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的等級最高　By Paladin 
　　在劉備大哥的大頭照上連按後會出現一個問題，別理它選是就好了。然後在左上角邊框的珠子再連按就OK了。劉備的等級變９９，金錢變１００００兩。
　　但注意一點：如果做完後發現劉備的武力，智力和統率也變一百的話最好重新讀取資料一次，因為會當機。 
 
金錢暴增 
　　遊戲開始時馬上前往道具屋，當所持金只剩下500元的時候，購入400元的斧頭。這時畫面會出現詢問畫面，詢問要把斧頭分配給誰。這時請按A再按C，就可購入一把斧頭。這時所持金應該只剩下100元。然後再按一次C鈕，竟然又能買到一把斧頭。這時請您注意一下所持金，嘿嘿‧‧‧錢花不完了吧？  

修改心得：謎樣的秘寶　By hunry 
　　今天改三國志英傑傳時發現一件寶貝很不錯。這件寶貝融合了遁甲天書的神力，具有如同如意金箍棒一樣的莫大威力。比如劉備1級短兵時，基本攻擊力是265，當帶上這件寶貝後，攻擊力將驟增至940，而劉備99級戰車時基本攻擊力3062，帶上它後變成10870，即差不多是基本攻擊力X3。用這樣強勁的法寶砍人，感覺當然就像切菜一樣。不過這件寶貝沒有名字，在物品欄中占據空的一行，注釋與遁甲天書一樣，它的物品代碼是“4B” 。  
長阪橋之役輕鬆攻略　By Scorpion 
　　我覺得很簡單，只要通通轉職就好，張飛趙雲關平等騎兵隊一律轉職為步兵或弓兵，戰鬥開始，就把所有的部隊移到森林中。因為曹營猛將十個有八個是騎兵（好像只有曹仁張遼不是），根本打不到你。先把部隊佈置成方陣，把來犯的步兵弓兵處理掉，接下來就可以很輕鬆的把“所有”曹軍一一解決。箭一直射，步兵一直斜打就好，長阪一就這樣過啦。所有的人平均可以升２級，如果你故意走過去給他打一下再補血，經驗值可以賺更多。
　　長阪二更賺，因為曹操帶的兵更多，哈哈哈哈哈哈～長阪一二打下來，重要將領不升個五六級實在對不起自己，我的趙子龍有一次還升了八級。誰還稀罕那區區一百點經驗值啊？民眾？讓他們去死吧！！！麥城之戰我也是用同樣的方式把魏吳追兵“全數殲滅”，哈哈哈哈哈～ 
 
武將單挑表　By ya 
序章
群雄起兵討董卓
　→氾水關: 關羽VS華雄
　→虎牢關: 張飛VS呂布 
第一章
界橋之戰
　→廣川: 關羽ＶＳ逢紀
　→信都: 張飛ＶＳ淳于瓊
　　劉備進城，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清河: 關羽ＶＳ麴義
　→巨鹿: 張飛ＶＳ顏良
　→橋: 張飛ＶＳ文醜
　　劉備奪糧，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支援北海徐州
　→北海: 趙雲ＶＳ管亥
　→徐州: 關羽ＶＳ于禁
　　（主和可得雌雄雙劍）
　→小沛: 張飛ＶＳ夏侯淵
餓虎呂布來訪
　→泰山: 劉備 招降 李明
　→下丘: 劉備 招降 董梁
　→彭城: 劉備 招降 趙何
　　劉備轉進，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討伐呂布之戰
　→彭城: 張飛ＶＳ高順
　→夏丘: 張遼遇到關羽的時候會撤離，在場武將每人增加經驗值５０點。
　→小沛: 劉備招降宋憲
　→劉備 招降 侯成
　→劉備 招降 魏續
　→關羽ＶＳ張遼
　　（記得拿赤兔馬和方天畫戢）
徐州攻防戰
　→廣陵: 張飛ＶＳ紀靈（獲三尖刀）
　→徐州: 劉備轉進，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第二章
官渡之戰
　→袞州: 趙雲ＶＳ張郃
　　劉備轉進 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古城:
　→潁川: 關羽ＶＳ蔡陽
汝南之戰
　→汝南: 趙雲ＶＳ許褚
隱伏新野
　→江夏: 張飛ＶＳ陳孫
　→趙雲ＶＳ張武
　→南陽: 張飛ＶＳ呂翔
　→趙雲ＶＳ呂曠
諸葛孔明下山
隆中:
曹操南征
　→博望坡: 關羽ＶＳ李典
　　夏侯惇退 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新野: 張飛ＶＳ于禁
　→襄陽: 趙雲ＶＳ張允
　　劉備轉進 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記得拿倚天劍）
耒陽:
長阪坡I:民眾轉進 每人增經驗值50
　→長阪坡Ⅱ: 趙雲ＶＳ夏侯恩（趙雲可以獲得青釭劍）
　　民眾轉進 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第三章
荊州南部征服戰
　→江陵: 趙雲ＶＳ甘寧
　→零陵: 關平ＶＳ邢道榮
　→武陵: 周倉ＶＳ金旋
　→桂陽: 劉封ＶＳ鮑龍
　→長沙: 關羽ＶＳ黃忠
　　（記得拿英雄劍）
荊州所有權的糾紛
　→公安: 關羽ＶＳ呂蒙
　　佔領四鹿岩 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益州攻略戰
雒Ⅰ:
　→雒Ⅱ: 張飛 vs 張任
　→劉備 招降 雷銅
　→劉備 招降 李嚴
　→劉備 招降 費觀
　→劉備 招降 吳蘭
　→劉備 招降 吳懿
　→葭萌關Ⅰ: 張飛ＶＳ馬超
　→成都: 劉備 招降 吳班
　→劉備 招降 孟達
　→劉備 招降 霍峻
　→劉備 招降 沙摩可
　→劉備 招降 黃權
　→劉備 招降 陳式
　　劉備招降劉彰，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漢中攻防戰
　→瓦口關Ⅰ: 雷銅ＶＳ張郃
　→瓦口關Ⅱ: 雷銅ＶＳ張郃
　→葭萌關Ⅱ: 嚴顏ＶＳ夏侯淵
　→天蕩山Ⅰ: 黃忠ＶＳ夏侯淵
　→定軍山: 黃忠ＶＳ夏侯淵
　→天蕩山Ⅱ: 嚴顏ＶＳ夏侯德
　→漢水: 吳蘭ＶＳ曹彰
　→陽平關: 馬超ＶＳ龐德
蜀漢建國
麥:
　→西陵: 張苞ＶＳ謝旌
　→ 關興ＶＳ李異
　→夷陵: 沙摩可ＶＳ周泰 

第四章
奪回荊州
　→襄陽Ⅱ: 謎之武將ＶＳ曹仁
　　佔領襄陽 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新野Ⅱ: 張飛ＶＳ于禁
　→南郡: 張苞ＶＳ夏侯尚
　　佔領兩鹿岩 每人增經驗值５０
　→宛Ⅰ: 張飛ＶＳ張遼
　→宛Ⅱ: 張飛ＶＳ徐晃
中原決死戰
　→奇襲隊: 馬超 招降 異民族
　→陳倉: 魏延ＶＳ郝昭
　→長安: 趙雲ＶＳ張郃
　→龐統 招降 徐庶
　→洛陽: 張飛ＶＳ張郃
　→許昌Ⅰ: 關興ＶＳ許褚
許昌Ⅱ:
　　（記得拿玉璽）
蜀漢最後決戰
　→鄴Ⅰ: 張苞ＶＳ曹彰
　→關興ＶＳ曹植
　　（記得拿霸王劍）
　→鄴Ⅲ: 張飛ＶＳ許褚
　→關羽ＶＳ遼
　→趙雲ＶＳ李典
　→馬超ＶＳ樂進

 三國志英傑傳人物出場列表                   
 
英傑傳人物表
 
玩過三國志英傑傳的人大概都會有不知要訓練誰的苦惱吧?
即使重玩憑記憶也拿不準誰什麼時候會離開, 什麼時候會再加入.
因此我特地將各戰場會出現或加入的人記錄下來, 供各位玩時
做參考. 當然我先做了一些分析, 供大家參考.
 
首先一定要訓練的便是決戰必定會出場的劉備和諸葛亮, 其次便是單挑
事件最多的關羽、趙雲、張飛3人 (麥之戰別讓關羽死掉了), 其他人便
要好好考慮了. 由於後期的張遼可經由關羽勸降, 因他的屬性相當好,
等級也高 (戰車62級), 因此也是決戰的最佳人選. 此外, 妖術師可做攻擊、
補血等等功用, 因此龐統、徐庶兩人也都需要 (雒之戰別讓龐統死掉了).
而攻城及各種戰場均相當好用的武術家也是需要的, 可選用的人才有魏延、
藩宮、陳式三人, 但陳式屬性不好可不用考慮, 因此要特別訓練魏延、
藩宮. 尤其藩宮在初期關、張離開時可做為主力使用, 因此最好選信都
之戰將之網羅, 並好好訓練. 長距離攻擊的弓兵隊也很有用, 其中李嚴
的屬性最好, 因此在雒之戰2時要記得網羅, 排行第2的蔣琬也不錯,
這兩人均可以好好訓練. 大致便是:
 
騎 - 關羽、趙雲、張飛
兵 - 張遼、劉備
弓 - 李嚴、蔣琬
妖 - 諸葛亮、龐統、徐庶
武 - 魏延、藩宮
 
一共12人. 但決戰可使用15人, 剩下的3人更要好好的考慮. 首先便是
輔助關羽免在麥之戰慘死的關平和周倉, 不過這兩人在第3?4章之間都
無法參與戰鬥, 因此人物的挑選最好取能全程參與的為主. 早期的糜芳
和簡雍均可考慮, 雖然屬性不怎麼好, 但等級夠高也頗厲害. 尤其這兩位
好好培養的話, 還可成為後期關中特遣隊的主力. 如果可能的話, 可再
加上弓兵手關純 (但要選巨鹿之戰). 如此第二主力便成為:
 
騎 - 關平
兵 - 糜芳
弓 - 簡雍、關純
賊 - 周倉
 
其中周倉在決戰攻城上比較沒什麼用處, 因此當麥之戰結束後便不必再
訓練了. 決戰時可從關平、關純中挑一人, 再加上糜芳、簡雍2人, 應
該相當夠用了 (建議挑關純).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太好, 也可以參照後
面的人物出場序自行挑選. 接下來再談談如何練功. 經驗的累積有2種,
一種是攻擊, 一種是使用法術. 攻擊未打死時可得4?16, 視敵我雙方
等級而定, 打死時則更高. 使用非攻擊性法術則一律得經驗值8. 聰明
的你應該知道如何做了... :)
 
 
 
三國志英傑傳人物出場序 (人物排列順序以三個屬性值總和為準)
 
每個戰場分為
    必出 = 一定會出擊的人 (劉備不列)
    選?? = 可選擇出擊者，後面的數字為可選的人數。加括號者為
           不一定有，視路線而定。前加*或x者表有單挑事故。
    加入 = 經該戰後才會加入的人
在戰場之間列出加入者為一定會加入的人
 
序章
 
    汜水關  必出：*關羽、張飛
 
    虎牢關  必出：關羽、*張飛
 
        加入：簡雍(弓3)
 
第一章第一幕
 
  ┌信都    選03：關羽、*張飛、簡雍
  │        加入：藩宮(武4)
  │
  └廣川    選03：*關羽、張飛、簡雍
 
  ┌巨鹿    選04：關羽、*張飛、(藩宮)、簡雍
  │        加入：關純(弓4)、耿武(短4)
  │
  └清河    選04：*關羽、張飛、(藩宮)、簡雍
 
    界橋    選04：關羽、*張飛、(藩宮)、簡雍、(關純)、(耿武)
 
        加入：趙雲(輕11)
 
第一章第二幕
 
    北海    必出：*趙雲
            選04：關羽、張飛、(藩宮)、簡雍、(關純)、(耿武)
 
    徐州    必出：趙雲
            選05：*關羽、張飛、(藩宮)、簡雍、(關純)、(耿武)
 
    小沛    必出：趙雲
            選05：關羽、*張飛、(藩宮)、簡雍、(關純)、(耿武)
 
        加入：孫乾(輸10)
 
第一章第三幕
 
    泰山    選06：關羽、張飛、(藩宮)、簡雍、孫乾、(關純)
                  (耿武)
            加入：李明(猛12)
 
    夏丘    選06：關羽、張飛、(藩宮)、簡雍、孫乾、(關純)
                  (耿武)
            加入：董梁(強12)
 
    彭城    選06：關羽、張飛、(藩宮)、簡雍、孫乾、(關純)
                  (耿武)
            加入：趙何(強12)
 
        加入：糜竺(軍13)、糜芳(短13)
 
    淮南    選08：*關羽、張飛、(李明)、(藩宮)、(董梁)、簡雍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第一章第四幕
 
    夏丘    選06：*關羽、張飛、(李明)、(藩宮)、(董梁)、簡雍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彭城    選06：關羽、*張飛、(李明)、(藩宮)、(董梁)、簡雍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下坯    選06：*關羽、張飛、(李明)、(藩宮)、(董梁)、簡雍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第一章第五幕
 
    廣陵    選06：關羽、*張飛、(李明)B(藩宮)、(董梁)、簡雍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徐州    選06：(李明)、(藩宮)、(董梁)、簡雍、糜芳、孫乾
                  (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第二章第一幕
 
    兗州    必出：*趙雲
            選08：(李明)、(藩宮)、(董梁)、簡雍、糜芳、孫乾
                  (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古城    選06：趙雲、(李明)、(藩宮)、(董梁)、簡雍、糜芳
                  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穎川    必出：*關羽、關平(重22)、周倉(惡22)
            選07：趙雲、張飛、(李明)、(藩宮)、(董梁)、簡雍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加入：周倉、關平
 
    汝南    必出：孫乾
            選08：關羽、*趙雲、關平、張飛、周倉、(李明)
                  (藩宮)、(董梁)、簡雍、糜芳、(趙何)、糜竺
                  (關純)、(耿武)
            加入：劉辟(惡23)
 
        加入：伊籍(長23)、劉封(長23)
 
第二章第二幕
 
    江夏    選09：關羽、*趙雲、關平、*張飛、周倉、(劉辟)
                  (李明)、(藩宮)、劉封、伊籍、(董梁)、簡雍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加入：徐庶(妖26)
 
    南陽    必出：徐庶
            選08：關羽、*趙雲、關平、*張飛、周倉、(劉辟)
                  (李明)、(藩宮)、劉封、伊籍、(董梁)、簡雍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加入：諸葛亮(妖30)
 
第二章第四幕
 
  ┌博望坡  必出：*關羽、趙雲、諸葛亮、關平、張飛、周倉
  │              劉封、簡雍
  │        選05：(劉辟)、(李明)、(藩宮)、伊籍、(董梁)、糜芳
  │              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
  └新野    必出：諸葛亮、張飛
            選08：關羽、趙雲、關平、周倉、(劉辟)、(李明)
                  (藩宮)、劉封、伊籍、(董梁)、簡雍、糜芳
                  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襄陽    選11：*趙雲、諸葛亮、關平、張飛、周倉、(劉辟)
                  (李明)、(藩宮)、劉封、(董梁)、簡雍、糜芳
                  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長阪坡  必出：諸葛亮
            選10：*趙雲、關平、張飛、周倉、(劉辟)、(李明)
                  (藩宮)、劉封、(董梁)、簡雍、糜芳、孫乾
                  (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第三章第一幕
 
    江陵    選08：關羽、*趙雲、諸葛亮、關平、張飛、周倉
                  (劉辟)、(李明)、(藩宮)、劉封、伊籍、(董梁)
                  簡雍、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
                  (耿武)
 
        加入：馬良(輸30)、馬驥(軍30)
 
  ┌武陵    選06：諸葛亮、關平、馬良、*周倉、馬驥、(劉辟)
  │              (李明)、(藩宮)、劉封、伊籍、(董梁)、簡雍
  │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
  ├零陵    選06：諸葛亮、*關平、馬良、周倉、馬驥、(劉辟)
  │              (李明)、(藩宮)、劉封、伊籍、(董梁)、簡雍
  │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
  └桂陽    選06：諸葛亮、關平、馬良、周倉、馬驥、(劉辟)
                  (李明)、(藩宮)、*劉封、伊籍、(董梁)、簡雍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長沙    選10：*關羽、趙雲、諸葛亮、關平、張飛、馬良、
                  周倉、馬驥、(劉辟)、(李明)、(藩宮)、劉封
                  伊籍、(董梁)、簡雍、糜芳、孫乾、(趙何)
                  糜竺、(關純)、(耿武)
 
        加入：黃忠(戰33)、魏延(武33)
 
 
第三章第二幕
 
    公安    必出：諸葛亮
            選10：*關羽、趙雲、黃忠、關平、張飛、魏延
                  馬良、周倉、馬驥、(劉辟)、(李明)、(藩宮)
                  劉封、伊籍、(董梁)、簡雍、糜芳、孫乾
                  (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加入：龐統(妖34)、蔣琬(發30)、法正(戰34)、費煒(發30)
 
 
第三章第三幕
 
    雒１    必出：龐統
            選09：黃忠、關平、魏延、蔣琬、馬良、周倉
                  法正、馬驥、(劉辟)、(李明)、(藩宮)、劉封
                  (董梁)、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
                  (耿武)、費煒
 
        加入：嚴顏(戰34)
 
    雒２    必出：趙雲、諸葛亮、伊籍、簡雍
            選08：黃忠、嚴顏、龐統、*張飛、魏延、蔣琬
                  馬良、法正、馬驥、(劉辟)、(李明)、(藩宮)
                  劉封、(董梁)、糜芳、孫乾、(趙何)、糜竺
                  (關純)、(耿武)、費煒
            加入：李嚴(發36)、吳蘭(近37)、吳懿(發37)、雷銅(近37)
                  費觀(戰36)
 
    葭萌關  必出：*張飛
            選08：趙雲、黃忠、嚴顏、龐統、魏延、(李嚴)
                  蔣琬、(吳蘭)、(吳懿)、(雷銅)、馬良、法正
                  馬驥、(劉辟)、(李明)、(藩宮)、劉封、伊籍
                  (董梁)、簡雍、(費觀)、糜芳、孫乾、(趙何)
                  糜竺、(關純)、(耿武)、費煒
 
        加入：馬超(近41)、馬岱(近40)
 
    成都    選08：趙雲、黃忠、嚴顏、諸葛亮、龐統、馬超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吳懿)
                  (雷銅)、馬良、法正、馬岱、馬驥、(劉辟)
                  (李明)、(藩宮)、劉封、伊籍、(董梁)、簡雍
                  (費觀)、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
                  (耿武)、費煒
            加入：孟達(戰37)、黃權(戰38)、霍峻(猛37)、沙摩可(異37)
                  吳班(發36)、陳式(武36)
 
第三章第四幕
 
    瓦口關  選11：趙雲、黃忠、嚴顏、諸葛亮、龐統、馬超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孟達)
                  (吳懿)、(x雷銅)、馬良、法正、馬岱、馬驥
                  (黃權)、(霍峻)、(劉辟)、(李明)、(藩宮)、(沙摩可)
                  劉封、伊籍、(吳班)、(董梁)、(陳式)、簡雍
                  (費觀)、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
                  (耿武)、費煒
 
    葭萌關  選09：趙雲、黃忠、*嚴顏、諸葛亮、龐統、馬超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孟達)
                  (吳懿)、(雷銅)、馬良、法正、馬岱、馬驥
                  (黃權)、(霍峻)、(劉辟)、(李明)、(藩宮)、(沙摩可)
                  劉封、伊籍、(吳班)、(董梁)、(陳式)、簡雍
                  (費觀)、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
                  (耿武)、費煒
 
  ┌天蕩山  選11：趙雲、*黃忠、嚴顏、諸葛亮、龐統、馬超
  │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孟達)
  │              (吳懿)、(雷銅)、馬良、法正、馬岱、馬驥
  │              (黃權)、(霍峻)、(劉辟)、(李明)、(藩宮)、(沙摩可)
  │              劉封、伊籍、(吳班)、(董梁)、(陳式)、簡雍
  │              (費觀)、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
  │              (耿武)、費煒
  │        加入：王平(戰42)
  │
  └定軍山  選11：趙雲、*黃忠、嚴顏、諸葛亮、龐統、馬超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孟達)
                  (吳懿)、(雷銅)、馬良、法正、馬岱、馬驥
                  (黃權)、(霍峻)、(劉辟)、(李明)、(藩宮)、(沙摩可)
                  劉封、伊籍、(吳班)、(董梁)、(陳式)、簡雍
                  (費觀)、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
                  (耿武)、費煒
            加入：王平(戰42)
 
    漢水    選12：趙雲、黃忠、嚴顏、諸葛亮、龐統、馬超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x吳蘭)、(孟達)
                  (王平)、(吳懿)、(雷銅)、馬良、法正、馬岱
                  馬驥、(黃權)、(霍峻)、(劉辟)、(李明)、(藩宮)
                  (沙摩可)、劉封、伊籍、(吳班)、(董梁)、(陳式)
                  簡雍、(費觀)、糜芳、孫乾、(趙何)、糜竺
                  (關純)、(耿武)、費煒
 
    陽平關  選13：趙雲、黃忠、嚴顏、諸葛亮、龐統、*馬超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孟達)
                  (王平)、(吳懿)、(雷銅)、馬良、法正、馬岱
                  馬驥、(黃權)、(霍峻)、(劉辟)、(李明)、(藩宮)
                  (沙摩可)、劉封、伊籍、(吳班)、(董梁)、(陳式)
                  簡雍、(費觀)、糜芳、孫乾、(趙何)、糜竺
                  (關純)、(耿武)、費煒
 
第三章第五幕
 
    麥      必出：關羽、關平、周倉、王甫(戰40)、趙累(發40)、廖化(戰40)
 
    西陵    必出：*關興(近41)、*張苞(近41)、劉禪(戰41)
            選08：黃忠、嚴顏、龐統、張飛、魏延、(李嚴)
                  蔣琬、(吳蘭)、(孟達)、(王平)、(吳懿)、(雷銅)
                  馬良、法正、馬驥、(黃權)、(霍峻)、(劉辟)
                  (李明)、(藩宮)、(沙摩可)、劉封、伊籍、(吳班)
                  (董梁)、(陳式)、簡雍、(費觀)、糜芳、孫乾
                  (趙何)、糜竺、(關純)、(耿武)、費煒
 
        加入：關興、張苞、劉禪
 
    夷陵    選14：黃忠、嚴顏、關興、龐統、張飛、魏延
                  (李嚴)、蔣琬、(吳蘭)、(孟達)、張苞、(王平)
                  (吳懿)、(雷銅)、馬良、法正、馬驥、(黃權)
                  (霍峻)、(劉辟)、(李明)、(藩宮)、(x沙摩可)、劉封
                  伊籍、(吳班)、(董梁)、(陳式)、簡雍、(費觀)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費煒、劉禪
 
第四章第一幕
 
    若派關中特遣隊，則在本幕中之選派人員均去除下列10人：
 
        趙雲、龐統、馬超、魏延、法正、劉封、伊籍、簡雍、糜芳、糜竺
 
    襄陽    必出：諸葛亮
            選06：趙雲、黃忠、嚴顏、關興、龐統、馬超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孟達)
                  張苞、(王平)、(吳懿)、(雷銅)、馬良、法正
                  馬岱、馬驥、(黃權)、(霍峻)、(劉辟)、(李明)
                  (藩宮)、(沙摩可)、劉封、伊籍、(吳班)、(董梁)
                  (陳式)、簡雍、(費觀)、糜芳、孫乾、(趙何)
                  糜竺、(關純)、(耿武)、費煒、劉禪
 
  ┌新野    必出：諸葛亮
  │        選08：趙雲、黃忠、嚴顏、關興、龐統、馬超
  │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孟達)
  │              張苞、(王平)、(吳懿)、(雷銅)、馬良、法正
  │              馬岱、馬驥、(黃權)、(霍峻)、(劉辟)、(李明)
  │              (藩宮)、(沙摩可)、劉封、伊籍、(吳班)、(董梁)
  │              (陳式)、簡雍、(費觀)、糜芳、孫乾、(趙何)
  │              糜竺、(關純)、(耿武)、費煒、劉禪
  │
  └南郡    必出：諸葛亮
            選08：趙雲、黃忠、嚴顏、關興、龐統、馬超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孟達)
                  *張苞、(王平)、(吳懿)、(雷銅)、馬良、法正
                  馬岱、馬驥、(黃權)、(霍峻)、(劉辟)、(李明)
                  (藩宮)、(沙摩可)、劉封、伊籍、(吳班)、(董梁)
                  (陳式)、簡雍、(費觀)、糜芳、孫乾、(趙何)
                  糜竺、(關純)、(耿武)、費煒、劉禪
 
        加入：丁奉(戰52)、徐盛(戰54)
 
    宛１    必出：諸葛亮
            選08：趙雲、黃忠、嚴顏、關興、龐統、馬超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孟達)
                  張苞、(王平)、丁奉、(吳懿)、(雷銅)、馬良
                  法正、馬岱、馬驥、徐盛、(黃權)、(霍峻)
                  (劉辟)、(李明)、(藩宮)、(沙摩可)、劉封、伊籍
                  (吳班)、(董梁)、(陳式)、簡雍、(費觀)、糜芳
                  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費煒
                  劉禪
 
    宛２    必出：諸葛亮
            選08：趙雲、黃忠、嚴顏、關興、龐統、馬超
                  *張飛、魏延、(李嚴)、蔣琬、(吳蘭)、(孟達)
                  張苞、(王平)、丁奉、(吳懿)、(雷銅)、馬良
                  法正、馬岱、馬驥、徐盛、(黃權)、(霍峻)
                  (劉辟)、(李明)、(藩宮)、(沙摩可)、劉封、伊籍
                  (吳班)、(董梁)、(陳式)、簡雍、(費觀)、糜芳
                  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費煒
                  劉禪
 
        加入：王甫、趙累、廖化
 
第四章第二幕
 
┌─陳倉    必出：*趙雲、龐統、馬超、*魏延、法正、劉封
│                伊籍、簡雍、糜芳、糜竺
│          加入：姜維(近50)、徐庶(妖52)
│
│┌洛陽    必出：諸葛亮
││        選08：關羽、趙雲、黃忠、嚴顏、關興、龐統
││              關平、馬超、*張飛、魏延、(李嚴)、蔣琬
││              (吳蘭)、(孟達)、張苞、(王平)、丁奉、(吳懿)
││              (雷銅)、馬良、周倉、法正、馬岱、馬驥
││              徐盛、(黃權)、王甫、(霍峻)、(劉辟)、(李明)
└┤              (藩宮)、(沙摩可)、趙累、劉封、廖化、伊籍
  │              (吳班)、(董梁)、(陳式)、簡雍、(費觀)、糜芳
  │              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費煒
  │              劉禪
  │        加入：徐庶(妖54)
  │
  └許昌１  必出：諸葛亮
            選08：關羽、趙雲、黃忠、嚴顏、*關興、龐統
                  關平、馬超、(徐庶)、*張飛、魏延、(李嚴)
                  蔣琬、(吳蘭)、(孟達)、張苞、(王平)、丁奉
                  (吳懿)、(雷銅)、馬良、周倉、法正、馬岱
                  馬驥、徐盛、(黃權)、王甫、(霍峻)、(劉辟)
                  (李明)、(藩宮)、(沙摩可)、趙累、劉封、廖化
                  伊籍、(吳班)、(董梁)、(陳式)、簡雍、(費觀)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費煒、劉禪
 
    許昌２  必出：諸葛亮
            選11：關羽、趙雲、(姜維)、關興、龐統、關平
                  馬超、(徐庶)、張飛、魏延、(李嚴)、蔣琬
                  (吳蘭)、(孟達)、張苞、(王平)、丁奉、(吳懿)
                  (雷銅)、馬良、周倉、法正、馬岱、馬驥
                  徐盛、(黃權)、王甫、(霍峻)、(劉辟)、(李明)
                  (藩宮)、(沙摩可)、趙累、劉封、廖化、伊籍
                  (吳班)、(董梁)、(陳式)、簡雍、(費觀)、糜芳
                  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費煒、劉禪
            加入：張遼(戰62)
 
第四章第三幕
 
    鄴      必出：諸葛亮
            選13：關羽、趙雲、(姜維)、(張遼)、*關興、龐統
                  關平、馬超、(徐庶)、*張飛、魏延、(李嚴)
                  蔣琬、(吳蘭)、(孟達)、*張苞、(王平)、丁奉
                  (吳懿)、(雷銅)、馬良、周倉、法正、馬岱
                  馬驥、徐盛、(黃權)、王甫、(霍峻)、(劉辟)
                  (李明)、(藩宮)、(沙摩可)、趙累、劉封、廖化
                  伊籍、(吳班)、(董梁)、(陳式)、簡雍、(費觀)
                  糜芳、孫乾、(趙何)、糜竺、(關純)、(耿武)
                  費煒、劉禪
 
以職業分類屬性排行表
 
騎 - 關羽、趙雲、(姜維)、關興、關平、馬超、張飛、(吳蘭)、張苞
     (雷銅)、馬岱
兵 - (張遼)、黃忠、嚴顏、劉備、(孟達)、(王平)、丁奉、法正、徐盛
     (黃權)、王甫、劉封、廖化、伊籍、(費觀)、糜芳、(耿武)、劉禪
弓 - (李嚴)、蔣琬、(吳懿)、趙累、(吳班)、簡雍、(關純)、費煒
妖 - 諸葛亮、龐統、(徐庶)
武 - 魏延、(藩宮)、(陳式)
輸 - 馬良、孫乾
賊 - 周倉、(劉辟)、(董梁)、(趙何)
樂 - 馬驥、糜竺
獸 - (霍峻)、(李明)
異 - (沙摩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