噴火龍爭奪戰將從 10 ⽉ 18 ⽇（⼀）起開打，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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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注意事項
比賽活動時間表
第⼀階段：噴火龍V SR 店家賽
第⼆階段：噴火龍VMAX HR 店家預選賽
第三階段：噴火龍VMAX HR 地區決賽
參賽辦法
線上報名⽅法
需準備之物品
牌組構築規則及參加資格
賽事實況資訊
FA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之注意事項

1. 所有參與⼈員均需全程配戴⼝罩，並配合主辦單位及各店家防疫守則。
2. 由境外返港 14 天內，或正在進⾏⾃主 / 居家健康管理的玩家將謝絕入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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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Facebook 粉絲專⾴。
活動時間表

第⼀階段：噴火龍V SR 店家賽
10 ⽉ 18 ⽇（⼀）～ 11 ⽉ 14 ⽇（⽇）
第⼆階段：噴火龍GX HR 店家賽
11 ⽉ 15 ⽇（⼀）～ 12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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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噴火龍VMAX HR 地區決賽
確定⽇期後於官⽅ Facebook 粉絲專⾴「Pokémon TCG Hong Kong」公開

比賽注意事項

•
•
•
•
•
•

•
•

報名將依報名順序進⾏，若複數報名或假冒名額，⼀經查證則將禁⽌參加 2022 ⼀整年度的寶可夢官⽅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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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18歲之孩童必須要攜帶家長參加之同意書正本。
⼤會當⽇若需缺席請務必事前連絡告知，無故缺席者將被禁⽌未來參加寶可夢官⽅比賽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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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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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玩家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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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關
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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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其他問題可以寄信到 ptcg@sakasaka.com.hk 詢問。

需準備之物品

寶可夢硬幣
各種的寶可夢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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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張卡牌構築的牌組及使⽤ 4 張獎賞卡規則

可使⽤卡牌

僅可使⽤比賽過程中獲得的產品所開到的卡牌。
*限制賽不使⽤構築賽的禁卡表，所有開到的牌皆可使⽤。

參加資格

熟知「寶可夢集換式卡牌遊戲」之基本對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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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ps://hk.portal-pokemon.com/special/card/about/pdf/rulebook.pdf

比賽參賽/獎品閃卡

噴火龍鏡⾯特卡

丹帝鏡⾯特卡

萊希拉姆&噴火龍GX UR
臺港限量：1,000 張

噴火龍GX SR

噴火龍V SR
臺港限量：1,500 張

噴火龍GX HR

噴火龍VMAX HR
臺港限量：500 張

第⼀階段：噴火龍V SR 店家賽

比賽資訊

賽事地點

時間

參加費⽤
參賽獎品

全港各道館店家

2021 年 10 ⽉ 18 ⽇（⼀）~ 2021 年 11 ⽉ 14 ⽇（⽇）（五六⽇及例假⽇）
需於道館店家購買 $360 的任⼀系列補充包⼀盒。
*不包含 <AC1 眾星雲集組合篇>, <AC2 美夢成真組合篇>, <S4a 閃⾊明星V>, <S8a 25 週年
收藏版>

「噴火龍爭奪戰—噴火龍特卡」⼀張（可能會是噴火龍 GX SR 特卡！）

比賽形式
個⼈賽（四張獎賞卡規則）

形式

參賽即贈 <AS5 雙倍爆擊>⾄<SC2 無極⼒量> 中任⼀起始牌組⼀個。 (每週輪替⼀
次）
憑起始牌組參加參加四輪單淘挑戰賽。比賽為兩階段賽事，第⼀階段為4⼈淘汰賽，
淘汰賽出線的玩家可進入第⼆階段決賽。於決賽獲得兩勝者可獲得噴火龍V SR ⼀
張。
※在無法分出勝負的情況下視為雙敗
※對戰中不可使⽤電⼦產品。

每輪時間
牌組·卡牌交換

25 分鐘
僅能使⽤於參加時所獲得的起始牌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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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下⽅式決定勝敗。

條件①
• 有⼀⽅獎賞卡在2張以下
→獎賞卡少的⼀⽅，獲得勝利。獎賞卡相同的情況
→繼續打，直到有⼈獲得勝利條件或是獎賞卡比較少。
條件②
• 雙⽅獎賞卡都在3張以上
→繼續打直到獲得勝利條件或是有⼀⽅獎賞卡在2張以下獲勝。
→如果還是分不出勝負，則打獎賞卡⼀張的驟死戰。

報名⽅式
https://reurl.cc/6D5E4b
10 ⽉ 12 ⽇（⼆）起每週⼆中午 12:00 開始報名，隔週⼆公布當週末參賽名單。
隔週⼆於官⽅ Facebook 粉絲專⾴「Pokémon TCG Hong Kong」公布當週末參賽名單。
每週每⼈限報名⼀次，重複報名將無法參加抽選。每週須重新報名。
公布名單後參賽名額未額滿之店家將接受店家報名，請逕⾏與各店家聯繫。
比賽流程
10 ⽉ 18 ⽇（⼀）~ 10 ⽉ 24 ⽇（⽇） 使⽤ <AS5 雙倍爆擊>起始牌組
10 ⽉ 25 ⽇（⼀）~ 10 ⽉ 31 ⽇（⽇）使⽤ <AS6 傳說交鋒> 起始牌組
11 ⽉ 1 ⽇（⼀）~ 11 ⽉ 7 ⽇（⽇）使⽤ <SC1 劍&盾> 起始牌組
11 ⽉ 8 ⽇（⼀）~ 11 ⽉ 14 ⽇（⽇）使⽤ <SC2 無極⼒量> 起始牌組

第⼆階段：噴火龍GX HR 店家賽

比賽資訊

賽事地點

時間

參加費⽤

參賽獎品

全港各道館店家

2021 年 11 ⽉ 15 ⽇（⼀）~ 2021 年 12 ⽉ 12 ⽇（⽇）（五六⽇及例假⽇）
需購買 15 包 <S4 驚天伏特攻擊>, <S5 ⼀擊⼤師/連擊⼤師>, <S6 銀⽩戰槍/漆⿊幽魂>,
<S7 摩天巔峰/蒼空烈流> 或 <S8 匯流藝術
*若欲購買的系列售完，將以現場實際可提供的系列為準
**15 包須為相同系列

「噴火龍爭奪戰—噴火龍特卡」⼀張（可能會是噴火龍 GX SR 特卡！）

比賽形式
個⼈賽（四張獎賞卡規則）
※以所購買的產品構築出⼀副 40 張的套牌（店家會備有供構築套牌使⽤的基本能
量），參加四輪單淘挑戰賽，四連勝者可獲得噴火龍GX HR特典卡⼀張及 噴火龍
VMAX HR 地區決賽⼀輪輪空 。
形式

※對戰中不可使⽤電⼦產品。

*同名卡不可使⽤超過四張。

※在無法分出勝負的情況下視為雙敗
※對戰中不可使⽤電⼦產品。

牌組·卡牌交換

25 分鐘
以所購買的產品構築出⼀副 40 張的套牌（*同名卡不可使⽤超過四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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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下⽅式決定勝敗。

條件①
• 有⼀⽅獎賞卡在2張或以下
→獎賞卡少的⼀⽅，獲得勝利。獎賞卡相同的情況
→繼續打，直到有⼈獲得勝利條件或是獎賞卡比較少。
條件②
• 雙⽅獎賞卡都在3張或以上
→繼續打直到獲得勝利條件或是有⼀⽅獎賞卡在2張或以下獲勝。
→如果還是分不出勝負，則打獎賞卡⼀張的驟死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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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輪時間

報名⽅式
https://reurl.cc/WXGkZ
11 ⽉ 9 ⽇（⼆）起每週⼆ 中午 12:00 開始報名下週末的比賽（週⽇晚上 23:59 截⽌），
隔週⼆於官⽅ Facebook 粉絲專⾴「Pokémon TCG Hong Kong」公布當週末參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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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每⼈限報名⼀次，重複報名將無法參加抽選。每週須重新報名。
公布名單後參賽名額未額滿之店家將接受店家報名，請逕⾏與各店家聯繫。

第三階段：噴火龍VMAX HR 地區決賽

比賽資訊

賽事地點

時間

參加費⽤

參賽獎品

全港各地
（地點⽇後於官⽅ Facebook 粉絲專⾴「Pokémon TCG Hong Kong」公開）
⽇後於官⽅ Facebook 粉絲專⾴「Pokémon TCG Hong Kong」公開
需購買 15 包 <S4 驚天伏特攻擊>, <S5 ⼀擊⼤師/連擊⼤師>, <S6 銀⽩戰槍/漆⿊幽魂>,
<S7 摩天巔峰/蒼空烈流> 或 <S8 匯流藝術
*若欲購買的系列售完，將以現場實際可提供的系列為準
**15 包須為相同系列

「噴火龍爭奪戰—丹帝特卡」⼀張（可能會是萊希拉姆&噴火龍GX UR 特卡！)

比賽形式
個⼈賽（四張獎賞卡規則）
※以所購買的產品構築出⼀副 40 張的套牌（店家會備有供構築套牌使⽤的基本能
量），參加五輪瑞⼠制挑戰賽，五連勝者可獲得噴火龍VMAX HR特典卡⼀張。
形式

※對戰中不可使⽤電⼦產品。

*同名卡不可使⽤超過四張。
※在無法分出勝負的情況下視為雙敗
※對戰中不可使⽤電⼦產品。
每輪時間
牌組·卡牌交換

25 分鐘
以所購買的產品構築出⼀副 40 張的套牌（*同名卡不可使⽤超過四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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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下⽅式決定勝敗。

條件①
• 有⼀⽅獎賞卡在2張或以下
→獎賞卡少的⼀⽅，獲得勝利。獎賞卡相同的情況
→繼續打，直到有⼈獲得勝利條件或是獎賞卡比較少。
條件②
• 雙⽅獎賞卡都在3張或以上
→繼續打直到獲得勝利條件或是有⼀⽅獎賞卡在2張或以下獲勝。
→如果還是分不出勝負，則打獎賞卡⼀張的驟死戰。

報名⽅式

>


⽇後於官⽅ Facebook 粉絲專⾴「Pokémon TCG Hong Kong」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