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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每家發兩百子或三百子, 四番或五番起胡, 各桌自定. 

     一砲可多響.  

   相公者, 不得吃、碰、槓 和胡牌, 但可補花. 

   無牌可摸時, 不得吃、碰、槓, 但可補花. 

   不留最後八對牌, 打到最後一張牌為止, 若未胡牌, 即使連莊須下莊. 

   叫碰、槓得碰、槓, 否則罰一個子, 置台面中央, 由胡家收取. 

   自摸的牌, 掉入海裡(桌面)或地上, 或碰到手上的牌, 或插入手中的牌裡, 都不得胡牌. 

 吃、碰如未拿進牌, 不得胡牌. 

     明槓他人打出的牌, 補牌而槓上開花胡牌, 不算自摸, 只能胡被槓者. 

   莊/連/拉的台數= 莊連次數 x 2 + 1; 例: 連三拉三 : 七台 

   先出牌再摸牌者, 若摸到花不得再補牌, 算相公. 

   見光死 (已現出欲打出的牌,且觸碰桌面) 

   莊家連莊時, 平家“盡可能”不要離開坐位. 

   詐胡者, 罰給每家十個子. 

   若同桌其他人(三家或三家以上)皆逛花園(輸光), 牌局結束, 欲繼續, 須結帳重新搬風. 

  

番 數 名 稱 

1 莊, 自摸, 門清, 字, 花, 無字, 無花, 一獨, 明槓, 搶槓, 槓上開花, 兩暗

坎, 對碰, 海底, 般高, 四歸一, 老少, 單絕張, 缺門, 缺五, 三五, 卡五, 斷

么, 

連一, 拉一, 將 (二、五、八) 

2 暗槓, 獨獨, 老少碰 

3 小平, 無花無字, 門清一摸三, 雙絕張, 五門齊, 双老少 

5 三暗坎, 一變五, 小三風, 半求, 三相逢(三姐妹), 一條龍, 四歸二, 混么,  

尾巴 

8 大平, 全求 

10 混一色(湊湊),對對,三般高,三相碰,三連碰,清么,双龍,双鳳,双飄,双四歸一 

15 小三元, 大三風, 四暗坎, 双龍抱 

20 尼姑 (八對), 地聽, 三數, 全帶, 四歸四, 四連碰, 混么碰 

30 大三元, 小四喜, 天聽, 四槓 

40 大四喜, 清一色, 八朵花, 五暗坎, 地胡, 全字碰, 兩數, 四般高,  

五連碰, 十三么, 三個四歸一 

50 天胡, 五槓 

   
      修改紀錄:  

 

時間 事項 

Feb, 2015 Added 全帶 example , updated 地聽, 地胡 

Jul, 2013 補齊所有一台的說明 

Dec, 2012 刪除 將將碰 & 清么碰, 因番數很難合理訂出. 

Nov, 2012 混么碰 降為 20台. 

 



 

  例: 對子-    順子-   坎子-   槓子-  

  

名稱 
番

數 
說明 

莊家 1 做莊者。(其餘三家統稱為「平家」)。 

連莊 1 莊家胡牌即可連莊。連一拉一 則為三台，連二拉二 五台，餘此類推。 

字 1 東、南、西、北、中、發、白 的坎或槓。 

無字 1 沒有 東、南、西、北、中、發、白。 

花 1 一張花一台。 

無花 1 沒有花。 

自摸 1 自己摸到胡牌。 

門清 1 沒有吃也沒有碰。全部牌都是自己摸到的，門前只有槓也算。 

海底撈月 1 海底最後一張而自摸。 

槓上開花 1 因摸到花牌或明槓或暗槓而補牌，補牌後恰巧胡牌。 

一獨 1 
可排出聽一張牌，但非真的只聽一張牌。 

例 1: 一二  三四五 萬, 胡三萬; 例 2: 二三四五萬, 胡二萬或五萬。 

兩暗坎 1 有兩組暗坎或槓 (槓亦算是暗坎)。 

明槓 1 自己有一個暗坎，槓出別人打出的第四張牌。 

搶槓 1 胡別人明槓的那張牌。 

將 1 
一對將為二、五或八。 例:  

缺五 1 整副牌中無"五"這個數字，可以有字。 

三五 1 筒、條、萬 都有"五"這個數字。 

卡五 1 同門 四 、六 獨聽 "五"。 

斷么 1 整副牌中無一、九及字牌。(一、九及字牌稱為『么』)。 

缺門 1 缺 筒、條、萬 其中一花色，而且無字。 

般高 1 
同門兩副相同的順子。 例:  

對碰 1 胡兩對牌其中一張。 

單絕張 1 獨獨時，胡最後一張牌(其餘三張已現)。 

四歸一 1 四張相同的牌，分成一副坎子及一副順子 例:  

老少 1 
同門 123 及 789的順子。 例:  



老少碰 2 同門 1及 9 的坎或槓。 例:  

暗槓 2 槓出自己的四張相同的牌。(須蓋牌) 

獨獨 2 只聽一張牌。 

双老少 3 

同門 一副 123 + 兩副 789, 或 兩副 123 + 一副 789。 

不計 般高.  例:  

無花無字 3 整副牌沒有花或字。 

小平胡 3 整副牌都是順子，無坎或槓，而且無字，但有花。 

門清一摸三 3 門清、自摸原本各一台，為了獎勵當事者，再追加一台。 

五門齊 3 
整副牌由 筒、條、萬、風、字牌五種花色組成，與花無關。 

例:  

雙絕張 3 聽兩頭時，胡最後一張牌(其餘七張已現)。  

一變五 5 胡牌時只算的出一台 (追加成五台)。基本牌: 一對字 + 無花或一花 

尾巴 5 

三門同數， 或同門連續三數，其中兩組坎或槓及一對子。 

例 1: 三張五筒、三張五條、兩張五萬; 例 2: 三張三筒、兩張四筒、三張五

筒 

三暗坎 5 有三組暗坎或槓 (槓亦算是暗坎)。 

小三風 5 
有東、南、西、北其中兩個坎或槓，但第三個只有一對(兩張)。 

例: 東東東 西西西 北北。 

半求 5 
整副牌由吃、碰、明槓取得，只剩最後一張牌，自摸。 

不計 自摸、獨聽。(有暗槓不能算半求) 

混么 5 所有順子、坎、槓、將 都至少有一張 一、九、或字牌。(不計缺五) 

四歸二 5 
四張相同的牌，分成兩副順子及一將。 例:  

三相逢 5 
(三姐妹) 筒、條、萬 三門 同數的順子。 

例:  

一條龍 5 
同門 一至九 的牌 (不計老少)  例:  

全求 8 
整副牌由吃、碰、明槓取得，只剩最後一張牌，但最後由他人放銃胡牌。 

不計 獨聽。(有暗槓不能算全求) 

大平胡 8 整副牌都是順子，沒有坎或槓，而且無花無字。 

雙四歸一 10 

一個順子 + 此三張牌中的任何兩個坎子 例: 三四五萬 + 三張三萬 + 三張

四萬   Note: 二三四條 + 三張三條 and 三四五萬 + 三張三萬 = “兩個四

歸一” 只有 2台 

双飄 10 兩個老少。 

對對 10 (碰碰) 整副牌都是坎或槓，沒有順子。 

混一色 10 又稱湊湊，整副牌由字牌及另外同一門（筒、條、萬）組成。 



清么 10 所有順子、坎、槓、將 都至少有一張 一或九，無字牌。(不計缺五、無字) 

三般高 10 
同門三副相同的順子。 例:  

双龍 
  
10 

一條龍 + 其中一個 123, 456, 或 789 的般高 (不計 一條龍, 般高)。  

例: +    

(整副牌最多只能算一次双龍) 

双鳳 10 

三相逢 (三姐妹) + 其中一個 般高 (不計 三相逢, 般高)。 

例: +     

(整副牌最多只能算一次双鳳) 

三相碰 10 拿到三副同數但不同門的坎或槓。例: 三張五萬 + 三張五條 + 三張五筒 

三連碰 10 同門、三副連續數字的坎或槓。例: 三張三萬 + 三張四萬 + 三張五萬 

大三風 15 有東、南、西、北其中三個坎或槓。例: 東東東 南南南 西西西。 

小三元 15 中、發、白其中兩組坎或槓 及一對子。 例:  

双龍抱 15 兩副『般高』。例:  

(不計般高) 

四暗坎 15 有四組暗坎或槓 (槓亦算是暗坎)。 

三數 
  
20 

整副牌由三個數字組成（風牌及字牌各算一數）, 可以是順子或坎、槓。 

例:  

全帶 20 
順子、坎、槓、將 都帶有同一數字。例: 全帶三 

 

尼姑 20 
又稱八對，由七對子及一坎子組成。不計 門清, 但可計其他牌, 諸如:  

字, 無字, 缺門, 缺五, 三五,卡五, 斷么, 双龍抱, 清一色, 三數, 两數 

地聽 20 
莊家或平家，在自己無碰、槓、未吃過牌情況下，第一次摸牌，打出第一張

牌後即聽牌，須報聽，蓋牌，不能吃、碰、槓、換牌、過水。不計 門清。 

混么碰 20 整副牌都是一、九、或字牌的坎或槓。 (不計 混么、 對對) 。 

四歸四 
  
20 

同門四副順子 都有同一張相同的牌. 例: (四萬)（可以是兩副般高，可計双

龍抱) 

    

四連碰 20 同門、四副連續數字的坎或槓。 

四槓 30 槓出（明槓或暗槓）四張不同的牌 (不計 四暗坎)。 

天聽 30 
平家取完牌後即聽牌，須報聽，蓋牌，不能吃、碰、槓、換牌、過水。不計 

門清。 

大三元 30 中、發、白三組坎或槓。  

小四喜 30 
東、南、西、北其中三個坎或槓，但第四個只有一對(兩張)。  

例: 東東東、南南、西西西、北北北。 



十三么 40 
拿全筒、條、萬三門的 一、九牌 + 7張不同字牌 + 最後三張必須是順子或

坎子(此三張不能吃、 但可胡)。(不計 么、五門齊) 

五暗坎 40 有五組暗坎或槓 (槓亦算是暗坎, 不計 對對)。 

三個四歸一 
  
40 

一個順子 + 此三張牌的坎子 (不計 三連碰) 

例:三四五萬 + 三張三萬 + 三張四萬 + 三張五萬 

Note: 三四五萬 + 三張三萬 + 三張四萬 + 二三四條 + 三張三條 = “雙四

歸一” + “四歸一” 只有 11台, (不計 三連碰)。 

八朵花 40 
又稱八仙過海，當某家拿到全部八張花牌，須補完牌，可立即喊胡，三家通

賠，此局就此結束。 

清一色 40 整副牌由筒、條、或萬 同一門組成。(不計 無字) 

大四喜 40 有東、南、西、北四組坎或槓。例: 東東東 南南南 西西西 北北北。 

四般高 
  
40 

同門四副相同的順子。(不計 四歸四、雙龍抱)。 

例:  

兩數 40 整副牌由兩個數字組成 (風牌及字牌各算一數, 不計 對對) 。 

五連碰 40 同門、五副連續數字的坎或槓 (不計 對對) 。  

全字碰 40 
整副牌都是風或字的坎或槓 

(不計 么、對對、混么碰、清一色, 兩數, 可計 三風、三元、四喜)。 

地胡 40 
(平家的特權) 平家天聽時, 在自己無碰、槓、未吃過牌情況下，第一次摸牌

即自摸胡牌; 或莊家打第一張牌, 平家就胡牌. (不計 天聽) 

天胡 50 

(莊家的特權) 莊家取完牌後，已經胡牌。 

特例:莊家天胡, 平家同时拿到八個花，那該是兩家胡牌, 另外两家要同时付

兩個胡家. 

五槓 50 槓出（明槓或暗槓）五張不同的牌 (不計 槓、五暗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