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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浩楠和譚樂天贏得了 2018 年香港橋牌協會公開論對賽冠軍，陳頌偉和陳志吉獲得

第二名，吳子翔和劉碧堅排名第三。就我印象所及，這是香港橋牌協會歷史以來首次

有贊助商提供現金獎。 

 

我衷心感謝冠軍人馬雷浩楠和譚樂天。在我的請求下，他們為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牌

例。在閲讀過他們的分析和他們分享出來的想法後，我並不驚訝他們的出眾，幾乎是

世界級橋手。較讓我訝異的是他們的謙虛和有禮，他們把成功歸功於運氣，運氣固然

起了部分作用，但勝利所需要的條件不僅是運氣。我預見到他們將會是香港的未來棟

樑，他們的前境一片光明。 

 

讓我們看看第二輪公開論對賽決賽中的第22副牌。這手牌最先由曾培基引起我的注

意，坐西的曾培基在方塊的首攻下完成了3NT。 

 

22/西家開叫/東西有局  

              ♠J874 

              ♥Q1085 

              ♦J63 



              ♣84 

♠Q32               ♠K5 

♥J62               ♥K973 

♦AK                ♦10952 

♣AJ1063           ♣K75 

              ♠A1096 

              ♥A4 

              ♦Q874 

              ♣Q92 

 

電腦説主打無將合約，東西方只有八墩，如果北家首攻黑桃，這是一個顯然易見的結

果。電腦同樣説東家主打也受限於八墩，説明黑桃首攻絕對不是必要的。 

 

要完成 3NT 絕非易事，但看起來要防禦這個 3NT 是更困難的事，這就是為甚麼四個

主打 3NT 的莊家都拿到九或十墩牌。如果西家一開始先提吃他的低花贏墩(當然要在

草花猜對牌)，防守方便會受壓，他們更難以保留正確的牌。以下是七張牌的殘局： 

 

              ♠J87 

              ♥Q108 

              ♦J 

              ♣- 

♠Q32               ♠K5 

♥J62               ♥K973 



♦-                  ♦109 

♣3                 ♣- 

              ♠A109 

              ♥A4 

              ♦Q8 

             ♣- 

 

當西家打出最後一張草花時，曾培基桌的北家選擇了丟棄黑桃，東家墊掉一張紅心，

於是南家受擠了！無論南家墊掉甚麼，西家都可以獲得九墩*，這正是曾培基一桌發

生的事情。北家理所當然應當捨棄紅心，夢家拋紅心，那麼南家便可以放棄黑桃，以

下的發展可能變化出防守擠牌！讓我們來看看。 

 

(讓我簡單説明，南家需要保留的 6 張牌包括了 2 張黑桃、2 張紅心和 2 張方塊，如果

南家墊掉一張方塊，假設那是方塊 Q，莊家可以見到防守方只有 4 墩牌，所以他可以

安全地投入南北令他們回出紅心，莊家現在可以打黑桃到 K，防守方不能打出紅心，

而且只能回出一張黑桃，他們可以兑現一張方塊，而莊家可以墊一張紅心。 

 

假如南家保留 4 張黑桃和 2 張紅心怎麼辦？誠然，莊家可以讀牌，而且相對應作出適

當的回擊，他見到防守方可能得到 3 墩黑桃、一墩方塊和一墩紅心，最簡單的路線是

不讓北家上手，允許南家贏得 3 墩黑桃，南家會在紅心被投入。最有趣的主打路線是

莊家自行處理紅心，拉紅心 2 到紅心 10，紅心 Q 到紅心 A，南家不能由他的手上回

出黑桃，他只能回出紅心為莊家製造贏墩。如果北家現在不提吃方塊 J，而是回出一



張黑桃，莊家在夢家上 K，黑桃 Q 讓他回到西家提吃紅心贏墩。如果北家兑現方塊

J，莊家可以拋掉一張黑桃，現在是一個有趣的局面：北家回出黑桃，夢家上 K，南

家可以選擇忍讓這墩，然後看看莊家提吃夢家的方塊 10 為他的第九墩，又或者上黑

桃 A，然後讓莊家得到黑桃 Q 和紅心 J，這是公莊家贏，字防家輸。) 

 

在上述 7張牌殘局中，西家打出他最後一張草花，北家的正確防禦是墊掉紅心，東家

同樣墊掉紅心，南家拋掉黑桃，西家現在引出一張黑桃到東家的 K及南家的 A，接

着，南家的正確防守是低引方塊到北家的 J，由北家回攻黑桃，防守方提吃 5墩：2

墩黑桃、1墩紅心(或者 1墩黑桃和 2墩紅心)及 2墩方塊。 

 

假設南家犯錯沒有低引方塊，例如他回攻了黑桃，西家贏得黑桃 Q後他打黑桃脱手，

希望能投入南北方，從而在如下四張牌殘局時能取得 1墩紅心： 

       ♠J 

              ♥Q10 

              ♦J 

             ♣- 

♠3                  ♠- 

♥J62               ♥K9 

♦-                  ♦109 

♣-                  ♣- 

              ♠- 



                  ♥A4 

             ♦Q8 

             ♣-     

 

西家的黑桃 3 被北家的 J 吃進，夢家(東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擠了！如果東家墊掉紅

心，南家會墊掉方塊；如果東家墊掉方塊，南家則會墊掉紅心，這是一個簡單的位置

擠牌，除了夢家是公開被擠。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談論 3NT 成約與否，在這裏我們要看看冠軍選手雷浩楠和譚樂天

如何完成 2S 加倍而拿到頂分。 

 

在譚樂天和雷浩楠坐南北的那桌，下面是他們的叫牌過程： 

 

西  北  東  南 

                      P  1NT 

X  2H  X   2S 

X  P   P   P 

 

 

1NT 是 10 至 13 分，2H 是逃跑，可能有 4-4 高花，東西的後續加倍是建議懲罰。 

 

對抗南家主打的 2S 加倍合約，西家首攻方塊 K 和 A，很明顯他只有雙張，東家跟出

2 和 5，莊家跟了 7 和 8(隱藏了方塊 4，用來擾亂東家可能的花色指示訊號)。西家轉

攻紅心 6，到 10、K 和 A，莊家利用紅心 Q 下桌，然後打出小黑桃：黑桃 4、黑桃

5、黑桃 9 到黑桃 Q(即使東家上黑桃 K 也沒有用)，西家回出紅心 2 到紅心 5 和紅心

7，莊家用黑桃 6 將吃，下一輪的黑桃 A 敲跌東家的 K，這是剩下的 6 張牌殘局，莊



家(南家)出牌： 

 

       ♠J8 

              ♥8 

              ♦J 

              ♣84 

♠2                 ♠- 

♥-                 ♥9 

♦-                 ♦109 

♣AJ1063           ♣K75 

              ♠10 

              ♥- 

              ♦Q4 

              ♣Q92 

 

莊家現在打出方塊 4，你認為西家出甚麼？ 

 

目前為止，西家有 3 次機會轉攻草花(第 2/3/6 墩)，而他都沒有這樣做，顯然，他認

為莊家持有草花 K。當莊家現在打出方塊 4，西家依然在幻障中，以為莊家有草花

K，如果他將吃，他就會在草花中受到投入，他希望同伴有方塊 Q，所以西家墊牌而

不是將吃，2S 加倍的合約死裏逃生，無庸置疑拿到一個頂分。 

 

讓我們回到上述的 6 張牌殘局。你看到勝利的路線嗎？當然，你可以説在剝光的過程



(既不能打草花，也不能動方塊)，莊家唯一的選擇便是打王牌，但是你能否靠本事找

到獲得 4 墩的路徑，而不是因為沒別的事情可做而打黑桃？好吧！雷浩楠做得到，他

歸納出以下精確的分析。 

 

目前為止，莊家已經拿到 4 墩牌，他可以見到額外的 4 墩牌，分別是 2 墩黑桃和 2 墩

方塊，但是阻塞和橋引問題防礙了莊家提吃它們，雷浩楠處理得很精采，草花的大牌

必定要分開，浩楠深信東家的牌型是 2-4-4-3，當他打出黑桃 J 和兑現黑桃 8 時，東

家便會受到 3 門擠牌！更重要的是，西家受到單套投入，雷浩楠精彩地在兩家遊走，

把兩個防家逐一擊破。 

 

 

在黑桃 J，東家可以墊掉小草花，但是在夢家最後一張黑桃上呢？他可以墊甚麼？明

顯地，一張紅心或是一張方塊等於棄局，所以只能墊掉一張草花，但哪一張才好呢？  

 

小草花？莊家同樣墊掉小草花，相信東家只剩下單張大牌，兑現夢家的方塊 J 後引出

小草花，東家可以用草花 K 贏得此墩(西家不可以超吃)並提吃他的紅心贏墩，但是這

成為了莊家成約的踏腳石，莊家及後可以吃到方塊 Q。 

 

草花 K？莊家墊掉方塊 Q，兑現方塊 J，然後打出一張草花，盡量利用小草花蓋東家

的牌，西家被投入了，得給予南家一墩草花贏墩。 

 

顯然地，西家的防守是基於他假定了莊家有草花 K，否則，兩輪草花和一輪方塊便能

輕易地擊敗這個合約。我會「重建」這手牌，把東家的草花 K 和南家的草花 Q 交

換，看看事情可以怎樣改變。 



       ♠J874 

              ♥Q1085 

              ♦J63 

              ♣84 

♠Q32               ♠K5 

♥J62               ♥K973 

♦AK                ♦10952 

♣AJ1063           ♣Q75 

              ♠A1096 

              ♥A4 

              ♦Q874 

              ♣K92 

 

仔細地看看西家的牌，它一直受到被終局投入的危機，我們已經見過在第 3 墩轉攻紅

心不會被投入，那麼轉攻將牌呢？ 

 

假設西家轉攻小黑桃：黑桃 2、黑桃 4、黑桃 K、黑桃 A，莊家再打回一張黑桃，西

家用黑桃 Q 贏得然後回出黑桃 3，他們看起來像在打乒乓球嗎？ 

 

莊家在夢家贏得此墩，他可以看到 7 墩牌，3 墩黑桃、任何一邊的王吃、紅心 A 和 2

墩方塊。在這組合下要建立紅心墩並不困難，只需猜對（假設是分家的）紅心大牌，

在整個過程不讓東家進手（以防草花被穿梭）。 

 



如果東家有紅心 J 和西家有紅心 K，打出紅心 10，夢家的紅心 Q 就成了你的第八

墩。更可能的是：東家有心 K 而西家有紅心 J，打出紅心 Q，夢家的紅心 10 便順勢

被建立 。 

 

  

所以小黑桃不能成功，假如西家在第 3 墩回出魔鬼般的黑桃 Q 怎麼辦？南家可以進

手，那麼東家的黑桃 K 便有橋引給予西家將吃方塊。但當然，如果西家可以回出雙明

手的黑桃 Q，莊家可以忍讓此墩來應對，你依然無法擊潰 2S。  

 

第 3墩回出草花可以一試，希望找到同伴持有草花 K。 

 

但是等一等！從西家的角度來看，如果莊家有草花 K，東家便會有草花 Q，現在，由

於西家會被投入，為甚麼不早些給莊家一墩草花贏墩？如果西家在第 3墩打出草花

J ，東家便可以利用草花 Q作橋引，從而上手給西家方塊將吃！那麼防守方便有 5

墩。只要之後防守方被動，便可以吃到紅心墩，合約下一。結論是：西家無論如何應

當在第 3墩轉攻草花 J。(最後，草花套的結構值得細閲，嘗試換掉大牌，那麼你會找

到一些牌例西家會受到單門擠牌，例如：西家有 AJ1092和東家有 K87。) 

 

我們通常只會在書中看到這些終局，雷浩楠分析得很精彩。 

 

在下一篇文章裏，我們會看到更多有關公開論對賽的牌例。在這裏我要寫一些關於上

一篇文章「最關鍵的一手牌」的跟進。 



 

在 9 月 25 日的專欄文章「最關鍵的一手牌」刊登後一周，汪華開先生在一個聊天小

組中發現以下問題： 根據汪華開的説法，開室比閉室早打完 2 副牌，為了方便你的

閲讀，那副牌會再次在這裏登出： 

 

西家開叫 /雙方有局 

       ♠AK62 

              ♥QJ7 

              ♦1076 

              ♣Q62 

♠J98               ♠104 

♥98                ♥AK64 

♦QJ5               ♦AK82 

♣KJ874            ♣A95 

              ♠Q753 

              ♥10532 

              ♦943 

              ♣103 

 

因此，坐在開室南北的何煒霖和何凱桐需要緊張地等待閉室的比賽終結，縱然他們知

道他們最後一副牌的成績可以為他們贏得一副有價的局，從而為他們取得進入半決賽

的入場券，但是他們仍然需要他們的隊友顧可容和黃慧敏先完成 3NT 才能把它實



現。當然，我們現在知道可容和慧敏在關鍵時刻不負眾望，但她們二人不想邀功，她

們把勝利歸功於煒霖沒有開叫。 

 

感謝汪華開道明了事實。 

 

在亞運會上，還有一副精采絕倫的牌例我不想把它錯過跟大家分享，要是你之前沒有

看過的話。再一次由何煒霖創造的精采主打*，那是超級混合團體賽決賽第三節的第

九副牌： 

 

 

北家開叫 /東西有局 

       ♠9763 

              ♥KJ95 

              ♦1052 

              ♣A4 

♠Q8                ♠AK1052 

♥643               ♥Q72 

♦86                ♦J9 

♣J108652           ♣Q73 

              ♠J4 

              ♥A108 

              ♦AKQ743 

              ♣K9 



 

西  北  東  南 

           P  1S    X 

P  2H  P   3D 

P  3S  P   4H 

P     P    P 

 

煒霖坐北家，成為主打 4H 的莊家。防守方首先提吃了兩輪黑桃，再打出第三輪黑

桃，煒霖用夢家的紅心 10 將吃，然後在明手和暗手皆打出一張小紅心，東家用紅心

Q 贏得此墩，但這是防守方的最後一墩。 

 

這簡潔利落的主打沒能逃過亞運會比賽報刊編輯的法眼，以下是節錄自 8 月 30 日的

比賽報刊： 

 

「……中國香港停在一個很好的合約(4H)……東家提吃了兩輪大黑桃後繼續續攻這門

花色，迫使夢家用紅心 10 來王吃，在這裏，由於將牌分佈是 3-3，所以防守方沒有事

情可以做，莊家的下一步就是拉紅心 8，當東家用 Q 吃得此墩，防守已經終結……中

國香港+420……」 

 

我在這裏提起這副牌的原因是比賽報刊的編輯沒有指出名字，我覺得何煒霖值得獲得

這個光榮的表揚。 

 

那個比賽報刊的編輯分析得很好，4H 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合約。從表面來看，6-3 配

合的 5D 看似較優勝，但是在黑桃的首攻和續攻下，5D 需要王牌 2-2 才能成約，只剩

下 40%機率。另一方面，要完成 4H 只需要任何紅心 3-3 分佈(36%)，加三分之一的

4-2 分佈(紅心 Q 雙張，那是 16%)。事實上，在 3 輪黑桃的攻勢下，除非紅心的分佈



比 4-2 更差，或者東家有紅心 QXXX 和黑桃 AK10XX，而他們防守正確，否則 4H 就

是鐵牌。 

 

無論如何，何煒霖在這副牌處理得很好。 

 

*我一直提及何煒霖而不是何凱桐，為了釐清大家的看法，他們都是頂尖的好手。我

腦海裏想起了一副由何凱桐個人表演的牌，在雙方無價，拿着草花 AKJ10XXX，旁門

甚麼也沒有的牌，凱桐在同伴開叫弱 2 後叫了 3NT(!)，這技術性的表演使全部人保持

沉默，合約下七-350 分，然而另一方可以打成 7S(不要嘗試計算 3NT 加倍下七要負

多少分，4C 加倍將負 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