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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タクの宅報 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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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宅宅標準 1.0 

• 動畫介紹 

• IT 專欄 

• Minecraft 伺服資訊  

• MINECRAFT 專欄 

圖片設計:  PsonLam 

第十二期 オタクの宅報 

本期報章介紹： 

本期 オタクの宅報 是我們2019年新春第一版，我們已經終於製作第十二期，漸漸

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們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繼續支持。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

原動力。 

本期主要編輯是: ATsang, Pson Lam,  IL, Eric.W 

報章 Q&A: 

問： 為何轉為兩個月一期？ 

答： 其實基於我們希望可以尋找更多資訊給大家，及希望擁有更多時間確         

認資訊才進行公開。 

總編輯：Pson Lam 

オタク 每月の宅報  2019 年新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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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の推介 - 冒險聖歌Anthem 

美商藝電 (EA) 表示，在《冒險聖歌 Anthem》中玩家將可操控一名機甲駕

駛來完成任務，玩家可以在同一個遊戲中擁有多個駕駛檔案，而每個機甲

有各自的點數升級與自訂能力，以及有自己獨特裝備收藏，隨著遊戲進度

會獲得升級點數並可以為標槍機甲蒐集新裝備。 

其中，玩家的駕駛進度將適用於所駕駛的每件標槍機甲，並且專注的駕駛

能力與特定標槍機甲並無直接關係。玩家可以夠分配點數至加長飛行時過

熱的所需時間、提升戰鬥中的機動性或減少長距離飛行時所需間隔等。至

於標槍機甲進度方面，隨著玩家的駕駛獲得操作特定標槍機甲的經驗，將

可收集到擁有不同技能與稀有度的各種裝備，例如可以裝備減少手榴彈冷

卻時間的零件。 

遊戲中有四種標槍機甲包括遊俠號、巨像號、截擊號與暴風號，各自擁有

自己的獨特裝備供你收集，玩家一開始會使用用途最廣的遊俠號、來學習

基礎操作知識，玩家在遊戲中面對每個任務記得選擇合適的配置，以便讓

整個遊玩更順利。 文:  Gordon Ng 

2019 遊戲排行榜 

手遊: (手機遊戲) ：(X/5) [喜愛指數] 

1. Laser Overload (4.3) 

2. 明日之後 (4.2) 

3. Airline Commander (4.5) 

4. Harmony:  音符 (4.7) 

網遊 (網上遊戲 ): 

1. 奇樂 Online (9.23) 

2. 戰神 Online (7.44) 

電腦遊戲 : (X/10) 

1. 劍靈 Blade & Soul   (25853 | 8.5) 

2. 暗黑破壞神 3 (21841 | 7) 

數據是截止於 2019/1/23 

取材自 : 巴哈姆特 & G.P.S. 

圖片:  Network 

相片來源：網絡 

圖片: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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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網絡 

2019 宅宅標準 - 男生 

以上資料只是從網上及中觀分析平台收集，如有任何意見或查詢， 

請盡快在 HyperNitePo. 面書專頁提出查詢！ 

什麼叫做宅男 ? 

現今的「宅男」一詞之定義，與日本所認知的「御宅族」之間存在著差異。也就是說，「御宅族」無關乎是否都待

在室內足不出戶，而是指熱衷及博精於某種流行文化事物的一群人。 「宅男」最初的定義即從御宅族的延伸用法而

來，由於最初網路上的御宅族普遍都是男性，從而延伸出「宅男」這個詞彙，並開始被華語社會廣泛使用。 

大致上的特徵 ? 

1. 喜愛電動   

2. 喜愛漫畫 

3. 喜愛電視 & 卡通 

4. 喜愛電腦 

5. 對於戶外活動興致缺缺 

6. 遇到自己的休閒時間  ~幾乎都不出門的  

內容： HTWong 

圖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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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式攻擊 : 程式漏洞攻擊，就是利用網站現有的漏洞，輸入有害的文字或程式碼，直接偷取各種網站資訊。 

2. SQL Injection 中文又可以稱為， SQL 注入攻擊，駭客針對有此漏洞網站，透過網站的輸入欄位，上傳惡意的 SQL 代

碼，使得 SQL 執行時發生管理員未預見的結果，而將資料庫的內容擷取出來。2012 年，網路安全公司 Imperva 研究

發現，一家公司平均每個月會遭到四次 SQL Injection 攻擊，而且零售業會比其它行業多遭受兩倍以上的攻擊。 

3. XSS 全名是 Cross Site Scripting ，中文又可以稱為「跨站腳本攻擊」，這種攻擊方式也是利用惡意的程式代碼，將這

些代碼輸入至網頁內容，常用的程式語言是 Javascript ，過去常發生在留言版，討論區等等功能，當 End-user 點擊帶

有惡意代碼的進結， Browser 將被導到駭客指定的網頁，並且在 Browser 中執行有害的程式，藉此竊取用戶密碼或個

人隱私。 

4. Fraud 就是指駭客透過各種手段欺騙用戶，使用戶執行錯誤的網頁操作，而不小心將個人資料傳送給駭客。 

5. Phishing 釣魚—現代的人，大多已經知道不可以把個人隱私告訢不認識的人，但是你確定是誰正在跟你用通訊網體聊

天嗎? 若是駭客取得你朋友的帳號，就能直接詢問你的個人隱私資料，另外像是傳送 Email，facebook message， 等

等，也能傳送偽造的連結與表單給你填寫，一旦分不清真真假假，就很容易受騙上當。 

6. Clickjacking 是 Click hijacking 這兩個字的合併，中文就是「點擊劫持」，駭客在一般的網站註冊表單中，寫入一些特

殊 UI 顯示的 CSS 語法，只要在註冊頁中的確認註冊按鈕點擊區塊，多新增一顆透明的按鈕，因為按鈕是看不到的，

User 會很自然而然的點擊「確認鈕」，殊不知點到的是駭客製造的假按鈕，不知不覺的就將自已的個人資料傳送給駭

客。 

7. CSRF 全名是 Cross Site Request Forgery Attack ，這也是跨站攻擊的一種，你是否常常聽到，網路安全人員都會叫別

人離開電腦的時候，要記得登出網頁，或是銀行網站常常限制十分鐘內沒有操作，就會自動登出這種討人厭的功能。假

設你已經登入 Yahoo 帳號，而這時你又不小心點擊了駭客的連結，進入駭客製作好的網頁 A，這頁面會要求 Browser 

去 Yahoo 取得你的會員資料，因為 Browser 認定你已經登入 Yahoo ，所以不會再被導到登入頁面，網頁 A 就能輕易

的取得你的個人資料。 文: ICheung 

  

INFO. TECH. 專欄 
網絡攻擊有哪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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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伺服器 

1. 曙光之城Dawn the city |  RPG | twdtc.net    

2. 小狸玖伺服器 |  生存  | lijiu.servegame.com 

3. 紅盾生存伺服器 | 生存 |  redaegis.ddns.net 

4.  天堂領域  | 3D槍械 / 生存| hangfairy.ddns.net:25566 

5. 雲空幻想 | 多樣綜合生存 | s.mcsfl.net 

6. 飛特電台附設麥塊伺服器 | 生存 | mc.phate.io 

內容 ：巴哈姆特 / Facebook (Minecraft)  群組 

M 

I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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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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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伺

服

資

訊  

優秀伺服器 

城市伺服器 (三項排名) [只限香港搜尋] 

1. Project Nazca ( 5.37 ) 

2. KreemaCraft Network ( 6.62 ) 

3. InnoCity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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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特電台附設麥塊伺服器  ( 8.74  ) 

4. The Dream Begin  ( 8.70 )  

特別資訊 

你知道 Minecraft 1.13.2 Spigot API 新增了許多功能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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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8月1日，世界各地出現天氣異常，此時以八神太一為首的七人在學校夏令營時，被迫

被送入數碼世界而成為被選召的孩子們去拯救數碼世界和現實世界，而他們每個人得到了一個

神聖計劃，神聖計劃送他們進入數碼世界並且幫助他們的數碼獸進化。 

太一他們在遇到他們的數碼獸夥伴之前並沒有確實的想法，他們僅僅是戰鬥以求得保護，這在

第一話中便有說明，亞古獸對太一說：「如果我們不戰鬥，就會死」，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和

故事的進展，新的概念被提出來，由原本的希望找出方法返回原本的世界，僅僅是戰鬥以求得

保護，漸漸變成希望保護數碼世界。 

孩子們在面對各種事件的時候不斷成長，他們學會了如何結交朋友，變得勇敢，即使意見不合

還是會幫助彼此，對所愛的人說再見等等，而這些在他們的徽章中則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徽章

的力量來自於孩子們的心，而當他們都正確地運用這力量的時候，徽章便會發動，感情越強

烈，徽章所展現的力量越大。 

此外，孩子們意識到這個世界並不是遊戲，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數碼獸都是確實的存在，他們有

感情，能感受到痛苦，數碼獸表達了人類所擁有的特質，只不過數碼獸不是人，他們沒多想就

決定要去打敗那些數碼世界中黑暗勢力們，因為他們不想讓黑暗勢力們去折磨其他數碼獸，這

也只是他們唯一能做的，被選召的孩子們努力不去作無謂的戰鬥，除非他們遇到了敵人並且令

他們別無選擇。 

在後半階段，孩子們回到御台場，太一的妹妹小光亦加入了隊伍，她的加入增強了孩子們的實

力，並且協助孩子們打敗了面前的敵人，但「禍不單行」的數碼世界再次被全新並且得到了黑

暗力量的的敵人所進攻，被選召的孩子們唯有再返回數碼世界，與最後的敵人來一次決戰，拯

救數碼世界，而之後太一他們回到數碼寶貝世界時的表現，看到數碼世界對孩子們的影響。 

 

心得 

相信這一套懷舊的動漫，對大家而言，都不是一套陌生的動漫。將我整整18年間，我已經把這

一套動漫翻看了超過五遍。雖然他的畫風不算精湛，而且不算是十分熱血的動漫，但他蘊藏的

意義，故事的鋪排，卻令我深深愛上 Digimon。從一開始男主進入數碼世界，到亞古獸不斷

進化，而在中途亦發現了兩個世界之間的聯繫，這個故事的鋪排由淺入深，再用小孩子的第一

視角呈現出來，我認為真的十分吸引，你是其中一個原因令我不斷重複觀看。而我最記得這套

動漫的其中一對對白就是 : 光明和黑暗不僅僅存在於人的心中，還存在於世界上，光明和黑暗

還要繼續戰鬥下去…不過，只要時刻堅信實現心中存在着夢想的力量，就會平安無事！ 

那麼，大家現在還有向著夢想前進嗎？文: IL 

動畫推介  

《數碼暴龍》（デジタルモンスター） 

圖片: 網絡 

圖片: 網絡 

圖片: 網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0%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F%A4%E5%85%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1%E5%8F%B0%E5%A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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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ecraft 小編在小六的時候購入的一款沙盒遊戲，亦因為這款遊戲，令小編我認識到不同香港及台灣的伺服器創作

者。但是六年的過去，現時 香港及台灣 Minecraft 的景象又是如何呢？ 

就像數年前的一次「曉高事件」，為香港的 Minecraft 伺服器界帶來了一個重大的挫折，亦同時改變了香港伺服器主創

作伺服器的風氣。由只是為了讓玩家玩得開心的目的，變成部分伺服器主希望獲得盈利而營運伺服器。而且因為方便製作

及成本較低，導致大部分伺服器都採取生存模式作為首要遊戲考慮。雖然在近兩年間，開始有大量城市伺服器冒起，但是

在佔有率上亦未能達到 20%，而小遊戲更因為技術上及製作麻煩，自 TheLastLog起就在香港的 Minecraft 界慢慢消失。

根據非正式統計，生存模式伺服器是佔有香港及台灣市場的 90%。 

而在這兩年間，香港的 Minecraft 界亦永無寧日，不同的伺服器互相責罵、互相指責，不能是指責對方抄考，還是一些

間諜工作，更有一些事件吵鬧到一些大型的 Minecraft 社群之中。這樣根本是拖低了香港整體的 Minecraft 伺服器質

素！ 

可能有人會說，「只要大家團結，就可以重新拯救這一個社群！」，話就說得容易，在實際執行上，你又知道有多難嗎？

大家之間的勾心鬥角，伺服器與伺服器間的間諜工作，甚至對伺服器進行惡意的破壞，網絡上的攻擊，這些都是在香港及

部分台灣伺服器中正在發生的事，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除非大家都可以放下成見，大家互相合作，拯救社

群的工作才可以暢順地執行。否則，我們只會原地踏步，帶來的，就只會是一成不變，墨守成規！ 

希望大家可以吸取 2018年所發生的教訓，會團結起來，救救香港的 Minecraft！ 

文: ATsang 

 

 

MINECRAFT 專欄 
《MINECRAFT》到現在是否已經隕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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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番音樂 (Opening) 

1. 約會大作戰第三季 |  インストレーション  

2. Revisions |  Wagamama de Gomakasanaide 

3. 約定的夢幻島 | Touch off 

4. 幻影死神 | shadowgraph 

5. 盾の勇者の成り上がり | RISE 

6. BanG Dream! 第二季 |  キズナミュージック 

內容 ：https://bit.ly/2S2uNfq  / Facebook (ACG)  群組 

動漫音樂推薦  

小編們的推薦音樂 

1. 高達創戰者 |  ニブンノイチ | Opening 

2. 紫羅蘭永恆花園 | Sincerely | Opening 

3. ブルードラゴン 天界の七竜 |  青い未来 | Opening 

4. 我的英雄學院 第2季 | ピースサイン | Opening 

5. 高達 Seed Destiny | Reason | Ending 

6. ゼロから始める魔法の書 |  発見者はワタシ | Opening 

7. 小林さんちのメイドラゴン |  青空のラプソディ | Opening 

你知道嗎？ 

你知道日本會把「番劇」分為四個季節發出嗎？分別是春番、

夏番，秋番 及 冬番 

內容: ACG 小群組 ||  編寫 : HyperNite 編輯及漫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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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タクの宅報》 

編輯: ATsang 

下期預告：(有機會有所調整) 

1. 遊戲の推介  

2. 2019 宅宅標準 1.0 

3. 動畫推介 - 敬請期待 

4. IT 專欄 

5. Minecraft 伺服資訊  

6. MINECRAFT 專欄 

7. 編輯的話 

 

オタクの宅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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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