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re Management Group and IT Department 

遊戲伺服器連線的疑難排除 

Troubleshoot 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Minecraft Server 



為優化玩家的用戶體驗，本組織核心管理組及資訊科技部門對此製作「遊戲伺服器

連線的疑難排除」。 

以下問題及解決方法均圍繞 遊戲 (Minecraft) 伺服器的 

- 連線問題 (Connection Issue) 

- 登入問題 (Login Issue) 

 

請玩家在遵從本教學的方法前，確保閣下的 網絡連線 (互聯網) 及 DNS 配置 正

確，同時沒有使用任何 VPN 服務 (若果閣下有選用任何 VPN服務，請確保你的

VPN服務連線終端並未有被伺服端封鎖。詳情可到 https://cs.hypernology.com 

向本機構查詢) 

 請注意，部分檢查辦法有機會需要閣下的電腦系統管理員權限！ 

 

網絡連線 (互聯網) 及 DNS 配置檢測 (Internet & DNS Test)： 

成功例子如下 

- 可於瀏覽器中開啟任何網站，例：https://www.hypernology.com    

- PING (Packet Internet Groper) 任一網絡設備 (例：1.1.1.1) 正常 

開啟命令提示字元，輸入「ping 1.1.1.1」，應出現以下結果。 

 

https://cs.hypernology.com/
https://www.hypernology.com/


若果無法連線到任一網站或網絡設備，請使用以下方法進行排除疑難： 

1. 檢查是否正確連上區域網絡 (LAN) 

   

請確保您的電腦右下出現任一標誌 (或到  尋找) 。若果出現   或 ，

請嘗試重新連接你的網絡，包括：插拔網絡線、重新連接你的 WiFi、等等。 

 

2. 檢查你的預設閘道器 (Gateway) 及 DNS 伺服器是否連接正常 

若果你按下以上圖標後，出現以下圖片的狀況，請檢查： 

 

請到「控制台 > 網路和網際網路 > 網路和共用中心 > 變更介面卡設定」 

尋找相關的介面卡 

 乙太網絡例子 (使用網絡線) 

 WiFi 網絡例子 (無線網絡) 



雙擊相關介面卡，進入狀態頁面。 

 

並且按下詳細資料，檢查 IPv4 預設閘道 及 DNS 伺服器 (理論上預設閘道與

DNS伺服器 IP位置應該相同，除非有進行特殊設置。) 

 

 

  



開啟 命令提示字元，PING 相關網絡位置。 

 

若果連線正確，理應出現以上紅色方框內的結果。(IP 位置將會有所不同) 

若果未能連接到相關地址當中，請向您的系統管理員或網絡負責人查詢。 

 

 

  



3. 檢查 DNS 伺服器是否運作正常 

你必須確保你的 DNS 伺服器是正常並且能夠訪問本組織的伺服器，你需要開

啟 CMD (命令提示字元)，查詢相關位置。 

你需要在 CMD 中輸入 nslookup，然後輸入 

troubleshooting.hypernology.com，系統應該反饋 0.0.0.0 作為回覆。 

 

若果未有列出 / DNS Time Out，請聯絡您的系統管理員或網絡負責人查詢。 

 

  



第一部分：連線問題 (Connection Issue) 

1. 無法連線到遊戲伺服器 (沒有出現遊戲伺服器 MOTD) 

 

紅色方框內的為 MOTD 理應該出現的地方。 

玩家可以首先檢查是否輸入正確的遊戲伺服器地址 (Server Address) 

伺服器地址可以於 https://mc.hypernite.com 查詢。 

若果輸入正確，但仍未能連接到伺服器，玩家可以到訪 

https://status.hypernite.com 或 於 HyperGroup Discord 

(https://dc.hypernite.com) #建議及提問區 提出「關於伺服器是否在線」的

查詢。 

 

注意：遊戲伺服器未能連線，有機會是玩家 DNS 設置 / IP 被本機構防火牆封

鎖，玩家可以使用以下 DNS 紀錄嘗試： 

m.node.hypernite.com:XXXXX 

 

XXXXX：請向本組織核心管理組或相關伺服器總管查詢 

若遇上任何問題，請於 https://cs.hypernology.com 或 於 HyperGroup 

Discord (https://dc.hypernite.com) #建議及提問區 提出「關於完全無法連

線到伺服器」的查詢。 

https://mc.hypernite.com/
https://status.hypernite.com/
https://dc.hypernite.com/
https://cs.hypernology.com/
https://dc.hypernite.com/


2. 無法連線到伺服器 (Time-Out) 

 

請使用命令提示字元的 PING 查詢 m.node.hypernite.com，若果出現 

Connection Time Out / 無法連接等狀況，請檢查你的網絡連線及 DNS 設置

是否正確。連線問題請向系統管理員或網絡負責人查詢。 

若遇上任何問題，請於 https://cs.hypernology.com 或 於 HyperGroup 

Discord (https://dc.hypernite.com) #建議及提問區 提出「關於無法連線到

伺服器 (Time-Out)」的查詢。 

 

3. 無法連線到伺服器 (出現 io.netty.channel.abstractchannel 類型錯誤) 

 

本部分亦有機會是伺服器出現問題導致玩家未能連線，亦有機會是因為玩家電

腦的網絡或電腦防火牆封鎖 Java / 部分應用的流量。玩家可以： 

-  重新啟動Minecraft 

-  重新啟動您的電腦 

-  重新啟動你的路由器 / 數據機 

若仍未能正常連線，請於 https://cs.hypernology.com 提出「關於伺服器出

現 io.netty.channel 的錯誤」的查詢。 

 

  

https://cs.hypernology.com/
https://dc.hypernite.com/
https://cs.hypernology.com/


第二部分：登入問題 (Login Issue) 

1. 出現 Invalid Session 

 

以上問題有機會因 3種情況下出現， 

i. 你曾經登入盜版伺服器 

ii. 你使用了同一個帳號開啟了多於一個的Minecraft 啟動器 (Launcher) 

iii. Minecraft Session 伺服器出現故障 

第一類及第二類問題可以嘗試重啟Minecraft 客戶端以解決問題 

第三類問題則需要到 https://authserver.mojang.com/  並檢查 Status 是否 

“OK”， 若不是，則需要等待官方對相關伺服器進行維修。 

若遇上任何問題，請於 https://cs.hypernology.com 提出查詢。 

 

Q：什麼是 Minecraft Session？ 

A：Minecraft Session 或稱 Session Services 是官方用作驗證客戶端的

UUID (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 及帳號是否獲得官方授權並進行與遊戲

伺服器建立連繫的必然驗證服務。 

  

https://authserver.mojang.com/
https://cs.hypernology.com/


2. 出現 Not in Whitelist / 你不在白名單內 

本問題應只出現於本組織的私人伺服器當中，玩家可以於是

https://cs.hypernology.com 或 於 HyperGroup Discord 

(https://dc.hypernite.com) #建議及提問區 提出「關於白名單」的查詢 來查

詢你的遊戲名稱及 UUID 是否已經在白名單當中。 

 

其他問題的疑難排解 

玩家可以到 https://cs.hypernology.com 聯絡本組織的職員，本組織的職員將會

盡快使用 Discord / Email 回覆閣下的查詢。 

玩家亦可以到 https://dc.hypernite.com 加入本機構的 Discord 伺服器，於 #建

議及提問區 提出查詢 

 

常用聯絡 (Discord)： 

HiByeCraft 伺服器總管：Goku031015#0864 

UltraSku 伺服器總管：lauren pc#2069 

組織總經理 (遊戲問題) ：JS9#0106 

助理組織總經理 (行政問題) ：Haxus#6969 

資訊科技部門負責人：ckykenken#0511 & ivancheung#5625 

伺服器硬體負責人：ansontsang1112#1112 

伺服器軟件負責人：0.o(◕‿◕｡)۶#0504 

 

最後更新：2021/08/24 

 

https://cs.hypernology.com/
https://dc.hypernite.com/
https://cs.hypernology.com/
https://dc.hyperni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