双方玩家都无法

辨别顺序为止。重洗牌库时，不应看到卡牌的正面。一般地，当因执行了“从牌库中

将●●加入手牌”等效果而确认了牌库后，原则上都需要重洗牌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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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卡牌说明文 
本章的内容是针对卡牌上的经常会出现的说明文进行详细的说明。如果对于术语的意思和具

体的处理顺序有不明白的话请参照本章内容。 

 

A 关于卡牌说明文 
◆ 如果卡牌说明文中所写的内容与基本规则不同的话，优先遵循卡牌上所写的内容。

但是，如果卡牌的效果说明文发生了更新的话，请使用更新后的效果。 

 

◆ “●●”效果和“无法●●”的效果重叠时，优先“无法●●”。 

 

◆ 即使卡牌说明文中有部分的内容无法执行，该招式、特性、训练家仍然可以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可执行的部分内容，不可执行的内容就不执行。但是，若说明文

提到●●。然后、▲▲。等等，因为特定的说明文的内容而无法被执行的情况下，也

会有无法执行其他的内容的情况。 

 

◆ 因为卡牌说明文而指定了数量的情况下，便无法任意地将该数字缩小。但是也有

例外。（参照 D-04 选择，D-05 最多●●个） 

 

◆ 当对象数量少于卡牌说明文中的指定数量时，按照最接近指定数量的数量来执行。 

 

B 伤害计算相关 
B-01 追加造成●●点伤害 

◆ 是指在计算招式的伤害时，将基础伤害再扩大的意思。在招式的伤害数字旁边有

个“＋”。 

 

◆ 此说明文并非效果而是作为伤害计算的一环。这个伤害的计算会在伤害计算步骤

的 1.计算招式的伤害中进行。 

 

【文例 1】招式「泡沫演奏」 

追加造成自己场上宝可梦身上附有的3能量数量×20 点伤害。 

 

【文例 2】招式「袭击」 

在这个回合，如果这只宝可梦从「斑斑马」进化而来的话，则追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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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90 点伤害。 

 

B-02 造成●●的数量×▲▲点伤害 

◆ 招式的伤害数字旁边有个“×”。在数过对象的数量之后，与所写有的数字进行

乘法计算。 

 

◆ 此说明文并非效果而是作为伤害计算的一环。这个伤害的计算会在伤害计算步骤

的 1.计算招式的伤害中进行。 

 

【文例 1】招式「伤痛螺旋」 

造成对手场上宝可梦身上放置的伤害指示物数量×20 点伤害。 

 

【文例 2】招式「尖刺加农炮」 

抛掷 4 次硬币，造成正面次数×30 点伤害。 

 

◆ 如果执行了此说明文后伤害数值为“0”的话，即使有 2.造成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

加的效果（例：讲究头带），伤害计算也就此结束。 

 

B-03 这个招式的伤害，会被减少相当于●●点伤害的数值 

◆ 是指在计算招式的伤害时，将基础伤害减少的意思。在招式的伤害数字旁边有个

“-”。 

 

◆ 此说明文并非效果而是作为伤害计算的一环。这个伤害的计算会在伤害计算步骤

的 1.计算招式的伤害中进行。 

 

【文例】招式「重磅冲撞」 

这个招式的伤害，会被减少相当于对手战斗宝可梦【撤退】所需能量

数量×30 点伤害的数值。 

 

◆ 如果执行了此说明文后伤害数值为“0”的话，即使有 2.造成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

加的效果（例：讲究头带），伤害计算也就此结束。 

 

B-04 伤害「+●●」 

◆ 是指确定了招式的基本伤害后，继续追加伤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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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说明文被视作使用招式的宝可梦附加的效果。这个伤害追加的计算，在伤害计

算步骤的 2.造成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时进行。 

 

【文例 1】讲究头带 

身上放有这张卡牌的宝可梦所使用的招式，给对手战斗场上的「宝可

梦 GX·EX」造成的伤害「+30」。 

 

【文例 2】特性「战歌」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自己的0宝可梦使用的招式，给对手的战

斗宝可梦造成的伤害「+20」。 

 

◆ 如果 2.造成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有数个的话，将其全部进行合计。 

 

B-05 伤害「-●●」 

◆ 是指确定了招式的基本伤害后，将其伤害减少的意思。 

 

◆ 此说明文被视作受到招式的宝可梦附加的效果。这个伤害追加的计算，在伤害计

算步骤的 5.受到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时进行。 

 

◆ 是指卡牌说明文中写有“伤害「-●●」”的字样的意思。 

 

【文例 1】特性「装甲」 

这只宝可梦所受到的招式的伤害「-30」。 

 

【文例 2】招式「装甲压制」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所受到的招式的伤害「-20」。 

 

◆ 如果 5.受到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有数个的话，将其全部进行合计。 

 

【FAQ】招式「叫声」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受到这个招式影响的宝可梦所使用的招式的伤

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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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少伤害的效果之中，也有附加在造成伤害的宝可梦上的效果。招

式「叫声」，因为是附加在造成伤害的宝可梦身上的效果而不是附加在

受到伤害的宝可梦身上的效果，所以要在 2.造成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

加的效果中进行计算。 

 

B-06 不计算弱点、抗性 

◆ 是指不进行 3.弱点计算和 4.抗性计算直接造成伤害的意思。写在招式说明文中的

这段文字被执行时，便不被视作招式的效果而是伤害计算的一环。 

 

【文例 1】招式「突袭闪电」 

在这个回合，如果这只宝可梦从备战区被放于战斗场上的话，则追加

造成 70 点伤害。这个招式的伤害不计算弱点。 

 

【文例 2】招式「爆裂弹」 

给对手的 2 只宝可梦，各造成 50 点伤害。[备战宝可梦不计算弱点、

抗性。] 

 

B-07 不计算身上所附加的效果 

◆ 是指不计算 5.受到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和不受到招式的伤害直接计算伤

害的意思。伤害计算在处理时进行。 

 

【文例】招式「盾牌猛击」 

这个招式的伤害，不计算对手的战斗宝可梦身上所附加的效果。 

 

【身上附加的效果的例子】 

● 5.受到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 

・招式「装甲压制」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所受到的招式的伤害「-20」。 

 

・特性「能量防守」 

如果这只宝可梦身上附有基本能量的话，则这只宝可梦受到招式的伤害「-20」。 

 

● 不受到招式的伤害 

・招式「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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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正面，则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不受到招式的

伤害。 

 

※ 关于弱点、抗性的计算的说明文并不视作“附加的效果”。 

 

【FAQ】日轮祭坛 

双方场上所有的2和9宝可梦的弱点，全部消除。 

 

当自己的战斗宝可梦为2属性，因为日轮祭坛的效果自己的弱点全部

消除时，受到对手 3 属性的宝可梦的招式的伤害时，即使该招式有

“不计算受到伤害的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的说明文，仍然不计算

弱点。 

 

B-08 给对手的●●只宝可梦，（各）造成▲▲点伤害 

◆ 是指选择指定数量的对手场上的宝可梦，给那些宝可梦造成伤害的招式。这个内

容不是效果，而是参与伤害的计算。 

 

【文例 1】招式「尖锐飞羽」 

给对手的 1 只宝可梦，造成 20 点伤害。[备战宝可梦不计算弱点、抗

性。] 

 

【文例 2】招式「爆裂弹」 

给对手的 2 只宝可梦，各造成 50 点伤害。[备战宝可梦不计算弱点、

抗性。] 

 

◆ 有些招式除了给战斗宝可梦之外，还可以选择对手的备战宝可梦给其造成伤害。

但是招式名称右侧书写的数字，仅代表给战斗宝可梦造成的伤害。 

 

【文例 3】招式「暗影子弹」 

给对手的 1 只备战宝可梦，也造成 30 点伤害。[备战宝可梦不计算弱

点、抗性。] 

 

◆ 如果没有特殊的指示，给备战宝可梦造成的伤害不计算弱点、抗性。 

 



  宝可梦集换式卡牌游戏 进阶玩家向规则指南 

◆ 可以选择附加有不受招式伤害的宝可梦，但是却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B-09 给这只(自己的)宝可梦，也造成●●点伤害。 

◆ 是指给使用了招式的宝可梦自身造成伤害的招式。这个内容不是效果，而是参与

伤害的计算。 

 

【文例 1】招式「猛撞」 

给这只宝可梦也造成 10 点伤害。 

 

【文例 2】招式「地震」 

给自己的所有备战宝可梦，也各造成 10 点伤害。[备战宝可梦不计算

弱点、抗性。] 

 

【FAQ】以太乐园保护区 

双方的 1 或 4 属性的【基础】宝可梦，所受到的对手宝可梦招式的

伤害「-30」。 

当场上有竞技场「以太乐园保护区」时，1属性宝可梦受到对手宝可

梦的招式的伤害「-30」。但当自己的战斗宝可梦为「卡璞·哞哞」且

使用了「疯狂冲撞」，硬币为正面需要给自己也造成 30 点伤害时，由

于给「卡璞·哞哞」造成伤害的是其本身，而不是对手的宝可梦的招

式，所以无法享受「以太乐园保护区」的“受到的对手宝可梦招式的

伤害「-30」”的效果。 

 

C 效果 
 

C-01 放于弃牌区 

◆ 是指将指定的卡牌放于“弃牌区”的意思。只要没有特别的指示，使用该效果的

玩家选择将要放于弃牌区的卡牌。卡牌必须被放于持有者的“弃牌区”。 

 

【文例 1】招式「喷射火焰」 

将附着于这只宝可梦身上的 1 个能量，放于弃牌区。 

 

【文例 2】招式「暴饮暴食」 

将自己牌库上方 5 张卡牌放于弃牌区，将其中所有能量，附着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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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宝可梦身上。 

 

【FAQ】双重无色能量 

这张卡牌，可被视作 2 个7能量。 

 

因为这 1 张卡牌可以按照 2 个7能量计算，所以当需要将 2 个能量放

于弃牌区时，1 张此卡便可满足条件。 

另外，当要将 1 个能量放于弃牌区时，这张卡牌同样可以满足条件，

被放于弃牌区。 

 

C-02 将●●放回▲▲ 

◆ 是指将卡牌放入手牌或牌库的意思。卡牌必须放入持有者的手牌或牌库中。 

 

【文例 1】招式「天井投掷」 

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正面，则将对手的战斗宝可梦，与放于其身上的

所有卡牌，放回对手的手牌。 

 

【文例 2】招式「疾风太刀」 

若希望，可将这只宝可梦，以及放于其身上的所有卡牌，放回自己的

牌库并重洗牌库。 

 

◆ 把场上的宝可梦放回手牌或牌库时，放于其身上的所有伤害指示物和附加的效果

也全部消除。把进化宝可梦放回手牌或牌库时，其下方的进化前宝可梦也一同放回。 

 

C-03 将自己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 

◆ 是指将自己的战斗宝可梦放回备战区，将备战宝可梦放于战斗场的意思。 

 

【文例 1】宝可梦交替 

将自己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 

 

【文例 2】招式「折返瞬击」 

若希望，可将这只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 

 

◆ 互换不同于【撤退】，不需要将“【撤退】所需能量”放于弃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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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宝可梦交替”等物品时，即使战斗宝可梦处于无法撤退的状态下仍可以与

备战宝可梦互换。 

 

◆ 如果进行互换的话，附加于战斗宝可梦身上的特殊状态和招式的效果（例如“在

下一个自己的回合无法使用招式”等）也全部消除。 

 

◆ 如果自己的备战区没有宝可梦的话，便无法执行互换。 

 

C-04 将对手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 

◆ 是指将对手的战斗宝可梦放回备战区的意思。新放于战斗场的宝可梦由对手选择。

对手从之前就在备战区的宝可梦中选择 1 只，放于战斗场。 

 

【文例】招式「外旋击打」 

将对手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放于战斗场的宝可梦由对手

选择。] 

 

◆ 如果进行互换的话，附加于战斗宝可梦身上的特殊状态和招式的效果（例如“在

下一个自己的回合无法使用招式”等）也全部消除。 

 

◆ 如果对手的备战区没有宝可梦的话，便无法执行互换。 

 

【FAQ】这个效果是针对对手的战斗宝可梦执行的。所以，当对手战斗宝可梦身

上附加有不受到招式效果影响的状态时，就无法执行将对手的战斗宝可梦与备

战宝可梦互换的效果了。 

 

招式「高速移动」 

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正面，则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不受

到招式的伤害和效果影响。 

 

如果对手的战斗宝可梦是「飞天螳螂」，使用了招式「高速移动」，因

为其效果而处于“不受到招式的效果的影响”的状态的话，「黏美龙」

的招式「外旋击打」的效果便无法将对手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

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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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选择对手的 1 只备战宝可梦，将其与战斗宝可梦互换。 

◆ 是指将对手的 1 只备战宝可梦放于战斗场的意思。这时，已经处于战斗场的宝可梦

将被放回备战区。 

 

【文例 1】宝可梦捕捉器 

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正面，则选择对手的 1 只备战宝可梦，将其与战

斗宝可梦互换。 

 

【文例 2】特性「血色眼眸」 

在自己的回合，当将这张卡牌从手牌使出并进行进化时，可使用 1 次。

选择 1 只对手的备战宝可梦，将其与战斗宝可梦互换。 

 

◆ 如果进行互换的话，附加于战斗宝可梦身上的特殊状态和招式的效果（例如“在

下一个自己的回合无法使用招式”等）也全部消除。 

 

◆ 如果对手的备战区没有宝可梦的话，便无法执行互换。 

 

【FAQ】 这个效果是针对对手的备战宝可梦执行的。所以，当选择的对手的备

战宝可梦处于不受到招式效果的影响的状态时，便无法执行选择对手的 1 只备

战宝可梦，与战斗宝可梦互换的效果了。 

 

招式「高速移动」 

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正面，则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不受

到招式的伤害和效果影响。 

 

当对手的战斗宝可梦「飞天螳螂」使用了招式「高速移动」而处于不

受到招式的效果影响的状态时，「鬃岩狼人 GX」的特性「血色眼眸」

仍然可以将对手的备战宝可梦与战斗宝可梦互换。 

 

C-06 回复●●点 HP 

◆ 是指移除放置于场上宝可梦身上的伤害指示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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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例 1】伤药 

回复自己的 1 只宝可梦「30」点 HP。 

 

◆ 在回复 HP 时，如果放置于该宝可梦身上的伤害指示物所显示的伤害数量比要回复

的 HP 少的话，则将所有的伤害指示物移除。 

 

◆ “回复全部 HP”时，将放置于该宝可梦身上的所有伤害指示物移除。 

 

【文例 2】招式「丛林治疗 GX」 

将身上附有 1 能量的所有自己宝可梦的 HP，全部回复。[对战中，

己方的 GX 招式只能使用 1 次。] 

 

◆ 拥有这类效果的训练家无法使用在身上没有放置伤害指示物的宝可梦身上。另外

拥有这类效果的特性也无法使用。但是，如果是同时回复数只宝可梦的 HP 的话，只

要其中有 1 只宝可梦身上放置有伤害指示物，便可以使用。 

 

C-07 身上放置●●个伤害指示物 

◆ 是指给场上的宝可梦身上放置伤害指示物的意思。10 点伤害即为 1 个伤害指示物，

按指定个数放置。 

 

【文例 1】特性「羽之矢」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给对手的 1 只宝可梦身上，放置 2 个伤

害指示物。 

 

【文例 2】招式「敌阵陈列」 

将与对手场上宝可梦数量相同数量的伤害指示物，以任意方式放置

于对手的宝可梦身上。 

 

◆ 与造成伤害放置伤害指示物一样，当放置的伤害指示物比剩余 HP 多或相同时，该

宝可梦会【昏厥】。 

 

◆ 因为招式而放置伤害指示物时，招式使用步骤按照 5.除伤害外的效果来执行。因

为并不被视作伤害，所以不会计算弱点、抗性以及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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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招式「高速移动」 

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正面，则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不受

到招式的伤害和效果影响。 

 

不受到招式的效果影响状态中的宝可梦，不会（因为招式的效果）被

放置伤害指示物。但是可以被选择为放置伤害指示物的对象。 

 

使用过招式「高速移动」的「飞天螳螂」，因为处于不受到招式的效果

影响的状态，所以不会因为「太阳伊布 GX」的招式「分配 GX」而被

放置伤害指示物（除“飞天螳螂”外的宝可梦还是可以放置伤害指示

物的。） 

 

C-08 选择放置于●●身上的▲▲个伤害指示物，转放于■■身上 

◆ 是指将场上的宝可梦身上的伤害指示物转移到其他宝可梦身上。10 点伤害即为 1

个伤害指示物，按指定个数进行转移。 

 

【文例】招式「魔法互换」 

选择对手场上宝可梦身上放置的任意数量的伤害指示物，以任意方式

转放于对手的场上宝可梦身上。 

 

◆ 因为招式而转放伤害指示物时，招式使用步骤按照 5.除伤害外的效果来执行。因

为并不被视作伤害，所以不会计算弱点、抗性以及宝可梦身上附加的效果。 

 

◆ 与造成伤害放置伤害指示物一样，当转放的伤害指示物比剩余 HP 多或相同时，该

宝可梦会【昏厥】。 

 

◆ 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宝可梦的话，则无法转放伤害指示物。 

 

【FAQ】招式「高速移动」 

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正面，则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不受

到招式的伤害和效果影响。 

 

如果转放目标的宝可梦处于不受招式的效果影响时，便无法因招式而

执行转放伤害指示物的效果。但是可以被选择为转放伤害指示物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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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这种情况下，被移除的伤害指示物不会被放回原处，而是从原

来的宝可梦身上移除。 

 

C-09 选择▲▲张●●能量，附着于■■身上 

◆ 是指给场上的宝可梦身上附着能量的意思。自己的能量只能附着于自己的宝可梦

身上。无法附着于对手的宝可梦身上。 

 

【文例】水补丁 

将自己弃牌区的 1 张3能量，附着于自己备战区的3宝可梦身上。 

 

◆ 即使在自己的回合执行过“从手牌将 1 张能量附着于宝可梦身上”，也可以继续

附着能量。 

 

C-10 选择▲▲个●●能量，转附于■■身上。 

◆ 是指将附着于场上宝可梦身上的能量转附于其他宝可梦身上的意思。自己的能量

只能附着于自己的宝可梦身上。无法附着于对手的宝可梦身上。 

 

【文例 1】招式「绿叶旋风」 

将 1 个附着于这只宝可梦身上的1能量，转附于备战宝可梦身上。 

 

【文例 2】特性「精神移行」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任意次。将 1 个附着于自己场上宝可梦身上的

5能量，转附于自己其他宝可梦身上。 

 

◆ 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宝可梦的话，则无法进行转附能量的动作。 

 

【FAQ】双重无色能量 

这张卡牌，可被视作 2 个7能量。 

 

当要转附 1 个能量时，是可以选择 1 张卡牌视作 2 个能量的「双重无

色能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转附 1 张「双重无色能量」。 

 

◆ 在转附特殊能量时，即使转附对象宝可梦身上不可以附着该特殊能量，也可以被

选择作为转附能量的对象宝可梦。在这种情况下，该特殊能量会被放于弃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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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选择●●中的▲▲张【基础】宝可梦，放于备战区 

◆ 是指从自己的牌库、弃牌区中将【基础】宝可梦放于备战区的意思。 

 

【文例 1】招式「呼朋引伴」 

将自己牌库中最多 2 张【基础】宝可梦，放于备战区。并重洗牌库。 

 

【文例 2】招式「龙转乾坤 GX」 

将自己弃牌区中的 3 张0宝可梦，放于备战区。[对战中，己方的 GX

招式只能使用 1 次。] 

 

◆ 如果备战区已经有了 5 只宝可梦的话，则使用有这类效果的招式之后，不用将宝

可梦放于备战区而招式直接结束。如果是从牌库中选择宝可梦放于备战区的话，则在

确认牌库之前，招式便视作使用结束。 

 

◆ 如果备战区已经有了 5 只宝可梦的话，则无法使用拥有这类效果的训练家。另外，

也无法使用拥有这类效果的特性。 

 

◆ 如果想要放于备战区的宝可梦的张数比备战区的空位多的话，则选择备战区空位

张数的宝可梦放于备战区。 

 

C-12 放于身上并进行进化 

◆ 是指将【1 阶进化】或【2 阶进化】宝可梦放于场上的宝可梦身上进行进化的意思。 

 

【文例 1】神奇糖果 

将自己手牌中的 1 张【2 阶进化】宝可梦，放于自己场上 1 只能够进

化成该宝可梦的【基础】宝可梦身上进行进化。（在自己最初的回合，

以及对这个回合刚出场的【基础】宝可梦无法使用。） 

 

【文例 2】特性「能量进化」 

在自己的回合，从自己的手牌将基本能量附着于这只宝可梦身上时，

可使用 1 次。将与被附着的能量相同属性的，从这只宝可梦进化而来

的卡牌，从自己的牌库中选择 1 张，放于这只宝可梦身上进行进化。

并重洗牌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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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普通的进化相同，进化卡满足场上宝可梦的进化条件的话，可以使该宝可梦进

化。另外，进化之后原先宝可梦身上的卡牌、伤害指示物、特殊状态、附加的效果也

跟普通的进化的继承方式一样。 

 

◆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在自己最初的回合内，以及对刚放到场上的宝可梦，也可

以因这个效果而进行进化。 

 

◆ 在说明文中，放在场上宝可梦身上的【1 阶进化】或【2 阶进化】的宝可梦会被称

为“进化卡”。 

 

 

C-13 从宝可梦身上移除 1 张「进化卡」使其退化 

◆ 是指将场上的【1 阶进化】或【2 阶进化】的进化卡移除，使宝可梦变回进化前的

宝可梦的意思。 

 

【文例 1】招式「时间削退」 

从对手的已经进化的战斗宝可梦身上，移除 1 张「进化卡」使其退化。

将被移除的卡牌，放回对手的手牌。 

 

【文例 2】特性「初始化」 

在自己的回合，当将这张卡牌从手牌使出并进行进化时，可使用 1 次。

从对手所有已经进化的宝可梦身上，各移除 1 张「进化卡」使其退化。

将被移除的卡牌，放回对手的手牌。 

 

◆ 因为退化而变回进化前宝可梦时，身上放有的所有卡牌和伤害指示物由退化后的

宝可梦继承。特殊状态和附加的效果全部消除。从退化前宝可梦继承来的伤害指示物

的数量如果比退化后的宝可梦的剩余 HP 多或相同的话，该宝可梦会【昏厥】。 

 

◆ 如果没有特别指示的话，退化后的宝可梦会被视作刚上场的宝可梦，在同一个回

合无法再进化。 

 

◆ 在说明文中，从场上宝可梦身上移除的【1 阶进化】和【2 阶进化】宝可梦卡会被

称为“进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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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行退化的宝可梦身上放置的“进化卡”必须从最上方开始进行移除。 

 

◆ 因为招式等的效果而直接出场的【1 阶进化】或【2 阶进化】宝可梦，无法进行退

化。 

 

【FAQ】特性「金蝉脱壳」 

在自己的回合，当将这张卡牌从手牌使出并进行进化时，可使用 1 次。

将自己弃牌区中的 1 张「脱壳忍者」，放于备战区。 

 

如果对手的备战区中有因为「铁面忍者」的特性「金蝉脱壳」而出场

的「脱壳忍者」的话，即使使用了自己多边兽乙型的特性「初始化」，

也无法使该「脱壳忍者」退化。 

 

C-14 ●●无法撤退 

◆ 受到这个效果影响的宝可梦，将在自己的回合无法执行【撤退】的动作。 

 

【文例 1】招式「熔岩包裹」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受到这个招式影响的宝可梦，无法撤退。 

 

【文例 2】特性「咒缚漩涡」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上，对手的战斗宝可梦，无法撤退。 

 

◆ 因为招式而受到这类效果的时候，如果受到影响的宝可梦回到了备战区或是离开

场上的话，这类效果便会消除。或者当该宝可梦进化、退化时，这类效果也会全部消

除。 

 

◆ 可以通过物品等的效果与自己的备战宝可梦互换。 

 

C-15 ●●无法使用招式 

◆ 受到这个效果影响时，即使该宝可梦身上附有满足了使用招式所需的能量，也无

法宣告使用招式。 

 

【文例 1】特性「苦味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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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上，对手的【基础】宝可梦无法使用招式。 

 

◆ 如果卡牌说明文中明确写出“无法使用【招式名】”的话，除了指定【招式名】以

外，其他的招式是可以使用的。 

 

【文例 2】招式「黑暗打击」 

在下一个自己的回合，这只宝可梦无法使用「黑暗打击」。 

 

◆ 因为招式而受到这类效果的时候，如果受到影响的宝可梦回到了备战区或是离开

场上的话，这类效果便会消除。或者当该宝可梦进化、退化时，这类效果也会全部消

除。 

  

C-16 不会受到招式的伤害 

◆ 身上附加这个效果的宝可梦受到招式的伤害时，根据伤害计算的 6.最终伤害，受

到的伤害会变为 0，计算结束。 

 

【文例 1】特性「守护之壶」 

这只宝可梦，不会受到身上附有的能量数量在 2 个以下（包含 2 个）

的对手宝可梦的招式的伤害。 

 

【文例 2】露莎米奈◇ 

这张卡牌，只有在对手的剩余奖赏卡为 3 张时才可使用。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自己的所有「究极异兽」，不会受到对手宝可

梦招式的伤害。 

 

◆ 当有数只宝可梦同时受到招式的伤害时，除了身上附加这个效果的宝可梦以外，

其他的宝可梦还是会受到招式的伤害。 

 

◆ 不受到招式的伤害这类效果，是附加在宝可梦身上的。 

 

【FAQ】招式「撕裂」 

这个招式的伤害，不计算对手的战斗宝可梦身上所附加的效果。 

 

在说明文中明确写出“不计算附加的效果”，所以可以无视身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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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受到招式的伤害”的效果，对宝可梦造成伤害。 

 

C-17 不会受到招式的效果影响 

◆ 身上附加有这个效果的宝可梦，不执行使用招式步骤中的 5.伤害以外的效果。其

他步骤正常按顺序进行。 

 

【文例】招式「高速移动」 

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正面，则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不受

到招式的伤害和效果影响。 

 

【当处于不会受到招式的效果影响时，“不受影响的效果”的例子】 

●特殊状态 

・招式「博学」 

使对手的战斗宝可梦陷入【混乱】状态。 

 

●伤害增减的效果 

・招式「叫声」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受到这个招式影响的宝可梦所使用的招式的

伤害「-20」。 

 

●将放于身上的卡牌放于弃牌区的效果 

・招式「音速斩」 

将附着于对手战斗宝可梦身上的 1 个特殊能量，放于弃牌区。 

 

●放置伤害指示物的效果 

・招式「施咒」 

给对手的战斗宝可梦身上，放置 3 个伤害指示物。 

 

●导致无法使用招式的效果 

・招式「铁律 GX」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对手所有宝可梦无法使用招式。（也包括新出

场的宝可梦。）[对战中，己方的 GX 招式只能使用 1 次。] 

 

●互换效果 



  宝可梦集换式卡牌游戏 进阶玩家向规则指南 

・招式「三重危害 GX」 

选择 1 只对手的备战宝可梦，将其与战斗宝可梦互换。然后，使新出

场的宝可梦陷入【中毒】和【灼伤】和【麻痹】状态。[对战中，己方

的 GX 招式只能使用 1 次。] 

 

【FAQ1】当处于受到招式的效果影响的状态时，即使之后再受到一个不受到招

式的效果影响的效果，已经附加于身上的招式的效果不会消失，继续生效。 

  

【FAQ2】当自己的宝可梦处于特殊状态时，即使受到不受到招式的效果影响的

效果，特殊状态也不会消失。 

 

C-18 作为这个招式使用 

◆ 是指执行被选择的招式的所有伤害和效果内容的意思。 

 

【文例 1】招式「戏法之星 GX」 

选择对手场上宝可梦所拥有的 1 个招式，作为这个招式使用。[对战

中，己方的 GX 招式只能使用 1 次。] 

 

【文例 2】招式「仿效」 

在上一个对手的回合，如果对手的宝可梦使用了招式（除 GX 招式外）

的话，则将该招式作为这个招式使用。 

 

◆ 如果没有特别的指示的话，即使不满足选择的招式的使用所需能量，也可以执行

该招式的伤害和效果内容。 

 

【FAQ1】招式「黑暗打击」 

在下一个自己的回合，这只宝可梦无法使用「黑暗打击」。 

 

前一个回合，自己的宝可梦使用招式「仿效」将对手的招式「黑暗打

击」作为这个招式使用。在下一个自己的回合，自己的宝可梦本质上

还是在使用招式「仿效」，所以仍然可以将对手的招式「黑暗打击」

作为自己的招式使用。 

 

【FAQ2】招式「红莲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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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附着于这只宝可梦身上的 3 个2能量，放于弃牌区。 

 

自己的宝可梦使用招式「仿效」将对手的招式「红莲风暴」作为这个

招式使用。但是由于自己的宝可梦身上并不附有 3 个2能量，所以

无需执行招式的说明文，只造成伤害即可。 

 

C-19 对手(双方玩家)无法从手牌使出●● 

◆ 只要这个效果在生效，对象玩家就无法从手牌拿出指定卡牌并使用。这个效果并

非附加在宝可梦身上，而是附加在玩家身上。 

 

【文例 1】招式「大声哭泣」 

这个招式，只有在后攻玩家的最初回合才可使用。在下一个对手的回

合，对手无法从手牌使出训练家。 

 

【文例 2】招式「高音波」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对手无法从手牌将特殊能量附着于宝可梦身

上。 

 

【FAQ】这个效果并非附加在宝可梦身上，而是附加在玩家身上。 

 

「高速移动」 

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正面，则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不受

到招式的伤害和效果影响。 

 

即使在上一个对手的回合，对手的宝可梦使用了招式「高速移动」而

处于不受招式的效果影响的状态，但是因为在自己的回合，自己的宝

可梦使用的招式「高音波」的效果是附加于对手玩家的效果，所以在

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对手仍然无法将特殊能量附着于宝可梦身上。 

 

C-20 查看●● 

◆ 是指将反面朝上的卡牌（牌库／奖赏卡／对手的手牌）翻到正面进行查看的意思。

查看过之后，如果没有特别的指示的话，则将该卡牌再反面朝上放回原处。 

 

【文例 1】招式「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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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对手的手牌。 

 

【文例 2】骷髅队手下 

查看对手的手牌，将其中 2 张能量，放于弃牌区。 

 

◆ 如果没有特别指示的话，由使用效果的玩家查看卡牌的正面。 

 

◆ 查看奖赏卡的正面后反面朝上放回原处时，只要奖赏卡处有空位的话，就可以不

用放回原先的地方。 

 

D 术语 
 

D-01 招式失败 

是指招式的伤害和效果全部消除的意思。 

有让对手的招式失败和让自己的招式失败 2 种。 

 

◆ 让对手的招式失败的效果 

这是给对手附加的效果。通过使用招式步骤 2.确认要使用招式的宝可梦的状态执行。

如果失败的话，这个招式不会引起任何变化，该回合结束。 

 

【文例】招式「烟幕」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受到这个招式影响的宝可梦在使用招式时，对

手将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反面则那个招式失败。 

 

◆ 让自己的招式失败的效果 

使用的招式本身的说明文中写有失败的条件。如果失败的话，则视作已经使用了招式，

该回合结束。 

 

【文例】招式「偷袭」 

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反面，则这个招式失败。 

 

◆ 如果是造成伤害的招式失败的话，即使按照伤害计算步骤的 2.造成伤害的宝可梦

身上附加的效果（例：讲究头带），伤害也不会被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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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 任意数量 

◆ 是指被指定的东西可以选择任意数量的意思。 

 

【文例 1】招式「灵魂杂耍」 

将任意数量的自己的备战宝可梦放于弃牌区，追加造成被放于弃牌

区的备战宝可梦数量×30 点伤害。 

 

【文例 2】招式「南瓜炸弹」 

在造成伤害前，将自己场上任意数量的「宝可梦道具」放于弃牌区，

追加造成其张数×40 点伤害。 

 

◆ 使用了训练家或特性的效果后，如果可以判断因为无法选择任何卡牌从而导致情

况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则无法使用该训练家或特性。 

 

D-03 所有/全部 

◆ 是指一个不剩地选择被指定的东西的意思。 

 

【文例】招式「金属声」 

将附着于双方场上宝可梦身上的特殊能量，全部放于弃牌区。 

 

D-04 选择 

◆ 是指选择指定数量的、指定的东西的意思。 

 

【文例 1】特性「龙之风」 

如果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上的话，则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 

选择 1 只对手的备战宝可梦，将其与战斗宝可梦互换。 

 

【文例 2】特性「重踏」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选择自己牌库中任意 1 张卡牌。将剩余

的牌库重洗，并将选择的卡牌放回牌库上方。 

 

◆ 必须要选择所指定的数量。如果被指定的东西不满足指定的数量的话，则选择与

指定数量最接近的数量。无法根据玩家的意愿选择比指定数量小的数字。如果被指定

的东西在指定的位置不存在的话则无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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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要选择数种东西时，各自选择其指定的数量。如果在指定的位置上只有其中 1 种

东西的话，则只选择指定数量的那个东西。 

 

【文例 3】招式「绚丽绽放 GX」 

从自己的牌库中选择从自己备战区的所有【基础】宝可梦进化而来的

卡牌各 1 张，分别放于各只宝可梦身上进行进化。并重洗牌库。[对

战中，己方的 GX 招式只能使用 1 次。] 

 

◆ 当对手在不看正面的前提下选择卡牌时，请分别参照 H. 牌库、E-33 选择自己手

牌中（最多）▲▲张●●、E-34 从反面朝上的自己的奖赏卡中选择▲▲张●●。 

 

◆ 使用了训练家或特性的效果后，如果可以判断因为无法选择任何卡牌从而导致情

况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时，则无法使用该训练家或特性。 

 

D-05 最多●● 

◆ 是指任意选择 1~指定数量范围内的被指定的东西的意思。 

 

【文例】招式「蜜蜂行军」 

将自己牌库中最多 3 张「三蜜蜂」，放于备战区。并重洗牌库。 

 

◆ 使用了训练家或特性的效果后，如果可以判断因为无法选择任何卡牌从而导致情

况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时，则无法使用该训练家或特性。 

 

◆ 当对手在不看正面的前提下选择卡牌时，请分别参照 H. 牌库、E-33 选择自己手

牌中（最多）▲▲张●●、E-34 从反面朝上的自己的奖赏卡中选择▲▲张●●。 

 

D-06 拥有 

◆ 是指用来指出对象宝可梦卡上所写的招式、弱点、抗性等的术语。 

 

【文例 1】招式「定身法」 

选择 1 个对手战斗宝可梦所拥有的招式。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受到

这个招式影响的宝可梦，将无法使用被选择的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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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例 2】特性「暗影狩猎」 

这只宝可梦，可使用自己弃牌区中的【基础】宝可梦所拥有的所有招

式。[需要满足使用招式所需能量。] 

 

◆ 因为训练家或特性等效果，而可以使用的招式，并不视作该宝可梦拥有的招式。只

有写在那张宝可梦卡牌上的招式，才是其拥有的招式。 

 

【不被视作拥有的招式的例子】 

●进化前的招式因为卡牌的效果变得可以使用 

・记忆能量 

这张卡牌，可被视作 1 个7能量。 

身上放有这张卡牌的宝可梦，可以使用所有进化前拥有的招式。[需要满足使用

招式所需能量。] 

 

D-07 ●●属性 

◆ 是指宝可梦、能量的属性（颜色）的意思。卡牌说明文中书写的属性即为宝可梦或

能量的属性。 

 

【文例】特性「自然力量」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身上附有1能量的所有自己的宝可梦，不会

受到对手的「究极异兽」的招式的伤害。 

 

D-08 所有属性的能量 

◆ 是指拥有12345689-7 10 种属性的能量的意思。 

 

【文例】彩虹能量 

当将这张卡牌从手牌使出附着于宝可梦身上时，给该宝可梦身上放置

1 个伤害指示物。只要这张卡牌，被附着于宝可梦身上，就可被视作 1

个所有属性的能量。 

如果没有被附着于宝可梦身上，则被视作 1 个7能量。 

 

【FAQ】招式「棱镜爆破」 

将附着于这只宝可梦身上的5能量全部放于弃牌区，追加造成其张数

×60 点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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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彩虹能量这种可以作为所有属性生效的能量，无法根据玩家的意愿

自由选择它的属性。因此，当使用了要将所有附着于身上的5能量放

于弃牌区的招式「棱镜爆破」时，作为所有属性生效的彩虹能量也必

须被放于弃牌区。 

 

 

D-09 使用招式所需能量 

◆ 即用招式时需要的能量。指的是宝可梦卡牌的招式名左边标记的属性和数量。 

 

【文例】特性「暗影狩猎」 

这只宝可梦，可使用自己弃牌区中的【基础】宝可梦所拥有的所有招

式。[需要满足使用招式所需能量。] 

 

D-10 撤退所需能量 

◆ 即执行【撤退】时所需的能量。指的是宝可梦卡牌右下方所指的【撤退】的地方的

能量。将与此处所指的数量相同个数的能量放于弃牌区后便可执行【撤退】。 

 

【文例 1】特性「跃跃欲逃」 

在自己最初的回合，这只宝可梦【撤退】所需能量，全部消除。 

 

【文例 2】招式「重磅冲撞」 

这个招式的伤害，会被减少相当于对手战斗宝可梦【撤退】所需能量

数量×30 点伤害的数值。 

 

D-11 增加 

◆ 是指比所指的数字更多的意思。 

 

【文例】特性「卷发」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对手战斗宝可梦【撤退】所需能量，就会增

加 1 个。 

 

◆ 如果有数个写有「增加」的效果的话，则将其效果合并计算。比如，“【撤退】所

需能量会增加 1 个”的效果被附加了 2 个的话，则【撤退】所需能量增加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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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月轮祭坛 

身上附有5或8能量的双方所有宝可梦，【撤退】所需能量各减少 2

个。 

 

针对同一张卡牌同时有“增加”和“减少”的效果的话，将其合并计

算。例如，对手场上有拥有特性「卷发」的宝可梦，同时场上拥有竞

技场“月轮祭坛”，且自己的战斗宝可梦身上附有5能量，则自己的

战斗宝可梦【撤退】所需能量最终为减少 1 个。 

 

D-12 减少 

◆ 是指比所指的数字更少的意思。 

 

【文例 1】月轮祭坛 

身上附有5或8能量的双方所有宝可梦，【撤退】所需能量各减少

2 个。 

 

【文例 2】反击增幅器 

如果自己的剩余奖赏卡张数，比对手多的话，则放有这张卡牌的宝可

梦使用招式所需能量，减少 1 个能量。 

 

◆ 如果有数个写有“减少”的效果的话，则将其效果合并计算。比如，“【撤退】所

需能量会减少 1 个”的效果被附加了 2 个的话，则【撤退】所需能量减少 2 个。 

 

D-13 消除 

◆ 是指将指定的东西视作没有的意思。 

◆ 分为消除所需能量的效果和消除规则的效果 2 种。 

●消除所需能量的效果 

 

【文例 1】特性「洛托引擎」 

如果自己的弃牌区中有 9 张以上（包含 9 张）「宝可梦道具」的话，

则这只宝可梦使用招式所需能量，全部消除。 

 

◆ 当对于同一张卡，“消除”和“D-11 增加（D-12 减少）”的效果重叠时，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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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的效果，其他的效果全部失效。 

 

【文例 2】特性「跃跃欲逃」 

在自己最初的回合，这只宝可梦【撤退】所需能量，全部消除。 

 

【FAQ1】特性「卷发」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对手战斗宝可梦【撤退】所需能量，就会增

加 1 个。 

 

对于同一张卡，“消除”和“增加”的效果重叠时，优先“消除”的

效果。所以当特性「卷发」和特性「跃跃欲逃」重叠时，【撤退】所

需能量将全部消除。 

 

●消除规则的效果 

 

【文例 3】特性「天气防守」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自己所有的 1 宝可梦的弱点，全部消除。 

 

【文例 4】特性「化学之力」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双方场上、手牌中、弃牌区中的【基础】宝

可梦的特性，全部消除。 

 

【文例 5】弗拉达利研究所 

双方场上的「宝可梦道具」效果，全部消除。 

  

【FAQ2】招式「恶之惩戒」 

造成对手场上拥有特性的宝可梦数量×50 点伤害。 

 

当对手场上有 1 只拥有特性「化学之力」的「阿罗拉 臭臭泥」和 2

只拥有特性的【基础】宝可梦时，自己的「玛狃拉」的招式「恶之惩

戒」只能给对手宝可梦造成 50 点伤害。 

 

D-14 全满 

◆ 是指身上没有被放置任何 1 个伤害指示物的宝可梦的意思。只要指定宝可梦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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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HP 和剩余 HP 之间有差，就不被视作全满状态。 

 

【文例 1】特性「结实」 

在这只宝可梦的 HP 为全满状态下，当这只宝可梦受到招式伤害而

【昏厥】时，这只宝可梦不会【昏厥】，而会以剩余「10」点 HP 的状

态留在场上。 

 

D-15 最大 HP 

◆ 是指出场宝可梦的卡面右上角所指的数字的意思。 

 

【文例 1】特性「现地集合」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自己的所有「弱丁鱼 GX」的，最大 HP 增

加「20」点，其使用的招式，给对手的战斗宝可梦造成的伤害「+20」。 

 

【文例 2】肌力哑铃 

身上放有这张卡牌的【1 阶进化】宝可梦的最大 HP 增加「40」点。 

 

◆ 因为卡牌效果而导致最大 HP 增减的情况只针对场上的宝可梦。 

 

D-16 剩余 HP 

◆ 是指用场上宝可梦的最大 HP，减去受到的伤害而得到的数字。 

 

【文例】特性「警戒色」 

如果这只宝可梦的剩余 HP 在「100」点以下（包含 100）的话，则这只

宝可梦使用的招式，给对手的战斗宝可梦造成的伤害「+80」。 

 

D-17 已经获取的奖赏卡的张数 

◆ 是指从对战开始前准备的奖赏卡中，获取的奖赏卡总数的意思。 

 

【文例】招式「美丽 GX」 

造成自己已经获得的奖赏卡张数×50 点伤害。[对战中，己方的 GX 招

式只能使用 1 次。] 

 

◆ 查看自己已经获取的奖赏卡张数时，如果是 60 张卡的卡组的话，则计算从 6 张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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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卡中已经获取的奖赏卡张数，40 张卡的卡组的为 4 张，30 张卡的卡组的话则为 3

张。 

 

D-18 拥有规则的宝可梦 

◆ 是指在卡面上写有“●●（的）规则”的宝可梦。规则有很多种，这里指的是它的

统称。 

 

◆ 也有一些拥有规则的宝可梦，其规则和“对手获取的奖赏卡数量”无关 

 

【FAQ】棱镜之星的规则 

在 1 副卡组中只能放入 1 张同名的棱镜之星卡。这张卡牌不会被放入

弃牌区，而会被放入放逐区。 

 

◆ 当卡牌上未记载“规则”时，则不视为拥有规则的宝可梦 

 

D-19 继承 

◆ 是指当有 2 张卡牌发生重叠放置或互换时，将其中 1 张卡牌身上附加的效果转给

另 1 张卡牌的意思。 

 

【文例】默丹 

将自己弃牌区中的 1 张8属性的【基础】宝可梦，与自己场上的 1 只

宝可梦互换（继承所有放于其身上的卡牌、伤害指示物、特殊状态、

附加于身上的效果等等）。将被互换的宝可梦放于弃牌区。 

 

◆ 同样继承在该回合使用过的特性信息。 

 

E 其他说明文 
 

E-01 下一个对手的回合 

◆ 是指使用了有这个说明文的招式的回合后紧接着的对手的回合。不包含宝可梦检

查。这个说明文后面的内容，会在紧接着的对手的回合中生效。 

 

【文例 1】招式「装甲压制」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所受到的招式的伤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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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例 2】招式「变圆」 

抛掷 1 次硬币如果为正面，则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这只宝可梦不受

到招式的伤害。 

 

E-02 下一个自己的回合 

◆ 是指使用了有这个说明文的招式的回合后紧接着的自己的回合。不包含宝可梦检

查。这个说明文后面的内容，会在紧接着的自己的回合中生效。 

 

【文例】招式「等离子斩」 

在下一个自己的回合，这只宝可梦无法使用招式。 

 

E-03 受到招式的伤害时 

◆ 是指受到 10 点以上（包含 10 点）招式伤害的时候的意思。当受到对手宝可梦的招

式的伤害进行计算时，如果伤害数值为 0 点或以下的话，则被视作不受到伤害。 

 

◆ 这个说明文后的内容，视作 6.对手宝可梦受到伤害时生效的效果，在受到招式的

伤害和效果后执行。 

 

【文例 1】龙之钩爪 

身上放有这张卡牌的0宝可梦，在战斗场上受到对手宝可梦的招式

的伤害时，给使用了招式的宝可梦身上放置 3 个伤害指示物。 

 

【文例 2】招式「陷阱甲壳」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当这只宝可梦受到招式的伤害时，将 8 个伤

害指示物放置于使用了招式的宝可梦身上。 

 

◆ 当受到比剩余 HP 更多或相同的伤害时，在执行完这个说明文后续内容后该宝可梦

会【昏厥】。 

 

◆ 当有数张卡牌的 6.对手宝可梦受到伤害时生效的效果，同时生效时，受到招式伤

害的宝可梦的持有者可按任意顺序执行。 

 

E-04 每次【昏厥】时(【昏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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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放置于宝可梦身上的伤害指示物的数值大于或等于该宝可梦的剩余 HP 而导

致该宝可梦【昏厥】的时候的意思。 

 

◆“每当【昏厥】时”之类的说明文也是同样的意思。 

 

【文例 1】祈愿接力棒 

身上放有这张卡牌的宝可梦，在战斗场上受到对手的招式的伤害而

【昏厥】时，将附着于这只宝可梦身上的最多 3 张基本能量，转附于

自己的 1 只备战宝可梦身上。 

 

【文例 2】学习装置 

每当自己的战斗宝可梦，受到对手的招式伤害而【昏厥】时，可将附

着于该宝可梦身上的 1 张基本能量，转附于身上放有这张卡牌的宝可

梦身上。 

 

◆ 此说明文后续的效果在【昏厥】的处理步骤 2.时执行。效果执行后，将【昏厥】的

宝可梦放于弃牌区。 

 

◆ 当同时有数只宝可梦【昏厥】，并同时执行数张卡牌的【昏厥】的处理步骤 2.的效

果时，由【昏厥】的宝可梦的持有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执行的顺序。当执行完所有

效果时，将所有【昏厥】的宝可梦放于弃牌区。 

 

E-05 从手牌使出进行进化时 

◆ 是指在自己的回合执行“从手牌使出宝可梦进行进化”的意思。主要是出现在特

性的说明文中。 

 

【文例 1】特性「金蝉脱壳」 

在自己的回合，当将这张卡牌从手牌使出并进行进化时，可使用 1 次。

将自己弃牌区中的 1 张「脱壳忍者」，放于备战区。 

 

【文例 2】特性「女王的威严」 

在自己的回合，当将这张卡牌从手牌使出并进行进化时，可使用 1 次。

查看对手的手牌，将其中 1 张卡牌，放于弃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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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明文后续的效果，只有在从手牌使出卡牌并使宝可梦进化时才可执行。“进

行进化时，可使用 1 次”类的特性，如果在进化之后先执行了其他行动的话，则无法

再使用特性了。 

 

【FAQ】神奇糖果 

将自己手牌中的 1 张【2 阶进化】宝可梦，放于自己场上 1 只能够进化

成该宝可梦的【基础】宝可梦身上进行进化。（在自己最初的回合，以

及对这个回合刚出场的【基础】宝可梦无法使用。） 

 

使用「神奇糖果」的效果，将场上的【基础】宝可梦直接进化成【2 阶

进化】宝可梦时，因为也是视作从手牌使出宝可梦进行进化，所以仍

然可以使用说明文中的特性。 

 

E-06 从手牌放于备战区时 

◆ 是指在自己的回合执行“从手牌将【基础】宝可梦放于备战区”的意思。主要出现

在特性的说明文中。 

 

【文例】特性「生榨」 

在自己的回合，当将这张卡牌从手牌使出放于备战区时，可使用 1 次。

将自己牌库中最多 3 张基本能量，放于弃牌区。并重洗牌库。 

 

◆ 这个说明文后续的效果，只有在从手牌放于备战区时才可执行。“放于备战区时，

可使用 1 次”类的特性，如果放于备战区后先执行了其他行动的话，则无法再使用特

性了。 

 

E-07 每次附着能量时（附着能量时） 

◆ 是指在自己的回合“从手牌将能量附着于宝可梦身上”，或因为卡牌的效果给宝

可梦身上附着能量时的意思。 

 

【文例 1】瞬移能量 

这张卡牌，可被视作 1 个7能量。 

当将这张卡牌从手牌使出附着于战斗宝可梦身上时，将该宝可梦与

备战宝可梦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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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例 2】特性「能量进化」 

在自己的回合，从自己的手牌将基本能量附着于这只宝可梦身上时，

可使用 1 次。将与被附着的能量相同属性的，从这只宝可梦进化而来

的卡牌，从自己的牌库中选择 1 张，放于这只宝可梦身上进行进化。

并重洗牌库。 

 

◆ 这个说明文的后续内容，只有从手牌将能量附着于宝可梦身上时才能执行。“每

当附着能量时，可使用 1 次”类的特性，如果在附着能量后先执行了其他的行动的话，

则无法再使用特性了。 

 

◆ 当每次附着能量都会生效的效果有数张卡牌同时生效时，由受到该效果的宝可梦

的持有者的意愿来决定顺序。 

 

【FAQ】特性「和声」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当从手牌将能量附着于自己的宝可梦身上时，

可以同时最多附着 2 张。（因招式、「和声」以外的特性、训练家而附

着能量的情况除外。） 

 

当自己场上有「和声」特性的宝可梦时，由于 1 回合可以同时附着最

多 2 张手牌中的能量，所以“每当附着能量时，可使用 1 次”的效果，

也相当于最多可以同时生效 2 次。 

 

 

E-08 每次宝可梦检查时 

◆ 是指每次宝可梦检查时执行的行动的意思。这个说明文后续的效果被视作宝可梦

检查时生效的特性或训练家的效果。 

 

【文例】惩戒祠堂 

每当宝可梦检查时，给双方的所有「宝可梦 GX·EX」身上，各放置 1

个伤害指示物。 

 

◆ 每次宝可梦检查时有数个效果同时生效时，由受到该效果的宝可梦的持有者的意

愿决定执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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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9 在造成伤害前 

◆ 是指在使用招式时首先执行的行动的意思。这个说明文后续的效果在使用招式的

步骤 3.执行。 

 

【文例 1】招式「南瓜炸弹」 

在造成伤害前，将自己场上任意数量的「宝可梦道具」放于弃牌区，

追加造成其张数×40 点伤害。 

 

【文例 2】招式「啄落」 

在造成伤害前，将放于对手战斗宝可梦身上的「宝可梦道具」放于弃

牌区。 

 

E-10 若希望 

◆ 这个说明文的后续效果，由使用该效果的玩家来决定是否执行。 

 

【文例 1】招式「折返瞬击」 

若希望，可将这只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 

 

【文例 2】招式「自然制裁」 

若希望，可将附着于这只宝可梦身上的能量，全部放于弃牌区。这种

情况下，追加造成 60 点伤害。 

 

◆ 如果没法执行“若希望”后续的说明文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效果也无

法执行。 

 

E-11 如果在上一个对手的回合自己的宝可梦【昏厥】的话 

◆ 是指查看在上一个对手的回合对象宝可梦是否【昏厥】。如果【昏厥】了的话，则

可执行说明文后续内容。 

 

【文例】招式「报仇」 

在上一个对手的回合，如果因为招式的伤害，而导致自己的宝可梦【昏

厥】的话，则追加造成 90 点伤害。 

 

◆ 在上一个对手的回合，即使自己有数只宝可梦【昏厥】，这个说明文后续的伤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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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或效果也只执行 1 次。 

 

◆ “如果【昏厥】了的话”并不是招式的效果，所以写有这个说明文的宝可梦即使因

为训练家或特性的效果回到过备战区，这个说明文后续的效果仍然需要被执行。 

  

E-12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次 

◆ 是指对象特性可以使用指定次数的意思。 

 

【文例 1】特性「精神移行」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任意次。将 1 个附着于自己场上宝可梦身上的

5能量，转附于自己其他宝可梦身上。 

 

【文例 2】特性「太阳之恩」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将自己牌库中 1 张1宝可梦，在给对

手看过之后，加入手牌。并重洗牌库。 

 

◆ 由自己宣告想要使用特性。如果没有特别的指示的话，只能使用自己场上宝可梦

的这类特性。 

 

◆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即为每个自己的回合有 1 次机会使用。另外，如果

有数只宝可梦拥有相同的特性的话，每有 1 只宝可梦便可使用 1 次。 

 

◆ 使用了 1 个回合只能使用 1 次的特性的宝可梦离场后再一次回到场上，会被视作与

之前使用过特性的宝可梦不同的新宝可梦，所以可以再使用一次该特性。 

 

E-13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 

◆ 是指写有这个说明文的宝可梦在场上期间生效的特性。 

 

【文例 1】特性「自然力量」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身上附有1能量的所有自己的宝可梦，不

会受到对手的「究极异兽」的招式的伤害。 

 

◆ 写有这个说明文的特性，必须在自己场上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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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宝可梦在场上时就生效的特性中，也有些不会写有这类说明文。 

 

【文例 2】特性「电气浮游」 

如果这只宝可梦身上附着有能量的话，则这只宝可梦【撤退】所需能

量，全部消除。 

 

◆ 有些特性只有当该宝可梦在战斗场或备战区时才生效。 

 

【文例 3】特性「苦味花粉」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上，对手的【基础】宝可梦无法使用招式。 

  

E-14 在这个回合，如果已经使用了别的「●●」的话，则无法使用这个特性 

◆ 如果使用了写有这个说明文的特性的话，则在该回合无法再使用与其名称相同的

特性了。 

 

◆ 如果自己场上有与写有这个说明文的特性相同名称的特性的话，则只能使用其中

的 1 个特性。 

 

◆ 即使使用了这个特性的宝可梦离开场上，在同一个回合中，其他的宝可梦也无法

使用相同名称的特性。 

 

E-15 这个效果，无论拥有这个特性的宝可梦有多少只，都不会叠加 

◆ 不论有多少只拥有写有这个说明文的特性的宝可梦，这个特性都不会重复生效。 

 

【文例】特性「密林霸主」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附着于自己场上宝可梦身上的所有基本1能

量，各被视作 2 个1能量。这个效果，无论拥有这个特性的宝可梦有

多少只，都不会叠加。 

 

◆ 即使拥有写有这个说明文的特性的宝可梦存在 2 只或以上，也只能使用其中 1 只

宝可梦的特性。 

 

E-16 因为这个【中毒】而放置的伤害指示物的数量变为●●个 

◆ 是指给予对手与普通的【中毒】不同的效果的意思。在宝可梦检查时因【中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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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的伤害指示物数量会增加。 

 

【文例】招式「三倍毒液」 

使对手的战斗宝可梦陷入【中毒】状态。因这个【中毒】而放置的伤

害指示物数量变为 3 个。 

 

◆ 这种【中毒】可以与普通的【中毒】通过同样的方法进行恢复。当处于这种特殊的

【中毒】的状态后又受到普通的【中毒】时，会被新的【中毒】状态所覆盖。 

 

◆ 同样当处于普通的【中毒】状态后又受到这种特殊的【中毒】状态时，也会被新的

【中毒】状态所覆盖。 

 

E-17 如果这张卡牌在●●的话，则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 

◆ 不在场上，而在说明文中所指的地方时可以使用的特性。 

 

【文例 1】特性「翻山」 

如果这张卡牌在手牌的话，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如果使用了

的话，则将这张卡牌放于放逐区。查看对手牌库上方 1 张卡牌，再放

回原处。如果那张卡牌是支援者的话，若希望，则可将其放于放逐区。 

 

【文例 2】特性「复原」 

如果这张卡牌在弃牌区的话，则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将这张

卡牌放于备战区。然后，将自己弃牌区中的 1 张8能量，附着于这张

卡牌身上。 

 

◆ 如果写有“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每次自己的回合都可以使用 1 次。如果

有数张相同特性的卡牌的话，则每有 1 张可以使用 1 次。 

 

◆ 如果使用了特性的卡牌离开了指定区域后又返回原先的区域，则该卡牌会被视作

另一张卡牌，可以再一次使用其特性。 

 

E-18 并重洗牌库 

◆ 查看牌库后，将牌库放回原处时执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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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例 1】特性「太阳之恩」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将自己牌库中 1 张1宝可梦，在给对手

看过之后，加入手牌。并重洗牌库。 

 

【文例 2】招式「光合作用」 

将自己牌库中的 1 张1能量，附着于自己的宝可梦身上。并重洗牌库。 

 

◆ 因为卡牌的效果而查看牌库的内容，将看过的卡牌放回牌库时，为了让卡牌的顺

序变得不规则且双方玩家都无法掌握牌库的信息而针对牌库进行重洗。当因为“将牌

库中●●加入手牌”的效果查看过牌库内容时，即使没能选到指定的卡牌，也必须要

把牌库重洗。 

 

E-19 ●●。然后，▲▲ 

◆ 前文中的效果被执行的话，紧接着执行后文的内容。 

 

【文例 1】特性「不可视闪光」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将自己手牌中的 2 张4能量，放于放逐

区。然后，使对手的战斗宝可梦陷入【麻痹】状态。 

 

【文例 2】特性「交易」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将自己的 1 张手牌放于弃牌区。然后，

从牌库上方抽取 2 张卡牌。 

 

◆ 只要执行了至少一个前文所写的内容，就需要执行“然后”后续的内容。如果前

文所写的内容一个也没有执行过的话，则不执行“然后”后续的内容。 

 

【FAQ】伙星 

从自己的牌库上方抽取 2 张卡牌。然后，在不看正面的前提下，将对手

的 1 张手牌放于弃牌区。 

 

可以不执行“然后”后续内容，只执行前文的内容。因此，即使对手处

于 1 张手牌也没有的状态下，也可以从自己的牌库上方抽取 2 张卡牌。 

 

E-20 回合结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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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招式处理结束后，或者不使用招式直接结束回合的时间点的意思。不包含在

宝可梦检查中，指的是宝可梦检查开始前的时间点。 

 

【文例】招式「毁灭之梦」 

使这只宝可梦陷入【睡眠】状态。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结束时，受到

这个招式影响的对手宝可梦【昏厥】。 

 

◆ 在回合结束时如果有数个效果生效的话，则由受到该效果的卡牌的持有人决定生

效顺序。 

 

【文例 3】卡奇 

如果使用了这张卡牌的话，则自己的回合结束。 

将自己牌库中最多 4 张2能量，附着于自己的 1 只宝可梦身上。并重

洗牌库。 

 

E-21 在下一个自己的回合结束前 

◆ 如果使用了写有这个说明文的招式／训练家／特性等，则该效果从这个自己的回

合一直持续到下一个自己的回合结束。 

 

◆ 在宝可梦检查期间依然生效。 

 

E-22 在下一个对手的回合结束前 

◆ 如果使用了写有这个说明文的招式／训练家／特性等，则从自己的回合开始，到

之后紧接着的对手回合结束，效果一直持续。 

 

◆ 在自己的回合结束后、下一个对手的回合开始前的宝可梦检查期间依然生效。 

 

E-23 在这个回合，如果从●●进化而来的话 

◆ 是指在使用了写有这个说明文的招式的回合，查看使用这个招式的宝可梦是否有

经历过进化的意思。如果经历过了进化，则执行这个说明文后续的内容。 

 

【文例 1】招式「波导击」 

在这个回合，如果这只宝可梦从「利欧路」进化而来的话，则追加造

成 90 点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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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例 2】招式「袭击」 

在这个回合，如果这只宝可梦从「斑斑马」进化而来的话，则追加造

成 90 点伤害。 

 

【FAQ】特性「万能进化」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从手牌中使出【1 阶进化】宝可梦，放于这只宝可

梦身上进行进化。（在自己最初的回合，以及这只宝可梦刚出场的回合

除外。） 

 

在这个回合，通过百变怪的特性「万能进化」而进化而来的“路卡利欧”，

由于不是从“利欧路”进化而来的，所以其「波导击」不会追加造成 90

点伤害。 

 

◆ “进化而来的话”这个条件并不是招式的效果。所以写有这个说明文的宝可梦，

即使因为训练家或特性的效果回到备战区，这个说明文后续的效果也会被执行。 

 

E-24 在这个回合，如果这只宝可梦被从备战区放于战斗场的话 

◆ 是指在使用了写有这个说明文的招式的回合，查看使用了这个招式的宝可梦是否

是从备战区被放入战斗场的。放入战斗场的方法包括训练家、特性或使用了【撤退】。

如果是从备战区被放入战斗场的话，则执行说明文后续的内容。 

 

【文例】招式「迎头一击」 

在这个回合，如果这只宝可梦从备战区被放于战斗场上的话，则追加造

成 90 点伤害。 

 

◆ “被从备战区放于战斗场的话”这个条件，并不是招式的效果。即使因为训练家

或特性的效果执行了数次从备战区被放于战斗场的行动，这个说明文后续的内容也只

能执行 1 次。 

 

E-25 在这个回合，如果从手牌使出了支援者的话 

◆ 是指在使用了写有这个说明文的招式的回合，查看是否有在自己的回合执行过

“从手牌使出支援者”的行动。如果使出了支援者的话，则执行该说明文后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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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例】招式「感应射线」 

在这个回合，如果从手牌使出了支援者的话，则追加造成 90 点伤害。 

 

E-26 在这个回合，如果这只宝可梦回复了 HP 的话 

◆ 是指在使用了写有这个说明文的招式的回合，查看使用了这个招式的宝可梦是否

回复过“10”点或更多 HP。如果回复过的话，则执行说明文后续的内容。 

 

◆ “回复过的话”这个条件不是招式的效果。即使宝可梦的 HP 回复过数次，这个说

明文后续的伤害计算和效果也只执行 1 次。另外，即使回复过后返回备战区，或是在

备战区回复过后被放于战斗场，也要执行这个说明文后续的内容。 

 

E-27 这个招式，即使●●也可使用 

◆ 即使在规则上宝可梦处于不能使用招式的状态，只要满足指定的状况，那就依然

可以使用招式。 

 

◆ 即使不处于指定状况，只要在规则上处于可以使用招式的状态，就可以使用写有

这个说明文的招式。 

 

【文例】招式「快速突袭」 

这个招式，即使是先攻玩家的最初回合也可以使用。 

 

E-28 因【灼伤】而放置的伤害指示物的数量变为●●个 

◆ 是指给予对手比普通的【灼伤】更强力的效果。在宝可梦检查时因【灼伤】放置的

伤害指示物会变为说明文中指定的个数。 

 

【文例】特性「炽热斗志」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场上，对手的战斗宝可梦，因【灼伤】而放置的伤害

指示物数量变为 6 个。 

 

【FAQ】当有数个这类说明文中的效果生效时，只执行 1 次这些效果中数值最大

的那一个效果。 

 

如果在自己从场上有数只拥有特性「炽热斗志」的宝可梦，该特性的效

果并不会重复，在宝可梦检查时放置的伤害指示物的数量为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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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9 ●●从手牌使出▲▲时，不受其效果影响 

◆ 只要这个效果生效的卡牌在场上的话，即使●●从手牌使出了说明文指定的卡牌，

也不受其效果影响。 

 

◆ 这个效果生效的情况下，虽然无法给予说明文中写有的卡牌的效果，但是卡牌本

身是可以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执行其他的效果。 

 

【文例 1】特性「紧张感」 

这只宝可梦，当对手从手牌使出物品或者支援者时，不受其效果影响。 

 

【文例 2】雷霆山◇ 

双方场上 4宝可梦使用招式所需能量，各减少 1 个4能量。 

只要这张竞技场在场上，双方玩家从手牌使出物品或支援者时，不受

其效果影响。 

 

【FAQ1】古兹马 

选择 1 只对手的备战宝可梦，将其与战斗宝可梦互换。然后，将自己

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 

 

在对手的备战区只有一只拥有特性「紧张感」的宝可梦时，也可以使

用支援者「古兹马」。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无法让对手进行互换宝可梦

的行动，所以也无法执行“然后”后续的内容，将使用后的「古兹马」

放于弃牌区。 

 

【FAQ2】离洞绳 

双方玩家，各将自己的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互换由对手开

始执行。备战区没有宝可梦的玩家不用执行互换。） 

 

即使对手的备战区只有一只拥有特性「紧张感」的宝可梦，也可以使

用物品「离洞绳」让对手将其战斗宝可梦与备战宝可梦互换。因为受

到「离洞绳」效果的是战斗宝可梦。 

 

E-30 在自己的回合，如果将●●张自己的手牌放于弃牌区的话，则可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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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将自己的手牌放于弃牌区作为使用特性的条件的说明文。 

 

◆ 每次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另外如果有数张相同特性的卡牌的话，则每 1 张可

以使用 1 次。 

 

◆ 如果无法执行这个说明文后续内容的话，则无法使用该特性。 

 

◆ 如果无法执行这个说明文的内容，则无法使用该特性。 

 

【FAQ】如果自己的手牌中没有卡牌的话，也无法使用“如果将●●卡牌放于弃

牌区后，则可使用 1 次”类的特性。 

 

E-31 在加入手牌前 

◆ 从牌库上方抽取卡牌，或者拿取奖赏卡时可以使用的效果的说明文。 

 

◆ 是指在查看过反面朝上的卡牌的正面后，加入手牌之前的时间点的意思。 

 

【文例】特性「对星许愿」 

在自己的回合，当从反面朝上的自己的奖赏卡中拿取了这张卡牌时，如

果自己的备战区有空位的话，则在加入手牌前可以使用。将这只宝可梦

放于自己的备战区，并额外拿取 1 张奖赏卡。 

 

◆ 如果拥有这个效果的卡牌有 2 张或以上时，在加入手牌前，一张一张执行其效果。 

 

◆ 因为这个效果而将卡牌放于场上时，那张卡牌不被视作从手牌放出的卡牌。 

 

E-32 这个招式，如果●●的话则仅需■■个▲▲能量便可使用 

◆ 是指如果满足条件的话，使用招式所需能量会减少的意思。 

 

【文例】招式「月帆」 

这个招式，如果双方的剩余奖赏卡张数共计 6 张的话，则仅需 1 个9能

量便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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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受到了使用招式所需能量“增加（减少）”的效果，也可以不受其影响，根据

说明文中写有的条件使用招式。 

 

【FAQ】特性「柔软粘膜」 

只要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上，对手宝可梦使用招式所需能量，就会增加

1 个7能量。 

 

如果双方的剩余奖赏卡张数共计 6 张的话，即使对手的战斗宝可梦拥有

特性「柔软粘膜」，自己的宝可梦也仅需 1 个9能量便可使用招式「月

帆」。 

 

E-33 选择自己手牌中(最多)▲▲张●● 

◆ 是指从自己的手牌中选择（最多）▲▲张卡牌的意思。 

 

◆ 选择数张卡牌时，可以选择比指定的数量少的卡牌。也可以 1 张卡牌都不选，此时

选择卡牌的行为结束。但是，如果受到的指示为“选择自己手牌中（最多）▲▲张任

意卡牌”的话，即没有指定●●卡牌的种类的话，则必须要选择指定张数的卡牌。 

 

◆ 其他的动作，与 D-05 最多●●张相同。 

 

E-34 从反面朝上的自己的奖赏卡中选择▲▲张●● 

◆ 是指从反面朝上的自己的奖赏卡中选择▲▲张卡牌的意思。 

 

◆ 当要选择数张卡牌时，可以选择比指定数量少的卡牌。也可以 1 张卡牌都不选，此

时选择卡牌的行为结束。但是，如果受到的指示为“选择自己奖赏卡中（最多）▲▲

张任意卡牌”的话，即没有指定●●卡牌的种类的话，则必须要选择指定张数的卡牌。 

 

◆ 其他的动作，与 D-05 最多●●张相同。 

 

【文例】格拉吉欧 

查看所有反面朝上的自己的奖赏卡，将其中 1 张卡牌，与这张「格拉吉

欧」互换后，加入手牌。然后，将这张「格拉吉欧」与剩余的奖赏卡反

面朝上重洗，作为奖赏卡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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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5 将●●反面朝上重洗。 

◆ 是指将卡牌反面朝上重洗，使得卡牌的顺序变得不规则，让双方玩家无法掌握其

信息的意思。 

 

◆ 重洗时不可查看卡牌的正面。 

 

◆ 如果●●中 1 张卡牌都没有的话，则无法重洗。 

 

【文例 1】裁判 

双方玩家，各将所有手牌放回牌库并重洗牌库。然后，各从牌库上方

抽取 4 张卡牌。 

 

【文例 2】格拉吉欧 

查看所有反面朝上的自己的奖赏卡，将其中 1 张卡牌，与这张「格拉

吉欧」互换后，加入手牌。然后，将这张「格拉吉欧」与剩余的奖赏

卡反面朝上重洗，作为奖赏卡放置。 

 

E-36 将●●放回牌库并重洗牌库。 

◆ 是指将●●放回牌库，并重洗牌库的意思。 

 

◆ 重洗时不可查看卡牌的正面。 

 

◆ 当●●和牌库中的卡牌合计只有 1 张时，也视作重洗过了牌库。 

 

【文例】超级球 

查看自己牌库上方 7 张卡牌。可将其中 1 张宝可梦，在给对手看过之后，

加入手牌。将剩余的卡牌放回牌库并重洗牌库。 

 

【FAQ】模仿少女 

将自己的手牌全部放回牌库并重洗牌库。然后，从自己的牌库上方抽取

与对手的手牌相同张数的卡牌。 

 

即使自己的手牌只有 1 张「模仿少女」，也可以使用这个张「模仿少女」。

这种情况下，重洗过自己的牌库后，从牌库上方抽取与对手的手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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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数的卡牌。 

 

E-37 ●●中，拥有「▲▲」招式的宝可梦。 

◆ 是指在●●中，卡面上写有▲▲招式的宝可梦的意思。 

 

【文例】特性「蹭脸集会」 

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将自己牌库中 1 张拥有「蹭蹭脸颊」招式

的宝可梦，在给对手看过之后，加入手牌，并重洗牌库。 

 

◆ 如果没有特别指示●●，则指的是自己场上卡面上写有▲▲招式的宝可梦。 

 

◆ 因训练家卡或宝可梦的特性等效果，而使得宝可梦可以使用的额外的招式，不视

为拥有该招式。仅为该宝可梦卡卡面上写有的招式，视为拥有该招式。 

 

【不视为拥有该招式的例子】 

●进化后的宝可梦，因卡牌的效果而可以使用其进化前的宝可梦的招式

的场合 

【文例】记忆能量 

这张卡牌，可被视作 1 个7能量。 

身上放有这张卡牌的宝可梦，可以使用所有进化前拥有的招式。

[需要满足使用招式所需能量。] 

 

●因训练家卡的效果而可以使用的特别的招式 

【文例】龙 Z 龙爪 

身上放有这张卡牌的，拥有招式「龙爪」的宝可梦，可以使用

这张卡牌上的 GX 招式。[需要满足使用招式所需能量。] 

777巨龙燃烧 GX   80×  

将附着于这只宝可梦身上的基本能量，全部放于弃牌区，造成

其张数×80 点伤害。[对战中，己方的 GX 招式只能使用 1 次。] 

 

E-38 这场对战（算作）●●胜利/败北。 

◆ 是指以 I-E 中所规定的胜败判定方法以外的形式，决出对战胜负的意思。 

 

【文例 1】特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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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只宝可梦在战斗场上的话，则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 1 次。如

果自己全部备战宝可梦身上放置的所有伤害指示物达到 66 个以上（包

含 66 个）的话，则这场对战算作自己的胜利。 

 

【文例 2】招式「华丽赌注」 

抛掷 3 次硬币，造成正面次数×100 点伤害。如果全部为反面，则这场

对战己方败北。 

 

【FAQ】这个效果，并不属于施加于玩家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