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桶鎮的上帝之手－《阿貓阿狗 2》 完美典藏官方攻略 

 

2005 © 大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SOFTSTAR ENTERTAINMENT INC. 

 

 

ㄧ、隊友選擇 

在遊戲中，除了某些夥伴會隨著劇情加入或離開隊伍，你也可以自己邀請貓貓狗狗加入隊伍成爲夥伴哦！ 

 

夥伴 出現地點 最早可加入時間 加入後效果 

阿康 \ \ 我方全體普通攻擊力上升 

阿吉 \ \ 我方全體使用任何道具效果上升 

瑪姬 \ \ 我方全體人類角色生命上升 

大麥 \ \ 我方全體致命一擊概率上升 

地瓜 夢之路 第四天晨 隊中所有狗角色速度上升 

合金彈頭 哈哈街 第四天晨 我方全體防禦力上升 

老刀 金沙路 第四天晨 我方全體攻擊力上升 

毛姐 這是路橫肉廚師家 第四天晝 敵方全體 MISS 率上升 

劊子貓 蛋糕北路 第二天昏 我方戰鬥後獲得經驗值上升 

猞猁 蛋糕北路 第四天晨 隊中所有貓角色生命上升 

多啦 B 夢 鬼屋客房 B 第四天晨 場景中原料出現速度加快 

救世主 泡泡街 第二天昏 我方全體對機械類敵人攻擊力上升 

忍者貓 鬼屋客房 B 第四天晨 敵方逃跑必定失敗 

 

二、小遊戲 

☆貓狗常識問答 

這是大麥對你進行的考驗，所問的問題都是一些飼養寵物的常識。除了“大麥殿下是……？＂這道題必

須拍拍大麥的狗屁，選擇“天下無敵的大英雄＂這個答案之外，其他的問題應該都很簡單吧？即使你是火星

來的，這些問題也能在《地球旅遊必讀指南》中找到答案，當然，你也可以諮詢火星大學的地球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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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狗 

按介面上方的“HELP＂按鍵，就會得到一些線索提示。根據這些提示，正確判斷昏迷的狗狗在哪條街道，

救醒所有昏迷的狗狗就能獲得勝利。注意機會有限，你只能進行 10 次搜索，如果剩餘的搜索次數少於等待救

援的小狗數量，就意味著你無法救醒所有的狗，所以遊戲直接失敗……陪伴樂樂在木桶鎮中冒險時，要多注

意每條街道上都有哪些建築物和鎮民，不要耽誤了治療中毒小狗的時間哦！ 

咳咳，爲了中毒的小狗們，我還是偷偷給你一份絕密情報吧。不過最好是憑自己的實力救治所有小狗，

才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悅！ 

 

 

 

 

 

 

 

 

 

 

 

 

 

 

 

 

 

 

 

 

 

 

 

 

 

 

 

 

 

 

問題 正確街道 

勞倫斯爺爺早晨散步的時候好像看到過 XX！ 不是約翰的路 

我發現漢森這個住在田邊卻從不幹活的懶鬼，出乎意料地對狗還不錯，現在

他可能正在照顧 XX 吧。 

田野路 

我看到 XX 和方火腿在青草公路的倉庫玩，它們可能都昏倒在那裏了。 青草公路 

喬治從木桶報社出來的時候，不小心踩到了什麽東西，差點摔倒，仔細一看

原來是昏倒的 XX。 

哈哈街 

艾瑪帶 XX 去醫院治病了！到那兒去找找看吧！ 祈禱路 

快！XX 在水兵橋上昏倒了！ 大兵路 

XX 常去郵局，盼著它在城裏的遠房親戚狗給它來信。 釣魚街 

說起來真好笑，XX 最近迷上了看書，所以經常整天待在叮咚爺那兒。 早安一路 

XX 突然闖入鎮政府，口吐白沫昏倒了，把鎮長嚇壞了！想不到鎮長也有膽

小的時候啊！ 

老爺路 

XX 最近和布魯斯打成了一片，經常去他的木桶旅館玩。 音樂路 

卡文這幾天正忙著給 XX 拍照，據說他想推出一本靚狗畫集，作爲木桶書城

今冬主打書籍。 

愛神街 

XX 總是去玩具店搗亂，油拉雅想抓它卻抓不住，常常氣得破口大駡。 偉人紀念路 

剛才看到 XX 在木桶港看大海，它可能昏倒在那裏了，快去救醒它吧，希望

它不要被海浪卷走。 

金砂路 

XX 突然昏倒在羅伊五世家門口，羅伊五世正在想辦法救治“他的臣民＂。 這是路 

阿吉的妹妹菲依從 PC 店出來時，看到了路邊昏倒的 XX，因爲害怕它死掉，

所以在路邊哭了好久。 

泡泡街 

菲比真是個富有愛心的人，當發現昏倒在她花店旁邊的 XX 後，就把它帶到

店裏精心照顧。 

夢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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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怒怪手 

當樂樂找到足夠的潤滑油治癒憤怒怪手的風濕關節炎後，怪手就會幫忙挖開擋路的廢土堆來報答樂樂。

快速地連續按空白鍵，憤怒怪手積蓄的力量就會逐漸增長，總共需要蓄力三次。如果停止按鍵，已經積

蓄的力量就會慢慢減少，所以即使已經積滿了力量槽，也還是需要不停按鍵，直到蓄力時間結束。第二和第

三次蓄力時力量會減少得更快，這就需要更快的按鍵頻率了。 

三次按鍵蓄力結束後，就該幫憤怒怪手對準目標開始挖掘了。在兩個快速移動的瞄準點同時接近準星中

央時，按下準星上方的“OK＂按鍵。兩個瞄準點停下來時越接近準星正中，憤怒怪手就能越準確地清除渣土。

兩個階段的結果累積起來，如果成功，憤怒怪手就能把整堆廢土一次移走，否則就只能挖走小小的一塊，

結果自然是遊戲失敗…… 

 

☆航海 

遊戲中的幾次出海航行，都會給你玩航海小遊戲的機會，想多多贏取寶箱中的物品和遊戲代幣嗎？下面

就告訴你怎樣應付海上的危險！ 

遊戲中的小船尾部裝有弩炮，能向後方發射子彈。如果你發射的子彈每次都擊中威脅小船的生物或寶箱，

得到的分數就會成倍增長，過關後得到的遊戲代幣數也就會非常可觀！再說發射的子彈也是用金錢買的，胡

亂開火可真的是把錢往水裏扔啊……所以一定要瞄準再開火，才是最有效率的！ 

有時候小船不得不左右移動來躲避前方的危險，這時候隨著小船向左右移動，船身會稍微傾斜，發射的

子彈也就會稍微偏離正下方。所以最好是移動到安全的位置後放開左右鍵，等船身穩定下來再開火，這樣就

能減少失誤，不讓後方的危險生物有接近小船的機會！當然了，如果你在移動過程中也能百發百中，完全可

以不理會這些建議，以你自己的方法過關是最有成就感的！ 

遊戲中的危險生物大多集中在航線中央，要是你對自己的射擊有自信，想贏取更多獎賞的話，就待在場

景中間吧。而如果你感覺到周圍太過兇險，那麽建議還是不要留在最危險的中央地帶了，往左右移動，靠邊

躲避才是聰明的做法。雖然過關後的獎勵會比較低，但是至少能保證安全過關啊。 

 

☆《仙劍奇俠傳》常識問答 

和貓狗常識問答一樣，在規定的時間內正確答完題目就能獲得勝利。不過這次題目的內容都是和《仙劍

奇俠傳》系列相關的，而且需要答 10 道題哦～雖然題目的內容和數量都有了變化，但是應該難不倒你吧？ 

 

☆逃離迷宮 

在限定的時間內安全到達迷宮出口就算勝利！ 

一路上應該儘量避開活動的怪物，跑到滑地上向前滑動可以加快前進速度，但是如果以很慢的速度走到

滑地上，那麽滑行的速度也不會比龜爬快多少。 

凹下的水池會大大減慢樂樂的移動速度，不過有時候爲了抄近路也只好走過去了。牆上飛出的拳套是危

險的機關，到它面前時不要著急，先停下來，看准兩個拳套間的空隙快速沖過去。如果被打中了也不要慌張，

趁無敵的一段時間快速往前沖吧！不過別忘了無敵時間只有短短幾秒，別太得意忘形，又被下一個機關打中

哦。 

一開始向左走，沿著樂樂右邊的牆壁向上再向右，通過幾個拳套機關後向上走，經過一個有滑地的走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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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以選擇的道路就比較多了，只要向左上前進就行了。到達左上角後你可以沿著最上方的一條路向右走，

也可以闖過有“不是史萊姆＂遊蕩的泥地，這條路上的機關更少，不過穿過泥地時要小心別被成群的“不是

史萊姆＂包圍啊……迷宮的出口就在右上角，只要不在路上停下來睡覺，烏龜也能及時趕到的，注意安全，

小心前進吧～ 

 

☆生日問答 

這可以說是最簡單的一個小遊戲了，在音樂路的啤酒屋裏，海盜羅比會問樂樂的生日是哪一天，選擇生

日日期後，按右邊的“OK＂按鍵就可以了。如果很想很想拿到禮物，就選擇今天的日期吧！  

 

☆快槍手 

還記得田野路的農場管理員通哥吧？他的槍法可是不錯喲！不服的話，去找他比試一下怎麽樣？ 

和通哥比試槍法的規則很簡單，三盞燈開始輪流閃動後，如果在綠燈亮時停了下來，就以你最快的速度

按下滑鼠左鍵開火吧！按鍵較快的一方會獲得勝利。不過有時候在紅燈或黃燈亮起時也會停止輪流閃亮，這

時如果你搶先開槍，就會算對方勝利一次。耐心稍微等等吧，一會兒三盞燈就會再次開始輪流閃亮，記住只

有停在綠燈時才可以開火！ 

勝利三次後就能獲得本關的獎金，並進入下一關。全部四關都獲勝後，除了獲得獎金，還有遊戲代幣獎

勵呢！ 

 

☆賽狗 

在決鬥街的東面你會看到路邊有一個機械裁判，它會向你解釋木桶鎮賽狗比賽的規則。在你瞭解這些規

則後，就可以向它報名參賽了。 

如果自己的隊伍中帶有狗類夥伴，身上的金錢數量大於 500 的話，可以點擊“JOIN＂按鍵參加比賽。在

裁判鳴槍開始比賽後，一左一右地輪流按下鍵盤上的左右鍵就可以操縱你的狗狗向前跑動。你輪流按鍵的頻

率越快，狗狗的速度也就越快，但是不同狗狗的實力也不同，超過它們的普通速度後就會消耗體力，而體力

一旦耗盡，狗狗就再也跑不動了，只好趴下休息一會，恢復體力後再繼續跑。即使依靠衝刺領先，一旦停下

休息，就可能被別的狗狗超過了，得不償失啊！ 

所以在最後衝刺前，建議你盯緊狗狗的體力，保持一定的按鍵頻率，儘量讓狗狗的體力維持不變就可以

了。獲勝後除了可以獲得 500 南瓜幣獎金，還能得到 3 枚遊戲代幣哦！ 

除了自己參賽，你還可以選擇“BET”按鍵來對參賽的狗狗下注。下注後你不需要再辛苦按鍵，只

要靜坐觀看比賽就可以了。一般來說賠率越高的狗狗獲勝的可能性就越低，不過也有可能大爆冷門，讓

你贏取豐厚回報哦！選擇哪只狗狗下注，就靠你自己的判斷和運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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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桶小隊真的很大愛心委員會成立 

ACT1 

時間：郵局冒領事件後 

地點：約翰的路吊橋入口一側 

登場角色：黑伯、樂樂 

樂樂回鬼屋時，在門口發現黑伯正在苦惱思考，想要爲木桶小隊取一個更響亮的名字進行宣傳，讓更多

的人和動物得到木桶小隊的幫助。黑伯從樂樂的話中找到了靈感，決定採用“木桶小隊真的很大愛心委員會＂

這個名字進行宣傳。樂樂出於愛護動物，提供了 1 南瓜幣作爲宣傳資金。黑伯會用這 1 南瓜幣做什麽呢？ 

 

ACT2 

時間：ACT1 之後（廢話） 

地點：約翰的路吊橋入口（就是 ACT1 的老地方） 

登場角色：黑伯、樂樂 

道具：黑板 

樂樂再次路過約翰的路時，發現路邊不知什麽時候立起了一塊黑板，而且上面畫滿了塗鴉。原來黑伯用

樂樂提供的 1 南瓜幣印製了傳單在木桶鎮散發，讓有困難的人來這塊黑板上寫下“ZYX＂，委託“木桶小隊

真的很大愛心委員會＂幫忙。看到滿黑板的“委託＂，樂樂……嗯，對不起，我們的記者採訪樂樂時，他不

想談當時的感受。圖：表情符號汗 

 

ACT3 

時間：ACT2 之後（還是廢話） 

地點：老地方 

登場角色：還是那兩隻 

道具：還是黑板 

其他：“委託任務＂功能開啓 

樂樂查看了滿是塗鴉的黑板後，決定自己留下“ZYX＂的委託來安慰沮喪的黑伯。黑伯振作起來，又開

始爲“木桶小隊真的很大愛心委員會＂的宣傳而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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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信差 

ACT1 

時間：第一日  打敗花式輪鞋黨後，第二日前 

地點：釣魚街郵局 

登場角色：思麥爾、樂樂 

郵局裏收到了幾封奇怪的信，收件人的名字和地址都寫得不太清楚，就連最敬業的思麥爾也弄不清楚收

信人是誰。樂樂一向不會漠視別人的麻煩，答應幫忙尋找收信人。 

 

ACT2 

（ACT2 的三部分不分先後順序，可以自由觸發） 

時間：ACT1 之後，第二日前 

地點：大兵路老約瑟家、音樂路唱片店、早安一路書店 

登場角色：樂樂、老約瑟、加斯、布克曼 

原來三封奇怪的信分別是給老約瑟、加斯和布克曼的，成功找到了三個收信人，樂樂可以去告訴思麥爾

這個好消息了！ 

 

ACT3 

時間：ACT2 之後 

地點：釣魚街郵局 

登場角色：樂樂、思麥爾 

獎勵：迴旋球×1 

聽樂樂解釋了三封信的收信人是誰之後，思麥爾覺得自己的解迷能力太差，讓樂樂給他推薦幾款遊戲玩，

鍛煉一下解謎的本領。這個嗎……玩家中一定有不少人比樂樂更瞭解遊戲，還是由你們寫信到木桶鎮郵局去

告訴思麥爾吧！ 

 

 

 

吃喝比賽第二幕？ 

ACT1 

時間：第一夜 嚇跑律師後，找到鎮長前 

地點：老爺路 

登場角色：樂樂、橫肉婆、阿康、無花果、酷哥 

夜晚在街上，阿康遇到了橫肉婆，不服輸的阿康要求和橫肉婆再比賽一次。樂樂提醒阿康，再吃撐的話

他的父母又要擔心了。阿康正在苦惱，酷哥路過這裏，阿康靈機一動，與橫肉婆約定第二天一早，兩人讓自

己的寵物比賽食量，來決定誰是木桶鎮真正的飯桶王！ 

 

ACT2 

時間：第二日 ACT1 之後，去這是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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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老爺路鎮政府門口 

登場角色：樂樂、阿康、酷哥、橫肉婆 

第二天一早，阿康帶著經過恐怖訓練的酷哥來到約定地點。過了一會兒，橫肉婆單獨跑來，說自己的狗

無花果失蹤了！樂樂和阿康決定幫助橫肉婆找到無花果。 

 

ACT3 

時間：第二日 ACT2 之後，去這是橋之前 

地點：音樂路唱片店 

登場角色：樂樂、無花果、加斯 

在音樂路的唱片店中，樂樂找到了離家出走的無花果。在加斯的提醒下，樂樂弄清楚了無花果離家出走

的原因，原來是橫肉婆對它期望太高，它覺得壓力過大，害怕比賽失敗，所以逃到這裏來聽音樂舒解壓力。

 

ACT4 

時間：第二日 ACT3 之後，路過這是橋之前 

地點：老爺路鎮政府門口 

登場角色：樂樂、阿康、橫肉婆、無花果、酷哥 

獎勵：火腿×35 

樂樂帶著無花果回來，把它逃走的原因告訴了橫肉婆。橫肉婆爲了消除無花果的壓力，和阿康商量取消

了這次比賽，並贈送火腿給他們作爲答謝。看到比賽已經取消，被阿康的訓練折磨了一夜的酷哥趁機溜走……

 

 

 

知音難求 
ACT1 

時間：第四日 找到鎮長的遊艇前 

地點：哈哈街 

登場角色：樂樂、湯普森 

樂樂在哈哈街街頭看到躺在浴缸裏的湯普森，以爲他是中毒的病人。不過湯普森神智清醒，說自己是在

表演行爲藝術。樂樂勸說他回家，以免中毒，但是湯普森懷著對藝術的熱情，不聽樂樂的勸說。 

 

ACT2 

時間：第四日 ACT1 之後，找到鎮長的遊艇前 

地點：不是約翰的路畫家家中 

登場角色：樂樂、畫家 

樂樂見到畫家，突然想起在街頭表演行爲藝術的湯普森，於是請畫家去和他談談。畫家答應了樂樂的請

求，和他一起去找湯普森。 

 

AC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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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第四日 ACT2 之後，找到鎮長的遊艇前 

地點：哈哈街 

登場角色：樂樂、湯普森、畫家、純情俏警三朵花 

獎勵：顔料×30 

畫家與湯普森一見如故，正準備去畫家家裏慢慢交流時，卻碰上了“純情俏警三朵花＂。這三個警察把

他們當作中毒的病人，要帶走他們。樂樂上前阻止，沒想到純情俏警三朵花一見是樂樂，馬上就逃走了……

 

 

 

 

Super Hero 

ACT1 

時間：第四日出門後，第五日原料搜集齊之前 

地點：哈哈街閃腰俠家中臥室 

登場角色：樂樂 

樂樂無意中發現閃腰俠攤開在桌上的日記本，其中提到能讓人變成超級英雄的寶物。記錄它藏匿位置的

藏寶圖卻被閃腰俠、傑西和快刀張三各拿了三分之一。三人約定在決鬥街決鬥，爭奪藏寶圖。 

 

ACT2 

時間：ACT1 之後，第五日原料搜集齊之前 

地點：決鬥街 

登場角色：閃腰俠、傑西、快刀張三、瑪比爾 

群衆演員：樂樂 

經過激烈的爭奪、出人意料的突發事件後，閃腰俠終於如願得到了所有地圖碎片，拼湊起來後，樂樂認

出地圖上標識的是阿康家的服裝店。閃腰俠高興地前去尋寶，還邀請樂樂去現場見證他的成功時刻。 

 

ACT3 

時間：ACT2 之後，第五日原料搜集齊之前 

地點：老爺路服裝店 

登場角色：樂樂、閃腰俠、南希 

其他：樂樂隱藏變身“南瓜木桶俠＂開啓 

真相大白，所謂的藏寶圖竟然是阿康、阿吉小時候的塗鴉！南希說服裝店裏只有一套阿康小時候不知從

哪找來的超人服裝。閃腰俠失望離開，而樂樂卻覺得這件超人服裝很有趣，向南希要來，學會了隱藏特技——

木桶俠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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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珍珠 

ACT1 

時間：第五日 原料搜集齊之前 

地點：不是約翰的路 

登場角色：樂樂、安婆婆 

樂樂看到安婆婆站在家門口，像是在等人，就過去關心地詢問原因。安婆婆說最近有一位不肯露面的好

心天使暗中幫她做了不少事，但是前天她弄丟了一枚珍珠戒指，祈禱天使幫她找回，卻一直沒有回音。樂樂

答應幫安婆婆尋找戒指，讓她早點回屋裏休息。 

 

ACT2 

時間：第五日 ACT1 之後，原料搜集齊之前 

地點：大兵路 

登場角色：樂樂、珍珠 

在水兵橋頭，樂樂看見珍珠悶悶不樂，就去問它發生了什麽事。珍珠說它找了好久的珍珠戒指被路過的

人無意中踢到了河裏，找不回來了。樂樂突然想到安婆婆所說的天使。珍珠承認是自己在暗中幫助安婆婆，

但是這次沒找回珍珠戒指，不好意思再去見安婆婆了。樂樂告訴它自己有辦法找回珍珠戒指，讓它等一會去

安婆婆家門口。 

 

ACT3 

時間：第五日 ACT2 之後，原料搜集齊之前 

地點：不是約翰的路安婆婆家 

登場角色：樂樂、安婆婆、珍珠 

獎勵：遊戲代幣×25 

樂樂告訴安婆婆門外有一位客人。安婆婆出門，看到門外的珍珠。樂樂告訴安婆婆，是珍珠一直在暗中

幫她的忙，這次雖然沒辦法找回珍珠戒指，但是卻能讓安婆婆得到一隻好心的貓咪作伴。在樂樂的勸說下，

珍珠也願意嘗試再次相信人類，成爲了安婆婆家裏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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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任務支線，就是在黑伯開始爲“木桶小隊真的很大愛心委員會＂進行宣傳後，通過委託黑板接受到的

任務。這些任務一般都需要在一定時限內完成，完成之後除了能得到委託人的答謝，還可以開啓新的原畫設定。

每次經過約翰的路時，別忘了去問問黑伯有沒有新的任務哦！ 

 

永恒樂園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三日  大麥追蹤艾倫翻越渣土堆後 

地點：田野路漢森的家 

登場角色：樂樂、漢森、蒂娜、蟑螂曾是強 

獎勵：受潮麵粉×30 

樂樂接到委託，一個兇惡的女人即將把一家人趕出他們的房子。樂樂來到委託人留下的地址：漢森家，

發現是漢森新認識的女朋友蒂娜要求他打掃房間，在懶人漢森家中過著舒服日子的蟑螂一家要失去理想的窩。

樂樂哭笑不得，發愁不知道怎麽處理這個委託。漢森和樂樂說自己在苦惱，要不要忍受一時的痛苦，打

掃房間獲取蒂娜的好感，這樣以後就有人幫自己打掃房間了。沒想到這話被蒂娜在門外聽到，她氣憤地決定

和漢森分手。這種時候漢森竟懶到不想追上去！蟑螂一家的危機就這樣解除了。 

 

 

 

鴨子的煩惱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三日 見過費拉裏醫生後，大麥追蹤艾倫翻越渣土堆前 

ACT1 

地點：約翰的路 

登場角色：樂樂、阿康（必須在隊伍中） 

因爲費拉裏醫生受到女性歡迎，家裏的電話不斷，費拉裏醫生的寵物鴨達可抱怨自己的睡眠受到嚴重影

響，請“木桶小隊真的很大愛心委員會＂幫忙想想辦法。樂樂接受委託後，阿康自告奮勇說自己有辦法解決

這個問題，樂樂半信半疑，決定和阿康一起去費拉裏醫生家看看。 

 

ACT2 

時間：ACT1 之後，第四天晚上前 

地點：祈禱路費拉裏醫生家 

登場角色：樂樂、阿康（必須在隊伍中）、鴨子達可 

獎勵：消毒水×30 

阿康自詡是戀愛專家，他告訴達可，讓電話不再打來的辦法就是使用女聲錄音提示，讓打電話來的女性

以爲費拉裏醫生已經有了女朋友，知難而退。達可和樂樂都半信半疑，不過還是讓阿康模仿女聲錄製了電話

提示，樂樂告訴達可，他們過一段時間再來，看看電話錄音提示有沒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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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3 

時間：ACT2 之後，大麥追蹤艾倫翻越渣土堆前 

地點：祈禱路費拉裏醫生家 

登場角色：樂樂、阿康（必須在隊伍中）、鴨子達可 

獎勵：果醬麵包×1 

樂樂和阿康一進門，就看到怒氣衝衝的達可。原來自從使用了阿康錄製的女聲電話錄音提示後，打來的

電話反而更多了，都在詢問那個“神秘女性＂的身份。阿康這時還爲自己的模仿能力而陶醉，氣得達可丟下

吃了一半的麵包就走了。 

 

 

 

出動！小鎮夜間巡邏隊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一日 幫阿吉找回證書後 

地點：大兵路、音樂路、哈哈街 

登場角色：樂樂、狗 ABC——不是一隻叫 ABC 的狗啊，是一隻狗 A 加一隻狗 B 加一隻狗 C 

所需道具：軟爪套、果汁、項圈 

獎勵：絕緣衣×1 

木桶警察局因爲最近木桶鎮夜間的治安有些惡化，希望“木桶小隊真的很大愛心委員會＂能幫助尋找幾

隻狗參與夜間巡邏，維持治安。樂樂在大兵路、音樂路找到兩隻願意加入夜間巡邏隊的狗，分別爲它們提供

了軟爪套、項圈後，兩隻狗開開心心地開始了它們的巡邏工作。不過北區暫時還沒有願意擔任巡邏任務的狗

呢。一直到黃昏（大麥加入後，還沒去木桶廣場報名前），樂樂才在哈哈街找到了一隻合適的狗。得到一瓶果

汁後，這只狗滿意地接下了巡邏任務。 

樂樂來到這是路的警察局，告訴山楂已經找到了夜間巡邏的狗，並讓山楂好好照顧它們。山楂答應了樂

樂的要求，保證一定照顧好這幾隻狗。 

 

 

 

禁止通行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三日大麥追蹤艾倫翻越渣土堆後，第四日找到鎮長的遊艇前 

ACT1 

地點：東部公路 

登場角色：樂樂、拉德 

因爲車行老闆班尼特經常在青草公路飈車，輾傷了不少蚯蚓，所以蚯蚓家族委託“木桶小隊真的很大愛

心委員會＂在青草公路上豎立一個“禁止機動車輛通行＂的立牌，讓班尼特不要再來青草公路飈車。 

樂樂在東部公路找到老木匠拉德爺爺，請他幫忙製作立牌。拉德答應下來，讓樂樂幫忙先找 10 個鐵釘。

 

AC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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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ACT1 之後 

地點：東部公路 

登場角色：樂樂、拉德 

道具：鐵釘×10（請自備）、限速立牌 

樂樂找到 10 個鐵釘後，拉德用它們製作好了限速立牌。拉德告訴樂樂，因爲青草公路還有其他車輛通過，

所以不能完全禁止通行，只要限速就能讓蚯蚓們安全過馬路了。樂樂謝過拉德爺爺，拿著限速立牌去青草公

路。 

 

ACT3 

時間：ACT2 之後 

地點：青草公路 

登場角色：樂樂、爬爬蚯蚓 

群衆演員：蚯蚓 A、蚯蚓 B……導演：還需要更多臨時演員的話，把這兩隻腰斬，不就有四隻蚯蚓了嗎？ 

道具：限速立牌 

獎勵：錫紙×25 

樂樂幫蚯蚓家族立好了限速立牌，以後班尼特就無法在青草公路上飈車了。蚯蚓家族爲生命安全有了保

障而高興，並不忘感謝樂樂的幫助。 

 

 

 

燃燒靈感的火花吧！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一日 幫阿吉找回證書後 

ACT1 

地點：夢之路漢堡店 

登場角色：樂樂、瑞格 

獎勵：塗鴉噴漆×30 

漫畫家小安迷戀上了漢堡店老闆瑞格，委託“木桶小隊真的很大愛心委員會＂去問問瑞格有沒有女朋

友。樂樂找到瑞格，告訴他這個消息。在樂樂的鼓勵下，瑞格決定去找小安，追求自己的幸福。 

 

ACT2 

時間：ACT1 之後，第七天 

地點：夢之路漢堡店 

登場角色：樂樂、瑞格、小安 

樂樂再次來到漢堡店，看到的竟然是更加消沈的瑞格和獨自坐在一邊的小安。問了他們才知道，小安是

不斷從各種各樣的人身上尋找靈感，現在她已經對瑞格這種借酒消愁的形像失去了興趣，又開始迷戀閃腰

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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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底生涯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二日，去這是橋之前 

地點：鬼哭路 

登場角色：樂樂、科賽 

獎勵：流氓拳套×1 

一個臥底爲自己的身份感到苦惱，希望樂樂能解決他的煩惱。樂樂按約定來到鬼哭路，發現科賽竟然是

一隻狗，而它的身份竟是貓群派到狗群中的臥底！樂樂向科賽解釋，它的行爲其實避免了貓和狗之間的衝突，

讓它不必內疚。 

科賽聽了之後決定努力讓貓和狗消除種族間的宿怨，竟想讓貓與狗聯姻！樂樂還來不及阻止，科賽已經

跑得不見蹤影…… 

 

 

 

 

單戀萬歲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四日 找到鎮長的遊艇前 

ACT1 

地點：早安一路學校圖書館密室 

登場角色：樂樂、叮咚爺 

道具：生蟲砂糖（請自備）、肥鵬細腰 

暗戀傑西的奧麗微雅希望能讓傑西愛上自己，委託樂樂去向叮咚爺要愛情魔法藥“肥鵬細腰＂。樂樂聽

說叮咚爺的研究需要生蟲砂糖，先準備了一些，再去學校圖書館密室找叮咚爺，順利要到了肥鵬細腰。 

 

ACT2 

時間：ACT1 之後 

地點：偉人紀念路披薩店 

登場角色：樂樂、奧麗微雅、油油老爹、笨笨、玉米湯 

道具：肥鵬細腰 

獎勵：番茄醬×30 

拿到樂樂送來的肥鵬細腰，奧麗微雅高興地請樂樂吃披薩答謝。不料裝肥鵬細腰的瓶子被油油老爹養的

狗笨笨和貓玉米湯打鬧時摔破，奧麗微雅的夢想破滅了……而笨笨和玉米湯舔了灑在地上的肥鵬細腰後，彼

此竟然産生了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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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戀萬萬歲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四日 “單戀萬歲＂支線完成後，找到鎮長的遊艇前 

ACT1 

地點：早安一路學校圖書館密室 

登場角色：樂樂、叮咚爺 

道具：和前一個支線……不一樣！這次要用腐爛馬鈴薯來換取肥鵬細腰了。 

劇情：因爲奧麗微雅的肥鵬細腰被笨笨和玉米湯打碎，油油老爹覺得很內疚，委託樂樂去向叮咚爺再要一瓶

肥鵬細腰來。和前一個支線一樣，樂樂準備了叮咚爺需要的材料，順利地拿到了魔法藥水。 

 

ACT2 

時間：ACT1 之後 

地點：偉人紀念路披薩店 

登場角色：樂樂、油油老爹、奧麗微雅、傑西 

道具：肥鵬細腰 

獎勵：胡椒粉×30 

再次得到肥鵬細腰，奧麗微雅非常高興。正好傑西來到披薩店，奧麗微雅把藥水給了傑西。傑西喝完後

繼續幹勁十足地去守護世界和平了。奧麗微雅這時才在樂樂的提醒下，想起自己沒喝藥水，連忙追了上去……

什麽？最後的結果？邪惡的編劇說要留下懸念。想知道的話，等《阿貓阿狗 3》也許會告訴你吧？ 

 

 

 

爲愛走天涯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四日 找到鎮長的遊艇前 

ACT1 

地點：金砂路 

登場角色：樂樂、大飯桶、花生殼 

獎勵：寵物牙膏×1 

鎮上那只叫大飯桶的狗愛上了貓咪花生殼，它們倆決定私奔，希望樂樂能提供 5 份咖喱和 10 南瓜幣資助。

爲了讓它們過上滿意的生活，樂樂幫助了它們，大飯桶和花生殼踏上了私奔之旅…… 

 

ACT2 

時間：ACT1 之後，第七日 

地點：圓圈路 

登場角色：樂樂、大飯桶、花生殼 

樂樂竟然在街上遇到了早已“私奔＂的大飯桶和花生殼，而且它們還告訴樂樂已經私奔成功了！原來它

們的私奔計劃就是從金砂路“私奔＂到圓圈路。看到花生殼興致勃勃地籌劃著下一次的私奔，樂樂覺得還是

讓它們享受自己的幸福追求吧！ 

 



 
木桶鎮的上帝之手－《阿貓阿狗 2》 完美典藏官方攻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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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靈船長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七日 

地點：魔王路 

登場角色：樂樂、巴瑞、幽靈船長 

道具：拼命七次郎 

獎勵：傑出南瓜勳章×1 

一直想要加入木桶小隊的巴瑞發現了一個可疑的人，並且帶著他的狗拼命七次郎偷偷跟蹤他，留下了委

託讓樂樂隨後去魔王路。 

樂樂趕到時，拼命七次郎已經被幽靈船長給抓住作爲“狗質＂，原來他是艾倫請來的幫手。樂樂當然不

會對和艾倫一夥的壞蛋客氣，打敗幽靈船長後把他交給了警察。 

 

 

 

主婦的祈禱 

可接受任務時間：第七日 

ACT1 

地點：便利店 

登場角色：樂樂、店員 

美麗勤勞的主婦艾維亞因爲家務太忙，委託“木桶小隊真的很大愛心委員會＂去便利店幫忙拿取折價

券。這種小事應該只是簡單的跑腿而已，但是當便利店店員聽說樂樂是代艾維亞拿取折價券時，臉色大變。

這裏面究竟有什麽秘密呢？不管怎樣，還是先把拿到的折價券給艾維亞送去吧。 

 

ACT2 

時間：ACT1 之後 

地點：夢之路寓所 

登場角色：樂樂、艾維亞 

道具：折價券 

獎勵：抹布×2 

沒想到“美麗、勤勞＂的主婦艾維亞就是前幾天在便利店與樂樂、阿康爭搶食物的主婦！在她的逼問下

樂樂好不容易說清來意，結果得到了兩塊“珍貴而具有紀念意義＂的抹布作爲答謝。轉身出門，樂樂立即決

定像便利店的店員一樣，從此把這位主婦列爲拒絕往來客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