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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記事/地圖
召喚監視者 (按住)

鎖定敵人 (按住)
能力選單 (按住)

選擇裝備品 (上) / (左) / (右) 
副武器攻擊 (△)

移動WAR

暫停/物品選單

使用裝備品
防禦
衝刺移動(R1 + 左類比桿)

 副武器攻擊

 跳躍
 劍攻擊

 動作/互動

移動視角
瞄準模式 (按下)

遊戲控制

移動WAR 左類比桿

移動視角 右類比桿

瞄準模式 按下右類比桿

跳躍 ×

動作/互動 ○

劍攻擊 □

副武器攻擊 △

鎖定敵人 L2 （按住）

使用裝備品 R2 

能力選單 L1 （按住）

防禦 R1

衝刺移動 R1 + （左類比桿）

選擇裝備品 （上） / （左） / 
（右） 

切換副武器 （下）

冒險記事/地圖 SELECT

召喚監視者 SELECT （按住） 

暫停/物品選單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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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戰爭（WAR），天啟四騎士當中的第一位，因

遭受邪惡勢力之矇騙而在註定的末日之前提早終結

了人間界；如今，你重獲了挽回榮譽與懲罰罪徒的

一次機會。帶著由純粹的憤怒與兇殘之力所鍛鑄而

成的渾吞劍（ChaosEater）殺入人間界的荒蕪原野

與頹圮的都城，駕馭毀滅天駒（RUIN）對抗地獄的

邪魔大軍、罰罪的天使兵團，以及惡魔諸王，展開

一場復仇之旅。

遊戲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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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
繼續最新存檔的遊戲進度。

New Game
開始一場新的遊戲。

Load Game
讀取先前所儲存的遊戲進度。

Options
調整音效、畫面與操作設定
選項。

主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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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可在主選單當中選擇「OPTIONS」，或是在遊戲中按START鍵，然後再從
暫停選單中選擇「OPTIONS」來改變遊戲預設的各種設定選項。使用左類比
桿來選擇設定項目，然後以X鍵來修改高亮度標示的選項。按O鍵即可返回前
一個畫面。

Audio Options
MUSIC
調整音樂的音量大小。

SOUND
調整音效的音量大小。

VOICE
調整語音的音量大小。

VIDEO
調整播放影片的音量大小

DEFAULTS
將所有音效設定回歸原始的預設值。

設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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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Options

Game Options

Aim Sensitivity

Data

GAMMA

調整畫面的亮度。建議在開始遊戲前
先依玩家個人習慣調整此一選項。

DEFAULTS

將所有畫面設定回歸原始的預設值。

DISPLAY CONTROLS

顯示操作方法與按鍵配置。

VIBRATION

啟用或關閉震動功能。

INVERT Y-AXIS

反轉右類比桿視角控制的Y軸設定。

INVERT X-AXIS

反轉右類比桿視角控制的X軸設定。

SUBTITLES

顯示或關閉語音字幕。

AIM X

調整X軸的瞄準敏感度。

AIM Y

調整Y軸的瞄準敏感度。

《末世騎士》會自動儲存您的遊戲進度，而您亦可隨時自行儲存進度。只要在
暫停選單中選擇「DATA」，即可讀取其他遊戲進度，或是管理您已儲存之遊
戲。

設定選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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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畫面

1 生命值

顯示WAR目前的生命值血條。

2 生命之石 

耗用每一顆生命之石可恢復WAR的生命值。

3 渾沌之力

WAR在作戰殺敵時可逐漸累積渾沌值，集滿
之後，WAR即可變身為具有強大破壞力的渾
沌形態。

4 怒氣之核 

顯示怒氣之核的數量。當WAR擁有足夠的怒
氣之核時，他將可施展出多種不同的憤怒
技。

5 靈魂

WAR目前所收集到的靈魂數量。靈魂可做為
和惡魔商人VULGRIM交易的貨幣，換取不同
的物品裝備和技能。

6 小地圖 

小地圖上會顯示出重要的物品與任務情報。

7 目前的裝備品 

顯示目前所選用的裝備品。

8 目前的副武器 

顯示目前所選用的副武器。

9 毀滅圖示

當WAR的幽靈戰馬「毀滅天駒」在附近可召
喚時便會開始閃爍。當處於騎乘狀態時，
此燈號將顯示毀滅天駒的高速衝鋒（SPEED 
BOOST）何時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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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記事

按下SELECT鍵即可進入冒險記事（Chronicle）畫面。您可以在此研究世界地
圖，看清楚自己目前的所在位置、任務目標以及其他的重要物品。

1 區域物品

列出已取得的區域物品。

2 區域地圖 

顯示WAR目前所在位置的區域地圖。

3 世界地圖

顯示WAR目前在遊戲世界地圖上的相對
位置。

4 統計數據

紀錄玩家遊戲過程的數據資料。

5 提示

遊戲提示。

6 地圖樓層

顯示目前可見的地圖樓層，利用十字鍵
的上、下來切換察看不同的樓層。

7 圖示

切換是否顯示地圖上的圖示。

8 返回

按下○鍵即可返回遊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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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選單

按下START鍵即可進入物品選單，玩家可在此選用裝備品和憤怒技，為武器進
行鑲嵌強化，瀏覽收集到的神器，儲存與讀取遊戲進度，或是調整遊戲的各
項設定。

人物選單顯示了WAR的主武器和副武器的狀態，包括它們的等級、升級的進
度，以及目前所用的鑲嵌強化。選好武器後按下△鍵即可獲得詳細的說明，
以及瀏覽該武器目前可用的攻擊招式。

玩家亦可在本選單中選擇「DATA」圖示來儲存與讀取遊戲進度，選擇
「Options」圖示來調整各項遊戲設定，或是選擇「Quit」圖示以離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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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選單

在此選單中，玩家可將擁有的裝備物品分別綁定到十字鍵的左、上、右。憤怒
技與物品亦可綁定到手把上的四顆主要按鍵；在遊戲中按住L1鍵再按下對應的
按鍵，就能立即使用憤怒技或物品。

裝備與憤怒技

1 被動技能 

列出所有可用的被動技能。 

2 憤怒技 

列出所有可用的憤怒技。

3 裝備物品 

列出所有可用的裝備物品。

4 消耗品 

列出所有可用的消耗品。

5 說明

按下△鍵即可獲得所選定之物品的詳
細說明。

6 設定 

選擇所欲使用之憤怒技、裝備品，或是
消耗品，按×鍵將它們設定到控制器上
的按鍵，以方便在遊戲中快速使用。

7 返回 

返回遊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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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器熔爐畫面中，玩家可為渾吞劍或副武器進行強化。每樣武器可附上一道鑲嵌強
化，而這些鑲嵌物可在遊戲世界中探索取得，或者是擊敗某些窮凶極惡的特定對手才
能取得。選擇一道強化鑲嵌，按△鍵可瀏覽其詳細的說明，或是按×鍵將它鑲嵌到您
的一把武器上。

武器熔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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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強化 

滅（BANE）
鑲嵌效果：

 • 自動產生怒氣值

屠殺（CARNAGE）
鑲嵌效果：

 • 提高渾吞劍所獲得的渾沌值。

 • 所有武器均可產生渾沌值。

劫掠者（RAVAGER）
被動效果： 

 • 大幅提高環境類武器的破壞力。

 • 大幅提高從摧毀之物件收集到

  靈魂的機會。

戰鬥學識（COMBAT LORE）
鑲嵌效果：

 • 強化戰鬥中獲得的武器經驗值。

被動效果： 

 • 強化WAR的護甲等級。

地獄火（HELLFIRE）
鑲嵌效果：

 • 強化武器殺傷力

 • 造成額外的持續性火焰傷害。

嗜血（BLOODTHIRST）
鑲嵌效果：

 • 攻擊時可吸血恢復生命值

死神（REAPER）
鑲嵌效果：

 • 提高從敵人和惡魔身上所獲得的靈魂

  數量。

 • 鑲嵌至鐮刀上可獲得額外的靈魂獎

  勵。

武技大師（WEAPON MASTER）
鑲嵌效果：

 • 提高武器攻擊的破壞力。

武器熔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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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器 

在世界各地隱藏了許多的古老神器。惡魔Vulgrim對這些神器的渴望程度絲毫不下於
他對於墮落者之靈魂的飢渴。找出這些神器，將它們帶回去和Vulgrim進行交易。神
器畫面顯示了目前您所收集到的所有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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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購買武器強化、生命、怒之碎片（WRATH 
SHARD），以及消耗品。

SWORD 

學習渾吞劍的新攻擊招式。

WEAPONS 

學習震擊拳套（TREMOR GAUNTLET）與鐮刀
（SCYTHE）的新攻擊招式。

WRATH

提高WAR憤怒技的破壞力。

與惡魔商人交易

為了活下來順利完成他的任務，WAR必須適應環境，和各種三教九流的人物打起交
道。佛格瑞姆（Vulgrim）是一位知名的惡魔商人，全世界各地都能找得到他的蹤
跡，而且隨時都有值得交易的貨色。只要您擁有交易所需的靈魂，他就會願意和
您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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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可在世界各地尋得多種有助於冒險的裝備品。這些裝備品是古老的遺物，能夠賦
予WAR新的能力。裝備品可在戰鬥中使用，或者是用來解開謎題，進入新的地圖區
域。在遊戲中按下R2即可使用裝備品。

裝備品

地獄鎖鍊（ABYSSAL CHAIN）

發射鎖鍊鉤住敵人與地圖環
境中的物件。

十字刃（CROSSBLADE）

精工打造的大型飛鏢，可攻
擊多個目標。

喚土號角（EARTHCALLER）

一把精雕細琢的號角，可喚
醒城市中古老的門戶。

慈悲（MERCY）

騎士「爭鬥（STRIFE）」的
武器，它是一把高射速的手
持火砲，能發射彈藥無限的
超自然子彈。 

虛無行者（VOID WALKER）

擁有驚人神秘力量的法器，
虛無行者能打穿界域之間的
壁障，開啟通行的門戶。

暗影面具（MASK OF SHADOWS）

能讓WAR看見暗影界（SHADOW 
REALM），揭露原本隱藏在人間
界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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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品

WAR可在白熱化的戰鬥當中施展出破壞力驚人的絕招，稱之為「憤怒技」。妥善利用
憤怒技，與WAR自身的近戰與遠程攻擊搭配使用，可對敵人造成巨大的傷害。在遊戲
中按住L1鍵不放，檢視WAR的憤怒技，然後再按下對應圖示的按鍵即可施展出該憤怒
技。每使用一次憤怒技WAR都會失去一份怒氣之核。玩家可向惡魔商人Vulgrim購買
怒氣（Rage），或是從遊戲中的各種容器收集怒氣來補充WAR的怒氣之核。此外，您
也可以向Vulgrim購買憤怒技的強化升級。

憤怒技

苦痛詛咒（AFFLICTION）

召喚妖魔與惡靈向敵人施予
他們的詛咒。

湧泉劍陣（BLADE GEYSER）

駕馭渾吞劍的魔力，從WAR
身邊四周的地面刺出致命的
利刃。

烈焰焚身（IMMOLATION）

讓WAR渾身被地獄烈焰所吞
沒，焚燒所有碰觸到他的
敵人。

石化肌膚（STONE SKIN）

硬化WAR的身體，降低所遭
受的傷害，同時提高WAR的
攻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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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技能是能在WAR的冒險途中持續發揮作用的超自然天賦，而且被動技能的使用不
同於憤怒技，並不需要消耗怒氣之核。

被動技能

影翼滑翔（SHADOWFLIGHT）

能讓WAR暫時騰空滑翔的一對魔法翅
膀，在雙重跳躍之後，按住×鍵不放
即可啟動影翼滑翔，乘著影流飛入高
空。

操時術（CHRONOMANCER）

時間囊泡會感應WAR的存在。啟動它們
可暫時減緩時間的流動。

渾沌型態（CHAOS FORM） 

解放WAR的終極戰鬥形態，消滅敵人。
按住L1鍵與R2鍵，變身為渾沌形態。

毀滅天駒（RUIN）

WAR可在毀滅圖示亮起時隨時召喚出
他的幽靈戰馬。按住L1鍵與R1鍵來召
喚／遣散毀滅天駒。

格擋回擊（BLOCK COUNTER） 

讓WAR擊退來襲的火砲與刀劍攻擊。
在即將被擊中前按下R1鍵即可施展格
擋回擊。

蛇洞旅行（SERPENT HOLE TRAVEL）

允許WAR使用惡魔商人Vulgrim的基座
當作傳送點。在Vulgrim身邊按△鍵，
然後選擇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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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技能 人物介紹

戰爭（War）

監視者（The Watcher）

薩麥爾（Samael）

毀滅者（The Destroyer）

天啟四騎士當中的第一位，他遭到陷害而促成了末日決戰的提前到來，
以及人類的滅絕。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還有尋回能夠恢復天界與地獄
之平衡的答案，他手握著傳奇的渾吞劍踏上惡魔為患的人界。在這趟旅
途之中，他不僅得面對數不盡的地獄惡魔之追殺，也將遭遇強大天使軍
團的襲擊。然而，在找到毀滅者討回公道之前，他是絕對不會停止的。

在焦灼議會（Charred Council）奪走了WAR能力的同時，他們指派了監
視者來確保他不會逾越界線，並且賦予了監視者在必要之時終結WAR性
命的權力。監視者雖然有時候很煩，有時候卻也能提供有用的提示。但
無論如何，WAR已經無法甩脫監視者，只能學習如何與他好好共處。

曾經是個令人畏懼的強大惡魔，但因為企圖推翻毀滅者，如今已遭到了囚
禁。WAR務必得取得薩麥爾的協助才有機會戰勝他最終的邪惡死敵。

毀滅者的真實身份與目的全都籠罩在惡毒邪惡的迷霧之中。不幸的是，
假如WAR想要洗刷冤屈並且恢復善惡的平衡，就得深入毀滅者號令世界
的高塔才能擊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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