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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 

「因為宅宅，我們才會存在，

我們的目的就是為宅宅提供知

訊，這裏就是宅宅們的天堂 

...」 

- HyperNite  漫研部  

本期內容 

 三月遊戲の推介 

 2018 潮語教室 - 第二彈 

 動畫推介 : 流星洛克人 

 動畫推介 : 龍王傳說 

 編輯的話 

圖片設計: Pson Lam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三月報 

本期報章介紹： 

最主要目的是為宅宅提供不同的資訊 。本期主要編輯是: ATsang 

三月報章 Q&A: 

:相信大家都對我們這一份宅宅月報十分陌生 一，讓我們來介紹介紹吧 ！ 

問： 今期係第幾期？ 

答： 十分幸運地，今期已經是第六期的每月の宅報 。 

問： 你們為何會編寫 每月の宅報？  

答： 因為我們希望提供資訊給宅宅們 。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  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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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遊戲の推介 - Terraria 泰拉瑞亞 

《泰拉瑞亞》（英語： Terraria）是一款 2D 動作冒險遊戲沙盒遊戲，由

Re-Logic 開發。 遊戲特色就是在一個隨機生成各種生物的 2D 世界裡探

索、創造、建築和戰鬥。這款沙盒遊戲與 3D 沙盒遊戲 Minecraft 的分別就

是怪物數量及及其遊戲風格。遊戲分為兩個階段，Pre-Hard Mode (未打

敗血肉之牆) 及 Hard Mode (需要打敗 Moon Lard)，在平常時間，遊戲亦

會出現各種隨機活動，如：血月 (Blood Moon)。玩家還有一條生命值

（Health），在玩家一開始時為 100（以 5 個心形圖案表示），要透過使

用心形石頭（生命水晶）增加上限，但是到 400 血的時候再使用是沒有效

果的，必須使用生命之果，最高為 500。吃下特定的物品能回復生命值，

而從高處落下或遭怪物攻擊則會降低生命值，當生命值為 0 時死亡。 

Terraria 泰拉瑞亞 好玩嗎 ? 

《泰拉瑞亞 Terreria》獲得的評價多為好評，而對於小編而言，這個遊

戲亦是十分吸引。這個遊戲亦是十分吸引，Metacritic得出此遊戲的分數為

83/100分。《Destructoid》則稱讚此遊戲「充滿深度」。 

  這個遊戲有別於一般沙盒遊戲，這個遊戲是有目標有一個既定的程序給

你，並不會像Minecraft般，漫無目的地建築。這個遊戲有少量像RPG，有

不同類型的NPC及Boss，可算是沙盒類遊戲的突破。嶄新悅目的玩法，令

人置身於遊戲中的體驗，正正是小編我認為這個遊戲比其他沙盒遊戲的優

勝之處。更甚的是，這個遊戲亦可以多人連線遊玩，齊齊打敗遊戲中最終

的Boss。實在會令人樂而忘返，樂不思蜀！ 

 文: ATsang 部份採於網絡 

03/18 遊戲排行榜 

手遊: (手機遊戲) ：(X/5) 

1. PUBG Mobile (4.4)  

2. 最囧挑戰 #2 (4.3) 

3. 食之契約 (4.0)   

網遊 (網上遊戲 ): 

1. 風雲 Online (8.79) 

2. PB 零秒戰區 (8.125) 

電腦遊戲 : (X/10) 

1. 劍靈 Blade & Soul   (25791 | 8.5) 

2. 暗黑破壞神 3 (21818 | 7) 

3. Dragon Ball Fighter (19725 | 6.5) 

取材自 : 巴哈姆特 & G.P.S. 

圖片: ATsang 

相片來源：網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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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網絡 

2018 潮語教室 - 第二彈 

1. 嚇死人咩，個心離一離呀！ 

「阿姐」係廣告入面嘅經典金句，迅速成為唔少人嘅口頭禪～ 

2. 講呢啲 

 「講呢啲」冇特定嘅意思，可以係對話中靈活運用！ 

3. 核心外圍 

黎明金口一出「核心嘅外圍係核心嘅內圍」，即令呢句潮語「核心外圍」彈起！ 

如果直譯嘅話，核心即係 “core”，而外圍係 “periphery”。 

4. 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 

呢句可以話係「口是心非」嘅進階版～意指「話就話拒絕，但其實好想做」。 

5. 典解嘅 

「典解」係「點解」嘅諧音～自從呢句興起，有唔少人講「點解」時都會特登讀成

「典解」！「點解」本身係「為什麼」嘅口語，英文即係 “why” 

文：ATsang 

優秀公開伺服器 

生存伺服器 Survival 

1. DreamCrafter Network  (9.0)   

2. 無名氏生存伺服器 (8.9) 

小遊戲伺服器 Mini Game(s) 

1. Cube Wonders (9.1) 

2. MC ECLIPSE ( 8.5 ) 

城市伺服器 City Server(s) 

1. Project Nazca (8.70) 

2. Inno City (8.54) 

3. 自由城計劃 (7.11) 

 

優秀私人伺服器  

AnsqrSnow  (3.1)  

HKGS Base x Crazy Craft (7.25) 

取材自 : Facebook Groups & 網絡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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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虛構年份220X年，網絡技術已經不再是新鮮事物，取而代之，世

界被電波化的網絡帶到一起。儘管電腦世界和網路領航員仍然出現

在《流星》，人類依賴它們的機會少了，還有人類不再與他們作

伴。三台環繞地球的大型人造衛星－冰天馬、火獅子、綠青龍－驅

動著地球的電波世界，而單靠人類的肉眼是看不見這個電波世界

的，但透過"視覺化眼罩"，帶著這種特殊護目罩的人能夠看見這個異

世界。可是，就如《EXE》的電腦世界一樣，病毒（又稱電波病毒）

存在於電波世界之中，為人類的日常生活帶來麻煩。 

故事概要 

然而，在地球之外的宇宙當中，存在著一個名為「FM 星」的行星，

上面居住了名為「FM 星人」的外星生物。FM 星人除了可以毫無障

礙的穿梭於地球與 FM 星之間，還可以藉由名為「電波變換」的程

序來和地球人進行物理性的合體。電波變換除了可以將 FM 星人的

力量借與合體的對象，也可以使被合體對象從普通的人類轉變成

「電波人類」，使其擁有在電波世界裡自由穿梭的能力。 

 

《流星洛克人》的主角 ─ 星河昴為當時知名的太空人星河大吾的兒

子。星河昴在因緣際會之下，遇上了粗魯無理的 FM 星人 (其實係 

AM 星人) ─ 禾洛克（WAR ROCK），並且讓戰鬥洛克寄宿在自己

的 Transfer (電波變換器) 當中。當這兩人經過電波變換之後，就融

合成名為洛克人的電波人類。 

感想 

其實 (呢)，對小編而言，這套動畫在我大約十歲的時候看過 

(2010)，也是看 TVB 的粵語配音版本。我依稀記得我那時候認為洛

克人十分可愛Σ(;ﾟдﾟ)。當然，我認為這套動畫的打鬥場面不是太突

出，但反而帶出了另一種意味，就是一顆善良溫柔的心，可以改變

不同種族不同類型的物種。甚至把禾洛克這種自小受侵略訓練的

「怪物」，都可以變成朋友。實在不可思議啊ξ( ✿＞◡❛) 

  文: ATsang 

相片來源：網絡 

動畫推介  

流星洛克人 (流星のロックマン) 

主要角色 

星河昴（星河 スバル） 

白金露娜（白金 ルナ) 所謂女主 

禾洛克（ウォーロック) 

TVB 版觀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

av10189366/ 

 

資料來源: bilibili  內容: ZH Wiki 

相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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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一種名為傳說獸王的怪物和四個小朋友的故事。2004年發行，共50集 

從遠古時代起，傳說有一種名為傳說獸王的怪物，會在文明的黃昏時份出

現，發動傳說獸王戰爭。 21世紀，隨住封印著傳說獸王的靈魂精靈被黑暗

天才公司所發現 

故事概要 

故事發生於紐約，松谷修造 (修 SHU) 在棒球比賽中三振出局，令球隊失

利。回家的路上碰巧遇上專業研發玩具的爸爸，從父親手上得到一個新研發

的玩具 - 龍王生命器 (Talispod)。龍王生命器是一個能放射全息影像 

(Hologram) 的玩具，玩家可以利用全息影像投射的怪物進行對戰，在各地

掀起熱潮。 不久，三個來自黑暗天才公司的人來到修仔面前企圖奪取修仔

的龍王生命器，更使用另一個龍王生命器呼喚出一群怪物。修仔被他們逼至

無路可逃，決定將龍王生命器拱手相讓，卻發現龍王生命器一直追隨住他，

而且忽然出現一隻奇怪的白老鼠。在危急關頭，修仔嘗試學習其他玩龍王生

命器的同學的做法，大喊回來！戰鬥！(Shiron, Come back. Reborn)，一

隻白色的巨龍 (Shrion the Windragon) 從龍王生命器走出來！修仔從此與

這條白龍結下不解之緣，故事亦隨即展開…… 

讀後感 

對小編我而言，我第一次看這一套動漫的時候正是在2005年 TVB 翡翠台。

到現在已經是2018年了，我重新再一次看這套動漫，看似獲得了新的體

會。在小時候，總覺得那條白色風龍 (Shrion the Windragon) 十分帥。但

當現在我再次觀看這一套動畫的時候，卻覺得他帶有另一番風味，讓我深深

明白到友情是多麼重要的。戰鬥所帶來的無辜，帶來的傷亡，並非用言語可

以說明。 

  文: ATsang 

動畫推介  

龍王傳說 (レジェンズ 甦る竜王伝説) 

圖片: 網絡 

圖片: 網絡 



登廣告？ 

請與我們連絡 

如需深入瞭解我們的廣告

服務及產品，請聯絡我們

查詢 | WhatsApp： 

(852) 6739-5613 

(853) 6552-3845 

info@hypernite.com 

造訪我們的網站：

news.hypernite.com.  

編輯的話 

其實每月需要趕稿、蒐集資料、排版，發文，真的是十分辛苦和趕急。更

甚的是，我必須核對所有資料是正確的，沒有出現錯誤陳述的，其實真的

是奔波勞碌。但令我不會放棄的是，大家的支持及大家的觀看，你們的觀

看就是我們的原動力。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們！《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 

編輯: ATsang 

下期預告：(有機會有所調整) 

1. 四月份の遊戲推介  

2. 2018 潮語教室 - 第 3 彈 

3. 動畫推介 - 敬請期待 

4. 動畫推介 - 敬請期待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為你帶來什宅宅的體驗 

HyperNite 主頁: 

主頁: https://www.hypernite.com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 

主頁: https://news.hypernite.com 

 

 

Copyright @ HyperNite 漫研部 

廣告標題 

HNPO 

廣告格式及內容可以作

詳細商議，若果是合作

組織或合

作伺服

器，請盡快 Inbox 我們  

記得盡快聯絡我哋 ，咁

樣我哋就可以盡快開展

溝通  

宅報 Facebook :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 

HN Facebook: HyperNitePo 

登廣告？ 

Minecraft 伺服器  

網絡組織  

獨立個人  

公共關係  

小型公司  

!!都歡迎你!!  

電話 : (852) 67395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