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里長城

荷蘭風車

阿拉伯塔

水上小屋

昌德宮

哈爾格林姆教堂

香波堡

倫敦塔橋

在Minecraft的世界裡
挑戰全世界的知名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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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中文名稱

與英文名稱。

作品名稱
建造作品之際所需的磚塊

種類。記載著整體的尺寸

與磚塊數。

必要的磚塊
完成品的其他視角圖。

其他視角圖
解說建造時的技巧。

是於建造其他建築

時，也能使用的資訊。

重點

這是完成圖。為了讓完成圖更

美觀，使用了Mod。

完成圖
依序解說作品的建造方式。流程

會因作品的難易度而有所增減。

流程

本書從 P17之後開始介紹建築物的建造方式。只要閱讀

「必需磚塊」與「流程」的內容，應該就能做出相同的作品。

如果能徹底了解這些建造方式，之後只需要加入自己的

創意，就能做出獨創的作品。

本書的使用方法

＊為了方便辨識形狀，以部分的上色磚塊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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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將介紹「羅馬競技場」、「大笨鐘」、「凱旋門」

這些足以代表歐洲大陸的建築物。

讓我們試著挑戰既高雅又美麗的西式建築吧！

歐洲大陸

PART



Tower Bridge

倫敦塔橋

鐵柵欄

鐵製地板門

鐵門

金磚

白色玻璃

冰

淺藍色玻璃片

鵝卵石牆

終界燭

石磚階梯

石磚半磚

石頭

浮雕石英磚

石磚

柱狀石英磚

石英磚

石英階梯

石英半磚

淺灰色玻璃片

寬22×深127×高56必要的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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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石磚」打造底座。21塊磚塊

的那面是車道，最終高度比水面高 9塊

磚塊。

在從下方數來第 12、19、26、33塊磚

塊處配置一圈方向顛倒的「石英階梯」。

第二層也配置「淺灰色玻璃片」，接著

如圖在玻璃片上方配置顛倒的「石英階

梯」作為裝飾。

在步驟 配置的每一處「石英階梯」下

方再配置一圈「石英半磚」。

在四個角落離邊緣 1塊磚塊處配置「柱

狀石英磚」， 大小為寬 3× 深 3× 高

33。

第三層的裝飾也幾乎相同，不過可依照

窗戶的寬度將圍成一圈的「石英半磚」

換成「石英階梯」。

在塔座寬度較狹的那一面的第一層配置

「淺灰色玻璃片」，接著在玻璃片上方配

置顛倒的「石英階梯」。

在四根柱子之間配置「石英磚」，圍出

厚度為 1塊磚塊的四面牆。至此，塔的

基座就完成了。

最上層的部分先在窗戶下方配置顛倒的

「石英階梯」。另一面的牆壁也同樣施以

∼ 的步驟裝飾。

接著在塔座寬度較寬的那一面的第一層

挖出空洞。這部分為車道。可利用「石

英半磚」在上半部堆出弧度。

第二層如圖以「石英階梯」、「淺灰色玻

璃片」、「柱狀石英磚」裝飾。

第三層雖然與第二層相近，但是中央窗

戶的形狀略顯不同。這次不使用「石英

階梯」，讓中央的三塊磚塊往上延伸 1

塊磚塊的高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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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側連接在步驟 製作的拱門。將上

層底座的中央 5排處的「石磚」換成「石

頭」。

接著讓「石頭」鋪成的底座往前後延伸

24塊磚塊的長度。側邊一樣要配置四

排相同長度的「石磚」。

在柱子上方分別以 1塊「浮雕石英磚」

與 4塊「柱狀石英塼」堆出柱子。

以「石英磚」與「石英階梯」堆出寬 3、

深 3的柱子，接著在柱子的上方以「鵝

卵石」、「終界燭」裝飾柱子頂端。

最上層的部分可於窗戶之間配置「柱狀

石英磚」。下半部則顛倒配置上層為 9、

下層為 5的「石英階梯」。

為了讓四根柱子相連而配置 1塊「浮雕

石英磚」之後，再在上面如圖配置「石

磚」。

在這些柱子的最上方堆出一圈「石英階

梯」，作為裝飾的底座。

另一方也施以相同的工程。圖中為整體

圖。接著要繼續打造上半部的構造。

較寬闊的屋頂可利用「石英磚」裝飾。

窗戶可利用「淺灰色玻璃片」製作。

較狹窄的屋頂也可利用步驟 的磚塊

與方式裝飾以及製作窗戶。此處屋頂的

上半部為「浮雕石英磚」。

步驟 製作的屋頂與步驟 ∼ 製作

的窗戶可利用「石磚半磚」與「石磚階梯」

相連，讓形狀彼此吻合。

接著再往中央部分堆疊「石磚」，每一

層都內縮 2塊磚塊的距離，最後一層為

寬 3塊磚塊、深 3塊磚塊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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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陸地的扶手到柱子內側的磚塊以「冰」

做出主要線纜。可參考圖片堆出弧度。

沿著每段的扶手以「鐵柵欄」鋪設鐵線。

接著以「淺藍色玻璃片」隔開步道與車

道。

留下 1塊磚塊的間隙，並於另一側以 

∼ 的步驟，做出另一座相同的塔，

形成左右對稱的模樣。

在中央 1塊磚塊的間隙處交錯鋪入「石

磚階梯」，營造橋面相連的感覺。

跨至另一端的橋座也以 ∼ 的步驟打

造，橋的下方則利用「石英半磚」與 

「鵝卵石牆」打造支撐構造。

在步驟 的內側配置「浮雕石英磚」、

「柱狀石英磚」、「淺藍色玻璃片」，藉此

打造扶手。

扶手的部分則以顛倒的「石英階梯」打

造，上方則配置「鐵製地板門」相連。

如圖所示，在最上層配置「冰」與「石

英磚」打造通路，讓兩側的塔相連。牆

壁可配置「鐵門」。

在「冰」上方配置 2塊「白色玻璃」與

1塊「柱狀石英磚」。

在「冰」之間配置「石英磚」，並以「金

磚」、「終界燭」在中央處加上裝飾。

最後在步驟 製作的屋頂如圖配置「鵝

卵石牆」，並讓中央之處稍微延伸 1塊

磚塊的高度即完成了。

實際的塔橋有在陸地的塔座設計小一號

的門。如果已經學會這次的製作方法，

不妨試作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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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j Al Arab

帆船飯店

石英半磚

草地

紅石

青色染色黏土

石英磚

藍色玻璃

海燈籠

寬43×深43×高121必要的磚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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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色染色黏土」堆出邊長 4塊磚塊、

高度 90塊磚塊的柱子，再在上方堆出

高度 1塊磚塊的「石英磚」。

接著一邊往內側偏移，一邊堆出高度為

8、6、4塊磚塊的柱子 (各 2根 )，以及

3塊磚塊高度的柱子 4根與 2塊磚塊高

度的柱子 5根。

在從地面算起第 30∼ 31塊磚塊、57 

∼ 58塊磚塊、77∼ 78塊磚塊處打造

水平的骨架，並在骨架之間打造斜向的

支柱。

在步驟 的柱子最上層堆積寬 4、深 2

塊磚塊的「石英磚」，接著再在上方堆

積寬 2、深 2塊磚塊的構造。

在距離步驟 的柱子 26塊磚塊處堆出

邊長為 2，高度分別為 4、6、8、20的

柱子，每根柱子的位置都錯開。

以步驟 的柱子為軸心，在 90度的位

置處施以步驟 ∼ 的工程，蓋出相同

構造的建築物，這就是帆船飯店的外 

牆。

接著打造正面的牆壁。打造寬度 5塊

磚塊以及角度與步驟 的牆壁垂直的牆

壁，磚塊的種類與步驟 9的相同。

接著往內位移 1塊磚塊，再作一面寬度

3塊磚塊的牆壁。邊緣的部分都以「石

英磚」打造，另一側也施以相同的工 

程。

在 的右斜方以「石英磚」堆出寬 5、深 

2、高 104塊磚塊的柱子。

在步驟 的柱子延長處交互堆疊高度為

1以及 2的柱子各 4個，再堆積 1塊磚

塊高的柱子 9個，藉此與步驟 的柱子

銜接。堆積時，請仔細參考圖片。

在距離步驟 的柱子 3塊磚塊外側處打

造相同的柱子。寬度為 1塊磚塊，高度

則與步驟 的柱子相同。

在步驟 與 之間的子等距鋪滿高度 1

塊磚塊的「石英磚」與高度 4塊磚塊的

「藍色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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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步驟 下方算第 3、6、9、12磚

塊處配置一圈的「石英半磚」。

在正面上方如圖配置傾斜方向的「石英

磚」，這三根是支柱。

像是要覆蓋在步驟 的構造般，讓「石

英磚」從中央往上下延伸成牆壁。將以

此為基準疊出牆壁。

圖中是沿著兩側的牆壁重覆相同的作

業，做出上方兩層樓之外的牆壁後的成

品。

如圖以「藍色玻璃」覆蓋上方兩層樓的

牆壁。在從最上層往下數 1塊磚塊處配

置「石英磚」。

在步驟 的牆壁上方以「石英磚」在往

內側移位 1塊磚塊處往上堆 8塊磚塊。

以「石英磚」骨架為基準，在各層打

造 L型的地板，再以「海燈籠」打造光 

源。

以「石英磚」覆蓋步驟 的地板，再如

圖於第 ∼ 塊磚塊處打造連接內側

的弧型構造。

在步驟 的構造深處以「石英半磚」作

出階梯，並於內部鋪滿「石英磚」。

沿著牆壁在入口上方配置「石英磚」，

作出高度 1塊磚塊的遮雨棚。

在步驟 的牆壁中央最下方之處打造入

口。拿掉垂直的 4塊磚塊後，如圖填入

「石英磚」。

在步驟 的中央處從下方算起挖空 2塊

磚塊，再以邊長為 2的大小往上堆疊

28塊「石英磚」，上半部如圖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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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驟 的上方鋪滿「草地」，周圍再

圍一圈「石英磚」，如圖配置「紅石」。

在背面的 2面以「石英磚」堆出牆壁，

並在前景處內縮 1塊磚塊處打造柱子，

再以「藍色玻璃」圍起來。

從軸心上方數來第 10塊磚塊處如圖以

「石英半磚」打造傾斜的長方形。

接著要打造背面。如圖從作為軸心的步

驟 柱子的兩側骨架拿掉邊長為 2、高

度為 5塊磚塊的磚塊。

以步驟 的柱子為中心，在上下之處鋪

面邊長為 10塊磚塊的「石英磚」，做出

地板與天花板。

以步驟 的頂點為中心，在 1塊磚塊

的上方處如圖以「石英磚」堆出圓形。

在步驟 的背面以「石英磚」打造高

度 3塊磚塊的牆壁，其餘 3面以「藍色

玻璃」打造。

在步驟 的上方鋪出「石英半磚」的天

花板，這裡是展望台的部分。

到此主建築物就完成了。在周圍種一些

樹或是興建馬路，都可讓作品更漂亮，

請務必試著做做看。

這個部分是世界最高的網球場。

可如圖打造球網。

實際的帆船飯店是蓋在海上，

以可試著尋找適合建造的地形。帆船飯店是高級旅館，打造內部裝潢 

時，可如圖做出多間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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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ai

摩艾石像
石頭

鵝卵石 鵝卵石階梯

鵝卵石半磚

必要的磚塊 寬11×深9×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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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配置寬 5、深 4塊磚塊大小的「鵝卵

石」，再往上堆疊至 6塊磚塊高，做出

直方體的形狀。

將步驟 的構造當成底座，以「石頭」

做出臉部形狀。請在圖片標色處的磚塊

配置「石頭」。

在鼻子下方配置「鵝卵石階梯」，並在

上面配置「鵝卵石半磚」做出嘴部。寬

度與下面的「石頭」一致。

接著要打造鼻子。請如圖配置「石頭」。

摩艾石像的鼻子高度是重點，所以盡可

能讓鼻子往前突。

在步驟 的構造前面、側面加上「鵝卵

石」，做出臉部的厚實度。請參考圖片

配置「鵝卵石」。

在鼻尖配置顛倒的「鵝卵石階梯」。接

著要以這個部分為基準，完成臉部的裝

飾。就算只有「石頭」的質感，也能營

造不同的感覺。

做出臉部的形狀後，接著打造耳朵。在

側面的上半部配置 8塊「鵝卵石」，並

在下半部配置 4塊「鵝卵石」。

在步驟 的構造背面以「鵝卵石」增加

厚度。同樣地，「鵝卵石」的位置請參

考圖片。

從步驟 的階梯上方開始沿著鼻子分層

配置「鵝卵石階梯」。最上層則配置「鵝

卵石」。

接著要裝飾眼睛的部分。在眼睛凹陷處

的上下配置「鵝卵石階梯」。接著要開

始挖深凹陷處。

在眼睛上方的階梯配置「鵝卵石半磚」，

要注意的是，這部分要比眼睛的構造左

右各少 1塊磚塊。

在步驟 的半磚上面配置「鵝卵石階

梯」，上層也配置相同的構造，讓額頭

變得平滑後就完成了。

美洲大陸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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