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落的傳奇 
LostLegends  
 
遊戲配件 
5張英雄圖板 – 每位玩家會獲得1張 
內有野蠻人，獵人，戰士，刺客和術士 
50張關卡等級1的卡片 – 含30張裝備卡和20張怪物卡 
50張關卡等級2的卡片 – 含30張裝備卡和20張怪物卡 
50張關卡等級3的卡片 – 含30張裝備卡和20張怪物卡 
38個金幣指示物 – 20個1塊，10個2塊，8個5塊面額。 
24個獎杯指示物 – 每種類型有4個指示物 
4個挑戰獎杯 
35個傳說標記 – 25個1點和10個5點 
35個傷害標記 – 25個1點和10個5點 
5個生命指示物 – 每個玩家1個 
5個生命標記 – 每個玩家1個 
5個魔力指示物 – 每個玩家一個 
5個魔力標記 – 每個玩家1個 
5個經驗值標記 – 每個玩家1個 
1本規則書和1張卡片介紹 
 
遊戲設置 
設置英雄圖板 
每個玩家選擇一個英雄並拿取其圖板，並且如下述方式進行設置： 
1. 將經驗值標記放在經驗值軌上0的位置 
2. 將一個生命指示物放在生命軌上金色框框的格子內，然後將生命標記放在其上。 
3. 將一個魔力指示物放在生命軌上金色框框的格子內，然後將魔力標記放在其上。 
4. 拿取指定數量的金幣然後放在玩家圖板上。 
 
隨機決定起始玩家。 
 
遊戲公用配件設置 
將獎盃指示物依照正面圖案不同分成6疊，並每疊中的指示物要依照大到小順序由上到下放
置。 
將四個挑戰獎盃放在一起，並且將通用補給區內的傳說標記，傷害標記和金幣放在所有玩家

容易取得的地方。 
 
卡片準備 
將卡片依照背面顯示的關卡等級分成3堆，然後針對每個牌堆進行以下設置： 
■ 將怪物卡和裝備卡分開 
■ 依照玩家人數移除指定數量的裝備卡 

■ 將怪物卡洗混之後拿出玩家人數X 3張卡片作為怪物牌堆。將剩下的怪物卡放在一旁作
為保留牌堆 

將每個關卡等級的3個卡堆都放在遊戲區旁（共9個卡堆） 

3名玩家 將所有顯示4和5位玩家的卡片移除 

4名玩家 將所有顯示5位玩家的卡片移除 
5名玩家 不需移除任何卡片 



 
遊戲流程以及目標 
當進行失落的傳說時，玩家將會作為傳說的英雄來體驗三個關卡等級的刺激冒險。 
他們會從廢墟（關卡等級1）開始，然後探索到山洞（關卡等級2）以及最後必須在惡魔魔的
要塞中守住陣地（關卡等級3）。 
進行每個關卡等級的挑戰時都會分為2個階段。 
 
玩家們要先強化他們的裝備和技能（階段1），然後他們（希望已經準備好了）將會面對怪
物（階段2）。 
打倒怪物的玩家會獲得傳說點數。 
在完成3個關卡等級的挑戰之後，收集最多傳說點數的玩家就是最知名的英雄以及遊戲的勝
利者！ 
 
解析英雄圖板 
技能區：英雄學會的新技能放在這裡。 
初始技能 
武器放置區 
護甲放置區 
經驗值軌 
怪物放置區 
獎盃放置區 
生命軌 
最高生命值 
咒語放置區 
魔力軌 
最高魔力值 
神器放置區 
生命/魔力：生命/魔力指示物決定了英雄的最高生命以及魔力值，請調整生命/魔力標記來
註記英雄目前的生命/魔力值。生命/魔力值的上限可以因為遊戲中獲得的裝備或者英雄提升
等級而提高。 
 
在一個關卡等級內的遊戲流程： 
每個關卡等級都會進行兩個階段 
1. 裝備 
2. 與怪物戰鬥 
將目前關卡等級的怪物卡堆洗混，並且放置到遊戲區的中間。由起始玩家開始，並且依照順

時鐘的順序進行，每個玩家翻開一張怪物卡並且放在自己英雄版圖的正前方。然後將抽一張

額外的怪物卡並且面朝上的放在怪物卡堆的旁邊。 
 
第一階段：裝備 
每個玩家嘗試用最好的裝備卡來裝備自己。 
 
卡片種類： 
武器： 
近戰 
遠程 
魔法 
 
護甲： 



護甲 
 
咒語： 
捲軸 
法術書 
 
神器： 
飾品 
治療用品 
 
文字敘述 
卡片名稱 
價值金幣 
折扣 
為了顯示卡片放置位置，卡片邊框有可以和英雄圖板相接的圖案。 
玩家人數 
技能符號 
 
將目前關卡等級的裝備卡洗混，然後發給每個玩家6張。 
玩家有5輪的時間可以組成他們的裝備和技能。 
在每輪開始的時候，每個玩家選擇手上的一張卡並且將它面朝下的放在自己面前。 
隨後將剩餘的卡片全部面朝下的放在左邊玩家的英雄圖板上。 
所有的玩家都選擇完卡片之後，起始玩家必須將所選的裝備卡附加到英雄圖板上，這有兩種

方式可以進行： 
強化特定技能（免費）或者是 
獲得裝備（可能需要費用） 
 
強化特定技能 
技能可以幫助玩家更有效率的使用他們的武器，以及減低新裝備的成本。 
玩家將卡片旋轉180度，然後放入技能區下方，只把技能符號顯露在外。 
在往後的遊戲中，該技能就屬於該玩家所有。也就是說玩家獲得該技能的下一個等級。玩家

也會因為目前身處的關卡等級獲得金幣： 

範例：玩家將裝備卡錊為新的技能放置到技能區，他現在掌握了遠程武器的技能。 
注意：有些裝備卡會需要玩家將某些技能學習到更高的等級才能使用它所有的效果。 
範例：玩家的近戰技能達到了第二個等級，他的武器現在可以造成5點的傷害而非原本的2
點。 
 
獲得裝備 
如果玩家想要將這張卡加入他的裝備的話，他需要付出所需的金幣給共用的補給區。 
玩家需要付出的金額等於卡片上顯示的基礎成本減去玩家擁有的對應折扣的技能。 
範例：這張裝備卡因為玩家持有的技能，經過折扣後僅需要4枚金幣而非原本的6枚，他因為
滿足兩項折扣條件，而每項都可以讓金額減去1枚金幣 
 
根據技能的折扣 
每個折扣欄位內都顯示著對應的技能和等級。如果玩家習得該技能的指定等級的話，他就會

關卡等級 金幣 
廢墟 1 

山洞 2 
惡魔要塞 3 



獲得對應的折扣。 
範例：玩家擁有折扣所需的技能，所以折扣將花費減到了0。 
 
每個折扣欄位都要分別的去檢視。如果玩家達成了數個折扣欄位內的需求，那們他就會獲得

所有欄位中的折扣額。 
範例：玩家滿足了每個折扣欄位內的條件，所以他可以使用所有的折扣，將他的裝備價格降

到了0。 
 
有些折扣欄位中間會有一條直線，這表示玩家只要滿足直線左邊或者右邊的條件當中一個即

可獲得折扣。就算玩家滿足了全部的條件，依然只會獲得一次折扣。 
範例：就算玩家滿足了單一欄位內全部的折扣需求，他也只會獲得一次折扣。裝備的價格將

會降到4枚金幣。 
在付出對應的價格後，玩家就可以將裝備裝到他們的英雄圖板上。 
 
增加裝備卡： 
四種不同的裝備只能裝備到英雄版圖上的一個指定區域，卡片上的指示位置要對應著玩家圖

板上的圖案。 
護甲：左下 武器：左上 咒語：右上 神器：右下 
 
每個區域最多只能夠裝備3張卡片。 
玩家不能夠裝備相同的卡片 
武器的特殊規則： 
玩家版圖上每種武器只能裝備最多一件（不能裝備同種類的武器）。 
護甲的特殊規則： 
一件完整的護甲包含了胸甲，盾牌，和頭盔。玩家不能裝備兩件或以上相同部位的護甲。 
 
將裝備變成技能： 
在打出新的裝備卡並且裝備到英雄圖板之前，玩家可以將一件或者更多已經擁有的裝備用來

強化他的技能。 
 
要這麼做，玩家需將目標裝備從原本的位置中移除，並且旋轉180度後放到放到技能區下，
同樣的要顯示出技能符號。這些新的技能可以立刻用在獲得新裝備的折扣上。 
範例：玩家選擇了長劍作為新的裝備，在付錢之前，他將之前已經獲得的短劍用來增強他的

技能，將短劍放到他的技能區中，並且因為達到了近戰等級2，長劍的費用就變成0了。 
之後，順時鐘的下一位玩家開始進行他的回合，直澄所有的玩家都處理完他們的卡片為止。 
然後所有的玩家同時地拿起右邊玩家放在自己圖板上的卡片，並且再次選擇一張……重複這

個流程直到所有玩家都加入了5張卡片為止。第6張卡片將被放回盒子內，在這次的遊戲中不
再被使用。 
 
第二階段：與怪物戰鬥 
玩家為了獲得經驗值和獎盃，要盡可能打敗多數的怪物。 
 
解析怪物卡 
怪物種類 
動物 
類人 
龍 
不死生物 
 



傷害調整： 
/2 = 減半 
X2 = 加倍 
0 = 無效 
 
經驗值與金幣 
文字區： 
怪物的額外傷害能力被標示在這。 
名字 
獎盃符號 
攻擊傷害 
生命 
 
從起始玩家開始，所有的玩家依照順時鐘方向，開始與自己英雄圖板前的怪物接戰。戰鬥的

流程如下： 
1. 翻開一張怪物卡 
2. 選擇一個怪物 
3. 攻擊一個怪物 
4. 怪物攻擊 
5. 戰鬥結果 
 
1. 翻開一張怪物卡 
如果遊戲區中央的怪物卡堆沒有翻開的怪物放在旁邊的話，從卡堆上抽一張怪物卡並且

面朝上的放在怪物卡堆旁。 
2. 選擇一個怪物 
有兩種初始狀況可能出現： 
a) 如果有怪獸在玩家的英雄圖板錢的話，他必須： 
攻擊該怪物：進入第3步，攻擊怪物。 
或者將怪物傳給其他玩家： 
這個選擇只能在至少一位玩家的英雄圖板前沒有怪物的時候進行。如果你這麼做，將

你面前的怪物卡傳到順時鐘計算第一個英雄圖板面前沒有怪物的玩家，並且放在他的

圖板前面。 
在傳遞怪物之後，玩家可以選擇從怪物牌堆上方或者牌堆旁面朝上的怪物卡當中選擇

一張怪物卡並且放到自己面前，並且進入第3步：與怪物戰鬥。 
b) 如果該玩家的英雄圖板面前沒有怪物的話，就必須選擇： 
拿取桌面中央翻開的怪物卡 
進行第3步，攻擊怪物。 
或者 
抽取怪物卡堆上面的一張卡 
玩家可以選擇與該怪物戰鬥或者將它傳給其他玩家，就如同之前敘述的規則一樣。 
注意：如果怪物卡堆耗盡，玩家就必須要拿取面朝上的怪物卡。 
如果玩家選擇把怪物傳給其他玩家，他就必須要從卡堆抽一張新的怪物卡之後進行第

3步，攻擊怪物。 
注意：如果在這個階段怪物卡堆耗盡，該玩家的回合立刻結束。 

3. 攻擊怪物 
現在要開始跟怪物的戰鬥了。玩家會進行先制攻擊。 
攻擊的流程如下所示： 
玩家選擇一把自己的武器來攻擊怪物，攻擊可以捲軸，魔法書，或者裝飾品來增幅。 
確認對怪物的傷害，並且計算所有的調整值之後決定怪物受到的傷害。將怪物受到的傷



害用傷害標記的方式放置到怪物卡上。 
範例：玩家選擇使用他的戰斧來進行戰鬥，並且使用秘法能源來增幅此攻擊，以造成魔

法傷害，因為怪物調整值的關係所以這次的傷害可以變成2倍，這足以一擊殺死該怪物。
（請參見第10頁來學習如何計算傷害） 
 
怪物被打敗了嗎？ 
如果在怪物卡上的傷害標記等同或者超過怪物的生命值的話，怪物就被打敗，進入到第5
步的戰鬥結算。 
如果怪物存活的話 
進入第4步的怪物攻擊 
 
傷害種類 
失落的傳說有4種不同的傷害種類：近戰，遠程，魔法和混沌傷害。 
在傷害種類旁邊標示的數字代表此攻擊造成的傷害。 
使用武器造成傷害 
所有的武器都會以同樣的方式運作。在文字欄的最上面一行標示著武器的基礎傷害，無

視技能。如果玩家滿足條件的話，就可以追加基礎傷害欄下面一行所敘述的傷害。 
追加傷害的條件有兩種： 
IF = 想要造成額外傷害的話，玩家需要擁有指定的技能等級（或者更高）。 
FOR = 玩家要花費所列數字的魔力來發動此效果，如果玩家擁有足夠的魔力，他可以發動
多次該效果。 
MAX 1 = 表示該效果每次攻擊只能夠最多使用一次。 
重要：如果玩家沒持有任何武器的話，他只造成1點近戰傷害。 
範例：玩家用魔法十字弓造成了2點的遠距傷害，如果玩家持有1級的遠距或者魔法技能
的話，可以再追加2點的魔法傷害。他可以花費魔力來再度增加傷害，但是只在他同時擁
有魔法，遠距以及護甲技能1級的情況下。 
注意：在魔力軌上紀錄所消耗的魔力量。 
 
捲軸，魔法書或者裝飾品造成的傷害 
玩家在同一關卡等級的冒險中只能使用這些物品造成一次傷害。一旦使用了，該卡片就

處於耗竭狀態，將它上下顛倒放置。 
注意：卡片的效果會在附錄中說明。 
 
怪物的傷害修正 
你可以造成4種不同類型的傷害，依照怪物的種類而定。 
怪物會有3種不同的修正值： 
/2 = 傷害減半，小數點以下進位 
X2 = 傷害加倍 
0 = 傷害無效 
將不同類型造成的傷害加總後，放置對應數量的傷害標記到怪物卡上。 
範例：玩家用基礎攻擊造成了1點遠距傷害，以及1點近戰傷害因為1級的近戰技能。該種
怪物會將所有類型的傷害減半，根據進位的結果玩家依然造成近戰害遠程傷害各1點，該
怪物總共受到2點的傷害。 
 

4. 怪物攻擊 
如果怪物在玩家的攻勢中存活下來，他就會進行反擊，而且玩家必須要進行自我防衛。怪物

會造成的傷害與類型記載在怪物卡上。 
範例：該怪物攻擊時會造成2點魔法以及1點混沌傷害。 
 



根據英雄身上的護甲，咒語和神器，英雄可以格擋或者減免該傷害。胸甲和盾牌不會耗竭，

玩家總是可以使用它們。頭盔只要不使用其特殊能力就不會耗竭。魔法和神器使用後總是會

耗竭。 
使用生命標記在生命軌上紀錄玩家所受到的傷害。 
如果英雄的生命值掉到0或以下，玩家可以使用治療類的神器來恢復生命值。如果不能如此
做，該英雄就被擊敗，並且進入到第5步，戰鬥結算。 
範例：怪物造成了2點魔法和1點混沌傷害，玩家的橡木盾不能夠減免·當中任何的傷害，所
以他受到了3點傷害，這讓他的生命值降到了0… 
…幸運的，他可以使用他的魔法繃帶，這可以治療他1點生命值，他下一回合又可以繼續戰
鬥了。 
 
怪物造成的額外傷害： 
怪物可能會有列在怪物卡文字欄中的額外效果。這些效果會在不同的時機觸發： 
 
When attacking攻擊時 
每次怪物攻擊時都會觸發這個效果。 
範例：關卡等級3的骨質惡魔進行攻擊，所有的玩家（包含正被攻擊的）都會受到一點混沌
傷害。玩家可以嘗試防禦這傷害。 
 
Charge 衝鋒攻擊 
衝鋒攻擊將會在下列兩個時機發動： 
a) 當玩家從牌堆中抽取一張怪物卡時，怪物會發動一次衝鋒攻擊的效果。 
b) 當怪物卡面朝上被放在桌面中央時，持有與該怪物同種類的挑戰獎盃的玩家會受到一次
衝鋒攻擊的效果影響。如果該獎盃沒有人獲得，就忽視這次影響。 

範例：玩家抽取了一張鳥身女妖。他必須將他自己一張卷軸或者裝飾品變成耗竭狀態（在不

觸發其效果的狀態下）。 
範例b) 鳥身女妖被放置在遊戲區的中央，擁有類人生物挑戰獎盃的玩家（矮人，坐在右側）
必須耗竭一個他的卷軸或者裝飾品。 
 
戰鬥範例：刺客對不死巨魔 
1. 就算不死巨魔對於遠程攻擊免疫，玩家依然使用了長弓進行攻擊。他的秘法能量可以將
遠程攻擊傷害轉換成魔法傷害，此外還會造成1點額外的魔法傷害。此外他還使用了閃電
矢的法術造成1點額外的魔法傷害。怪物因此總共受到6點的魔法傷害 – 但這依然不足以
擊倒不死巨魔，在進行防禦之前，玩家使用了1點魔力來幫閃電矢進行充能。 

2. 不死巨魔進行攻擊，並對目標玩家造成了3點近戰傷害，以及對所有玩家造成了1點的混
沌傷害。 

3. 玩家使用他的橡木盾減低了1點近戰傷害，並且使用閃避來對付剩下的2點近戰傷害。然
而他沒有手段避免混沌傷害，所以他的生命值從3降到了2。 

4. 在所有其他玩家都進行防禦1點混沌傷害以及跟他們面前的怪物接戰過後，玩家終於在他
的下個回合用短劍殺了面前的怪物。 

 
戰鬥結果 
可能會有兩種不同的結果： 
a) 怪物被擊敗： 
玩家將他的經驗標記沿著經驗軌往前移動等同於怪物卡上顯示的數值。 
每次當經驗標及觸及3, 6, 12 ,20或者30點的時後，玩家的等級就會提升，並且可以立刻獲得
下列其中一項報酬： 
1. 從共同補給區獲得2枚金幣。 
2. 將他的生命指示物和生命標記沿著生命軌往上方移動一格。 



3. 將他的魔力指示物和魔力標記沿著魔力軌往上方移動一格。 
範例：玩家打敗了雙足飛龍（等級1），並且獲得2點經驗值，這讓他提升了他的英雄等級。
他決定增加他的生命值，並且將他的生命指示物和生命標記往上移動1格。 
 
接下來，玩家會從共用補給區中獲得等同怪物卡上顯示數量的金幣，玩家自己獲得當中第一

枚金幣，將第二枚傳給左邊的玩家，第三枚傳給右邊的玩家，如果獲得的金幣超過3枚，重
複上述流程直到所有金幣都分配完為止。 
玩家將傷害標記歸還給共用補給區，將怪物卡轉180度之後放到自己英雄圖板的獎盃區下方
，只露出獎盃符號。 
範例：玩家將4枚金幣分配給其他玩家。其中第一枚和第四枚金幣都是自己的，第二枚給予
左邊的玩家，第三枚則是給予右邊的玩家。坐在正對面的玩家不會獲得任何金幣。 
 
再者，所有玩家確認行動玩家是否獲得了他所打敗怪物種類的挑戰獎盃。這會有3種可能的
情況： 
範例：玩家將雙足飛龍轉動180度後放在自己的獎盃區。 
 
如果該挑戰獎盃放在遊戲區中央 
玩家從共用補給區拿取該獎盃以及1點傳奇點數標記，並且放在自己的英雄圖板上。 
另一位玩家持有該挑戰獎盃 
兩位玩家比較自己獎盃區顯示的該怪物同種的獎盃符號數量，如果行動玩家擁有相同數量或

者更多的獎盃符號，行動玩家就可以獲得該獎盃以及來自公用補給區的1點傳奇點數標記。
如果行動玩家擁有比其他玩家數量少的獎盃符號，那就沒有事發生。 
 
玩家已經擁有該挑戰獎盃 
沒事發生 
範例：行動玩家（右邊）打敗了他生涯中第一隻龍，因為他擊敗的龍和握有龍符號挑戰獎盃

的玩家一樣多，所以他可以獲得該獎盃以及從共用補給區的1點傳說點數標記。 
 
最厚，玩家確認他是否有獲得任何獎盃指示物。 
每個獎盃指示物都顯示了一種狀況，玩家只要達成上面的需求，就可以獲得該獎盃。 
每個玩家只能夠從6疊獎盃堆中各獲得最多1個獎盃指示物。 

 
接著下一位玩家開始進行他的回合。 
範例：玩家剛獲得第3個動物獎盃標記，屏且獲得了對應的獎盃指示物。他是第一個擊敗3隻
同類怪物的玩家，所以他獲得的指示物價值8分。 
 
b) 玩家被擊敗 
將怪物移出遊戲並且將卡片放回遊戲盒中。 
玩家失去一個他的技能，選擇一個他所獲得的技能並且將該張卡片放回遊戲盒中。如果該玩

家只有初始技能，則不會失去任何技能。 
 
直到第二階段：與怪物戰鬥結束之前，玩家都必須跳過他的回合，但是他依然會因為鄰近的

玩家擊敗怪物而獲得金幣。 

獎盃指示物條件 

2 玩家必須擁有2個指定獎盃符號 
3x 玩家必須擁有4種怪物類型中任1種3

個相同的獎盃符號。 
4 玩家必須擁有4種怪物類型的獎盃符

號各1個以上。 



 
接著，下一位玩家開始進行他的回合。 
範例：該玩家被山怪所擊敗。他將山怪卡放回河中必且選擇一張技能卡並且丟棄。 
注意：你不能把怪物傳給已經被擊敗的玩家。 
 
階段結束以及關卡結束 
玩家在行動2. 選擇怪物時拿走中央最後一張怪物卡之後，在該玩家回合結束的時候就會進入
結束階段。 
每個玩家都可以再進行一個回合，這是他們最後擊敗他們面前怪物的機會。 
被擊敗的玩家以及面前沒有怪物的玩家必須跳過這個回合。 
進行最終回合時跳過行動1. 翻出怪物卡和2. 選擇怪物。 
如果怪物和玩家都沒有被擊敗，則怪物視同逃走，將該怪物卡放回盒中並且跳過5. 戰鬥結
果。 
範例：野蠻人拿取了遊戲區中間最後一張怪物卡並且攻擊它。在他的回合結束後，最終階段

開始。術士跳過了他的回合，因為他面前沒有怪物。刺客，戰士和野蠻人都有最後的機會來

打倒他們面前的怪物。 
 
目前的關卡等級會在每個玩家都進行或者跳過他的回合後結束。玩家會因為他們獲得的每個

挑戰獎盃從共用補給區獲得指定的傳說點數標記。 

 
現在，所有的玩家都可以將他們耗竭的卡片重新充能。把所有耗竭的卡片轉180度回到正
面。這些卡片可以再次使用。玩家將他們的生命和魔力標記放回到它們的生命和魔力指示物

上面。 
注意：某些裝備卡會讓你在同一個關卡等級中將其他卡片充能，這些卡片將會在後續的部分

解說。 
 
接著，決定下一個關卡等級的起始玩家。擁有最少傳說點數標記的玩家（不計算因為獎盃和

經驗值獲得的部分）作為新關卡等級的起始玩家。如果有平手的狀況，順時鐘計算最靠近上

一個起始玩家的玩家作為新的起始玩家。 
範例：在關卡等級1結束的時候，玩家因為持有2個挑戰獎盃，所以獲得2點的傳說點數標
記。他將他的生命和魔力標記放回對應的指示物上，並且將他兩件耗竭的裝備：閃電矢和魔

法繃帶重新充能。 
 
特殊的關卡等級結束方式 
如果所有的玩家都被擊敗，則該關卡等級也會立刻結束，這個狀況之下，玩家不會獲得額外

的回合。 
 
遊戲結束和最終計分 
遊戲會在所有玩家於關卡等級3，惡魔要塞中守住他們的據點後結束。最終計分需要一些空
間，每個玩家將他們的傳說點數標記加上下列的條件來決定總分： 
a) 每個玩家根據他們的經驗值獲得額外分數： 

b) 每個玩家會獲得等同於他們獲得的獎盃指示物上顯示數字的傳說點數。 
c) 擁有最多金幣的玩家獲得6點傳說點數，第二多金幣的玩家獲得3點傳說點數。 

關卡等級 每個挑戰獎盃可獲得的傳說點數標記 
廢墟 1 

洞穴 2 
惡魔要塞 3 

經驗值 16-19 20-23 24-27 23-29 30+ 

傳說點數 8 10 13 16 20 



擁有最多傳說點數的玩家就是遊戲的勝利者，並且會將他的傳說流傳到後世。如果有平手的

情形，則玩家共享勝利。 
 
範例：在最終得分階段，玩家有11點傳說點數標記，加上因為經驗值而獲得的10點傳說點數
，24點來自於他獲得的獎盃指示物，以及因為持有第二多金幣而獲得的3點。他總共獲得了
48點的傳說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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