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成圖
完成圖。為了讓完成圖更美，

而使用了 Mod。（ P.159）

重點
解說建造作品所需的技巧。

也可應用在其他的建築上。

流程
依步驟介紹作品的製作方法。步驟

的多寡將隨著作品的難易度增減。

作品名稱
作品名稱以及英

文名稱。

必需的磚塊
記載製作作品所需的磚塊、數量。不過，有一些作品會

因為規模大小與長度，導致磚塊的數量有所增減，所以

不一定所有需要的磚塊都會寫在這裡。

本書從 P.43開始介紹建築物的建造方法。只要閱讀「必要的

磚塊」以及「流程」，就能蓋出相同的建築物。熟悉這些建築

物的建造方法，之後就能蓋出令自己滿意的原創作品。

本書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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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craft的基本操作
要進入Minecraft的世界，就必須先記住相關的操作。
熟悉操作之後，就能流暢而有效率地蓋出建築物。

先了解按鍵的功能

鍵盤的按鍵與滑鼠都各有不同的功能，剛進入

Minecraft世界的人，應該先從按鍵的功能開始了

解。接下來就為不熟悉鍵盤操作的人介紹常用的按

鍵。按鍵的功能可自行設定，所以大家不妨依需求

重新設定。這裡介紹的基本操作是電腦版的操作方

式，而 PS版或其他版本的操作方式則各有不同。

了解基本按鈕

跳躍。每按一次就會跳一

次，按著就會一直跳。

空白鍵

可設置磚塊或道具，也

可用來打開開關或是櫃

子這類道具。

滑鼠右鍵

可破壞道具或是攻擊

Mob（ P.159）。可於

選擇武器時使用。

滑鼠左鍵

道具欄的道具可利用鍵盤的「1」

∼「9」或滑鼠滾輪選取。

1∼9／滑鼠滾輪

1 9

向右向左

D
ㄎ

A
ㄇ

前進

W
ㄊ

後退

S
ㄋ

改變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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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具與建材
Minecraft的世界基本上由磚塊組成。讓我們享受以這些磚塊組成建築物的成就感吧！

基本的道具與物品

可快速挖掘土砂磚塊。適合用於整地。

鐵鏟

不用鋤子耕土就無法播種，是農耕的必須道具。

石鋤

對羊使用可得到「羊毛」，也可用來剪葉子。

剪刀

可輕鬆破壞岩石與礦石的磚塊，很適合用來開採

礦石。

石鎬

可快速裁切木材、原木磚塊。要想快速收集木材，

一定要拿到這項工具。

石斧

可用來釣魚。也可釣其他工具。

釣竿

用來汲取水源與熔岩，再將這些東西倒到需要的

地方。

鐵桶

初期會一直指著生成地點。

指南針

所謂的物品背包。一個背包有 27個物品的空間。

儲物箱

將「石碳」與礦石一同放入熔爐，可得到錠鐵，

也可用於料理。

熔爐

可使其爆發。進行大型整地或削平山頂時很有效。

TNT

地圖最初的範圍很狹窄，邊移動就會邊記錄目前

的所在位置。

地圖

使用「工作台」可進行 3×3格的合成作業。

工作台

可用來修理耐久度下降的武器。長期使用之後將

會磨損。

鐵砧

可用來製作自動裝置，但只有紅石無法發揮效果。

紅石
用在雞或馬這類動物身上，就能牽著牠們走。

拴繩

在生存模式活用的道具、物品

要在 Minecraft建造建築物時，必須擁有當成建材使

用的磚塊，但是挖掘這些磚塊的道具與物品也同樣

重要。創造模式已擁有大部分的物品，所以沒有道

具也能空手破壞磚塊，相較之下，道具與物品的重

要性也較低，但在生存模式底下，道具與物品就扮

演重要的角色。接著就為大家介紹常在生存模式使

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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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各種遊戲模式進行遊戲

Minecraft的遊戲模式不只是生存模式與創造模式。第一次玩 Minecraft的人雖然比較適合從生存模

式或創造模式開始，但是熟悉操作後，若覺得生存模式不夠過癮，可試著挑戰極限模式。在各種

限制下玩遊戲，一定能體驗更為戰慄的過程。在創造模式裡興建偉大的建築，或是切換成能從各

種角度眺望的觀看者模式也都很不錯，Minecraft就是能像這樣透過變更遊戲模式，享受遊戲裡的

一切。下面整理了各模式的特徵，提供各位讀者參考。

column1

會受傷，道具也會用完，存在著各式限制的遊戲模式。

活用合成技術讓將磚塊製作成道具，或是栽植農作物

當成食物，享受各種虛擬環境的樂趣。

有體力與經驗值

會有肚子餓不餓的問題，所以必須找食物

死了之後會重生 ( P.158）

道具會用完

生存模式

在極限模式下死亡，世界會瞬間被刪除。除此之外與

生存模式基本相同，但能體驗更強烈的戰慄感。

基本上與生存模式相同

死亡後，世界跟著被刪除

體力表的♥愛心與生存模式不同

極限模式

沒有體力與經驗值的問題，也不會感到肚子餓。一開

始就擁有幾乎所有的道具與磚塊，所以很適合興建大

型的建築物。

沒有體力與經驗值，所以碰到怪物也沒事

不會有肚子餓的問題

一開始就擁有幾乎所有的道具與磚塊

可以飛在天空

創造模式

存在所有限制的遊戲模式。無法破壞也無法設置磚塊。

很適合在多人共玩，不想破壞建築物的情況。

有體力與肚子餓的問題

無法破壞磚塊

無法設置磚塊與道具

冒險模式

無法破壞磚塊或使用道具的遊戲模式。從頭到尾都是

漂浮在空中的狀態，也可穿透地面與牆壁。可說是專

為瀏覽世界設計的遊戲模式。

沒有體力值與肚子餓的問題

無法設置與破壞磚塊，也無法使用道具

可穿透牆壁與地面

對 Mob按下滑鼠左鍵就會切換成 Mob的視點

觀看者模式

只要在建立世界時，先允許交談，就能在玩遊

戲的時候輕鬆地切換遊戲模式。詳情請參考

Part 2（ P.40）。冒險模式與旁觀模式無法在

建立世界時設定，只能透過命令切換。

切換遊戲模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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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生物群系
在興建建築物之前，必須先決定要在何處興建。

Minecraft的世界會隨著場所而有所不同，請先找到自己喜歡的環境。

各種生物群系

Minecraft的世界分成多個不同的地形區塊，也擁有

獨立的環境。這些區塊又被稱為「生物群系」。主要

的生物群系共有 15種以上。此外，即便是同一生物

群系，也擁有不同的地形，而且這些地形是在世界

建立時隨機產生的，所以說地形有無限多種也不為

過。讓我們為想興建的建築物尋找最適合的生物群

系吧。接下來為大家介紹具代表性的生物群系。

每種生物群系的磚

塊都不同，從上空

俯瞰就能看出分界

線。多數是以河川

作為分水嶺。

草原地帶。幾乎不長樹，

而雜草與花朵叢生。有

時出現小的山丘與村落，

是最基本的生物群系。

草原
Pl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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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覆滿沙子的沙漠生

物群系。可看見枯木與

仙人掌。不降雨、沒有

植物是其特徵。

沙漠
Desert

地勢起伏激烈的生物群

系，標高的高山聳然而

立。屬於樹木不多，懸

崖與落差明顯的地形。

容易出現洞窟也是其特

徵之一。

峭壁
Extreme Hills

樹木叢生的生物群系。

可分成長有熱帶雨林般

巨大樹木的「叢林」以

及樹木生長茂密直至遮

天的「黑森林」。

森林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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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蓋房子吧
Minecraft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建築。
興建的方法有很多種，而本書將解說基本的建築流程。

想像建築物的大小，取一塊面積略大於建築物的土地進行整地。如此一來，蓋好建築

物之後，還能順便蓋出院子。

事前準備之一就是得先進行

現場的整地。在凹凸不平的

地面蓋房子，很難看出建築

物的全貌，也可能搞錯建築

物的長度與高度，所以讓我

們先把建築用地的地面整平

吧。如果有水的話，也建議

先填平。當然也可以故意在

懸崖這類不穩定的位置蓋建

築物，但即便是在這種情況

下，還是建議根據建築物的

完成圖進行某種程度的整地。

1
建築現場的整地

燈光可設置在任何一處，可隨著建築進度破壞或是追加。如果有部分是暗的，Mob就

會從那裡出現。

蓋房子是很花時間的，所以

到了晚上，周遭會變得黑漆

漆的，伸手不見五指，也可

能會出現 Mob這類敵人來干

擾興建。使用光源類的磚塊

可讓建築現場的周圍變亮，

也就能在夜間繼續建築工程，

也不會出現 Mob。光源磚塊

的種類很多，例如「火把」、

「螢光石」、「海燈籠」都是其

中一種，而且每一種的亮度

也都不同。

2
預置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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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子的素材若使用與牆壁不同的磚塊，就會成為建築物的重點。此外，若在柱子的建

材裡摻雜部分的光源磚塊也是很有趣的設計。

決定房子的佔地面積後，接

著要決定高度。在基礎的角

落疊上磚塊，藉此疊出柱子。

後續要在柱子上面製作屋頂，

所以天花板的高度就由柱子

的高度決定。要是打算興蓋

房子，人物的高度大概是兩

個磚塊，所以柱子至少該有

三個磚塊的高度。不同的建

築物可設定不同的高度。如

果打算建造兩層樓式建築，

也建議先將一樓與二樓的分

界標示出來，才不會看不出

來一樓與二樓的不同。

4
製作柱子

完成事前準備後，就要開始

打造基礎。一下子就開始蓋

房子，很可能沒辦法蓋得與

想像一致，甚至有時得不斷

地重頭蓋起，而為了避免這

類情況發生，建議先在地面

打造基礎，以便想像最後的

完成品。先往下挖出一個磚

塊深的深度，接著將磚塊放

在裡面。然後走進基礎的內

側，一邊確認面積的寬度，

一邊再開始蓋房子。

3
打造基礎

在打造基礎的階段裡先

決定房子的隔間，之後

就能輕鬆地蓋出房子。

也可以先空出門的位置。

建議利用與地面不同的磚

塊製作基礎。請不斷地以

俯瞰的角度確認進度，再

繼續製作基礎。
翻至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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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殿
Shrine

必要的磚塊

石英磚 5946

浮雕石英磚 5036

柱狀石英磚 968

石英半磚 1668

石英階梯 716
(神殿專用的磚塊，而非道路的磚塊 )

平滑安山岩
(數量視規模而定 )

石半磚
(數量視規模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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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浮雕石英磚」打造基座。順帶一提，這個基座的大

小為 44×38磚塊。事先計算柱子的大小與數量。

1

接著打造屋頂的基座。先鋪一層「浮雕石英磚」接著再鋪一

層「石英磚」。請執行兩次這個步驟，鋪出四層的基座。

6

利用「石英半磚」打造斜度和緩的屋頂。在設置破風的基座

的最上層設置「石英階梯」。

7

接著將四個「柱狀石英磚」排成正方形，然後再往上堆高，

堆成柱子。

3

在「浮雕石英磚」打造的基座鋪一層外緣小一個磚塊的「石

英磚」地面。

2

依照基座的形狀等距配置相同設計的柱子。若無法剛好排入

基座，可稍微調整一下基座的面積。

5

利用「石英階梯」圍住柱子的上端與下緣。

4

僅憑「石英磚」、

「浮雕石英磚」與

「柱狀石英磚」就

能蓋出五花八門

的建物。請了解

這三種磚塊各自

不同的花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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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浮雕石英磚」將側面填滿。空出來的部分則利用「石

英半磚」填滿。

8

在柱子內側使用「石英磚」堆砌牆壁。請從柱子底面留下兩

個磚塊的間隙。

11

在牆壁挖出入口用的洞，再做出往內縮小一個磚塊的門框。

重覆這個步驟兩次，做出神殿的入口。

13

接著要在剛剛開的洞以「石英階梯」裝飾。為了營造神殿的

感覺，請不要使用其他顏色的磚塊打造裝飾。

10

依照 9 的步驟，在牆壁也預留空洞，然後以「浮雕石英磚」

鋪滿一個磚塊深度的面積。

12

為了後續的裝飾，請在側面開一個洞，並利用「浮雕石英 

磚」填滿一個磚塊的深度。

9

如圖組合樓梯

磚塊可組合出

各種形狀。請

務必學會樓梯

磚塊在建築裡

的組合技巧（

P.62）。

在建造大型建築的

時候，常常會出現

許多燈光不足的部

分，此時很可能會

遇到殭屍，建議先

將遊戲的難易度設

定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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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要鋪設進入神殿的道路。首先以「平滑安山岩」鋪設走

道。

14

在邊緣處鋪上四排的「平滑安山岩」，鋪出一層的高度之後，

在旁邊鋪上「石英磚」。

16

最後在地板與地板的分界線嵌入「浮雕石英磚」。

20

接著以「浮雕石英磚」與「石英磚」堆出橫跨各柱的橫樑。

19

以「平滑安山岩」與「石半磚」組合出和緩的樓梯落差。

15

同距排列多根相同的柱子。要記得讓柱子的高度統一。

18

在神殿的左右立起與神殿相同的柱子 (以「石英階梯」與 

「柱狀石英磚」組合而成的柱子 )。

17

有許多磚塊像

「平滑安山岩」

一 樣， 沒 有

同種類的半磚

磚塊。此時可

試著選用顏色

相近的磚塊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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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
Elevator

平滑安山岩
(數量視規模而定 )

叢林木門
(數量視規模而定 )

石製壓力板
(數量視規模而定 )

告示牌
(數量視規模而定 )

螢光石
(數量視規模而定 )

金磚
(數量視規模而定 )

水桶 1

必要的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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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配置水平四個×深度四個×高度三個的「平滑安山

岩」，並在入口上方設置「螢光石」。

1

接著依照 2 的步驟，在各樓層的電梯部分留空，讓各樓層

彼此貫通。接下來要在這個通道之間安裝電梯。

4

在入口處配置「叢林木門」，並在前後兩側設置「石製壓力

板」。每一層樓都需要打造這個構造。

3

最深處的磚塊 (圖示的金磚部分 )就是電梯，請先讓這部分

的上下兩端留空。

2

「告示牌」與「石製壓力板」具有堵水的效果，所以能在每

隔一塊磚塊整處配置「水」。

6

在水流到「石製壓力板」上方的樓層裡，在水的前方兩側

設置「告示牌」。到此電梯的構造完成了。

7

走進水裡再往上跳，就不會溺死，還能往樓上移動。要下

樓時，可先走進水裡，再往下掉。

8

從最上層的電梯部分以「水桶」倒水，並在兩側各設置一

個「告示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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