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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押忍!番⻑ 2 
樂都機種介紹 QR 

 
⼿機掃描 QR 進⼊機種介紹  

導⼊年⽉ 2019/01 
MIDDLE TYPE，⼀種⼆種混合型 

框體圖⽚ 

 
千珠平均該到達回轉數 

93.6 轉 

⼤當圖案 

 

基本 SPEC 

賞球數 4&1&10 

通常時⼤當確率 依設定値 

右打時⼤當確率 1/6 

頂 JUDGE 突⼊率 100% 

平均出⽟ 

5R：約 500 個 

10R：約 1000 個 

ROUND 數 5/10 

1R COUNT 數 10 

時短 

⼤當結束後 0/1/90 回 

⼤當 ROUND 數分配⽐例 

通常時 

 
10% 10R（時短 90） 

90% 5R（時短 1） 

頂 JUDGE 中 

 
100% 10R（時短 90） 

時短中 

 
100% 10R（時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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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演出說明 
模式與⼤當介紹 

通常場景 

   
公園場景 商店街場景（夜晚） 美國⼥孩⼊浴時間 

通常時的場景總共有六種，因為沒有潛伏確變，所以哪個場景棄台都沒關係 

通常時⼤當 頂 CHARGE 

  
 番⻑ BONUS 番⻑ BONUS EX 

初當有兩種存在，⼤當結束後基本上會突⼊頂 CHARGE 

EX 則會直接突⼊頂 JUDGE，且會獲得時短 90 轉 

所以實質上⼀定會有兩次的⼤當 

右打使保留儲存的模式 

這裡到出現 CHARGE 完了 

之前都要⼀直右打 

頂 JUDGE 右打中的⼤當 

 
  

番⻑ BONUS 2000 番⻑ BONUS 3000 

保留 4 個之間會以 1/6 抽選 

⼤當，⼤當兩次後會再度突⼊ 

頂 CHARGE，三次到達限制時 

會突⼊頂 JUDGE 

右打中的⼤當為兩次或三次為 1SET，所以會以⼀擊 2000 個 

或 3000 個來表⽰⼤當。10Rx2 則為番⻑ BONUS 2000（紅 7） 

10Rx3 則為番⻑ BONUS 3000（藍 7） 

開獎中紅 7 還有機會升格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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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演出 
番⻑圖案連續預告 猛烈庫存 特訓 

   

番⻑圖案停⽌時會開始連續演出 

連續越多則期待度越⾼ 

可期待突⼊特訓的機會演出 

要注意之後的展開 

初當時⼤都會經由此演出 

各種演出都能獲得星星，星星數

會直接是之後演出的期待度 

次回預告 倍特訓 

  
為本機四⼤演出之⼀，為⼤好機的預告演出 

發⽣時有極⾼確率會獲得⼤當 

為本機的四⼤演出之⼀ 

突⼊時則特訓獲得的星星數會加倍 

⽼鷹紋 ⼀激⼊魂 

  
為本機四⼤演出之⼀，在各種狀況下 

都有機會出現的⼤好機花紋 

為本機四⼤演出之⼀，番⻑對決⽴直中發⽣的話 

之後的按鍵演出出現時則期待度⼤ 

 

 

 
版權宣告：遊戲說明內容皆取材⾃網路整理，版權分屬各出處所有⼈ 

如有任何不妥與意⾒請與我們連絡，我們將盡快改善，感謝⼤家。 

本機種資料僅供遊戲過程參考，不得做為開牌依據，更多詳細資料請上網：http://slotto.com.tw 



5 

⽴直演出 
番⻑對決⽴直 

   
為主要的⽴直演出，會依照對戰對⼿與對戰種類⽽有期待度的不同 

強對決演出則期待度超過 60%，弱對決要是有三個星星以上則期待度也超過 20% 

當然標題顏⾊、切⼊演出顏⾊、透光板顏⾊是紅⾊以上時則期待度更⾼ 

番⻑任務 絕頂對決 

  
任務成功則獲得⼤當濃厚 發展時為⼤當濃厚的本機最強演出！ 

 

右打時的演出 
頂 CHARGE 

   
轟 薰 操 

保留儲存 4 個後可以不發射珠⼦，但是持續發射時有機會使演出的期待度上升 

（但是內部已經抽選好了所以其實沒影響），轟會以對戰對⼿與種類決定期待度 

薰則以花瓣⾶舞的期待度⽽有所不同，操的話則為⾳符的流動與保留顏⾊的變化來⽰唆期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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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 JUDGE 轟 

  
會依照對戰對⼿與對戰種類有期待度的變化，3.7 聽牌時則為期待度⼤ 

頂 JUDGE 薰 

  
あッちッちタイム突⼊時為好機，如果是超的話則為⼤好機，薰開眼時則獲得⼤當濃厚 

頂 JUDGE 操 

  
與歌曲⼀起如果數字連線則獲得⼤當，數字變化的數量越多則期待度越⾼ 

 

設定⽰唆演出 
頂 JUDGE 結束畫⾯ 

    
設定 2 以上濃厚 有機會為設定 5 設定 4 以上濃厚 設定 6 濃厚 

頂 JUDGE 結束畫⾯⼀定要確認，基本上結束畫⾯的⽰唆跟番⻑ 3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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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對決敗北時 ⼤當中升格藍 7 時 最終判定時 

   

奇數設定⽐較容易出現 1.5.9 

聽牌，偶數設定則為偶數聽牌 

⾼設定則較容易出現 3.7 聽牌 

特別是 3.7 聽牌有很⼤設定差 

升格時選擇鏡 BONUS 時則為 

設定 5 以上期待度⼤ 

設定 4 以下只有 1% 

設定 5 以上則為 10% 

⼤當中的最終判定背景顏⾊ 

變化時，此時⻑押按鍵則會出現

⽰唆的台詞，「いい仕上がりだ」

為設定４以上、「頂まであと⼀

歩だ」為設定５以上、「最⾼じ

ゃねぇか」為設定６濃厚 

BGM 抽獎 

   
設定變更濃厚 設定 2 否定 設定 3 否定 

   
設定 4 否定 設定 5 否定 設定 2 以上濃厚 

   
設定 4 以上濃厚 設定 5 以上濃厚 設定 6 濃厚 

⼤當中發⽣的 BGM 抽獎的獎品會⽰唆設定，全銅賞為設定變更，全銀賞的話則為設定往上變更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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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設定開獎率 
設定 1 2 3 4 5 6 

開獎率 1/239.2 1/230.0 1/219.9 1/189.4 1/179.6 1/149.6 

 

各演出期待度 
保留變化演出 

保留種類 期待度 保留種類 期待度 

紅⾊ 80% 好機 10% 

⽼鷹紋 80% 挑戰狀 8% 

彩⾊ ⼤當濃厚 雕刻 78% 

番⿓⾨ 11% 仁王像 44% 

豪遊閣 80% 紅⾊學⽣服 80% 

轟⼤寺 ⼤當濃厚 ⾦字塔 ⼤當濃厚 

エッフェル塔 ⼤當濃厚 激熱 80% 

ZONE 系預告演出 

演出種類 對決 ZONE 真對決 ZONE 激對決 ZONE 漢之頂 ZONE 

期待度 16% 51% 62% 67% 

其他⽴直前預告演出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好機燈 25% 猛烈庫存 38% 

紅⾊好機燈 80% マチ⼦性感演出 45% 

特訓演出相關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特訓 35% 獲得星星數 3.5 50% 

倍特訓 80% 獲得星星數 4 79% 

轟語錄 60% 獲得星星數 4.5 80% 

轟 COMBO 71% 獲得星星數 5 ⼤當濃厚 

オラオラ預告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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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決⽴直演出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總和期待度 10% 紅⾊標題-弱對決 41% 

星星 3 個以上總和期待度 20%以上 紅⾊標題-強對決 79% 

ノリオ×尪仔標 60% ⽼鷹紋標題 80% 

サキ×籃球 76% 紅⾊切⼊演出-弱對決 35% 

チャッピー×⽻⽑球 61% 紅⾊切⼊演出-強對決 67% 

マダラ×橄欖球 80% ⽼鷹紋切⼊演出 80% 

巌×料理實習 80% ⽩⾊透光板-弱對決 16% 

⼀擊⼊魂 67% ⽩⾊透光板-強對決 73% 

⼀激⼊魂 80% 紅⾊透光板 80% 

頂 JUDGE 轟中的演出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對戰對⼿-ノリオ/チャッピー 14% ノリオ x 紙相撲 80% 

對戰對⼿-サキ 12% チャッピーx 桌球 80% 

對戰對⼿-マダラ 21% サキ x躲避球 ⼤當濃厚 

對戰對⼿-巌 80% マダラ x 軟式網球 80% 

奇數聽牌 28% 巌 x ⾜壘球/躲避球 80% 

圖案擴⼤ 25% 強攻擊 64% 

紅⾊切⼊演出 56% 出現⼩熊貓 ⼤當濃厚 

頂 JUDGE 薰中的演出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あッちッちタイム 23% 圖案順轉動 15% 

超あッちッちタイム 80% 圖案逆轉動 45% 

頂 JUDGE 操中的演出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3 圖案×6 個時增殖期待度 34% 3 圖案×6 個時⼤當期待度 69% 

7 圖案×6 個時增殖期待度 80% 7 圖案×6 個時⼤當期待度 ⼤當濃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