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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成為⾦⾊的⽛狼 

CR ⽛狼⾦⾊になれ 

樂都機種介紹 QR 

 
⼿機掃描 QR 進⼊機種介紹  

導⼊年⽉ 2014/07 

MAX TYPE，V-ST 型 

框體圖⽚ 

 
千珠平均該到達回轉數 

66.8 轉 

⼤當圖案 

 

基本 SPEC 

賞球數 3&10&15 

通常時⼤當確率 1/399.6 

確變時⼤當確率 1/109.6 

確變突⼊率 51% 

確變 ST 最⼤ 161 轉 

平均出⽟ 

13R~：約 1755 個~ 

16R：約 2160 個 

ROUND 數 16 

1R COUNT 數 9 

時短 

全⼤當結束後 100/161 回 

⼤當 ROUND 數分配⽐例-起動⼝⼊賞時 

 
41% 16R 確變、10% 實質 15R 確變 

49% 實質 13R 通常 

⼤當 ROUND 數分配⽐例-電嘴⼊賞時 

 
100% 16R 確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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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演出說明 
模式與⼤當介紹 

通常背景 GARO BONUS BATTLE BONUS 

   
通常時的背景有花店或⾦城家等 

SG1 追跡場景與滔星場景會有 

專⽤的演出 

⾦⾊圖案連線所當選的⼤當可以 

獲得 16R 的出⽟，當選時為確變 

濃厚，結束後突⼊ ST 

銀⾊圖案連線所當選的確變 

或通常⼤當，開獎中會發⽣對決 

演出，對決勝利則會獲得 ST 

1st BATTLE 

    
BATTLE BONUS 中發⽣的演出，主要會與尊⼠展開對決，前半要是獲得主導權時則為優勢 

將尊⼠擊破則會獲得魔戒機會，劣勢時迴避成功則為演出成功，敗北後還是有復活別太早放棄 

ヤミテラス 

    
確變或時短的電嘴補助模式，1st BATTLE 的結果會使內部狀態有所變化 

這裡⼤當全部都是 16R，且會依照消化的轉數有⽴刻⼤當與ホラー對決的兩種不同演出 

幼少期模式 GAROʼS SLOT 

    
電嘴補助結束後突⼊的 5 轉限定的特殊模式 

內部是通常狀態，演出會以英靈之塔為背景展開 

流⽛的故事，17 歲的流⽛出現時為好機 

幼少期模式後突⼊的 25 轉特殊模式，內部為通常 

直線斜線的四線上同⼀圖案連線則獲得⼤當 

有效線上出現同樣的三個數字連線時為⼤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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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演出 
超助⼒ SLOT 與⽛狼警⽰燈閘⾨ 

    
畫⾯右上的 SLOT 圖案連線則電嘴會開放的特殊演出，電嘴⼊賞的珠⼦獲得⼤當的話 

則⽛狼警⽰燈會亮起，且獲得 16R ⼤當+魔戒機會濃厚！圖案的種類有短跟⻑的兩種 

會依照連線的圖案種類⽽電嘴開放的時間會有變化，當然⻑的期待度較⾼ 

⽛狼連續預告 

   
中間圖案停⽌ 7 的時候發⽣的擬似連演出，持續越多次則期待度越⾼ 

登場的⽛狼種類也要注意，出現⾶⿓⽛狼與轟天⽛狼時為好機 

模式連續演出 

    
中間圖案出現模式機會圖案時發⽣，模式上升時則期待度上升的連續演出 

期待度上⾯越右邊的模式則期待度越⾼，到達最右邊的模式則發展⾦⾊⽛狼 SP ⽴直濃厚 

5000 體擊破演出 

   
按住⽛狼劍役物將 5000 體ホラー擊破的話則發展⾦⾊⽛狼 SP ⽴直 

剩餘的ホラー數為每個位數相同數字時為好機，ホラー的顏⾊是紅⾊時則期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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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狼閃爍預告 VFX 預告 

    
變動中或⽴直後等等時有機會發⽣的機會演出 

閃爍的顏⾊會有期待度的不同 

出現 3D 版本的話則期待度更⾼ 

畫⾯暗轉後發⽣，連打按鍵後，最後停⽌的圖案 

則會往該對應演出發展，⽂字內容與星星的圖案 

也要注意，邊框是⾦⾊則發展 SP ⽴直濃厚 

群預告 

   
聽牌成⽴後發⽣的激熱演出，有三種的演出，天⾺轟天⽛狼群為三⼤演出之⼀的⾼期待演出 

發⽣カラクリ群的話 

⽴直演出 

2D ⾓⾊系⽴直 ⾓⾊動作⽴直 

    

總共有四種演出，⼤當期待度很低，失敗後 

如果⾦⾊巨⼤紋章動作時則往 SP 系⽴直發展 

⼀般⽴直中實寫⾓⾊登場時發展，切⼊演出擴⼤ 

到全畫⾯的話則會發⽣超動作後發展⾦⾊⽛狼 SP 

登場⾓⾊全部有 8 種，出現紅⾊演出時為好機 

漆黑⽛狼 SP ⽴直 

   
主要鎧甲召喚演出會從液晶變⾝開始發展，「撃破せよ」為紅⾊或是使⽤⽛狼劍的演出發⽣時為好機 

對決的對⼿期待度為：ソニクラス<インバージュ<ブーケリ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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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 SP ⽴直 

    
⾦⾊巨⼤紋章發動時所發展的⾼期待度⽴直，⼀樣要注意特效的顏⾊，出現彩⾊時為激熱 

期待度依序為：ヴァイオレータ<べグル<アンドラガオ 

故事⽴直 

    
3.5.7 或是 2.4.6 的機會⽬停⽌後，從⽛狼機會中發展，全部有三種演出 

期待度依序為：尊⼠<ブライトホープ<パルケイラ，其中パルケイラ跟邪⻯ザジ⼀起則為超⾼期待 

如果尊⼠⽴直獲得⼤當的話則為 ST 突⼊濃厚 

邪⻯ザジ⽴直 

  
⾦⾊巨⼤紋章發動時所發展的本機最強⽴直，會與天敵「邪⻯ザジ」進⾏對決 

決定勝負的當下要是⽛狼劍震動的話則為⼤當濃厚 

全回轉⽴直 

    
全部有六種演出，發展時為⾦⾊圖案+ST 突⼊濃厚，能夠全部都看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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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中的演出 
 會依照回轉數⽽演出有不同 

  
電嘴補助轉數 161~100 轉為⽴即⼤當演出區間，剩餘 99 轉主要為特殊演出與對決演出 

為兩種演出區間構成，⾦⾊巨⼤紋章動作時則為⼤當的主要演出 

⽛狼劍⼀擊預告 ⼼⾳預告 

   
保留旋轉後畫⾯中央巨⼤化的保留讓⽛狼劍或⽛狼斬⾺劍 

刺進的⼀發告知系演出，押下⽛狼劍役物使巨⼤⾦⾊紋章 

作動的話則獲得⼤檔，刺進三隻⽛狼劍時為⼤當濃厚 

畫⾯暗轉後發⽣，跟著⼼跳⾳中 

在黑暗中⽛狼登場則獲得⼤當 

特效顏⾊是⾦⾊時為⼤好機 

衝擊連續預告 

    
會依照順序出現切⼊演出的連續演出，持續到⽛狼時則期待度上升，出現三騎⼠時則獲得⼤當濃厚 

初代機會 

   
CHANCE 紋章圖案停⽌時突⼊，會再現初代 CR ⽛狼 XX 的魔戒機會演出 

如果成功進⼊ V 洞的話則會獲得突然⼤當 

 



8 

⾦⾊⽛狼路徑演出 

    
聽牌成⽴後拉⾨關上則發展的⾼期待度演出，全部有⼗種任務，連打按鍵或是按下⽛狼劍役物 

讓⾦⾊巨⼤紋章役物出現則獲得⼤當，期待度依序為：ガロコイン=ガロ△<ホラーめくり< 

カウントアップ 99.9=ホラーパニック<ガロ斬撃=フェイスオブガロ<魔天使=⻑押し⼀撃 

出現レジェンド則為⼤當濃厚，這裡的演出通常時也會發⽣，成功會往⾦⾊⽛狼 SP ⽴直 

漆黑⽛狼路徑演出 

    
聽牌成⽴後拉⾨沒關上所發展的演出，三種⽛狼會與ホラー展開對決 

期待度依序為：急襲<三擊<⼀擊。出現的ホラー種類也會有期待度的不同，星星數要注意 

⼀擊 三擊 急襲 

   

對戰的ホラー星星數是 1~2 個 

時的⼤好幾演出，按住⽛狼劍 

讓星星破壞則獲得⼤當 

星星 3 個的ホラー登場時發展 

三次機會讓能量條歸零時則獲得 

⼤當，要注意按鍵演出 

星星數 4~5 個時為此演出 

連打按鍵使能量條歸零則獲得 

⼤當，期待度雖然低但是⽕焰中 

幫⼿登場時為⼤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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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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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演出期待度 
漆黑⽛狼 SP ⽴直 

對決⾓⾊ 藍⾊切⼊演出 綠⾊切⼊演出 3D 紅⾊切⼊演出 總和期待度 

ソニクラス 1.3% 2.4% 49.6% 3.5% 

インバージュ 2.1% 3.2% 49.1% 5.2% 

ブーケリア 7.6% 9.2% 49.8% 14.6% 

⾦⾊⽛狼 SP ⽴直 

對決⾓⾊ 藍⾊切⼊演出 綠⾊切⼊演出 3D 紅⾊切⼊演出 總和期待度 

ヴァイオレータ 15.0% 15.1% 42.8% 17.6% 

ベグル 18.4% 18.7% 44.1% 22% 

アンドラガオ 27.7% 29.9% 47.4% 34.4% 

邪⻯ザジ    60.8% 

保留種類期待度 

保留種類 GARO ⽛狼劍 ⽛狼斬⾺劍 綠⾊ホラー變紫⾊ 

期待度 73% 31.6% 75.8% 4% 

保留種類 綠⾊ホラー變⾦⾊ 紅⾊ホラー 紅⾊ホラー變紫⾊ 紅⾊ホラー變⾦⾊ 

期待度 39.5% 29.8% 28.1% 39.5% 

⽛狼連續預告 

演出種類 漆黑⽛狼 ⾶流⽛狼 轟天⽛狼 

期待度 2.5% 23.7% 32.6% 

GARO-MAKAISENKI with JAM project 預告 

演出種類 歌曲播完 播完+⽛狼劍震動 播完+P.F.O.G 

期待度 20.1% 40% 67.1% 

5000 體擊破預告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途中出現-ブラッキオ 5.4% 最後出現-ファンエレーテ 1.9% 

途中出現-グリトス 8% 最後出現-カバルへイロ 26.6% 

途中出現-レッドロ 38.8% 最後出現-ファブリカ 40.4% 

守護者預告 期待度 30.6% 

OP 預告 ⽩⾊背景期待度 40%、紅⾊背景期待度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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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轟天⽛狼群+紋章召喚+P.F.O.G 期待度 65.9% 

ST 中保留變化 

共通 ホラー對決區間 即⼤當區間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通常震動按鍵 13.8% ⽻⽑ 0.6% 逆時針紋章旋轉 9.7% 

綠⾊震動按鍵 32.8% 綠⾊ 4.8% 順時針紋章旋轉 ⼤當濃厚 

紅⾊震動按鍵 65.8% 紅⾊ 60.1% 

紅⾊ GARO 73.9% 

ST 中其他主要預告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衝擊切⼊連續預告-⾦⾊⽛狼 35.6% ラゴウのソリ背景 58% 

中央 7 圖案連續預告-⽩⾊閃爍 29.2% 闇的⾶翔預告 35% 

中央 7 圖案連續預告-紅⾊閃爍 75.2% パルケイラ之⽖變動預告 48.3% 

紋章連續驅動預告-紅⾊特效 77.2% 倒數預告 21.9% 

即當演出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狼劍⼀擊預告 30.6% 即⼤當區間-⼼跳⾳預告 57% 

⽛狼斬⾺劍⼀擊預告 70.4% ホラー對決區間-⼼跳⾳預告 50% 

ホラー對決演出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急襲-ブーケリア 22.4% 三擊-ソニクラス/インバージュ 43.9% 

急襲-メタリック/セミテリオ 22.5% 三擊-其他 45.9% 

急襲-リベラ/燕邦 24.7% ⼀擊 65.6% 

急襲-尊⼠ 25.1% 

變成⾦⾊演出 

演出種類 期待度 演出種類 期待度 

ガロコイン 37.8% ガロ斬撃 76.6% 

ガロ△ 67.4% FACE of ⽛狼 75.9% 

ホラーめくり 71.2% 魔天使 81.3% 

カウントアップ 99.9 73.2% ⻑押し⼀撃 81.3% 

ホラーパニック 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