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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東漢末期。腐敗的政治加上接踵而至

的天災，使得百姓為之疲弊。此時，太平

道的教祖張角，煽動民眾引發叛亂。視此

為亂世來臨的將星們，各懷異志而手執武

器――。

～故事模式的流程～

在故事模式中，劇情依循「三國志」的

故事而發展。可以由魏、吳、蜀、晉當

中選擇一勢力，以各自的立場體驗故事

情節。

在長達100年的戰亂中，成為主角的武

將也隨之變遷。由各關卡所定的2至4人

的武將當中，選擇1人挑戰戰鬥。

當1個勢力過關後，藉由同時期的趨勢而

摸索至別的勢力的話，可以發現新的局

面。此外，還有任何三國志迷都會想像

的「如果那名武將活著的話…」的IF展

開……。

藉由新角色的登場，至今從未被描繪的

插曲亦將獲得矚目。以更深入的觀點描

繪劇情。

選擇故事

由魏、吳、蜀、晉當中選擇
一勢力開始遊戲。

透過複數的觀點所描繪的
宏偉故事

主角因關卡而異！
選擇武將進行遊戲！

過關後更加深入的故事

通過新的角色
所描繪的插曲

曹操

孫堅

劉備

爭戰「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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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鴦

關銀屏

魯肅

戰鬥前

情報畫面

戰鬥

與武將對話以蒐集情報。
於武器店可以購買武器。

於戰鬥前裝備武器。裝備2種武器，可
以一邊切換一邊戰鬥。於戰鬥中可以
自由變更技能。

由2至4人的武將中選擇欲進行
遊戲的武將。

選擇進行遊戲之武將

擊倒敵人，引導我軍邁向勝利！
此外，藉由提昇等級、覺醒技
能、獲得武器以威力加強武將。

故事將被傳承至
　　新的世代…

前進到下一關卡

達成勝利條件的話，即可獲得戰鬥
勝利！
劇情將朝向下一場戰鬥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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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遊戲的方法

開始遊戲

1 初次進行遊戲的話，將會生成保存資料。如

已存在保存資料的話，將自動進行載入。

2 於開場動畫或是標題畫面處按下START鍵的

話，即顯示模式選擇畫面。

選擇模式

選擇遊戲模式。

※如有中途保存 P.07 的資料的話，會顯示「繼續」。

故事模式… P.02

選擇勢力進行故事的遊戲。由各關卡所定的2

至4人的武將當中選擇要進行遊戲的角色。

於故事選擇畫面選擇「選擇劇本」的話，可以

由已過關的關卡重新遊玩。

※武將的成長與其他的模式共通。

由故事模式的故事選擇畫面選擇「作戰教學」的話，可

以在能夠一邊遊玩一邊熟悉操作的作戰教學關卡進行遊

戲。

作戰教學關卡共有魏、吳、蜀、晉4個關卡。

透過作戰教學熟習操作吧！

開始遊戲的方法

自由模式
於自由模式選擇可遊玩的戰場與武將進行遊戲。也可

以變更武將的服裝（ g按鍵）。此外，隨著故事模式

的進展，還能夠遊玩自由模式專用的關卡。

※武將的成長與其他的模式共通。

將星模式
於挑戰各式戰鬥的同時，聚集同伴或素材而發展設施

建設銅雀台。其後，以迎奉皇帝為目標之模式。

※武將的成長與其他的模式共通。

鑑賞室
鑑賞武將的造型或動畫等。

隨著遊戲的進行，可鑑賞的內容也會為之增加。

事典
可觀看「三國志」的故事展開，以及武將、合戰、用語等說明及年表。

2名玩家可協力進行遊戲。在故事模式、自由模式

時，於戰鬥開始前的選擇武將畫面、情報畫面等處，

2P於畫面右上方顯示著「2P PRESS START」時，按

下START鍵。將星模式的話，則2P在基地之情報畫面

P.16 之畫面右上方顯示著「2P PRESS START」時，

按下START鍵。

連線至網路的話，連線時也可以進行2人雙打 P.22 。

２人雙打

IF狀況 切換由故事模式所見之IF展開之分歧條件為有效或無效。

NPC服裝設定 切換是否將於「鑑賞室」所設定之服裝適用於非操控的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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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遊戲的方法

設定
進行各種設定。選擇「套用設定」的話可變更設定。

顯示設定

地圖顯示

【半自動／自動／手動】切換戰況變化時的地圖顯示方

式。

半自動：自動切換為全體地圖。

自動：於切換為全體地圖後，返回至原來的地圖。

手動：不進行切換。

頭上顯示 【有／無】切換是否顯示敵人頭頂之體力量表。

字幕 【有／無】事件(動畫)時字幕之有無。

敵將方向顯示 【有／無】切換是否顯示指示敵將所在方向之標記。

控制器設定

操作輔助
【無／有】 切換是否使用可以依據狀況而施展出合適攻

擊之操作輔助。

鏡頭操作上下 【通常／反轉】切換上下移動鏡頭的操作方法。

鏡頭操作左右 【通常／反轉】切換左右移動鏡頭的操作方法。

面向操作
【通常／自動】於防禦（橫向移動）時，切換鏡頭是否自

動面向敵武將。

震動功能 【有／無】Xbox 360無線控制器之震動功能的有無。

按鍵設定 設定按鍵之功能分配。

音效設定

BGM音量 設定BGM的音量。

音效音量 設定音效之音量。

語音音量 設定台詞等之語音音量。

音源測試 播放遊戲中之BGM。

成長初始化 將角色的能力值回歸至初始狀態。

保存／載入 進行保存或是載入。

保存、載入

依據模式之不同，保存、載入的方式也會因之而異。

保存
◎自動保存

於戰鬥後自動進行保存。

※ 需要有708KB以上的空間才可進行儲存。

◎手動保存

於戰鬥前的情報畫面 P.16 選擇「保存」的

話，可以進行儲存。

將星模式中，於戰鬥結果畫面選擇「保存」的話也可以進行儲存。

載入
故事模式的話，於選擇故事時選擇「接續上次進度」，將星模式的話，於模式開始時選

擇「接續上次進度」的話，可以由保存處繼續進行遊戲。

戰鬥時的中途保存與繼續
在故事模式、自由模式中，於戰鬥時由情報畫

面 P.16 選擇「中途保存」的話，可以進行中

途儲存。於選擇模式畫面選擇「繼續」的話，

可以於戰鬥的中途繼續開始遊戲。

※ 於故事模式、自由模式、將星模式進行保存的話，

中途所保存的資料將會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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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操作

右緩衝鍵
易武攻擊… P.12

易武反擊… P.12

一邊攻擊一邊切換武器。

g按鍵
蓄力攻擊… P.10

EX攻擊… P.10

使用強力的必殺技攻擊。由普通攻擊延伸的
話可以施展出特別的招式。

馬跳躍…

於騎乘奔馳時進行跳躍。

g按鍵
普通攻擊… P.10

以動作快速的招式進行攻擊。

g按鍵
跳躍

進行跳躍。跳躍的高度會隨按鍵被按下
的時間長短而變化。

上馬／下馬…

於馬匹附近按按鍵即可上馬。於騎乘時
按按鍵即可下馬。

梯子…

接近梯子按下按鍵即可登上梯子。升降
中按鍵即可跳下。

右搖桿
鏡頭移動

按下右搖桿
覺醒 P.13

成為覺醒狀態。消費覺醒值。

基本操作

於戰鬥畫面的基本操作。

戰鬥操作 

※情報畫面等處之操作，請參閱畫面下方的指引。於事件中可以藉由START鍵跳過事件。

※可以用SELECT鍵＋START鍵返回標題畫面。

※各個按鍵的配置等，可以使用「設定」之「控制器設定」 P.06 來進行變更。

※震動功能的有／無可以透過「設定」之「控制器設定」之「震動功能」 P.06 來設定。

Xbox 360 控制器

左緩衝鍵
防禦／橫向移動

防禦正面來的攻擊。遭受敵人的強力攻擊的話，防禦會崩
潰。在按著左緩衝鍵不放的狀態下，可以按下左搖桿
（方向鍵），以面對正面的狀態來移動。

重整態勢…

遭受敵人的攻擊而被打飛到空中時，在空中或將要落地時
按下左緩衝鍵的話，可以恢復身體的姿勢。

左搖桿‧方向鍵
移動／游泳…

進行移動。於水中游泳。

左發射鍵
召喚馬匹、騎馬…

呼喚馬匹。按住左發射鍵的話即可騎馬。

右發射鍵
切換地圖… P.15

切換為全體地圖／擴大地圖。

g按鍵
無雙亂舞… P.11

使用武將所獨有的強力必殺技進行攻擊。
發動時消費1個無雙量表。

 START 鍵
顯示情報畫面…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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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操作

普通攻擊 gg 按鍵

普通的攻擊。等級上升的話，可連續攻擊的次數

也會增加。

蓄力攻擊 g按鍵

強力的攻擊。由普通攻擊延伸的話，可施展出連

續攻擊。等級上升的話，可蓄力攻擊的種類也會

增加。

※ 操作可以透過情報畫面（START鍵）之「武將情報」－

「招式情報」進行確認。

EX 攻擊 g按鍵

可以於裝備了拿手武器（附有EX標誌的武器）時

發動的攻擊。

操作因武器而異。

※等級上升的話即可使用。

※ 操作可以透過情報畫面（START鍵）之「武將情報」－

「招式情報」進行確認。

於跳躍時按下 按鍵

一面跳躍一面進行攻擊。

跳躍攻擊

在跑一下子之後按下 按鍵

可邊跑邊施展攻擊。招式的種類及效果會因武器而

異。

跑步攻擊

於跳躍時按下 按鍵

一面跳躍一面進行蓄力攻擊。

跳躍蓄力攻擊

無雙亂舞 1 gg按鍵

使用武將所獨有的強力必殺技進行攻擊。可以在

擁有1條以上的無雙量表，並達到最大值時施展。

可持續攻擊至1條量表耗盡為止。

要如何蓄積無雙值？
‧給予敵人損害。

‧遭受敵人打擊。

‧體力值變成紅色。

‧獲得老酒 P.17 等。

 + g按鍵

特殊的必殺技。

※等級上升的話即可使用。

體力值變成紅色時按下g g按鍵

當體力值為紅色時，可以使用更為強力的無雙亂舞。

於空中按下 g g按鍵

可以於空中施展無雙亂舞。

※等級上升的話即可使用。

2人雙打時同時按下 g g按鍵

於2人雙打 P.05 或連線遊玩 P.22 時，當1P和2P在一定的距離內，於近乎同時的

狀態下按下按鍵的話，可以施展出更為強力的無雙亂舞。

於覺醒狀態時按下 g g按鍵

於覺醒狀態 P.13 時按下按鍵的話，即成為

非常強力的覺醒亂舞。

攻擊於按著按鍵時持續進行。以覺醒亂舞給

予敵人一定程度的打擊的話，即成為真‧覺醒

亂舞。以真‧覺醒亂舞擊倒敵武將的話，將出

現竹簡 P.17 。

空中無雙亂舞

無雙亂舞 2

真‧無雙亂舞

激‧無雙亂舞

覺醒亂舞／真‧覺醒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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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操作

易武攻擊 t右緩衝鍵

一邊施展特殊攻擊，一邊切換武器。可以由普通攻

擊或蓄力攻擊延伸。

※ 於騎乘時按下右緩衝鍵的話，則不進行攻擊而僅切換

武器。

易武反擊 t右緩衝鍵

於性質處於劣勢的敵人在進行蓄積動作時（顯示

綠光）按下右緩衝鍵的話，可以一邊進行反向

攻擊一邊切換武器。攻擊力、防禦力將會暫時上

升，即使面對劣勢的敵人也能夠給予重大損害。

旋風連擊 按鍵

性質為優勢的敵人頭頂會顯示氣魄量表。氣魄量

表會隨著每次的攻擊而減少，完全耗盡時即可發

動旋風連擊，給予敵人集中攻擊。

※於無雙亂舞不會發動旋風連擊。

藉由頭頂的標記確認武器的性質

 
優勢　　

 
劣勢

氣魄量表的讀法

 攻擊命中時減少，

 耗盡時即發動旋風連擊！

 量表恢復。

覺醒 按下右搖桿

當覺醒值 P.14 達到最大時按下按下右搖桿的

話，於一段時間內成為覺醒狀態。

覺醒狀態中，除了攻擊力、防禦力、移動速度會

上升之外，攻擊範圍也會變廣，並可不露破綻的

進行攻擊，即時遭到敵人的攻擊也不會膽怯。此

外，無雙值將會達到最大。

於覺醒狀態施展出無雙亂舞的話，即成為覺醒亂

舞 P.11 。更甚者，如果以覺醒亂舞給予敵人一

定程度的損害的話，即成為真‧覺醒亂舞。

要如何蓄積覺醒值？

‧給予敵人損害。

藉由易武反擊多多蓄積。

熟識武器的性質！
武器共分「天」、「地」、「人」3

種，有著天強於地，地強於人，人強

於天的「三種相剋性質」的關係。以

優勢的武器進行攻擊的話，除了可以

給予較大的損害之外，由於敵人也不

會積極的進行攻擊，因此可以有利的

進行戰鬥。

以易武反擊一舉扭轉乾坤！
當性質處於劣勢時施展易武反擊的話，可以暫時提昇能力而

給予重大損害。此誠為一舉扭轉乾坤的機會。但是，如果遭

到處於劣勢的敵人的攻擊的話，將會蒙受慘痛的打擊，因此

要慎重的進行防禦並同時尋找反擊的機會！

以旋風連擊一決勝負！
性質為優勢的敵人頭頂會顯示氣魄量表。氣魄量表耗盡的

話，可以藉由集中攻擊給予重大損害。此時，由於周圍的敵

人也會被捲入，因此巧妙的引誘敵人而施展旋風連擊吧！

活用「三種相剋性質」以進行戰鬥吧！

天

人 地
以劣勢的武器等待反擊的時
機吧！

以易武反擊扭轉形勢！

以旋風連擊給予致命一擊！



14 15SHIN SANGOKUMUSOU 7

畫面的讀法

強化道具的效果
以強化道具 P.17 提昇能力的話，武
器等會發光。

擊破數
所擊破的敵軍人數。

剩餘時間 士氣
兩軍的士氣（我方：藍　敵方：紅）。
隨著戰況而變化，士氣越高的話，越積極進行攻擊。

禁止進入標誌
有此標誌處無法進入。

地圖
以右發射鍵切換全體地圖／擴大地圖。

 玩家所在的場所與方向

 馬（支援獸）

 我軍武將　  我軍隊長

 我軍士兵　  我軍兵器

 敗退條件的武將

 敵軍武將　  敵軍隊長

 敵軍兵士　  敵軍兵器

 勝利條件的武將

 目標地點

畫面的讀法

戰鬥畫面

敵情報
敵人的姓名、體力、武器的種類與性質。

 天　  地　  人　 P.13

●擴大地圖

境界（黑色）

禁止進入。

高低差（灰色）

於有高低差之處，由高處向
低處跳躍前進。

敵勢力門（紅色）

禁止通行。

我方勢力門（藍色）

可通行（接近門的話開啟）。

●全體地圖

體力值
玩家的體力。受到損害時會減少及變色
（藍→黃→紅）。
耗盡時即為戰鬥敗北。

※2人雙打 P.05 時，畫面會分割為上下兩部分。

任務發生地點

連鎖數
連續攻擊的命中次數。

目標標記
對戰中的武將。

武器的性質 P.12

無雙值
有1個達到最大的話即可施展無雙亂舞
P.11 。等級上升的話即增加為2個以
上。

覺醒值
達到最大時，可使用覺醒 P.13 。給予
敵人損害的話即可蓄積。

裝備武器
左側為目前所使用的武器。右側為待命
武器。顏色為性質（天、地、人）。
以右緩衝鍵可以切換為另一項的武
器。
1　  第一武器
2　  第二武器
Ex　可以進行EX攻擊的拿手武器 攻擊力上昇

防禦力上昇移動力上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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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的讀法

情報畫面

於戰鬥前、戰鬥中等按下START鍵的話，即可顯示

情報畫面。

戰場情報 （於戰鬥時）觀看勝敗條件或武將位置。按下按鍵的話，可以觀看情報履歷。

任務情報★ （於戰鬥時）確認戰鬥時被賦予的任務。

武將情報

裝備武器／

確認武器

變更武器 P.19 。於戰鬥時無法進行變更，僅可閱覽或廢

棄。

裝備技能 可最多裝備4個技能 P.21 。

裝備支援獸★ 選擇帶往戰鬥的支援獸。於自由模式也可裝備。

招式情報 確認招式。可以確認武將各異之EX攻擊 P.10 的操作等。

變更護衛武將★ （於戰鬥前）變更帶往戰鬥的護衛武將。

變更服裝★ （於戰鬥前）變更服裝。

戰歷 觀看擊破數或連鎖數等紀錄。

線上排名 連線至Xbox LIVE，與全國的玩家們一較高下。

（戰鬥前）

管理基地★

提交素材 將於戰鬥獲得的設施素材交付給設施。

變更設施負責人 由同伴中選擇做為設施負責人的武將。

變更基地象徵
變更裝飾基地的象徵。隨著遊戲的進行，或有可能可以獲得

象徵。

變更基地主題 變更基地的外觀。遊戲進行的話即可變更。

同伴一覽表 確認成為同伴的武將。

情誼一覽表 確認與同伴（無雙武將）的情誼。

變更武將 （於戰鬥前）變更進行遊戲的武將。

設定 變更顯示設定、控制器設定、音效設定 P.06 。

2P脫離 （於戰鬥前）2人雙打時，2P退出而成為1人單打。

快速配對★ （連線狀態時）可以於連線遊玩時立即開始戰鬥 P.22 。

連線遊玩★／

離線遊玩★

（於戰鬥前）連線至Xbox LIVE P.22 。／

（連線狀態）斷線。

保存 （於戰鬥前）儲存遊戲中的資料 P.07 。

中途保存 （於戰鬥時）儲存遊戲中的資料 P.07 。

脫離戰鬥★ （於戰鬥時）脫離戰鬥返回基地。

返回主選單 返回模式選擇畫面。

★ 僅於將星模式中顯示

戰鬥時的道具

破壞罈子或木箱，或是擊倒敵人的話，會出現

道具。

由於出現之後經過一段時間便會消失，因此儘

早獲得吧！

 
肉包 恢復體力50

 
肉包2個 恢復體力100 

 
肉骨 恢復體力200 

 
燒雞 恢復體力400 

 
老酒 恢復無雙量表1個

 
玉璽 無雙值完全恢復

 
華佗膏

體力、無雙值

完全恢復

 布袋★

（紅色）
獲得設施素材

 布袋★

（藍色）
獲得武器素材

 
獸寶玉☆ 獲得支援獸

 
竹簡 獲得經驗值

 
金錢 獲得金錢

 
寶箱 獲得武器

 
韋駄天靴 30秒內移動速度UP

 
戰神之斧 30秒內攻擊力2倍

 
戰神之鎧 30秒內防禦力2倍

◎恢復道具

◎報酬道具

◎強化道具

★僅於將星模式出現☆於自由模式與將星模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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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武將

武將的能力

武將的能力會對應等級而成長，可

以藉由裝備技能或武器而予以強

化。

武器、技能、支援獸、所持金為所

有武將所共有。

由情報畫面（START鍵）的「武將

情報」可以確認目前的能力。

強化武將

等級（Lv.）

經驗（EXP）的量表達到最大時，等級即提昇1級。能力、無雙量表的條數、系

統適性、連續攻擊數會依據等級而上昇。達到特定的等級的話，將可以施展

空中無雙亂舞等特殊攻擊。

體力 體力耗盡時即告敗北。最大體力會依據等級而上昇。

攻擊力 越高的話，給予敵人的損害也越大。依據等級而上昇。

防禦力 越高的話，所受到來自敵人的損害也越少。依據等級而上昇。

無雙 無雙量表的個數。依據等級而增加。

系統適性 P.20
對於特殊動作分類武器的適性。★越多的話，攻擊力將會被加算，當達

到最大時可以使用特殊動作。依據等級而上昇。

裝備武器 P.19 上為第一武器，下為第二武器。於戰鬥前可以透過「裝備武器」進行變更。

裝備技能 P.21 所裝備的技能。可以透過「裝備技能」進行變更。

EX攻擊  P.10 於裝備了拿手武器時所可以施展的攻擊。

支援獸 
所裝備的支援獸（自由模式、將星模式）。可以透過「裝備支援獸」進行變

更。

持有金 以戰鬥獲得。可以購買武器或交易品（僅限將星模式）。

武器

裝備武器的話，可以提升武將的攻擊力。可以裝備第一武器及第二武器，並可以一邊切

換一邊進行戰鬥。

武器的裝備
於戰鬥前，透過情報畫面（START鍵）的「武將情報」－「裝備武器」可以變更武器。

※於戰鬥時無法變更武器。

獲得武器
或是由駐紮地或基地等的武器店購買，或是由

出現於戰場的寶箱獲得武器。此外，迅速擊倒

武將的話，有時會掉落武器。

武器為所有武將所共有。亦於所有模式可共通

使用。

※於將星模式可以鍛鍊武器進行強化。

性質… P.13
天、地、人3種，相互為牽制關係。

武器的系統

屬性
附加於武器的屬性。無法變更。

武器等級
●越多的話攻擊力越高。

拿手武器… P.20
可以進行EX攻擊的武器顯示「Ex」。

適性加強
對應系統適性而加算攻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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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武將

拿手武器  

武將各有其拿手的武器系統。使用拿手武器的

話，可以施展出EX攻擊 P.10 。

※ 如拿手武器為待命武器的話，則無法施展EX攻擊。

系統適性
武器依據可使用的特殊動作，分為「輕功」、「轉身」、

「無影腳」、「旋風」4個種類。依據武將之不同，對於各

類型的適性也因之而異（★ ～ ★ ★ ★ ★ 的4階段）。裝備

系統適性高的武器的話，適性加強 P.19 將發揮效果，攻

擊力將因而提昇。系統適性會隨著等級而提升，當達到最大

（★ ★ ★ ★ ）時，使用該類型的武器時即可使用特殊動作。

但是，上限為僅可使1類型成為最大。

特殊動作
使用系統適性為最大的武器的話，可以施展出對應武器的特殊動作。

於攻擊中或空中時按下按鍵的話可以進行高速移動。

於後仰時按下按鍵的話可以進行緊急迴避。

於蓄力攻擊時按下按鍵的話可以向敵人進行突擊。

普通攻擊時刮起風，對於廣範圍的敵人進行追加攻擊。

◎輕功〈棍、圈、羽扇等〉

◎無影腳〈將劍、雙矛等〉

◎轉身〈龍槍、偃月刀等〉

◎旋風〈大斧、槍、戟等〉

▲系統適性可以由武將情報

進行確認

技能

裝備技能的話，可以補正武將的能力，或可以

使用特殊動作。

補正能力的技能具有等級，等級越高的話效果

越大。

裝備技能
由情報畫面（START鍵）之「武將情報」－

「裝備技能」進行技能的裝備。最多可裝備4

項。

技能的覺醒
依據戰鬥時的行動，技能會覺醒，有時候可以

學習到新的技能，或是提昇技能的等級。

技能為所有武將所共有。1名武將所覺醒而學

到的技能，也可以裝備到其他武將。此外，所

有模式可共通使用。

難易度越高的話，技能越容易覺醒。

※未裝備之技能的等級也會上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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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模式、自由模式

於故事模式及自由模式，可以藉由連線進行雙人協力遊玩。

連線遊玩時可以獲得較平常更多的報酬。

※離線時也能夠進行雙打 P.05 。

※僅限雙方的玩家能夠選擇的劇本可以進行連線遊玩。

於將星模式，可以藉由連線進行雙人協力遊玩。此外，主方還可以邀請客方到自己的基

地。連線遊玩時可以獲得較平常更多的報酬。

但是，客方無法獲得同伴。

協力遊玩
於基地的情報畫面（START鍵）選擇「連線模式」。

向基地之門的衛兵攀談。之後請依照畫面指示進行遊

戲。

邀請至基地
戰鬥結束後，選擇是否與相同玩家進行共鬥。如果雙方皆選擇「是」的話，主方可選擇

進行連戰或返回。返回的話，可以邀請客方到自己的基地。

客方可以於主方的設施購買道具等。雙方於門向衛兵攀談的話，可以繼續戰鬥。

連線遊玩

將星模式

…武器店

可以買賣武器。等級提昇的話還可以進行鍛鍊。

…料理店

於戰鬥時吃了有效的料理的話，可以暫時提昇體力或攻擊力等。至返回

時有效。等級上昇的話，品項數目會增加。

…學堂

可以購買道具提昇武將的經驗值、體力、攻擊力、防禦力。等級上昇的

話，道具的種類會增加。

…交易所

可以交換素材，或是購買支援獸。等級上昇的話，素材的交換比率會變

好，並可以購得貴重的支援獸。

…派兵所

派兵至戰場，獲得素材。有時候可以獲得同伴或武器。於戰鬥後攀談的

話可以確認結果。

…農場

培育農作物可增加金錢。於戰鬥後攀談的話可以確認收入。等級上昇的

話，收入會增加。

…廄舍

可以餵飼料給支援獸。支援獸滿足的話，可以獲得素材或武器、支援

獸。等級上昇的話，飼料的種類會增加。

…訓練所

進行訓練可以提升負責設施的武將的經驗值。等級上昇的話，將可以獲

得更多的經驗值。

設施一覽

以下設施會被建設於基地之內。農場、訓練所、廄舍、學堂於過關後建設。

連線遊玩時，可以使用語音聊天功能。如欲進行語音聊天，必須另備支援Xbox 360之耳機組。請不要發
出令人不快，或是違反公眾秩序、良風益俗及法律之言論。此外，請不要散播自己或他人的個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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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羽‧魏延

敘述

趙雲‧諸葛亮…………………小野坂　昌也

張飛‧太史慈……………………掛川　裕彥

曹操………………………………岸野　幸正

夏侯惇‧典韋……………………中井　和哉

呂蒙‧董卓…………………………堀　之紀

陸遜………………………………野島　健兒

周瑜‧許褚………………………吉水　孝宏

呂布‧黃蓋…………………………稲田　徹

黃忠‧張角………………………川津　泰彥

劉備………………………………遠藤　守哉

孫策‧龐統………………………河內　孝博

孫尚香…………………………宇和川　惠美

甄宓………………………………住友　優子

小喬‧大喬………………………嶋方　淳子

祝融………………………………米本　千珠

張郃‧孟獲………………………幸野　善之

袁紹‧馬岱………………………龍谷　修武

司馬懿………………………………滝下　毅

貂蟬………………………………小松　里歌

孫堅‧夏侯淵……………………德山　靖彥

孫權‧姜維………………………菅沼　久義

甘寧‧關索………………………三浦　祥朗

馬超………………………………服卷　浩司

張遼………………………………田中　大文

徐晃……………………………山本　圭一郎

曹仁………………………………江川　央生

周泰‧賈詡………………………石川　英郎

月英………………………………笠原　留美

曹丕………………………………神奈　延年

龐統………………………………森田　成一

凌統‧劉禪………………………松野　太紀

關平‧丁奉………………………中尾　良平

星彩………………………………野田　順子

左慈………………………………佐藤　正治

蔡文姬……………………………吉川　未來

練師………………………………神田　朱未

鮑三娘………………………………野中　藍

司馬師…………………………置鮎　龍太郎

司馬昭………………………岸尾　だいすけ

鄧艾………………………………小原　雅人

王元姬…………………………伊藤　かな惠

鍾會………………………………會　一太郎

諸葛誕……………………………桐本　琢也

夏侯覇…………………………赤羽根　健治

郭淮…………………………………蒲田　哲

王異………………………………桑島　法子

郭嘉………………………………三宅　淳一

徐庶…………………………………私市　淳

樂進……………………………伊藤　健太郎

李典………………………………鳥海　浩輔

魯肅…………………………………楠　大典

韓當………………………………田中　秀幸

關興………………………………島崎　信長

張苞………………………………阪口　大助

關銀屏……………………………三上　枝織

賈充………………………………高橋　広樹

文鴦………………………………小野　友樹

張春華……………………………淺野　真澄

語音收錄導演……………………………………… 宮崎　誠二

音響製作協力…………………………株式會社青二Production

……………………増谷　康紀

CAST

STAFF

※本軟體使用了Fontworks株式會社的字型。Fontworks 的公司名稱、Fontworks、以及字型的名稱為Fontworks株式會社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客戶服務
關於本產品疑問的疑問查詢，請參考下面本公司客戶服務部門的聯絡方法。

電話  (02)2325-0156　撥號前請再度確認所撥號碼無誤。

 星期一～星期五 10:00 ～ 17:00

地址  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23 號 11 樓

 臺灣光榮特庫摩股份有限公司

 Xbox 360 版『真．三國無雙 7 中文版』客戶服務部門收

新產品介紹………http://www.gamecity.com.tw/

有限保證書
●恕不答覆關於遊戲內容相關攻略的問題。

●本公司對於本產品的售後服務為發售日起的一年內。懇請見諒。

●本公司對於購買錯誤而要求更換者，一律不予受理。請見諒。

●本公司對於複製品、出租品或是營業使用品等一概不提供任何售後服務。

●本說明書恕不重新發行，請妥善保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