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孔明傳簡易攻略    提供：林大任
 
    前言：
        孔明傳共分五章，在部份的關卡會有依選擇迎擊方式的不同而產生變
    化，而本攻略則是在道具以及速度取向之下所完成（這點很重要，因為每
    一場戰役耗費的時間越多，孔明消耗的生命點數也越多，盡量都能在１０
    至１５回合內結束），各位可依自己的選擇來進行，本攻略僅供參考。
        整個遊戲除了孔明及王平以外，最好只練騎兵系、戰車系以及武道家
    系，因為他們的移動力高（武道家６，戰車系搭配馬或車可以達到７或８
    ，騎兵系搭配馬可達７至９），可以很快到達敵陣殲滅對方，而且攻擊力
    也強，文章最後會列出我方符合這些條件的人物。步兵系、後勤系（軍樂
    隊、物資隊、軍備隊、虎使）以及砲兵系由於移動力不高，而且皮薄，很
    容易沒兩三下就被敵人給做掉，故少有練的必要（除非你時間太多）。
        此外在遊戲中有一項密技，對於功力不足的人提供了一個能容易過關
    的方法，那就是選擇總退卻或孔明陣亡以後（不是load出進度喔），這場
    戰役會重頭開始，但是所獲得的經驗值與提升的等級、能力皆會保留，用
    掉的道具也會恢復（得到的道具、金錢不計算在內），利用此法可以很快
    的提升我方部隊的能力。不過在高級的場合要小心使用，不要因為用的太
    高興而使得孔明的壽命大量縮短，這樣可就得不償失了。
        本攻略以高級為基礎所寫，至於攻略中所提到的寶物以及單挑部份，
    請對照經本人修訂完成的post，謝謝。
 

    第一章：
        重點：本章最好將經驗值全部集中在趙雲、魏延、孔明（打綿竹關之
              前）以及馬超、馬岱、高翔（綿竹關後）等六人，關羽、張飛
              則盡量可以不練，因為本章結束以後，他們就消失了。
 

                         博望坡之戰
        此戰場有四種出擊選擇方式，首先要選擇指揮方式，如果要關羽、張
    飛兩人聽話，就要選擇“念入”這選項（中文版則是向劉備借帥印與寶劍
    ），之後再選擇火攻和迎擊兩種方式，但是因為初始的時候實力還不夠，
    所以採取火攻的戰法（可以慢慢練經驗值），選迎擊的人就只能以最快速
    度打倒夏侯惇來結束作戰。選火攻而未選擇念入者，第一回合關羽和張飛
    兩人會自行出擊，其他人第二回合才上陣，第二回合關、張兩人自動向後
    退回；選擇火攻以及念入者，關、張兩人在放火前是伏兵，但不管哪種方
    式，一開始記得將趙雲撤回引誘敵軍深入。夏侯惇深入以後博望坡兩側會
    起火，敵方會陷入混亂，接下來便可以慢慢解決對手。
        重點：單挑都是一擊退卻，等級自動上升一級，記得善加利用。
 

                         新野城之戰
        此戰場同樣分為火攻和迎擊，建議還是用火攻。新野城內的部隊被火
    攻以後會陷入長時間的混亂，先收拾掉城外未混亂的部隊。
 

        重點：在作戰前，記得先離開會議場所到武器店去添購配備，對象以
              趙雲、孔明為優先，然後再替騎兵系增加武器防具。特別要注
              意的是選擇火攻的人只能拿到落石書，但不管是否都要拿到
              ，記得都轉給孔明。過關後先買些補血的道具給下兩關出場的
              人，再去補強軍備。
 

                         江夏急行戰
        此戰場只有孔明、關羽、關平和周倉四人，所以盡量別與蔡瑁的軍隊
    直接衝突。勝利條件除了孔明逃離成功以外，敵方全滅也可以，另外第三
    回合後魏延會出來助陣。要注意因為孔明移動力低，所以武將不要離他太
    遠，也不要讓他自己先跑，因為橋的附近有蒯越的伏兵在等待。
 

        重點：孔明的等級不高，所以只會用焦熱計，又火計在雨天不能使用
              （書也一樣），要特別注意。當策略值不夠時，可以利用焦熱
              書增加一次攻擊（經驗值照加）。在江夏城內和兩邊的文官
              武將講話可以得到回復麥和大焦熱書。回復麥記得交給
              下一關出場的武將。
 

                           長板坡
        此戰場同樣只有四人，其中趙雲和劉封移動力高，所以讓他們上前將
    敵軍慢慢解決，糜竺的移動力太低，唯一可以利用的是讓他去拿右上方山
    頂上寶物庫的大落石書。趙雲對上夏侯恩一擊挑掉，還可以得到青釭
    劍（會自己裝備上去）。
 

        重點：敵軍收拾完以後再讓趙雲到前線的三個村莊找阿斗，或是和我
              方等級２的步兵講話後到最前方的兩個村莊找阿斗，因為一旦
              找到阿斗，曹操會立刻出現在山上，如此徒增自己的負擔。此
              役結束後畫面會換成眾人在江夏城開會，此時魯肅會出現，和
              他交談後先與劉備講話，然後再和張飛談話，他會送一把陣扇
              給你。
 

                            赤壁
        分成前後兩戰場，前戰場吳軍會追殺孔明，孔明只要向右上角逃掉就
    可以，第三回合趙雲會帶劉封、關平來救駕，右下角的寶物記得拿。
        後戰場在出擊前，要選擇是否讓關羽上陣，如果要練趙雲、張飛兩人
    ，那就別讓關羽出陣（他會放走曹操）。
 

        重點：路上會出現兩次伏兵，盡量快點解決，並且讓移動力高的人去
              攔截曹操，不然他跑到最上面的村莊就會結束。大焦熱書和
              小型盾記得去拿。而選擇關羽出陣的人，如果在關羽出現前
              解決掉曹操也是可以。
 

                          荊州南部
        沒啥難度的戰場，路上小心伏兵和砲兵就可以了。韓玄軍中的陳式任
    何人碰到他都會加入，要練等級的別讓關羽對上黃忠，或是在一回合內解
    決魏延，因為只要這情形出現就會自動走向結束的劇情（韓玄被自己的人
    民推翻）。物見書，青銅甲切記要拿到（書的作用不大可以賣錢，甲冑
    可以增加騎兵的防禦力）。
 

                           綿竹關
        先集中軍力將劉璋的軍隊消滅，劉備或諸葛亮對上高翔、李恢後便會
    說得，高翔一定要說得，他的移動能力配合輕車以上可以達到７（戰車隊
    配合疾風馬車可以到達８，但只有一個，通常給馬岱）。在第５回合馬
    超會出現，張飛vs馬超後可由諸葛亮說得。要是諸葛亮來不及前往說得，
    直接打敗馬超他也會加入。
 

        重點：根性種一定要拿，可以配合先前提到的密技不斷增加最大耐
              久力。
 

                            漢水
        在這關前孔明的等級最好已有７級（偽情報計已經覺醒），因為此關
    的敵人不弱，利用中了偽情報以後會呈混亂的狀態來逐步解決敵人，不過
    記得要保護好孔明。另外在敵方人數在５人以下時，曹軍會有增援出現在
    東北角，同樣採用令其混亂的方式來解決。此外，王平只要不退卻，一定
    會加入我方，他也要保護，因為他和諸葛亮是少數會用攻擊性計策的人。
    盡量讓趙雲、馬超和馬岱三人練等級，因為陽平關需要借重此三人。如果
    孔明的策略值不夠，也可以利用劉備，在地圖下方的橋的位置，先過橋再
    回到戰場，如此曹操會自己陷入混亂當中。
 

        重點：如果孔明的偽情報或偽兵計還沒覺醒，記得先去道具店買幾本
              偽情報書。戰役結束後會在成都開慶功宴，記得和劉備多講
              幾次話，先後可以得到牙旗與經驗實，牙旗可讓15級的孔明
              轉成名軍師，經驗實可以增加50點上下的經驗值（經驗實
              記得保留起來配合密技使用）。
 

                            麥城
        此戰場只有關興、關索兩兄弟是玩家控制，但是由於兩人的能力尚低
    ，所以最好一次只和兩個敵人交手，並隨時回復耐久力。而關羽、關平兩
    人到了定點以後就不會移動等著吳軍宰掉他們（劇情規定關羽一定要死）
    ，所以之前的關卡不必刻意去練他們，反正他們先死或關興、關索先到西
    南方的砦，戰役都會結束。
 

        重點：當關興、關索兩兄弟解決第一批敵軍後，在前往村落的途中會
              出現兩名伏兵，先將他們引誘過來消滅再去解決守在砦前的兩
              名騎兵，不要只想突圍，不然被四名敵人圍攻鐵定兩兄弟都會
              掛掉。另外可別讓兩兄弟去消滅吳軍救關羽，這是最笨的方法
              而且成功率幾乎等於０（再說他們兩人在這裡無法用修改的方
              法改強，根本沒本錢和大批吳軍衝突）。
 

                            夷陵
        此役前趙雲最好已經達到１５級且轉職成重騎兵了（轉職道具在成都
    有賣），然後只派出騎兵隊及戰車隊出擊，利用其高移動力，以便快速攔
    阻吳軍追上撤退的我軍。我方撤退的軍隊到達定點時，會出現吳軍的增援
    。關興對上潘璋都是一刀斬殺，不要和他搶人，因為只有他會從潘璋手中
    搶到青龍偃月刀，其他人不行。
 

        重點：陸遜最好能先擺平，因為他會使用計策，威脅不小。
 

    第二章：
        在成都宮殿中和人說話可得到回復麥、700。
        重點：蠻族最怕火攻，所以本章最好多帶火攻的道具，會用火計的要
              好好利用，不過要記得帶恢復策略值的道具。本章除了禿龍洞
              的戰場外，最好都能在１０回合內結束戰役。
 

                           陽平關
        此關有三路軍隊圍攻，將馬超、馬岱調向左邊迎擊羌族（如果等級不
    夠高，會打的很苦），趙雲以及主力部隊直出陽平關（曹軍會混亂２－４
    回合）。右下角的敵軍有兩種方法解決，一是派三個騎兵隊的去解決（弓
    騎兵或騎兵），或是派李嚴上場（他會驅走孟達）。另外小心敵方的虎使
    ，先下手為強把他解決掉，避免我方智力低的武將被攻擊了以後，可能陷
    入長時間混亂的情形。
 

        重點：武勇實要拿到，理由同前。在成都宮殿中和人說話可以拿到
              援部書和密偵書。
 

                         益州南部
        此關一開始難度不高，最好在５回合內就解決鄂煥（利用魏延一擊挑
    掉），至於砍不砍他倒是沒影響（在下沒有砍他）。不管如何處置鄂煥，
    高定、朱褒以及雍闓都會出場增援，此時可以利用孔明招降高定。直接打
    倒雍闓就結束了，不過如果已經在陽平關將所有人用密技練到１５級以上
    ，也可以將敵軍全部消滅。
 

        重點：小心孔明招降高定時被砍死，不招降他也可以。
 

                          五溪峰
        這也是沒啥難度的戰場，要注意的是當敵方武將金環結被打倒後，孟
    獲會出來增援，我方的馬忠、張嶷也會增援（馬忠可以不用練，但張嶷一
    定要練，因為他的攻擊速度是我軍最快的，攻擊速度越快兩回攻擊和奮力
    一擊的比例也越高）。
 

                          夾山峪
        一開始只有５名敵人，所以２回合就可以肅清（騎兵隊可以一招消滅
    食糧、運輸兵），肅清以後，忙牙長、董茶那會出現，如果不想浪費時間
    的人，可以讓馬岱去處理掉他們兩人。
 

        重點：小心山地地形，因為除了步兵系以外，騎兵、戰車系的移動力
              在山地都會減半。泥彈砲可以不拿，或是拿來賣錢，如果你沒
              有練砲兵系的話。
 

                         瀘水之戰
        如果在五溪峰到夾山峪的過場畫面將俘虜斬首的話，這關會直接跳過
    進入西耳湖之戰。此關有兩種出擊方式，建議用營外伏兵的方法，阻斷孟
    獲逃跑的後路。當我方伏兵出現後，帶來也會出場增援，而在營中的部隊
    要善用火攻。
 

        重點：知謀種一定要拿，可以搭配密技提升智力（比較不容易中敵
              方的計策）。
 

                        西耳湖之戰
        此關同樣有兩種方式出擊，一是火攻，另一為伏兵，火攻可以完全阻
    斷孟獲軍的退路，但會少得到一樣道具，在乎道具且武力強大的人可以選
    擇伏兵（在下就是選伏兵），認為實力不夠的人請選擇火攻。
 

                         禿龍洞之戰
        此關也是有兩種出擊選擇。選擇北西的人，回合一開始就將孔明向下
    方的村莊移動去找孟節，而其他的人移動到毒泉的旁邊，只留一人去引出
    泉水有毒即可。第１１回合開始泉水的毒氣會消失，接著就開始大反攻。
    渡過毒泉後，孟獲會向右上方的村莊逃逸，記得派幾個高移動力的人去攔
    截他（讓張苞一擊斬殺楊鋒或是讓孔明說得以打開通路，不然快速部隊會
    過不去）。選擇北東的人則可以慢慢收拾對手，但是同樣在第１１回合泉
    水的毒氣會消失，這時就要趕快解決孟獲免得他溜掉。
 

                         三江城之戰
        此關難度也不高，消滅朵思王後祝融會出場，趙雲vs祝融一擊挑掉，
    同時戰場也肅清（要練等級的記得把祝融放在最後一個解決）。而右方的
    三名騎兵，派馬岱、高翔兩人去堵他們就夠了，主力集中盡快解決掉朵思
    王。
 

        重點：半月槍要記得拿，重騎兵、重戰車隊的武器之一，已經有的人
              可以拿去賣錢，還沒有的人可以裝上它提高攻擊力。
 

                          蠻都之戰
        此關一開始我方的能力會下降，但是大約２－３回合後會全部恢復，
    所以不必太擔心。本關卡須兵分二路，調派三人向上進攻（建議派王平、
    高翔還有關興），其餘的人則由下方的通道進攻。木鹿大王被打倒後，孟
    獲會向西邊的村莊逃竄，記得派人先去佔領村莊（建議用馬超），並且多
    利用孔明的偽兵計讓敵方陷入混亂，也比較好解決；另外最好攻勢能集中
    ，免得讓對手有補血的機會。
 

        重點：投石機、戰車戰術讀本要記得拿，可以賣錢買新的武器。此外
              要小心防範被蛇使打到以後會有中毒的情形，以及被象使、虎
              使打到後產生混亂的現象，所以進入戰場前記得先買些解除中
              毒和混亂的道具備用。
 

                           桃葉江
        此關是最需要小心的一關，因為一開始馬超、馬岱單獨出擊，所以要
    小心兩人的安全。由於藤甲兵刀槍不入，只有利用火攻才能解決（之前多
    買幾本業火給他們兩人），業火一次就可以解決一個藤甲兵。如果沒有
    足夠的錢買書，那一開始就將馬超向右方移動６格（馬超的移動力必須是
    ７才行），引誘敵人向右方移動，然後再移動馬超到中間向下的通道，如
    此一來他就不會被藤甲兵包圍（如果他被包圍而我方來不及救他，只要他
    一退卻，必死無疑）。而我方軍隊到橋邊時會有敵人阻擋，快速解決後將
    趙雲向兀突骨的方向移去，他會一招擊退對手，此關也就結束了。
 

        重點：善用火攻。馬岱一開始只要向下移動，然後向左跑即可，他不
              會被包圍的。
 

                           盤蛇谷
        此關同樣要利用火攻，不過方法和史書不同，不要引誘藤甲兵進山谷
    ，而是直接在山谷口殲滅他們（同樣業火書多準備幾本）。解決兀突骨
    後孟獲會出現，此時只要派趙雲去料理他即可。
 

        重點：記得派個騎兵系的到右方的寶物庫去拿流星鎚，然後交給趙雲
              使用（因為此時的趙雲應該也超過３０級，轉職成親衛隊了）
              ，以提升攻擊力。換場畫面時孟獲會送封策書給你，記得保
              留起來，在最後一章可以用來封住司馬氏的計策。
 

    第三章：
        過場畫面會出現孔明的妻子抱著諸葛瞻，問孔明教育瞻的方式，建議
    學趙雲（以後當騎兵系）或孔明（以後是軍師）兩項。選自由教育也行，
    不要選擇學劉備（除非你想當最沒用的後勤系或是作用不大的步兵系）。
 

                           鳳鳴山
        此關有兩種出擊選擇，建議採用全軍開山道進攻，可以節省時間。盡
    量能在５回合內解決對手讓夏侯楙的部隊來不及增援。另外一開始出現在
    上方森林裡的三個弩兵，只要派王平、張嶷兩人去清理就可以了（如果你
    有練馬謖、廖化，也可以加派他們去）。小心敵方妖術師的計策，最快處
    理掉他的方法是使用弓箭的人給他一箭就可以了。
 

        重點：清除對手的以後，會得到鐵脊蛇矛，這是重騎兵、重戰車最強
              的武器，最好能取得。如果你選擇別動隊的話，只能得優弓。
 

                         南安、安定
        此關也有兩種出擊方式，最好採用引誘出敵軍的方法（除非你想和對
    方硬碰硬）。由於一開始關興、張苞會埋伏在南安城外，所以只要將移動
    力低的孔明、王平移動到南安城前待命即可，其他人則朝安定城進攻（切
    記張嶷一定要出場）。由於只要打倒崔諒或任一部隊進入安定城，安定的
    軍隊就會全部消失，時間至上的可以用此法盡快擺平對手。逮到崔諒後，
    南安城城門會打開，夏侯楙的軍隊會陷入混亂，此時埋伏在城門前的軍隊
    便可以很快進入城內消滅對手。
 

        重點：安定城內的朱雀爪牙、南安城內的根性實一定都要拿到，
              朱雀爪牙是張嶷最強最終的武器，根性實可配合密技提升
              耐久力。
 

                           天水城
        也是二選一的關卡，採用哪種方法都可以，這裡在下採用的是誘出敵
    軍的方式。此關不會很難，只要全力突破南方的部隊讓孔明到達村莊即可
    。不過這樣做的人是傻瓜，南邊的部隊並不強，只要幾個人保護孔明南下
    就可以了，其他的人分別去消滅敵軍。切記，除了趙雲對上姜維是一擊挑
    掉以外，其他的人碰上他都是被挑掉。寶物長戟最好要拿到，它是重騎兵
    、重戰車第二強的武器（相信除了那支鐵脊蛇矛外，手上最強的就只有半
    月槍了）。
 

        重點：如果鐵脊蛇矛對你來說並不是很需要（已經有相同威力的鐵鞭
               ），記得保留起來給最後一章加入的孟獲以及祝融使用。
 

                          冀城之戰
        同樣的，此關也有兩種出擊選擇，建議使用引出姜維的方法，可以省
    掉很多時間（因為姜維被打敗或我方有人進入冀城，此關都會結束）。至
    於最右方的武勇種，隨自己高興看要不要拿，因為在道具店可以買到。
 

        重點：當姜維發現冀城被我軍攻擊時，他會快速移動回城，要避免他
              逃入城內，只要派趙雲擋在城的正門口就可以了。
 

                          祁山之戰
        在進入戰場前，王朗會下挑戰書給孔明，建議是接受挑戰。進入戰場
    後，只要對話不去選擇“......”，王朗一定都會被孔明罵死（武鄉侯罵
    死王朗，哈哈），而且敵軍全軍的防禦力會減少、移動力減半以及每回合
    耐久力下降（如果你是一直保持沈默，則敵軍只會損傷５０點而已）。此
    關較特殊的是出場武將會有４人從左下角出場（出場武將順序的最後四人
    ），所以要小心調整。出場前記得將趙雲放在最後四人中（因為姜維加入
    後才２１級，讓他去攻打左方的敵人是找死），其他三人除了張嶷必須有
    、魏延不能有以外，排誰都可以。主力部隊向上進攻，唯一要注意的是曹
    真的大山崩計，所以盡量不要從山地的地形攻擊曹真。
 

        重點：雙眼虎、白銀爪牙，發石車能拿就拿，沒有練這些兵種的可
              以拿去賣錢貼補軍費。還有火攻不能對城、村、山地等非平地
              地形使用，所以如果要用計，只能利用偽情報以及偽兵計。
 

                           西平關
        此關也是有兩種出擊選擇，要節省時間的採用全軍出擊，想要好道具
    的則選另外一項（在下選擇的是引誘敵軍深入）。此關沒有要特別注意之
    處，姜維對上楊蘭可一擊退卻，不過別讓關興碰上越吉（會敗給越吉）。
 

        重點：選擇全軍出動的只能拿到七星劍和推牌，如果你想拿元戎弩
              和倚天劍的話，最好有把握自軍有能夠在１０回合內解決掉
              對手的實力（理由前言有寫），而拿到元戎弩後，最好先給關
              索（他的命中率比王平、張苞還高）。過關後楊蘭會加入，同
              樣也是２１級，最好在往後的關卡利用密技把她的等級練高一
              點，她的移動力高，滿好用的。
 

                          街亭之戰
        本章最難的關卡，由於趙雲、魏延、姜維並未出陣，所以困難度較高
    。一開始王平會帶領三人從左邊出現（最好是張苞、關興和張嶷三人）。
    王平vs申儀、申耽都是一擊斬殺，善加利用此一四人部隊從敵人背後收拾
    他們；至於馬謖帶的四個人最好一起行動，因為路上有司馬昭的伏兵，不
    要分散的太開以免被各個擊破。此關雖有兩種結束的方法，但是因為馬謖
    的移動力太慢（４而已），所以為了節省時間，採用敵軍全滅的方法比較
    好。同樣的，盡量集中攻擊對方，免得讓他們有補血的機會。
 

        附註：過場畫面會出現要不要處置馬謖的選擇，不砍也沒關係，不過
              在下還是把他砍了免得佔名額，因為第五章會有諸葛瞻、孟獲
              、祝融等人加入（砍了他最重要的原因是全軍會全部上升５個
              等級，這時看你怎麼取捨了）。
 

                         漢中退卻戰
        此關分成孔明與趙雲兩隊，孔明隊讓張苞或關索（看你出場的排列方
    式而定）其中一人護航向南方前進，其他的人留在原地阻擋曹真的追擊。
    趙雲隊只有四人，所以一開始不要和敵軍硬碰硬，先向南方移動。當移動
    到定點時，万政會帶四個人出來擋路，只要派趙雲去解決他即可，其他四
    人很快就可以解決。如果趙雲後面的追兵已經到了，記得不要回身繼續向
    南方移動，因為敵方移動力最多才５或６，所以一定追不上你，等到到達
    南方砦前後，再排好陣式一個個收拾追上來的敵軍。
 

        重點：左方寶物庫的十矢弩要記得拿，可以提升弩兵或弩騎兵的攻擊
              力（看你要給誰，原則上先給關索）。
 

    第四章：
        過場畫面會出現姜維問你要教諸葛瞻什麼東西，之前學趙雲的人這裡
    請選馬術，學孔明的請選兵法（其實沒多大影響，但一致比較好）。
 

        重點：此章開始要特別注意每場戰役所用的回合數，越少越不會消耗
              孔明的體力，如果不幸孔明的體力（四顆心形符號，初級、中
              級為五顆）減為零，便會星落五丈原，遊戲也就到此為止了。
 

                         陳倉祁山戰
        此關有兩種出擊選擇，建議採用漢中退卻（比較省時）。一開始由楊
    蘭以及王平保護孔明南下即可，其他的人兵分兩路阻擋追兵，姜維（３０
    級以上）以及馬岱兩人向左攔截張郃的攻擊（通道不大，兩個人就可以擋
    住了，記得多準備些補血的道具），其餘的人向上過河直接消滅敵軍。諸
    葛弩在姜維、馬岱兩人消滅張郃等六名騎兵後記得去拿，同樣先給關索，
    而關索原來的武器則轉給張苞、王平，可省下買武器的錢。至於王平、楊
    蘭保護孔明南下時，要小心伏兵，騎兵系的讓楊蘭去擋（楊蘭要有３０級
    以上），而猛虎使讓王平去解決，孔明專心往南方的砦移動即可。
 

        重點：抵擋騎兵的楊蘭要記得隨時補血，免得被弩騎兵給解決了。
 

                         陳倉攻防戰
        此關同樣有兩種方式出擊，建議使用和史書相同的方式（速攻）。特
    別要注意的是幾乎是在城內作戰，所以戰車系的不要派出場（在城內移動
    力減半），僅派騎兵系及張嶷就行了。記得去拿在右上角寶物庫的神弓，
    左上角的白虎，如果缺錢用的也可以拿來賣錢。另外郝昭在第７、９回合
    時會發病，耐久力每回合會降低，可以加快解決他的時間。
 

        重點：第２０回合郝昭會自動死亡，但是能不拖時間最好。
 

                         祁山追擊戰
        也是兩條路的關卡，建議採用伏兵（很省時間）。左上角的連發弩派
    個騎兵去拿就好了，其他的人全力進攻司馬懿。要注意的是，伏兵是姜維
    還有廖化，如果先前沒有練廖化的人，記得在進入戰場前，先將廖化武裝
    好，然後多帶幾個回復耐久力的道具，免得被人處理掉，而伏兵姜維出現
    後，王平對上張郃會一擊退卻（姜維未出現前不會發生單挑）。如果來不
    及搶先佔領右上角的砦，先消滅司馬懿也可以。
 

        重點：精神實一定要拿，這是提升策略值的最佳道具。此關結束後
              ，我軍會撤回漢中，在成都的宮殿中和郭攸之講話會得到回復
              肉。
 

                         二谷道之戰
        仍然是二選一的關卡，建議選擇攻打箕谷（因為敵方主力是司馬懿，
    而且道具也比較好）。一開始先把關興、馬超、馬岱還有張苞四人向北方
    曹真的部隊移動（去拿名馬絕影），其他的人朝向司馬懿進攻。讓關興、
    馬岱、張苞三人誘出曹真後，馬超再繞過去拿絕影。南方的部隊中，沒有
    練馬忠的人可以讓他留在原地不用移動。特別要注意魏延這個不受控制的
    傢伙，小心他衝的太快而被敵人包圍海Ｋ。
 

        重點：盡量不要走山地，不然會被敵人用山崩計修理的很淒慘。
 

                          祁山之戰
        沒啥特別的關卡，右上角的道具派１至２個快速部隊去拿即可。其他
    人合力攻向司馬懿，為了節省時間，不要管其他的敵人，以盡快解決司馬
    懿為優先。
 

                            渭水
        又是兩種選擇的關卡，不過這次一定要選兩岸同時進攻，和消耗的時
    間無關（如果此關開始前，孔明的壽命還有２顆心以上，則星落五丈原的
    情節一定不會出現）。選從北岸進攻者，只要一進入右上角的陣中絕對就
    可以結束，而選擇兩岸同時進攻的，則以擊敗司馬懿為目標。兩種出擊的
    差別在於右下角寶物庫內寶物的不同，從北岸進攻的是爪黃飛電，反之為
    的盧（兩匹馬提升的速度都是２），但是兩岸同時進攻的要取得名馬比較
    容易。一開始記得將孔明向右方移動，集中全力盡快消滅司馬懿，要去拿
    名馬的部隊最好是姜維、張嶷（他可以不受山地的限制）以及馬岱（推薦
    派他，因為他的攻擊力不弱，且可以斜角攻擊）。夏侯霸率領的弩騎兵隊
    不要管他，姜維等三人一過橋後就直接衝向右下角的寶物庫，等拿到的盧
    後就可以回過頭來處理掉司馬懿了。
 

        重點：多利用弓兵、弓騎兵做遠程攻擊，因為陣的入口不大，一次無
              法同時進入太多的部隊。
 

                           葫蘆谷
        本章最後一次二選一的戰場，強烈建議採取火攻（雖然魏延無法參戰
    ，但是影響不大）。由於火攻在第３回合會全部熄滅（下雨嘛！），所以
    要儘快移動到谷口去消滅敵軍（之前得到的絕影、的盧，優先分給趙雲以
    及姜維），以免讓他們逃出來。其他的部隊同樣保護孔明向左方移動，特
    別注意的是第６或７回合後葫蘆谷的正下方會有魏軍的增援，所以不要一
    股腦的把全部部隊擠進葫蘆谷。敵方增援出現後，我方就要趕快解決司馬
    懿（其他的部隊擋住增援以拖延時間），這時想辦法移動趙雲到司馬懿身
    旁去料理他，這樣就可以結束這場戰役了。
 

        重點：注意敵方的砲兵，記得隨時補血免得被炸的稀哩嘩啦。
 

                         五丈原之戰
        此戰場開始前，如果孔明的壽命已經耗盡，則直接走向星落五丈原，
    反之則詐死引誘司馬懿出陣。兩者的差異在於如果是星落五丈原，寶物是
    根本不會再用到的白羽扇（軍師最後的武器），詐死賺仲達的寶物則是黃
    金造鎧。此關要兵分三路，馬超（或魏延）、馬岱到左上角擋人以及
    拿寶物，姜維率領弩兵、弩騎兵以及其他所有的騎兵直搗司馬懿的大本營
    ，而趙雲帶領戰車系、張嶷共四人前往右邊攔截郭淮的部隊。第６回合後
    孔明會出現，而司馬懿會撤退，此時趕快移動姜維去宰掉司馬懿（一擊退
    卻）。
 

        重點：由於上方的通道不寬，所以要小心排列我方部隊，兩名騎兵打
              頭陣，接著是兩名弩騎兵（從後方攻擊，而且可避免被對方騎
              兵直接碰上）。同樣的，攻擊要集中，免得司馬懿父子三人補
              血補個沒完。
 

    終章：
        到此以後孔明幾乎就不會死亡，但是仍要注意不要消耗浪費回合數，
    因為一旦孔明的壽命耗盡還是會有隨時死亡的可能，而無法見到結局畫面
    （孔明稱帝）。
 

                          眉城之戰
        還是二選一的關卡，選擇哪種方式都可以。選進攻北方者由於第三回
    合我軍背後會有大量敵軍增援，所以難度較高（選進攻西方的第五回合才
    有增援）。作戰的最後目的相同，都是曹爽退卻，不過因為城的三個入口
    一次只能容納一人，所以將騎兵隊擺在前方，遠程攻擊的部隊在後面放冷
    箭。
 

        重點：戰車系部隊不要進入城中，除了馬岱要穿過城內到對面去單挑
              以外，高翔、楊蘭兩人在城的南方門口攻擊敵軍即可。
 

                          武功之戰
        依然是兩種出擊選擇的關卡，建議一定要選擇進攻南岸，因為可以得
    到一個非常棒的道具（孫子兵法書），每回合會恢復大部份損失的耐久
    力。北岸的兵糧庫只要派３人去攻佔即可（切記一定要有張嶷，因為只有
    他能快速的穿過樹林），其他的部隊則進攻南岸，但是由於通道一次只能
    容納兩人，還是要注意進攻時隊伍的排列方式（方式同五丈原之戰）。
 

        重點：不要浪費時間在敵方總大將以及北岸出現的伏兵上，以最快的
              速度佔領兩個兵糧庫為優先。過場畫面會出現司馬懿說服陸遜
              向蜀國進攻，然後孫權接受陸遜的建議向蜀國發動侵略戰爭。
 

                         長安攻城戰
        進入戰場前的成都過場畫面，諸葛瞻、趙統、趙廣三人會挺身而出防
    守巴西，此時要替諸葛瞻選擇職業，此時以親衛隊、連弩騎兵（之前學趙
    雲者）或者是軍師（學孔明者）這三種為準。進入戰場後，移動張嶷向上
    方的寶物庫前進，不要讓他加入戰鬥（因為只有他到的了寶物庫），而王
    平、孔明二人則先向左下角的砦移動，其餘的部隊朝敵軍進攻。由於敵方
    人數不多，很快就可以解決。消滅曹爽以後孔明會做出撤退的決定，此時
    魏軍伏兵四起，孔明這時只要移向左下方的砦就可以結束了。
 

        重點：青龍弓一定要拿，它是和呂布弓並列為最強的弓。至於玄
              武砲有練砲兵的一定要拿，沒練的人要拿來賣錢也可以。至
              於諸葛瞻的職業，之前學趙雲的也可以選當軍師（文武雙全的
              軍師），但是學孔明的最好就當軍師而不要當騎兵系或武道家
              （因為會不能使用計策），當大戰車也可以，不過可用的計策
              不多，而其他的職業連考慮都不必了。
 

                          巴西之戰
        在進入戰場之前要選擇六名留守在眉城的部隊，在這裡只要選擇文官
    等人即可，騎兵系、戰車系全數投入巴西之戰（不用擔心魏國來攻打，因
    為他們自己在起內訌）。進入戰場後，諸葛瞻、趙統、趙廣三人留在城內
    先不必移動，孔明、張嶷、王平三人直接向右方森林前進（消滅虎使以及
    拿寶物），其餘的部隊快速向下移動攔截吳軍，第三回合孟獲會帶領祝融
    、孟優兩人出場助陣。要練諸葛瞻等三人的話，讓我軍強力部隊打頭陣擋
    住敵軍，然後三人在後方攻擊敵人即可（趙廣是弩兵可遠程攻擊）。
 

        重點：疾風馬車切記要拿，它是戰車系唯一的寶貝，優先給馬岱使
              用（移動力提升到８）。此關結束後，孟獲、祝融會加入，至
              於要不要練趙統以及趙廣兩人，就看個人需要而定（因為趙統
              、趙廣的移動力不高），孟獲、祝融最多只能裝備到鐵脊蛇矛
              和鐵疾藜骨朵，攻擊力雖然比不上我方原先的部隊，但是卻是
              騎兵隊中唯一可以穿越森林的部隊，所以一定要練（最後一關
              會派的上用場）。
 

                         白帝城之戰
        還是二選一的關卡，這裡強烈建議採行全軍南面突進（比較省時省力
    ，面對的敵軍不會太多）；選兩面同時攻擊的人速度要快，因為第四回合
    地圖東南方會出現敵方援軍。記得別派出戰車系的部隊（在城中移動力減
    半），突破南面的守軍以後，兵分二路向上，陸遜不要去理他，以最快速
    度佔領四個角落的砦為目標。利用姜維vs徐盛一擊退卻來縮短南面突破的
    時間。
 

        重點：此關唯一的寶物（在右上角的砦旁邊）咒文盾，要不要拿隨
              便，如果拿了就給趙統（他是近衛兵）。還有如果１０回合內
              沒有結束此關，第１１回合地圖北方敵方會有增援出現。
 

                          江陵之戰
        和吳軍最後的一戰，全員傾巢而出。由於下方的橋只能容納一人，所
    以派移動力４的部隊（軍師、弩兵或近衛兵）從下方進攻，其餘的則由上
    方的通道展開攻擊，另外要小心第六回合後，上方的小島會出現增援。不
    是很難的關卡，城中右下角的蚩尤鎧記得去拿（與高祖鎧並列最強的
    鎧）。唯一要小心的是孫權的大業火計，所以盡量不要在他面前將部隊排
    的太密集，利用遠程攻擊慢慢解決他，或是讓孔明去擺平他。
 

                         長安攻城戰
        進入戰場的過場畫面中，我方主力部隊已經全部回到眉城與守軍會合
    。此關除了移動力不到６的部隊不要上場外，其他的全部出動，到達長安
    的門前時，將戰車系全部留在城外（因為第７回合後城外會有張郃的伏兵
    出現），其他的部隊繼續向城內進攻。要注意的是，在進入長安城的中區
    （長安分前、中、後三區）時郭淮會發動火攻，我方會有部隊損血，此時
    退回砦中休息，換其他沒有遭到火攻的部隊繼續向後區進攻即可。孟德新
    書記得一定要拿（效果和孫子兵法書差不多）。
 

                          華山之戰
        此關有兩種出擊選擇，選擇全軍由西方進攻會比較容易。正下方的項
    羽矛要記得拿，它是騎兵系以及戰車系最強的武器之一（另一個是方天
    畫戟，但是遊戲過程中不會得到，要用改的）。一開始移動孔明、王平還
    有張嶷直接從上方的森林穿越過去（因為司馬師一定會走森林，然後叫其
    他的部隊向下攔截我軍），其他的部隊則移動到下方阻擋魏軍的攻擊。
 

        重點：以最快速度消滅司馬師為目標，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在消滅敵軍
              身上。
 

                         函谷關之戰
        最後一個二選一的關卡了，在下採用的是由夏侯霸偽裝成魏兵，若隊
    伍實力不夠的人可以選擇利用間諜開門的方式讓敵方混亂３到４個回合。
    正門突破後會出現第一批伏兵，這時集中兵力從左方或右方通道前進，可
    以省下不少時間。通過左方或右方兩側通道的關卡時，會出現第二批伏兵
    （張郃帶隊），以趙雲、姜維和馬岱三位快速部隊（移動力皆為８）打頭
    陣，直接衝到司馬昭面前解決他，敵軍的伏兵部隊就由速度較慢的我軍來
    處理即可。要注意的是不要讓姜維和鄧艾接觸（兩人的單挑是兩敗俱傷，
    同時退卻），避免減少一位主力。
 

        重點：右下角的寶物（最強的英傑劍或霸者劍）要拿不拿隨便。
              另外，此關是最後一個可以補充道具以及武器、防具的地方，
              記得在此把全軍的裝備調整到最佳的情形再上戰場。
 

                           洛陽一
        終於到了最後的關卡，由於幾乎都在城中作戰，所以戰車系的除了移
    動力８（城中減半）的馬岱以外，其他兩位不要派出來。一進入戰場，電
    腦會告訴你在８０回合內解決司馬懿、司馬師，不要以為時間多就慢慢磨
    ，因為８０回合是和第二戰場加起來的總回合數，故此戰場最好在２０回
    合上下肅清。孟獲碰上張郃會兩敗俱傷，所以不要讓他們接觸。當我軍到
    達司馬懿父子的前方，樂綝和張虎會出來增援，樂綝、張虎被殺以後，司
    馬懿會溜出戰場（篡曹芳的位去也），把司馬師消滅後，畫面隨即進入洛
    陽第二戰場。
 

                           洛陽二
        此戰場是最後也是最大的戰場，由於右方的小門前面有樹林擋住，所
    以只有孔明、王平、孟獲、祝融能通過（如果諸葛瞻是大軍師的話也可以
    通過，還有其他步兵系也行），剩下的我軍只能走上方的大門。從右側門
    通過的部隊先別急著衝向前去消滅對手，而是先往上移動解決敵人以利我
    軍通行的速度。我方大軍只要進入由鍾會把守的區域後，司馬懿會放毒，
    此時兩軍會有少數部隊中毒兼混亂，這時候就需要孔明一一解除我軍混亂
    的問題（或是多帶幾本復調書以及身輕書用以治療這種狀況）。我軍
    移動到城的中間下方時，司馬懿會先放一次火，繼續朝內部前進時他會接
    連兩次加大火的焚燒範圍，此時要記得替被火攻擊到的部隊恢復耐久力。
    最後面對司馬懿等５人時，孔明的智力一定要達到２５０以上（因為司馬
    懿有２４９，如果沒有比他高，孔明的計策是封不住他的），然後使用偽
    兵計讓司馬懿混亂個幾回合，先處理掉陳群、華歆以及司馬師、司馬昭四
    人。不過在還沒接近他們之前，部隊不要太集中，否則會被司馬懿父子的
    大業火計修理的很淒慘（特別是智力低的部隊更要小心）。解決掉四個護
    衛後，就是直接面對當上皇帝的司馬懿了（如果混亂已經解除了，記得讓
    孔明再施計一次），這時四名騎兵從前後左右將他圍住，弩騎兵以及弓兵
    從遠處投射武器攻擊，張嶷則從斜角進攻，８或９管齊下，只要兩回合就
    可以解決掉司馬懿，最後就請慢慢欣賞結局畫面吧！
 

        重點：陳群會使用回歸計讓行動過的部隊再動一次，所以記得先解決
              他或是把他和司馬懿父子三人隔開來。
 

我方值得訓練部隊一覽：
    騎兵系（移動力７－９）：趙雲  魏延  馬超  關興  姜維（以上為騎兵）
                            關索  張苞（以上為弓騎兵）
                            孟獲  祝融（以上為南蠻騎兵）
    戰車系（移動力７－８）：馬岱  高翔  楊蘭
    武道家系（移動力６）  ：張嶷（非練不可）
    步兵系（移動力４）    ：孔明（軍師）王平（弓兵）
                          ※下面五人非必練
                            趙廣（弓兵）廖化（賊）
趙統 馬謖 李嚴（以上為步兵）
其他（由玩家決定者） ：諸葛瞻（最好讓他當騎兵系或軍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