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 VIVE VR 免費遊戲
名

稱

Zooma VR

分

類

射擊

4.8

動作

4

Doctor Who: The Runaway

動作冒險

RAYGUN COMMANDO VR 2
World of Guns: VR

Boiling Steel: Preface
Shake Your Body

射擊

4.2

射擊遊戲

動作

3.5

動作

Spider Fear

動作

坦克之怒vr

射擊策略模擬

射擊

音樂藝術設計模擬

3.6

是一款動作冒險
是一款虛擬的跳舞遊戲
拆槍遊戲

3

設計繪圖

4

殺蜘蛛

4

4.3

3.5

介

射擊方式的消除遊戲

冒險遊戲

虛擬實境

太空夢旅 VR 試玩版

簡

4

Masterpiece Studio
Old Town Stories

評價

射擊遊戲
是一款高品質的坦克類比射擊類VR遊戲，多樣性玩法：
1.擊殺敵方坦克
2.攻擊坦克不同部位造成不同傷害
3.奪取戰畧據點
4.戰畧對抗
5.得分排名

太空夢旅VR是一個VR音樂可視化內容，可以讓你沉浸於一個無線的藝術空間
，一個驚人的仙境世界。超技術的白日夢，體驗與背景中演奏的音樂相聯繫；
讓環境和音樂頻率一起搏動。隨著自由的空間探索漫遊，將自己完全釋放在這
無盡的藝術空間中吧！

名

稱

Hypatia

蜘蛛人：離家日 VR

海底公園

一級玩家：綠洲試玩版

分

類

動作休閒冒險角色扮演

動作冒險

教育模擬

動作冒險科幻射擊

評價

簡

介

3.7

一起來探索Hypatia吧，這是一個大型多人虛擬城市，裡面充滿了創作工具、
令人眼花繚亂的謎題和可愛的動物娃娃！
Hypatia市是一個巨大的開放世界，到處都是繪畫用的畫布、划船用的運河和
投擲用的填充動物！跟踪環境中的線索，找到所有隱藏的區域、秘密物品和獨
特的寶藏。
Hypatia的街道可以徒步探索，可以乘坐划艇沿著運河和湖泊航行，也可以乘
坐熱氣球和飛艇穿越天空。我們強大的控制選項以完全移動和瞬間移動移動模
式為特色，讓你隨心所欲地移動。

3.2

像蜘蛛人一樣穿梭於紐約街頭的時候終於到了！在激動人心的虛擬現實中，你
終於有機會從曼哈頓最高的塔樓上攀登和穿梭。
只要從四套蜘蛛人套裝中挑選一套，你就可以飛上雲霄……但是睜大你的眼睛
，一個神秘的巨大敵人正在等著你。
只有你有能力在這場驚心動魄的冒險中找到並對抗紐約襲擊者。

4

海底公園是一片可以探索的虛擬海洋，
你將會見到蝠鱝、藍鯨和三種鯊魚:
灰鯊、鎚頭扇貝鯊、鯨鯊。
每個物種都做得很精確，很容易辨認。

4

進入綠洲，開始一場曠世大冒險。準備好進入綠洲測試版體驗了嗎？
綠洲形象—創造出獨一無二的“你”登錄遊戲，是否想在綠洲中擁有與眾不同
的形象呢？遊戲目前公布了14種無論是外觀，種族，性別均不同的形象。打開
選單，選擇人物就可以輕鬆改變，變裝後記得快去與綠洲中其他玩家打招呼
吧！
排行榜—成為眾多玩家心目中的“高玩大佬”遊戲中完美還原了排行榜功能，
打開選單，選擇排行榜功能，即可看到前10位“金榜題名”的尋蛋者，這些人
既是你的目標，也是你未來的敵人。
接下來，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一個——完美通關下面幾款遊戲，讓其他玩家見證
你的名字顯示在 “排行榜”上的那一刻吧！

名

稱

末日防線

VRCHAT

Star Wars: Droid Repair Bay

一全成名

PROZE：序章

分

類

策略

冒險模擬休閒

冒險模擬科幻

模擬動作運動

冒險動作科幻恐怖

評價

簡

介

4.6

實施你的戰略，保衛你的家園 - 人類危在旦夕，只有靠你堅守末日防線 - VR塔
防遊戲。
兩大宇宙帝國正陷持久的軍事衝突中 – 他們都來自地球，都在研究操控時間，
都擁有通過能量合成任何其他物質的強大科技 – 這也是未來文明的主要來源。
這場衝突持續了幾個世紀，但敵人採取了毀滅性的行動 - 改變歷史進程。他們
派遣船員和一個巨大的複制機（可以從無到有地生產各種武器，設備和機器）
到地球的過去，文明的搖籃，企圖消滅我們的祖先，以這種骯臟的方式贏得戰
爭。

4.2

想像一個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
加入一個在外層空間奪取旗幟的遊戲。圍繞篝火烤棉花糖分享故事，然後體驗
與外星人、機器人進行保齡球遊戲。得益於真正的用戶生成內容，在VRChat
還有周圍的每一個角落，都會生成真正的令人喜悅的東西。跳進數百個令人敬
畏的環境，每天遇見獨特的角色化身。在月球上看電影。乘坐泰坦尼克號。每
一次都走進一個新的世界。在VRChat，你是我們中的一個。祝您愉快。

4.5

修理BB-8和他敏捷的機器人朋友，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因此他們可以
退回與第一秩序的戰鬥。 在Leia將軍的太空船上，您需要快速工作，才能在機
器人維修艙外的戰鬥中解散。

3.6

一款虛擬實境拳擊遊戲，身處逼真的拳擊場，用盡全力擊倒對手，享受無與倫
比的暢快戰鬥。去感受肌肉酸痛，感受汗水，感受山呼海嘯般的拳擊現場。你
可以選擇與不同難度的對手對戰，挑戰自己的極限。

4.9

《PROZE：序章》作為《PROZE》遊戲的序幕章節，可以免費試玩。序章篇
的時間設定在1976年，是主要故事的前傳。你的角色是蘇聯工程師阿納托利
，正在進行一項名為DUGA的秘密研究項目。
您將探索冷戰時期的設施，開展PR-03e實驗，探究這場陰謀，弄清你是如何
被捲入主遊戲當中的事件的。

名

稱

VIVEPORT VR

最後的晚餐

分

類

商業冒險

恐怖冒險故事

評價
3.5

4.5

《最後的晚餐》是一款基於虛擬現實技術實現的恐怖體驗作品，遊戲採用第一
視角可以帶來身臨其境的恐怖體驗。在遊戲中，玩家將使用手柄操控主角在深
山中的別墅探索，在引導中解開埋藏在這所別墅中的恐怖秘密。
《最後的晚餐》是樂趣CG的老師們協助西安科技大學動畫系的6名學生(王霄
東、王秋媚、陳華富、王薇、任雨田、李志文)，從原畫設計、模型製作到腳
本開發，再到特效以及後期音效，歷時6個月完成的VR遊戲作品。

教育

3.7

我的卡米拉VR體驗

故事休閒

4

射擊動作

介

VIVEPORT VR旨在實現“VR優先”的概念，重新定義用戶如何發現，獲取和
體驗內容。與傳統的2D目錄界面不同，Viveport VR是房間規模體驗，具有交
互式VR預覽功能，允許用戶在完全沉浸的環境中預覽內容。

栩栩如生VR博物館

破曉之光激戰

簡

3.6

Lifeliqe VR博物館將Lifeliqe的互動式學習體驗帶入VR！
該應用程序現在呈現出無與倫比的1,000多個互動3D模型和20個VR體驗，讓
老師和學生能夠以令人興奮和沈浸式的方式學習K-12科學。探索涵蓋生命科學
，地球和空間科學，物理科學或數學的10個類別的3D模型。了解一個細胞，
加入史前恐龍散步，或乘坐國際空間站周圍的空間。
Lifeliqe沉浸式學習體驗使教師能夠在學生中激發燈泡的時刻。通過可視化無
法接近的科學概念和環境，學習者可以提高他們的好奇心和學習熱情。
Lifeliqe VR博物館作為Lifeliqe課程的擴展，可在單獨的Lifeliqe網絡應用程序
中使用，了解更多關於如何在lifeliqe.com的教室裡使用Lifeliqe VR博物館。

當大自然的風暴威脅到她的存在，玩家必須幫助一個年輕的牧羊姑娘把她已故
的爸爸責任。
逼真的場景，槍林彈雨！
激烈快節奏的槍戰遊戲，身臨其境，淋漓暢快，挑戰沒有極限。
就是要你射的爽快！
隨著關卡的進行，難度的逐漸增加，永遠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步，
合理利用自己的武器才能走到最後的戰場！

名

稱

SpaceWalker

Let Hawaii Happen

Hypatia

分

類

科幻休閒

模擬旅遊

動作冒險

評價

4

3

3.7

簡

介

你被召募成為太空探險隊SpaceWalker的一員，透過探索前所未知的多次元空
間，來獲得太空知識與宇宙力，快來一起拯救宇宙吧！
宇宙，美麗並帶有許多未知的神秘領域，其中蘊藏著許多知識。
SpaceWalker 致力於提供對宇宙有興趣的人一個美好的探索體驗，透過希望
每個人能夠在內容進行的同時，欣賞宇宙之美，並且瞭解宇宙的奧妙。
在搶先體驗版「探索太陽系」中，你需要親自駕駛著太空船拜訪太陽系各大行
星，在各行星上學習知識技能，完成各項指派任務。
去夏威夷旅行固然很棒，但如果能夠走進 ”Let Hawaii Happen”，跟隨一名
當地嚮導開啟夏威夷之旅，這將是一次完全不同的體驗。首先選擇你想去的島
嶼，滑翔而至，然後在著陸的時候，一名當地人會帶你開啟一段最近距離的親
身體驗。 （虛擬世界）
一起來探索Hypatia吧，這是一個大型多人虛擬城市，裡面充滿了創作工具、
令人眼花繚亂的謎題和可愛的動物娃娃！
探索
Hypatia市是一個巨大的開放世界，到處都是繪畫用的畫布、划船用的運河和
投擲用的填充動物！跟踪環境中的線索，找到所有隱藏的區域、秘密物品和獨
特的寶藏。
Hypatia的街道可以徒步探索，可以乘坐划艇沿著運河和湖泊航行，也可以乘
坐熱氣球和飛艇穿越天空。我們強大的控制選項以完全移動和瞬間移動移動模
式為特色，讓你隨心所欲地移動。
無論你是在多維迷宮中航行，乘坐飛艇穿越屋頂，還是帶著蛇頸龍在海底潛水
，你都會對下一步會發現什麼感到驚訝。嗨趴希亞的每一個角落都有秘密等待
著被發現，每一個人都會因找到它們而給你豐厚的回報！為你的頭像贏得獨特
的部分，在購物中心消費貨幣，等等。

名

稱

分

類

評價

VR恐龍大戰

動作

3.6

生存考驗VR

恐怖動作射擊

3.7

Origami Race

僵屍重生VR

多米諾世界VR

賽車射擊動作

動作射擊

模擬休閒

簡

介

功夫專家，快來擊敗飢餓的恐龍！你的武器是一根長棍，雖然聽上去很簡單，
但如果你能夠掌握正確使用方法，它就會發揮出極大威力。
使用方法如下：
－用左手抓住長棍，它可以變成雙手武器。雙手揮動武器，其用途更廣，傷害
輸出更多，最重要的是，酷炫指數更高。
－你可以扔東西，這並不意味著你應該扔。但是，嘿，你可以使用Vive控制器
上的tigger把東西拿回來。
－嘗試使用長棍偏移入侵的岩石。偏轉的岩石有時可能會回到投擲者身邊！
《生存考驗VR》是一款恐怖射擊類游戲。
遊戲劇情介紹：
你在一間廢棄的監獄中甦醒，等待您的將是未知的恐怖。隱秘在黑暗之中的怪
物，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把你給撕爛。你得拾起床邊的武器和子彈，只有它們才
能保護你不受到怪物的侵害。掙扎中，殺出一條血路；垂死中，探索事情的真
相。是誰把自己置入了這間恐懼場，要經受著怎樣的生存考驗？

4.5

這是一個充滿驚喜的酷跑遊戲，你需要駕駛你的紙飛機在規定的時間內穿越各
式各樣的障礙物。你必須盡可能地去飛，避免撞機。
你有機會可以撿到可以提升你飛行性能的助推器（3種），加一些護盾和引擎
使你的飛行更有意思！如果你在沒有助推器的情況下撞到障礙物了，則遊戲直
接結束，如果有助推器，則碰一次掉一個。

3.2

2020年，壹顆神秘的隕石降落在地球上，隨之壹種致命的病毒在全球蔓延開
來，被感染的人類化成行屍走肉，以啃食活人為生，在此危難之際，聯合國召
集全球的最強戰士，前往病毒發源地調查，希望以此拯救地球生命。

4.8

多米諾世界VR是一款休閒類、用戶自創內容的VR遊戲。玩家可輕鬆上手並且
舒適、長時間地創造自己的多米諾世界。玩家可以突破時間、空間以及玩具種
類的限制，發揮出無限的想像力，創造一個超越現實的多米諾世界。
多米諾世界VR分為2個遊戲模式：
挑戰模式：你可以完全沉浸在精緻的玩具世界，並且由易到難地通關解鎖一系
列的關卡。從而不斷提升你的技術，成為一名多米諾大師。
創造模式：您可以通過設計和創造你自己的多米諾骨牌，在沙盒中搭建一系列
的玩具和骨牌， 實現推倒的連鎖反應，施展無限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名

稱

酒館VR

奧特之子

自由之鯨

開心鼓神VR 試玩版

分

類

休閒模擬

動作射擊休閒

科幻冒險模擬

模擬休閒音樂

評價

4

4

4

4

簡

介

準備，好，上酒！
在“酒館VR”中，你將變身調酒師！將各種飲料倒進玻璃杯、馬克杯，你的
顧客是口渴的矮人。混合搭配，製作出令顧客眼花繚亂的飲品。對待顧客要小
心翼翼，如果上錯飲品或動作太慢，有些人會生氣。還要做好打架的準備哦！
這群精力充沛的醉酒矮人纏著你，他們喝個沒完，這時你才能體驗到當酒館老
闆的真實感受。如果你想玩點新奇的東西，你可以玩老虎機，或把一些製造麻
煩的顧客請出去！

《奧特之子》是一款塔防射擊類VR遊戲，這款遊戲會讓你體驗到更爽快的射
擊感。遊戲中你將扮演一個小男孩，利用你的魔法彈弓和你製作的魔法玩具去
與邪惡的女巫鬥爭，來保衛你的家園。遊戲特色：
寶寶系統：
想要贏得戰鬥，你不僅要有精準的射擊能力，更要有排兵布陣的智慧。
你並非孤軍奮戰，可以使用你製作的魔法玩具來很好的幫助你抵禦怪獸的入侵
，每個魔法玩具都有特殊的技能，把他們佈置到敵人攻擊的必經之路上，他們
會和你一起戰鬥，幫你消滅敵人。

作為星際艦隊學院(Starfleet Academy)的一名新成員，他的職責是從遠程部署
獲得AI取樣，我們的主人公Shem剛剛完成了他的最新任務，在康定斯基星球
上取回Ai-4fe84f6sa000。令人驚訝的是，途中遇到了一條機器鯨魚。在經歷
了一段類似夢的經歷之後，他開始思考和理解他的工作，他的搭檔Young也重
新發現了對靈魂的新見解。
《開心鼓神》是一款專為HTC Vive VR體驗精心打造的音樂節奏遊戲。在這裡
，你可以完全沉浸在原始部落的奇幻世界——巨石、圖騰、部族、遠古生靈。
作為一名天賦異稟的鼓手，揮動鼓（骨）棒，隨著音樂擊打各種原始材料製成
的樂器，感受簡單卻活力無限的鼓樂魅力。表演越精彩，你越會成為整個世界
的中心——部族人會隨你起舞，動物們會被你吸引，山石水流會為你震撼，甚
至神明也忍不住為你喝彩！成為鼓神，接受整個世界的膜拜吧！

名

稱

VEX VR

氣球之約

清掃者VR

分

類

模擬教育

運動動作

射擊恐怖冒險

評價

4.3

4

4

簡

介

VEX VR可以讓你沉浸到VEX機器人的歷史。自2007年以來的每一場比賽都被
創造和編程，允許你用真實的物理來玩每一場比賽，包括今年的比賽：在區域
內。
開發商：Weston Bell Geddes
通過VEX機器人遊戲設計委員會的遊戲概念和手冊，由成員從機器人教育和競
爭的基礎，Robomatter，DWAB技術和VEX機器人。

“VR遊戲應該一個人玩嗎？我們難道不能一起玩？
HTC vive有兩個操作手柄。考慮到這一特點，我們打造了新的遊戲風格，讓即
使沒有HMD的玩家也可以一起暢玩。
在該系統中， 即使不使用VR裝備，玩家同樣可能獲得娛樂體驗。我們開發該
遊戲旨在讓更多的人，無論孩童還是成年人，都可以體驗充滿熟悉事物的遊戲
模式，同時，讓所有人都可以獲得刺激的遊戲體驗。

冰冷無情的大樓，充斥著無盡喪屍，而關鍵性的文件資料，卻處在大樓的最頂
端，沒有其它的選擇，即便是九死一生，你也只能往上、往上、再往上！在充
滿喪屍圍攻的環境下，緊繃你的神經，殺出一片天地！
這是一棟滿是喪屍的大樓，每一層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危機，玩家需要充分利
用好自身已有的武器，衝破喪屍的圍擊，找到每一層可能處在不同位置的通道
按鈕，打開通道繼續往上層前進，直到到達最頂層，拿到至關重要的文件資
料。遊戲採用樓層隨機機制，令你的每次遊戲過程都將有所不同。
合理攜帶武器與道具，會對你很有幫助，而當你面臨危險時，不要忙著攻擊，
請充分利用好能量罩的保護，它也許能在關鍵時刻救你一命。遊戲特色：層層
不同的危機設定，讓你體驗無與倫比的緊張刺激。

名

稱

煉化

釋迦塔VR探索

沙灘猛男

Desert Ride Coaster

分

類

冒險藝術設計模擬

模擬教育

休閒音樂

休閒模擬

評價

4.7

4.5

4.1

3.4

簡

介

徜徉在你最愛的藝術之隅。進入藝術家的意識中。或者改變他們的思想。進而
修改畫作。在VR世界筆觸之，光影之間流連，和蒙德里安的色彩方格以及瑪
格麗特的超現實著色混在一起。和夜鷹（Nighthawks）一起共飲一杯咖啡。
時間在融化的時鐘間流逝。不破不立，自己成為一個超凡的藝術家。像其他藝
術家那樣，重構美學的定義。
繪畫:
- 夜鷹（Nighthawks）
- 人類之子（The Son of Man）
- 聽音室（The Listening Room）
- 金色傳奇（The Golden Legend）
- 蒙德里安之作
- 波拉克之作
- 約瑟夫 阿博思之作
+ 會面藝術家！

釋迦塔又稱應縣木塔，是中國現存最高最古老的一座木構塔建築，外觀五層六
簷，結構上採用內外相套的八角形，使用的鬥栱多達五十七種，被稱為“鬥栱
博物館”，在文化與建築上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用戶在其中身臨其境地體驗古
建的魅力。這個空間不是完全再現真實世界裡的釋迦塔，而是關於釋迦塔趣味
性知識空間，用戶在這個兼具娛樂與教育的遊戲世界，發現釋迦塔的建築知識
和歷史脈絡。

在一個由猛男統治的世界裡，一個弱小的懦夫有能力成為終極的海灘猛男兄弟
，而那個小矮子就是你！展示Oculus Medium作為一個製作的雕刻工具，海
灘猛男兄弟帶你進行一個荒謬的4分鐘音樂之旅，穿越一個純肌肉、強大力量
和愚蠢偉大的世界。當你在沙灘上行走時，你弱小的身體在與最輕的啞鈴搏鬥
，但是在幾個邪惡的海灘身體兄弟的支持和直率鼓勵下，你的身體迅速強壯起
來，直到你變成最驕傲的笨重的肌肉標本，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警告：本遊戲給玩家提供過山車體驗，其中會包含許多高速的上下左右旋轉，
即使是最資深VR 玩家也可能會有暈眩感。配合音樂的過山車，穿越沙漠礦場
和大峽谷。

名

稱

娃娃機

拆拆樂VR

頂級運動家

分

類

休閒模擬

休閒模擬

冒險動作

評價

3.5

3.8

3

Racket: Nx 試玩版

動作運動

4

血屋

恐怖射擊

3

塗鴉狩獵

動作射擊

4

簡

介

娃娃機就如現實中的娃娃機壹樣，通過左手柄的扳機移動抓娃娃的機器，然後
按下紅色按鈕，機器就會向下移動，張開爪子，抓到娃娃，移動到娃娃機的出
口處。最新功能：
1.按住左手柄的扳機移動抓娃娃的機器。
2.按下娃娃機的紅色按鈕。

在拆拆樂VR遊戲中，玩家拆卸裡面的各種物體。我是一名機械工程師，我提
出了這個遊戲概念。小時候，我就喜歡拆開各種東西，以便更好地探索周圍的
環境，了解不同的結構和機制。現在通過這個神奇的VR工具，我想讓更多的
人體驗到我的樂趣。歡迎來到拆拆樂VR，祝你拆得開心！

我們即將讓您的每日健身計劃變得無比有趣，用您自身的力量，在虛擬現實中
大顯身手。這個五分鐘的精彩冒險將帶您飛速穿越在軌道之間，您需要躲避障
礙物和殘破的軌道。如果您已經對平日無聊的健身動作產生了厭倦，現在虛擬
現實健身的嶄新大門為您打開。

Racket：Nx 是基於Squash和定位音頻，並從經典機台遊戲，如打磚塊和突圍
中汲取靈感的體育遊戲。
比拼技巧的遊戲，Racket：Nx 注重空間意識，動作控制和反應速度。而且，
遊戲場景在外太空。
•空間意識 - 這是第一款使用Waves Nx 3d音頻技術的遊戲。在Racket：Nx 中
，你不能長時間只盯著一個方向。目標可能在你身邊的任何地方出現。良好的
定位是關鍵。 Waves Nx音頻起著指導你的注意力的作用，給你環境感知，使
你沉浸在虛擬空間中。
•動作控制和反應速度 - Racket：Nx 的物理機制是最真實的。你可以輕易上手
，並迅速提高，動作更協調，揮拍更自如。但無論你玩了多久，你永遠能夠變
得更好。
•外太空 - 如果你正在閱讀遊戲介紹，你就已經知道VR是多麼的酷。Racket：
Nx 讓你置身於一個被迷幻燈光和科幻音效包圍的世界中。
這裡聚集了殭屍，快來感受吧！

個人開發的休閑遊戲，希望大家喜歡！使用左手手柄扣下扳機鍵拿起桌上的弓
，右手手柄扣下扳机即可拿起箭，彎弓搭箭，進行壹場歡樂的虛擬狩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