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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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遊戲の推介 

 2018 潮語教室 - 第三彈 

 問卷調查 (ID: P01SN) 

 動畫推介 : 龍珠 Z撒亞人篇 

 MINECRAFT 專欄 

 編輯的話 

圖片設計:  PsonLam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四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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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Cheung, Gordon Ng 

四月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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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已經是第七期的每月の宅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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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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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遊戲の推介 - Fortnite 

《要塞英雄》（英語： Fortnite）是一款由 Epic Games 和 People 

Can Fly 開發，Epic Games 發行的沙盒類合作生存遊戲。遊戲於

2017 年 7 月 25 日作為付費搶先體驗遊戲在 Microsoft Windows、

macOS、PlayStation 4、Xbox One 和 iOS 平台推出，並預計於

2018 年作為免費遊戲完整發行。 

獨立的大逃殺模式《要塞英雄：大逃殺》（Fortnite Battle Roy-

ale）於 2017 年 9 月發行於 Windows、macOS、PlayStation 4、

Xbox One 和 iOS 平台。2018 年 4 月 23 日，騰訊宣布取得中國大

陸代理權。 

Fortnite 定 PUBG ? 

PUBG 講求真實感，講求操作及技術，由於現時電競遊戲盛行，所

以這款遊戲在香港十分盛行，有不少遊戲實況主會議這一款遊戲作

為直播。 

Fortnite 是一款免費遊戲，對於付費遊戲來說，市場範圍定位較

大，吸引了不少專門希望遊玩免費遊戲的玩家，而這款遊戲的畫風

偏向卡通化，亦有創造模式的類型，相對於 PUBG 較為吸引，而且

這款遊戲融合了建築及射擊，其實及變數較為多。 

 文: GordonNg   

 

04/18 遊戲排行榜 

手遊: (手機遊戲) ：(X/5) 

1. Love Ball (3.9)  

2. PUBG MOBILE (4.4) 

3. Filp the Gun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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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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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網絡 

2018 潮語教室 - 第三彈 

1. 毛粉！ 

毛粉在香港和內地有兩種不同的意思。在香港，毛粉是指毛記的粉絲。在內地，毛粉

是指毛澤東的粉絲。 

2. 佛系 

 佛系就即係唔爭仔唔爭女、唔爭名遂利同唔打扮，信緣分啲嘢就到手！ 

3. 黑人問號 

指網上流傳的一張的照片，照片中黑人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旁邊有幾個問號。 

4. 塞車因為車多 

前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在Facebook發帖稱「上水大塞車是因為車多關係」，不少網民認

為這句話是廢話。自此網民開始以「塞車因為車多」這句話來諷刺鄧先生。 

5. 專家Dickson 

專家Dickson是毛記旗下的一名藝員。 

6. Cal9lation 

在Calculation(算數)中插入9字，即「算鳩數」。 

文：ATsang 

優秀公開伺服器 

生存伺服器 Survival 

1. 無名氏生存伺服器 (9.2) 

2. DreamCrafter Network  (9.0)   

小遊戲伺服器 Mini Game(s) 

1. Hypixel (9.7) 

2. Mineplex (9.4) 

城市伺服器 City Server(s) 

1. Project Nazca (8.1) 

2. Inno City (8.0) 

3. 自由城計劃 (6.5) 

優秀私人伺服器  

AnsqrSnow  (6.1)  

HKGS Base x Crazy Craft (7.25) 

取材自 : Facebook Groups &  網絡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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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外，號外，還記得我們三個月前做的問卷調查嗎？現在就讓我公佈結

果吧！我們總共收到了 400 份回應。回應的男女比例十分懸殊，有 75%的

是男性，只有 25%的是女性。而我們有一半的回應都是來自香港，亦有

47.5%的是來自台灣。簡單資料就說完了，就讓我們來正題吧。 

那麼，當然需要知道大家有沒有觀看動漫的習慣，87.5%的受訪者都有

觀看動漫的習慣，而且有過半數的人更加每天觀看兩至三小時，有 10%的

人更多於 5 小時，不知道他的眼睛會否有問題呢 www 

究竟，受訪者們喜歡哪一類的動漫呢，有 55%的人喜歡戰鬥類型的動

漫，有 30%的是喜歡學園及休閒類型。有 10%的喜歡日常類型 (竟然沒有

人喜歡蘿莉！) 。那麼，他們到底喜歡哪一套的動漫呢。 

  那麼，究竟為什麼他們會喜歡看動漫呢，原因大多數為，喜歡他的內容、

人物角色，有些卻認為劇情吸引，有些卻認為 BGM 很好聽。 

  其實有很多人對動漫有一個頗深的誤解，難道看動漫的也不能學習認識世

界的嗎？曾經有這樣想的你，只是因為你不知道，那白紙黑墨的想像世

界，孕育過多少動人的夢。 

文: ATsang 

問卷調查 (ID: P01SN) 

最喜愛的動漫節目及其看法 結果及分析 

- Berserk 

- 死神 

- No Game No Life 

- 惡魔奶爸 

- 惡魔高校 

- 出包女王 

- 一拳超人 

- 七大罪 

- 來自深淵  

- 刀劍神域 

- 妖精的尾巴 

- 政宗君的復仇 

- 情色漫畫老師 .. 學園奶爸 . 笨女孩 ….  

資料來源: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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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龍珠Z》（日語：ドラゴンボールZ，英語：Dragon Ball Z）是改編自

日本漫畫家鳥山明漫畫《七龍珠》並於 1989 年 4 月 26日到 1996 年 1 月 

31 日播放的電視動畫作品，共 291集+2 集特別篇。標題中「Ζ」是希臘字

母（Zeta，ゼット）並不是拉丁字母「Z」。《七龍珠》的續集，以平均

20.5%的收視率 獲得廣大觀眾歡迎。 

故事概要 

笛子魔王死後多年，悟空兒子悟飯出生，在一次聚會，一人名拿迪斯自稱悟

空哥哥，並以悟飯作為威脅， 要求悟空殺一百人，正好魔童曾撞見拿迪

斯，欲將其打到，所以便和悟空聯手。在戰鬥期間，得知兩個月後有二人的

實力比拿迪斯更強將到達地球，面對連地球兩大高手都未佔絲毫下風的拿迪

斯，兩人感到無比畏懼。在發現拿迪斯和悟空小時有的尾巴一樣，那便是弱

點後，二人最終抓住了他的尾巴，但悟空因聽到拿迪斯會悔過，所以便放開

了他，也因這樣，悟空沒再有機會把他控制，只好自己抓住他，同歸於盡。 

在天堂的悟空知道有兩位撒亞人將會到達地球， 就找界王學武功， 學會了

界王拳和元氣彈。 回到地球後， 把勝過龍珠戰士的拿巴秒殺了，再用界王

拳，提升力量和速度，勝過比達。比達為了勝過悟空，就用氣製造人工月

亮。撒亞人在月圓之夜，會變成猩猩，而力量會提升10倍 。但因悟空小時

候，變成猩猩失控，所以尾巴被切掉。所以比達便打贏了悟空 。 這時悟飯

的尾巴尚未被切所以變成了猩猩，彌次郎突然想起悟空當年變成猩猩，切掉

尾巴後，便會復原狀了。所以他一鼓作氣衝去比達後面切掉了他的尾巴，比

達瞬間變回原形。正當比達想坐飛船逃走， 無閑拿起劍，想殺了比達，但

被悟空阻止了，比達便逃走了 。 撒亞人篇也就結束了。 

  文: ATsang 

動畫推介  

龍珠 Z 撒亞人篇 (ドラゴンボール Z) 

圖片: 網絡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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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craft (香港) 之春，是指香港界 Minecraft 發生的一場抗議運動，而這場運動

是源於 Minecraft-HK Community ( MCHK討論區 ) 的官方伺服器 OfficicalCube 

結業後引發 「2015 年 HUGO_BB 利用 Minecraft 伺服器來騙玩家共港幣近五千元

事件」，抗議因而展開, 但最後以失敗吿終，令香港界 Minecraft 陷入寒冬，亦即是

「Minecraft (香港) 之冬」。 

OfficialCube 的結業 

2014 年 11 月 21 日, Minecraft-HK Community ( MCHK討論區 ) 的官方伺服器 

OfficicalCube 在 Facebook 宣佈其伺服器因遭受攻擊後要結業。當中有消息指結

業源於該伺服器的內部管理人員在意見上出現分歧而內哄，再加上早前一些玩家和

團隊過於強大, ，造成伺服器獨大的情況出現，其他玩家和內部管理人員不滿的情

緒，抗議又不果，使其攻擊伺服器。由此 Minecraft 玩家需要另找伺服器重新再遊

玩。 

Hugo_bb 的現身 

正當 Minecraft-HK Community ( MCHK討論區 ) 不滿的情緒緩和下來、玩家又另

找伺服器遊玩時，Minecraft-HK Community ( MCHK討論區 )出現了一伺服器，名

為「魔獸獵人RPG伺服器，是一位叫 Hugo_bb 的玩家所建立的，其伺服器帖子則

於 2014 年 12 月 22 日發佈，沒多久 Minecraft-HK Community ( MCHK討論區 ) 

又發生另一場抗議，正是與 Hugo_bb 有關的「曉高效應」。 

Hugo_bb 的伺服器 

1. 魔獸獵人 RPG 伺服器 

2. 皇家獵人 RPG 伺服器 

  文: HKMCWiki 

MINECRAFT 專欄 
什麼是 曉高效應 (HUGO EFFECT) 

圖片: 網絡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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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高效應 

  曉高效應是源於一位曾玩過 Minecraft 的網民 Hugo_bb，當時這位網民開過 Minecraft 伺服器, 並且發佈於MCHK 討論區。開始

的時候，該伺服器吸引了不少的人去進入伺服器。沒多久，該網民為了玩他想玩的遊戲, 名為跑 Online，於是在他的伺服器上加設

VIP權限，希望玩他伺服器的人會買VIP，結果有很多人因為想獲得更多的權限而買了VIP。 

  許多人買了 VIP 後，獲得了更多的權限，甚至越權，超過了管理員的權限，讓VIP亂做一些令人不滿意的事。同一時間，

Hugo_bb 開始自滿起來，於是與VIP一樣做一些令人不滿意的事，在伺服器說粗口、亂殺死玩家、甚至踢人出伺服器，引發許多

人投訴，更稱Hugo_bb 是小學雞。由此，Hugo_bb 趕走了許多的玩家，這些玩家便上 MCHK 討論區發佈他的惡行。 Hugo_bb 

見到許多人投訴他後，關掉伺服器, 再轉掉伺服器地址、重整伺服器。重整後又再上 MCHK 討論區, 註冊新帳號去發佈伺服器。最

重要的是Hugo_bb 以為不會再被人投訴，但他仍抱著以錢為先的心態去開伺服器，令大家洞悉原來他是 Hugo_bb，並再於 

MCHK 討論區發佈他的惡行。 

  Hugo_bb 知道事敗後，不斷更換帳號、開新帳號，但仍被網民洞悉。MCHK 討論區多了很多對 Hugo_bb 的投訴，當中有會員

稱 Hugo_bb 乃四年級小學生，小學雞中的小學雞，更令一些開伺服器的人跟隨著 Hugo_bb 之想法，只知道為了錢而去開服。 

對香港Minecraft界的影響 

Minecraft (香港) 之春是一場警吿伺服器擁有者不可因某些會員給予利益而讓其濫權、不可因利益為主要目的而啟動伺服器的運

動。正當 OfficicalCube 紛爭平息下來，Hugo_bb 的出現再令紛爭出現，香港界 Minecraft 無日安寧，使其陷入混亂。Hugo_bb

最後結束伺服器，但由於騙了人甚為多錢，令其他伺服器擁有者看見 Hugo_bb 獲取了大量收益，於是跟著 Hugo_bb 的道路而

走，是為曉高主義，伺服器因而經常出現濫權情況，大量玩家不滿濫權情況嚴重，便轉移到國外伺服器。此外，跟著曉高主義道

路走的伺服器，因常常遭到攻擊，使這些伺服器無法生存下去，香港界 Minecraft 終於步入寒冬，亦即「Minecraft (香港) 之

冬」。 

文: HKMCWiki 

編輯的話 

編輯我亦是一個遊玩 Minecraft的人，為了這個專題，我去了很多不同的網站搜尋有關 曉高效應，可能有人認為這個專題十分無

聊，或者是在香港網絡大典亦有這個專題，甚至有人認為這已經是2014的事情，為何現在才翻出來再說呢？原因很簡單，希望各

位有遊玩Minecraft這個遊戲的玩家，不僅是單單進入伺服器然後去遊玩，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香港伺服器的始至終，從不同角度

不同方面對香港Minecraft發展有一定的認識。所以，這個專題將會連續在數個月繼續出現。 

  文: ATsang 

MINECRAFT 專欄 
什麼是 曉高效應 (HUGO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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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の遊戲推介  

2. 2018 潮語教室 -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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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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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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