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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 

「因為宅宅，我們才會存在，

我們的存在目的就是為宅宅提

供資訊，這裏將會是宅宅們的

天堂，宅宅們的聖經...」 

總編輯：Pson Lam 

 

本期內容 

• 遊戲の推介 

• 2018 御宅族用語教室 3 

• Minecraft 伺服資訊  

• OVERLORD III 

• MINECRAFT 專欄 

• 編輯的話 

圖片設計:  PsonLam 

第十期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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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 Daniel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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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已經是第 10 期的每月の宅報 。感謝大家支持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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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圓我們編輯的心願 ~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  2018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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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の推介 - 傳說對決 

今期介紹的手遊是傳說對決， Garena 與騰訊天美工作室首款聯合開發多

人線上戰鬥競技場（MOBA）競技手遊， 於 Android 平台和 iOS 平台免費

下載。 

遊戲玩法 

遊戲的玩法是以 5v5 的形式去戰鬥， 玩家也可以和朋友組隊遊玩， 除了

5v5 的模式外， 還有 3v3 和排名模式， 讓玩家有更多不同的體驗。 所有的

遊戲模式裏， 每位玩家自由選擇一個角色， 角色是用遊戲模式外比賽後取

得的金幣解鎖(坦克,戰士,刺客,法師,射手,輔助)， 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一套

的技能， 而且這些技能要在對戰時獲得經驗值而提升等級， 15 級是最終

等級。 玩家還可以殺死敵方英雄或小兵,中立野怪獲得金錢, 用金錢購買道

具， 買裝的用處可以是加攻，加血等等。 

遊戲模式 

 遊戲模式常以摧毀對方隊伍的主要基地為目標， 防禦塔和基地的傷害極

高， 所以大部分時間要借用兵線破壞防禦塔。《傳說對決》和《英雄聯

盟》(LOL)。《傳說對決》就是手機版的 LOL，遊戲模式基本上一模一樣。

兩款遊戲也極需要團隊合作和隊友之間的交流配合。 

  LOL 在電腦遊玩，所以畫質更好和操作更多變，所以人們會喜歡練習其操

作，在一般玩家間享有很高的人氣，有不少遊戲實況以這遊戲實況。 傳說

對決則是手遊，讓玩家可以隨時隨地遊玩，遊戲時間極短，不像 LOL 每局

也要 30 分鐘以上。 小編說過傳說對決就是手機版的 LOL，所以如果有玩

過 LOL 應該很快就能上手，這也吸引了不少沉迷 LOL 的玩家。 可惜因為

操作多變性不及 LOL，所以其影響力不及 LOL。 文:  Daniel  Cheung 

2018 遊戲排行榜 

手遊: (手機遊戲) ：(X/5) [喜愛指數] 

1. Happy Glass (44) 

2. 黑色沙漠 MOBILE (4.4) 

3.   萬王之王 3D (4.0) 

1. Helix Jum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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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是截止於 2018/6/8 

取材自 : 巴哈姆特 & G.P.S. 

圖片:  Network 

相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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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網絡 

2018 御宅族用語教室 - 第 3 彈 

1. 中二病 - 用以形容一些經常自以為是地活在自己世界或做出自我滿足的特別言行的人，由於多見於中學二年

級，故稱為中二。 

2. 天然呆 - 是一種氣質與性格的綜合體，會不經意間做出別人覺得傻呼呼的舉動。 

3. 冒失娘 - 指經常弄翻物件、行事笨拙、「大錯不出，小錯不斷」、總是搞出蠢事的少女。 

4. 黑化 - 指原本積極正向的角色或故事因為某些原因而變得陰鬱負面甚至邪惡扭曲。 

5. 壞掉 - 指角色因某種原因（如虐待、戰亂）而產生身心的傷害或損壞，有時該角色會向黑化的狀態發展。 

6. 大和撫子 - 用作性格文靜、溫柔穩重並且具有高尚美德的女性的代稱。 

7. 面癱 - 指不常露出表情，衍生冷淡之意，有些是天生如此，而有些則是後天因素造成。 

8. 魔法少女 / 馬猴燒酒 - 是指具有神奇魔力，能夠使用的少女。常具有一套固定特徵如：變身，變身後裝扮華

麗，使用魔杖等。 

9. BL - 指虛構幻想的男同性戀作品。 

10. 薔薇 - 指虛構的男性間愛慕關係。 

11. GL - 指虛構幻想的女同性戀作品。 

12. 百合 - 指虛構的女性間愛慕關係。 

文： A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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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伺服器 

1. TheLieRPG |  RPG | 未公開 

2. EOE 上古紀元 |  RPG  | play.minecrafteoe.com 

3. Project Nicore | 城市 |  未公開  

4.  uniquehk  |  生存  |  survival.uniquehk..net 

5. MoTyCraft  | PVP | mc,motycraft.com 

6. 魔法工業 Madustria | MOD | 下方 IP 

s99889989.asuscomm.com:2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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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伺服器 

城市伺服器 (三項排名) [只限香港搜尋] 

1. Project Nazca ( 4.37 ) 

2. 搞搞鎮 Kasukano - Minecraft 都市計劃 ( 5.62 ) 

生存及綜合伺服器 (五項排名) [只限於東南亞] 

1. 廢土伺服器 ( 9.27 ) 

2. 築夢物語 - 生存分流 | 天空島 | 建築 ( 9.44) 

3. 福爾摩沙伺服器 ( 8.73 ) 

4. The Dream Begin  ( 8.70 ) 

5. 夜月緋櫻 ( 7.25 )  

特別資訊 

你知道 Minecraft 現在版本已經到 1.13.1 嗎 ? 

內容: Minecraft HK 小群組 ||  統計 : HyperNite 漫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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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概要 

大受歡迎的網絡遊戲「YGGDRASIL」在營運十二年後宣布停止服務，然而在營運時

間完結後，玩家們卻無法離開遊戲，但 NPC 的角色突然有自我意識並與困在遊戲中

的主角骨傲天(國釋)帶領公會展開之後的劇情和登出的方法 

心得 

如果你有一日被迫困在另一個世界，擁有力量和權力，你會選擇當永遠的皇帝定好

似男主一樣以另一個身份精鋼級冒險者飛飛去調查被困原因(另一位未知玩家）？！ 

故事雖然不算特別但故事都算流暢，人設有齊巨乳，蘿莉，正太等基本動漫必有人

物，戰鬥畫面是小編喜愛部分，故事沒有太過集中於主角，讓觀眾可以了解其他角

色，所以小編推介 overlord，希望大家喜歡。 

文: GN 

動畫推介  

《OVERLORD SEASON III》 

圖片: 網絡 

圖片: 網絡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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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更新到接近一個月了，究竟大家對這一個新版本的 Minecraft 有什麼感覺？對小編我而言，可玩性提高了，但卻

令伺服營運難度提升了。無論如何，就讓我簡單介紹 1.13 的更新吧。最令人著眼的更新必定是，水域更新，

Minecraft 1.13 增加了水域生態，包括魚類及各類物品，令到海洋不單單只有墨魚一種水生生物，亦不會再感覺到十

分奇怪，為何海裏沒有任何魚，但佢可以釣魚。1.13 也同時更新了 Texture & Sound 格式，這就是我為何說是復認為

難度提升了，這設計對有一些需要材質包的伺服器帶來十分大的影響，不單單材質需要重新設計，亦令整體營運難度

上升。同時，1.13 亦更新了其 API。 

   

那麼對於小編我，認為 1.13 是如何？其實我對 1.13 的期望並不是十分大。小編我是一個由 Beta 開始遊玩 Minecraft 

的「忠實」玩家，在 1.9 PVP 的大型更新後，我已經對往後的更新沒有太大期望，當然，這次的水域更新及系統上的

更新，的確令我感覺煥然一新，亦燃起了我對這個遊戲的熱誠。希望他們可以繼續保持這種狀態，去對待每一個的大

更新！ 

 

 

MINECRAFT 專欄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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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の推介  

2. 御宅族用語教室 - 第 3 彈 

3. 動畫推介 - 敬請期待 

4. MINECRAFT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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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Nite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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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