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ROUNDER
台灣最狂德州撲克營利玩家孵化器

學習地圖

如果你接觸撲克不久，先熟悉撲克的一切基礎吧
撲克中的基礎數學 @ 初心者專區
撲克上的基礎數學應用 By 小六 @ 初心者專區
撲克名詞介紹 @ 初心者專區
手牌強度分類 @ 初心者專區
資金管理 preflop range by Luffy @ 初心者專區

延伸閱讀:
軟體介紹 @ 初心者專區

這時候你已經有辦法聽懂教練的課程，但還有沒有實質撲克理論概念
建議花一些時間打 PS 的 NL5 並花時間去觀察 NL100+的桌子大家是怎麼打的

目標:
開始有手牌強度概念
學會撲克用語

開始學習第一步，設定好自己的 preflop 範圍
Online 6-Max Preflop Range(下)by 小六 @ 初心者專區
https://www.upswingpoker.com/7-poker-mistakes-to-avoid-at-all-cost/
Online 6-Max Preflop Range (上) by 小六 @ 初心者專區
Preflop 疑難雜症 by Bonsai @ 初心者專區
https://www.upswingpoker.com/low-micro-stakes-winning-strategy-adjustments/
根據不同鬆緊的 open range 作調整 by Luffy @ Preflop 初階
什麼是 Range Distribution by CH @ Postflop 進階
ABC 實戰 by Bonsai 2017-10-30 @ 實戰/手牌檢討

延伸閱讀:
MTT 起手加注 by Bubuii @ Preflop 初階
https://www.upswingpoker.com/common-poker-mistakes-biggest-leaks/
https://www.upswingpoker.com/cash-game-tips-dominance-pros-doug-polk-ryan-fee/
職業牌手的生活手牌檢討 by 小風 @ 實戰/手牌檢討

目標:
有隨著牌桌對手動態轉換的開牌範圍
中規中矩牌風

習題:
建議用非常規矩的打法打 NL5, 1 萬手 (目標 NL 5 bb100 > 0)
這 1 萬手內專注自己的 preflop 範圍是不是有合理的作調整
並觀看課程裡的實戰確認自己的開牌範圍和教練差不多

開始架構 Postflop 概念，學習哪時 vbet 哪時該棄
Postflop 基礎策略 下注的理由與目的 by 小六 @ Postflop 初階
價值下注(一) by CH @ Postflop 初階
價值下注(二) by CH @ Postflop 初階
評估 Board Texture by CH @ Postflop 初階
判斷不尋常的舉動 by TCC @ 初心者專區
新手常見的 PreflopPostflop 錯誤 by Bonsai @ Preflop 初階
https://www.upswingpoker.com/nits-tight-player-poker-strategy-term/
詐唬 Bluff(一)by CH @ Postflop 初階

聽一些手牌講解，常見的錯誤
手牌檢討 by 小風 2017-09-28 @ 實戰/手牌檢討
實戰手牌檢討 By Brian2017-11-08 @ 實戰/手牌檢討
實戰手牌檢討 By Brian2017-10-11 @ 實戰/手牌檢討

延伸閱讀:
https://www.upswingpoker.com/cash-game-tips-dominance-pros-doug-polk-ryan-fee/
https://www.upswingpoker.com/continuation-bet-c-bet-strategy-position/
Z10 實戰 by Bonsai 2018-02-22 @ 實戰/手牌檢討

這時候你應該已經打趴周遭的朋友了
平常打牌觀察他們犯的錯誤，並自我思考為什麼這是錯誤
習題:
建立隨時思考牌的習慣，開始去爬社團的手牌發問
打 PS NL5 3 萬手，並開始在社團發問手牌問題 (目標: NL5 bb/100 >3)
這時候風格還是中規中矩，沒有過多的詐唬，藍線穩定向上
影片: 討論手牌的方法與訣竅 by 小六

開始有更深入的 postflop 概念，知道各種下注可能性
看完 CH 的詐唬系列 @ Postflop 初階
延伸閱讀:
https://www.upswingpoker.com/analyze-poker-hand-techniques/
https://www.upswingpoker.com/cash-game-poker-mistakes/
開始了解怎麼使用資料庫!
HM2 使用教學 by Bonsai
HM2 Hud 設定 基礎判斷對手類型與調整方法 by Bonsai
HM2 Report Review from AJackson’s benchmark by Bonsai
開始知道怎麼應對 3B
facing 3bet4bet Aussie Million 回憶錄 by Bonsai @ Preflop 進階
MTT3B 與防禦 3B by Bubuii @ Preflop 進階
https://www.upswingpoker.com/3-bet-strategy-aggressive-preflop/
https://www.upswingpoker.com/vs-3-bet-pre-flop-position-strategy-revealed/
看大量的實戰影片，每看一手停下來思考自己是否有一樣的動作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0147057380/videos/g.848057128674694/1836256369722580/?type
=2&theater&ifg=1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0147057380/videos/g.848057128674694/1842285045786379/?type
=2&theater&ifg=1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0147057380/videos/g.848057128674694/1840192625995621/?type
=2&theater&ifg=1
這時候應該 NL10 可以不輸不贏，如果想加入夢想班可以詢問客服
打牌過程注重下注時機，可以只有一種下注尺寸，懂得如何根據對手調整自己的下注頻率
主動在社團找團員一起討論手牌，如果沒有結論到社團發問
這時候也建議開始看一些 RunItOnce 影片
習題：
打 NL10 3 萬手 (目標 NL 10 bb/100 >0)
每星期到社團發問一手牌並看社團手牌檢討 3 手

Postflop 開始有不同的下注尺寸
什麼是 Range Distribution by CH
詐唬 Bluff 四 DoubleBarrel by CH @ Postflop 進階
詐唬(五) Stab OOP by CH @ Postflop 進階
delayed cbet 要點 by Bubuii @ Postflop 進階
Range 與 Nuts 優勢 by Bubuii @ Postflop 進階
SPR 改變下注範例 by Bubuii @ Postflop 進階

延伸閱讀:
面對不彈性 call range by Bubuii @ Postflop 進階
Upswing 文章導讀 by Bubuii2017-11-30 @ Postflop 進階
學員影片 review by Bonsai 2018-03-05 @ 實戰/手牌檢討
https://www.upswingpoker.com/tight-aggressive-tag-strategy-passive/
https://www.upswingpoker.com/common-ranging-mistakes/
https://www.upswingpoker.com/multi-way-pots-strategies-tips

習題：
打 NL10 5 萬手 (目標 NL 10 bb/100 >2)
有能力分析對方與自己從 preflop/betting range/checking range 的每個分支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