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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位 Minecraft 超級粉絲，喜歡建築，探索與冒險，那麼就
太棒了，因為你來對地方了，你可以進一步行動深入 Minecraft 小遊
戲的酷炫世界！是時候將主世界、下界與中界的思維放在一旁，一
起來面對這個令人興奮的全新體驗。

歡迎來到 MINECRAFT

超酷小遊戲

什麼是小遊戲？
小遊戲是一種好玩的創作遊戲，遊戲中可以跟你的
Minecraft 夥伴互動與競爭。像是障礙（obstacle）
與跑酷訓練（parkour courses）等需要競速的快速
遊戲（quick game），或者需要應用一些生存技能的
複雜任務遊戲。有眾多種遊戲類型可以讓你挑戰。
目前已經有許多的小遊戲，可以透過進入一些伺服
器或者訂閱的方式來玩。雖然這些都不錯，但眞正
的樂趣是自己打造自己的小遊戲！



現在你已經在浪花四濺的奇特水道中了， 
進入水中看看會遇到什麼挑戰！

划船比賽

建立時間：3 小時難易度：進階

  木質方塊

  柵欄

  船

  木質階梯

  染色羊毛方塊

  生物蛋（生怪蛋）

  荷葉

  珊瑚方塊

  黑色方塊

  岩漿方塊

材料

瘋狂競賽

好玩、冒險、驚奇…
盡在划船比賽中。找
到這個有趣的海岸線
後，我們利用這個島
嶼及自然景觀的特
色來建造一個環狀水
道。在你的世界中發
掘有趣的地點吧！

建造作為船舶出發基地的碼頭，採用經典的木質風
格，並設有柵欄與下到水中的階梯，這有助於進出船
隻。將幾艘彩色船停在碼頭旁。

在靠近碼頭處建造一條起點線。我們設計了一個拱
門，具有足夠的空間供划船手來排隊。

STEP 1

STEP 2



建立時間：3 小時 MINECRAFT建造大師：設計超酷小遊戲 33

水道的標線跟水面同高，
這樣一來划船手在划船
時可以一邊欣賞壯麗的景
觀，同時還能關注活動中
其他船隻的動向。

你可以參考我們的賽道形狀是如
何興建，這裡使用白色羊毛，相
對水的顏色會比較顯眼，你也可
以使用你偏好的顏色或圖案。

增加一些轉彎與障礙來讓競賽者挑戰，可以利用像這樣的點子來協助你設
計出很酷的環狀水道。

你是否在出發前會規劃好路線，或者順水行舟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呢？兩者
皆可以，現在以俯瞰方式來看一下完整的路線吧！

善用水上的自然屏障，例如小島
或者岩石地基，如果你是在生存
模式下，利用自然資源的話可以
節省建築資源。

STEP 3

STEP 4

STEP 6

STE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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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水上建造像這樣的傘狀結構來
保護生物，以免被日光燒掉。

原路折返以及共享牆面可以節省資源與時間，加入長
直、 彎曲以及急轉的水道。

接下來想一下要加入什麼危險狀況，在創造模式中
可以使用生物蛋（mob eggs，亦稱生怪蛋（ spawn 
eggs））來生成敵人。你看這些骷髏弓箭手，絕對會
對划船手造成阻礙的！

參考一下這個荷葉（ lily pad）障
礙物的點子，設置這個會讓划船
手有所阻礙，碰到的時候荷葉會
破掉，也因此會產生阻力。而且
破壞公物而受點時間延遲的懲罰
是應該的，對吧？

從水道邊建出的這些短牆會
讓玩家在競相通過時需要爭
奪空間，水道中的這些牆迫
使你的決定必須要即刻，任
何的瓶頸都會提升緊張感。

潛伏在水面上的珊瑚方塊（ coral blocks）雖然很漂亮，但是能迫使划船手
躱避它們。

STEP 7

STEP 8

STEP 9

STEP 11

STEP 10

瘋狂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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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水底下放一些岩漿方塊
（magma blocks），浮上來的泡
泡會搖晃水面上的船隻，這種類
型的危險也很難被玩家發現。

如果你的水道不是環狀設計，建
議加上一個終點線或者拱門。可
以沿著路線擺設一些花俏的裝
飾，或者像是告示牌及其他有用
的物品。

我們喜歡加上一些像這樣的像素
藝術來作為海岸線的景點，讓你
的划水道成為一個有趣且適合競
賽的場地！

STEP 12 STEP 13 STEP 14



雲霧中起床，快速穿越闖關門與障礙物…
比賽已經展開，挑戰天空的極限！空中爭霸

建立時間：4+ 小時難易度：專家

STEP 1 STEP 2

梯子從地面建到最上層，而地面上建造一些史萊姆方
塊是為了緩衝跌下來的撞擊力。

挑 選 一 座 吸 引 你 的
塔，不管是傳統型的
或者酷炫型的皆可。
在創造模式中建造會
比較容易，不過在生
存 模 式 中 利 用 鷹 架

（ caffolding）也是可以
建造。

  染色方塊

  梯子

  史萊姆方塊

  染色玻璃

  鞘翅

  煙火

  儲物箱

  黏性活塞方塊

  按鈕

  紅石粉

  紅石中繼器

  水方塊

  開關

  絆線

  床

  發射器

  柵欄

材料

我們建造一個摩天高塔來提供
高空競賽，同時享受絕佳的視
野。建物的佈局雖然很單純，
不過卻有足夠的挑戰性可以吸
引玩家之間相互競爭。

瘋狂競賽



競技場是玩家對戰（PvP）的理想地點， 
看一下這個精緻但很容易建造的好玩競技場。競技場

建造一個圓如右圖，直徑為 25
個方塊，像這樣使用奇數個方塊
表示中間是一個方塊寬，因此如
果想要在中間處放一個門的話，
正好會位於中心處。

建立時間：2 小時難易度：入門
大對決

挑選任何一個合適的場地來建造競技場，不過要選擇平坦的土地，或許可
以在森林地區淸出一些空間，這樣場地看起來會很有氣勢。

STEP 1

STEP 2

  石頭方塊

  床

  鐵門

  壓力板

  染色方塊

  旗幟

  木質方塊

  螢光物品展示框

  武器

  盔甲

  藥水

  終界燭

材料



想要嘗試更多好玩的玩家對戰遊戲嗎？不論是單人玩家對戰或者大型隊伍對戰，
奪旗比賽一直都很受歡迎。來看看如何打造這個場景。

奪旗比賽

  石磚方塊

  染色玻璃

  床

  石頭方塊

  階梯方塊

  柵欄

  旗幟

  木頭方塊

  水方塊

  甘草捆

  黑橡木方塊

  泥土方塊

  樹

  藤

材料

建立時間：3 小時難易度：進階

STEP 1

STEP 2

尋找合適的建造空間，為簡單起見，
你可以將這個競技場建在平坦的表面
上，並且讓遊戲區域為封閉狀態，不
過你也可以決定設在開放區域以增加
比賽張力。

為了讓我們的奪棋比賽具有歷史感，
可以使用石磚循方形的路徑來建造
高牆。

我們簡單的設定為兩支隊伍、
一個對稱的地圖、兩邊搭配不
同的顏色與重生點。

奪旗大賽（Capture the flag 簡稱CTF）是兩支隊伍
互相爭奪對方的隊旗，先奪得對方隊旗並帶回其
基地的隊伍就贏得比賽。

大對決



這是建造超酷的「生存峽谷」遊戲最簡單的方式，一步錯則馬上出局。 
在雙面夾攻下奔跑從來就不簡單。

雙面夾攻

建立時間：2 小時難易度：入門
經典冒險

  染色方塊

  發射器方塊

  紅石粉

  紅石比較器

  玻璃方塊

  紅石中繼器

  壓力板

  拋光黑石方塊

  石頭方塊

材料
首先需要建造一條長走道，以及兩
座三個方塊高的牆。你可以知道雙
面夾攻峽谷（gauntlet valley）的寬
度是多少。

沿著牆的頂部佈局發射器方塊，這
些方塊最後會連上紅石，完成後
再將你的走道上的牆移除，如圖
所示。

STEP 1 STEP 2

為了能夠更容易地看見
建造這座建物的每個細
節，這裡將小遊戲建在
創造模式的平坦表面。
遊戲原本的想法是藏在
峽谷地板下的紅石會觸
發發射器，然後對玩家
射箭或產生其他的危險
攻擊，唯一能夠通過的
方式就是避開這些隱藏
的危險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