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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Ark，用最簡單的語言來概括，是一個把全人類的想像力和創意帶到龐大元宇宙
世界的橋樑和媒界。

我們 BlueArk 平臺的業務包括藝術、創作、音樂、影像、多媒體和遊戲， BlueArk 平
臺利用區塊鏈、NFT和人工智能等先進概念和技術，為全地球廣大的創作者提供
空間和機會，讓他們可以盡情發揮創造力以及將他們的作品賦予價值，甚至創
造更多及更高的價值，讓所有創作者作好萬全凖備，預備迎接將會在不久將來
出現的網絡世界元宇宙大爆炸！5G、延展實境（Extended Reality）、人工智能（
AI）、區塊鏈（BlockChain）等技術已經準備就緒，虛擬與現實，快將無縫結合，
元宇宙將由一個虛無愿景，變成現實世界的實際操作，而且速度會比任何人
想像更加快，當前，人類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與時並進；二是落後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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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團隊始終相信一句說話：
 

那個世界，就是指謂元宇宙的世界。

「人的想像力有多廣闊巨大，
                 世界就有多浩瀚無邊。」

作為具有高度前瞻性的 BlueArk 亦不甘後人，我們創建的「方舟」概念，就是要帶
領全人類的想像力和創造性⸺經過無限藍海的新經濟領域⸺通向我們最後
的夢想，那就是打造一個屬於BlueArk 的元宇宙世界，藉此創造無限的可能性和
無窮的商機。我們的業務包括：「BRK NFT交易平臺」、BRK智能鏈、還有音樂、遊
戲、藝術、BRK人工智能系統等等，統統只是巨人所踏出的第一步，藉此籌備一切

，打好根基，做好完備準備功夫，為方舟注入足夠能量，邁向最後的BRK元宇宙大
同世界，以實踐我們 BlueArk 的核心價值⸺承傳和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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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K NFT 交易平臺

BRK  概念店

現實世界

其他平台的元宇宙

品牌、公司、機構

BRK 
人工智能 (藝術)

BRK
人工智能 (音樂)

BRK 人工智能 (遊戲)

藝術 音樂 遊戲

BRK
藝術孵化器

BRK
遊戲

遊戲
項目孵化器

BRK
音樂孵化器

BRK
音樂指數

BRK
音樂優化器

BRK經典

遊戲公司、企業品牌

數據 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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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K銀河 (BRK Galaxy)

踏出邁向元宇宙的第一步，就是創建我們 BlueArk 自家的BRK銀河(BRK Galaxy)企劃。 

一切都要由我們「BRK NFT交易平臺」開始，當全世界各地的創作者以低門檻成本把NTF
作品上載到「BRK NFT交易平臺」，再經由我們的AI智能系統把作品優化、二次創造及再賦
予更多價值和意義後，加上BRK代幣的生態圈、BRK智能鏈和BRK遊戲的互相配合，平臺
日益壯大，當「BRK NFT交易平臺」上累積了足夠數量的NFT作品、數據和經驗值，BRK的
人工智能系統亦會利用收集得來的大數據作出同步演化，創造出「BRK元宇宙」的重要元
素—「BRK銀河」(BRK Galaxy)！ 

宇宙，由無數銀河所組成；而銀河，則由無數星球所結合成形。因此，「BRK銀河」的遼闊版
圖裡，會有無數的「方舟星球」（BRK Planet）。 

而有限數量的「方舟星球」就是「BRK銀河」的基本構成單位。我們「BRK NFT交易平臺」的
用戶，可將持有的NFT作品，透過人工智能系統，生成一個屬於用戶自己所擁有的「方舟星
球」。當用戶持有的NFT數量愈多，生成的星球就愈大。而且用戶持有的NFT愈多樣化，「方
舟星球」的多樣性亦會大大增加。用戶可能得到一個類地行星，那裡有一片汪洋大海、整
個星球綠意盎然，充滿生機；或者可能是一個荒蕪孤寂，充滿隕石坑的星球，但卻蘊含巨
大的天然資源；也可能得到一個氣態巨行星，整日在激昂巨大的反氣旋風暴之中，孕育前
所未有的生物物種；或者星球可能呈現一個或複數的行星環，當中還有原住民生活在星
球上；或甚至可能得到一個恆星質量過大，大得足以壓塌重力產生黑洞，吞噬其他星體。
總之，「BRK銀河」將會是前所未有的偉大宇宙景觀！而用戶所產生的「方舟星球」亦將會
是前人未至之境，一切將會是人類文明上最大的創造，亦是人類最後要探索的境地。

當「方舟星球」不斷出現和累積壯大，無數的方舟星球星系建成，並由AI分享、連結及集合
起來，就構成了「BRK 銀河」的壯大藍圖。 

人工智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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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並非所有實現世界存在的公司或企業都有自行開發
元宇宙的資源和實力，技術故然重要，開發資金也往往是
天文數字，因此 BlueArk 可以提供協助或合作方案，幫助
其他品牌開發它們的元宇宙世界。

為了夢想前行， BlueArk 願意和其他開發「元宇宙」公司
或企業共享數據，我們會使用AI技術，提供平台，對接其他
已有的元宇宙，只要彼此願意共享數據，就可以在 
BlueArk 上創造出類似平行世界的想法⸺即是說 
BlueArk 可以利用其他元宇宙所分享的大數據，創造一
個「平行世界」元宇宙，兼容BRK元宇宙和對方的元宇宙，
讓彼此的用戶可以同時穿梭彼此的元宇宙，創造更大的商
機和機遇。 

是用戶在「BRK銀河」擁有的NFT資產和經驗，可以直接帶
往「BRK多元宇宙」使用，或者BRK代幣，同樣也可以透過

「BRK智能鏈」的技術，在其他不同的元宇宙裡繼續流通。
用更直接的例子說明，某位BlueArk用戶在「BRK銀河」使
用的遊戲道具，可以在其他多元宇宙中繼續使用，甚至可
作販賣銷售交易用途，或者從其他元宇宙的資訊寶庫中進
一步優化及增值。當然，先決條件是我們的多元宇宙會開
放其資訊和大數據厙，以供所有元宇宙使用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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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K多元宇宙 (BRK Mult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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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K 元宇宙公民
(BRK Metaverse Citizen)

BlueArk 強調用戶在元宇宙開啟第二人生，因此我們會
為用戶創造一個「BRK元宇宙公民」(BRK Metaverse 
Citizen)的身份，與其說，這是一個尊貴的身份，不如說
這是一張通行證⸺ 可以讓用戶暢通無阻、自由自在穿
梭我們的「BRK銀河」及「BRK多元宇宙」，盡情發揮想像
力，創造無窮無盡的數字價值、以至實質價值。 

每個BRK元宇宙公民都可以設計自已的身高、種族、外貌
、身型、性別等等。甚至可能是人類、機械人、外星人、半獸
人、甚至是幽靈和超越想像範疇以外的生命體等等，而且
這個BRK元宇宙公民身份不單止是一個角色，更是用戶
現實的化身，在多元元宇宙中代表用戶本人。 

由於「BRK元宇宙公民」身份彌足珍貴，這個身份將會建
立在「BRK智能鏈」上，並且對應一個由「BRK智能鏈」所
提供的錢包，配合區塊鏈的不可竄改的特性，可以保障用
戶資料的完整和保密性。當然，BRK宇宙公民身份本身也
是一個實質資產，用戶可以把「身份」轉讓或交易，亦有理
由相信，隨著「BRK元宇宙」的擴展及完備，BRK宇宙公民
身份的價值亦只會不斷攀昇和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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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K藝術孵化器
BRK Art Incubator

「BRK藝術孵化器」是「人類的智能」和「人工的智能」互
相結合的科技結晶，我們將會打造強大的人工智能系統

，結合平臺上用戶上載的藝術NFT作品及大數據，進行
人工智能主導的「二次創作」，創造出全新的藝術作品及
賦予其更多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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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會打造強大的人工智能系統，
結合平臺的音樂NFT作品，為音樂帶來新的突破。

BRK音樂孵化器
BRK Music Incubator

「BRK音樂孵化器」是一個人工智能音
樂系統，能將單個或複數的NFT音樂
作品，透過人工智能系統生成一個全
新的音樂作品。通過從大數據中的深
度學習，人工智能系統的神經網路被

訓練成可提供數千首不同類型的歌曲
、解析特定音樂的作曲及編曲風格、並
能通過對演奏以至旋律的補充來進行
完善優化及革新，對節奏、編曲和風格

進行全新的創作及演奏。

BRK音樂指數
BRK Music Index

BlueArk自家開發的人工智能系統，會
綜合整個世界音樂市場上的音樂，形成
一個大數據庫，並對大量的數據進行分
析、歸納以及應用。系統會從多方面深

度搜集數據，透過人工智能採用對比分
析法，打造出BRK音樂指數系統。系統會
為平臺上的NFT音樂作品進行量化及評
分，讓用戶有一個更客觀的方向去評估
音樂作品，令作品變得更具公信力及更
具商業價值。BlueArk還會把音樂進行

量化後所得出的數據進一步應用到
GameFi層面上。

BRK 音樂優化器
BRK Music Enhancement

平臺的每一項NFT音樂作品，都可以
透過人工智能系統生成杜比全景聲

(Dolby Atoms)的空間音訊，為用戶
帶來領先業界的音質，體驗高解析度
的空間音效。而且還可以進行母帶後
期處理(Mastering)，以改善音質、音
色、提高聲音的穿透力、增加聲音的空
間感，確保輸出的音質也能清晰、鮮活

及逼真。

BRK經典
BRK Classic

我們懷念的退休或已故歌手和音樂家
，再重新演奏新歌，甚至現場舉行音樂
會，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虛擬的夢想。
BlueArk會收集他們的音樂檔案及錄

音數據，以人工智能系統處理，並根據
他們的聲音和流派，去模擬其歌曲及
風格以產生出新的作品。這些作品就
好像是這些藝術家的全新創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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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項目孵化器
Game Project Incubator

我們構思的宏觀「遊戲項目孵化器」企劃，目的
是透過BlueArk 打造的專利人工智能系統、加
上技術及營運團隊以及BRK代幣完善的生態
圈，以一籃子的新時代技術方案，協助有合作
意欲的內容供應商(提供遊戲素材的內容及版
權)、遊戲開發商或者遊戲發行商去共同開發
GameFi。

BlueArk致力打造的遊戲，是基於用戶於平臺持有的NFT作品，透過人工智能系
統進行轉化，從而生成遊戲的角色或道具。遊戲平臺的代幣會使用BRK，並可以
透過「參與即挖礦」來賺取BRK，由此建立一個完善的GameFi生態系統。

音樂怪獸遊戲
Music Monster Game

基於你提供的音樂NFT作品，人工智能系統會自動
設計怪獸的種族、屬性、外觀、顏色、大小，以及生成
遊戲內需要的參數，比如怪獸的生命力、攻擊力、防
禦力、速度、迴避率、幸運值、暴擊率、魔力、技能、稀
有度等等的元素。每一隻怪獸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
人工智能系統會不斷學習，即使同一件音樂NFT作
品，亦會因為人工智能考慮的參數比重以及混沌元
素，產生出不同的怪獸，增添遊戲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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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First-person shooter Game

玩家可以和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玩家組成隊伍，組
成聯盟、組織攻防，聯手爭取榮譽及分數，而取得的
榮譽和分數，皆可轉化為BRK，即時到達玩家的平臺
錢包裡，得到實際利潤，以實踐我們一直提倡的「參
與即挖礦」及Gamefi概念。

大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

我們將採用最先進的遊戲引擎和最華麗的美術畫面
為平臺玩家創立一個版圖極大、內容極度多元化的
MMORPG，玩家可以在MMORPG遊戲中進行冒險、戰
鬥和生活，或拓展自己的疆界以及和來自全世界各地
的玩家進行互動、合作和溝通，藉此開拓另一個線上
游戲生命歷程。我們團隊的希望是建立一個足以容納
數萬至數十萬名玩家同時共存參予的MMORPG世界

，形成一個巨大的跨域線上游戲大社會，把來自不同
地域、種族、文化的玩家匯聚在一起，利用人與人之間
的互動，創造無限的可能性和可塑性。 

我們自家平臺研發的人工智能系統，可以將用戶在「BRK NFT交易平臺」上載的音樂、影片或圖像的NFT
作品進行分析，經過量化產生數據，利用數據形成特定參數，把NFT作品生成在MMORPG遊戲中不同的角
色、武器、裝備和物件，供玩家在遊戲中使用（原理和之前提及「音樂怪獸」遊戲相類似），當然所有由NFT
演化而成的「遊戲裝備」，玩家也可以生成另一個NFT，再在「BRK NFT交易平臺」上作買賣交易，即時賺取
實質利潤，由此實踐我們一直強調的GameFi概念。「參與即挖礦」回饋機制當然亦同樣適用於遊戲之中，
只要玩家在「BRK NFT交易平臺」上參予遊戲，便可由參予的時間和表現中，不停得到BRK的回贈。

BRK
人工智能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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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構出「 BRK NFT交易平臺」，利用
低門檻、易操作及快交易的三大優勢，讓
全球所有藝術創作者能夠盡展所長，把自
己的優秀作品透過平臺打破地域界限，放
到全世界NFT藝術品收藏家和買家面前，
創造價值，以及證明自己作品的價值。

BRK NFT交易平臺
 (BRK NFT Marketplace)

「 BRK NFT交易平臺」首創新猷的特色如下:

FEES
0%

1.首創混合鑄幣模式，
以零鑄幣費創建NFT 

NFT的鑄幣成本甚高，例如在
以太坊網絡每生成一枚NFT，
就可能需要邀付高達150美元
的鑄幣費用，這對一般創作者
而言是極高的門檻。 
所以我們創建了混合鑄幣方案
⸺「NFTs容器」。即NFT創造
者在上傳相關檔案或作品後，
不會立即連接區塊鏈鑄造NFT

，而是先行進入BlueArk平臺
的「NFTs容器」，在內容審核通
過後，由系統進行統一鑄造，再
分配這些NFT給創建者。因此
創作者可以免費上傳所有藝術
作品，而不用繳付任何鑄幣費
用，大大降低入場門檻。 

2.平臺操作簡單易用

用戶只需簡單註冊，不用登錄
虛擬錢包，便可輕鬆使用，。在
上傳NFT作品方面，創作者上
傳作品到平臺後，只需要輸入
價錢、幣種、作品名、描述、版
稅等簡單資訊，便能將作品公
開交易。 

3.低廉的交易手續費

BRK NFT交易平臺在NFT的每
項交易中，只會收取賣方手續
費（佣金），買方則免除手續費
買入作品，而賣方方面，平臺則
會根據創作者訂下作品的交易
幣種作判斷，便用USDT交易
的話，收取買入價的3%作為手
續費，如果使用BRK代幣作交
易的話，更是低至NFT作品買
入價的區區1.5%。 4.「參與即挖礦」概念

用戶在進行每宗NFT交易時，
都會額外獲得了BRK的額外
挖礦收益，收益同樣適用於買
賣雙方，相應地進一步減低雙
方在進行NFT交易的成本，進
一步降低NFT交易的門檻。



BRK概念店具體業務

1.附設一個「跨媒體元宇宙體驗館」，內
裡設置了先進的元宇宙體驗設施，讓市
民可以親身體驗未來元宇宙的種種實
際操作環境

2.為了推動NFT藝術創作及BRK元宇
宙概念，BRK概念店亦會舉行社交活動
及教學講座。

3.附設加密貨幣場外交易服務，來賓可
以在店中轉換BRK，直接即場投得心儀
的NFT藝術作品。 

BRK 概念店  (BRK Concept Store)

BlueArk除了全力發展線上業務，亦非常重視線下推廣
和服務，致力對接虛擬與現實世界。因此BlueArk亦會在
不久未來，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開設「BRK概念店」業務，
推動BlueArk所提倡的理念和內容。 

BRK體
驗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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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首間由BlueArk打造的概念店 - 「The Blue Ark」，將於2022
年1月份於香港尖沙咀半島酒店商場隆重揭幕，這是全港首個結合元
宇宙與NFT數碼及實體藝術畫廊，讓廣大市民能夠在現實世界中接
觸線上的NFT藝術作品，以及用真實體驗的方法去理解BlueArk對數
碼藝術及元宇宙的未來願景，宣揚BlueArk核心價值⸺承傳和創造
⸺我們會一直與時並進，巨人絕對不會停下向前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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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在現時AI存在着不同的深度， 在日常生活需被廣泛使用
的AI透過世界的大數據發展過程中不斷進化，AI的技術 
已經在每一個人的生活上有着分不開的關係。但是在發
展元宇宙的板塊上究竟可以作為一個怎樣的角色呢？在
元宇宙的爆發元年各巨頭也爭先建立自己元宇宙的虛擬
世界，但是AI在元宇宙的虛擬世界是否只能運用在管理
的角色？大家都忽略了如何讓AI去創造價值，例如運用AI
把NFT數位化，AI把數據轉化或創造元宇宙內能通用的一
些虛擬，例如在Gamefi 內的角色、裝備、或其他配置？或
利用AI 把NFT轉化成一虛擬世界、星球或等等… 這些也
會是AI在元宇宙潛在的價值

BRK 智能鏈
(BRK Smart Chain) 

「BRK智能鏈」是BRK生態的基礎設施。它將會結合持有
量證明(PoS)及授權證明（PoA），並打造一條採用 PoSA（
持有量授權證明）共識演算法的應用型公鏈，基於質押的
共識，為社區治理帶來更多靈活性。可以預期的是，這種
新型共識能夠比完全工作量證明(即Proof-Of-Work，簡
稱POW)擁有更好的網路性能以及更高的交易能力。「
BRK智能鏈」將具有大規模可擴展性，而搭建在區塊鏈上
的「BRK去中心化交易所」、「BRK質押池」、「BRK錢包」、

「BRK NFT交易平臺」等去中心化應用程式（Decentral-
ized Application，簡稱Dapp），都將具有低成本、安全
高效的特性。極快的區塊生成時間更能夠為DeFi、
GameFi及元宇宙等應用建立了高速的基礎設施。

智能鏈將會支援智能合約編寫功能，並且會與以太坊虛
擬機器（Ethereum Virtual Machine，簡稱EVM）以及其
生態系統下的所有應用和工具相容。開發人員可以輕鬆
在「BRK智能鏈」上實現以太坊 Dapp 的遷移和部署。同
時也支援跨鏈通訊和交易，以太坊生態相對成熟的應用
和社區都可以便捷地遷移或搭建應用在「BRK智能鏈」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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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K去中心化交易所
(BRK Decentralized Exchange) 

在「BRK智能鏈」上設置的去中心化交易所，是
通過鏈上的智能合約來實現數字資產的交易。
用戶將以點對點方式進行數字資產的交換，所
有交易都會在鏈上顯示，完全公開透明。透過

智能鏈，更可做到每秒數千筆的交易處理速度
。BlueArk的目標，是希望把「BRK去中心化交
易所」打造成為元宇宙中的銀行，為用戶提供

所有去中心化金融服務。

BRK質押池
(BRK Staking Pool) 

「參與即挖礦」的其中一部份將會投放在「BRK
質押池」之中。「參與即挖礦」的BRK每週都會
以智能合約解鎖。皆時，平臺會激活不同的加
密貨幣組合，只要用戶於「BRK質押池」之中質

押相關的數字資產，就可以得到BRK。

$

BRK跨鏈橋
(BRK Cross-Chain Bridge)

我們將搭建一個「BRK跨鏈橋」，以完成代幣的
跨鏈通訊及NFT的跨鏈通訊，使得鏈與鏈之間
可以進行價值轉移和資訊交換。所有人都可以
自由地把他的代幣或NFT作品，不論是圖片、

音樂、影片、遊戲道具等，都可以在我們的平臺
上自由地進入或移出。

BRK錢包
(BRK Wallet)

區塊鏈錢包就像是現實生活中的「銀行戶口」
一樣。你在加密貨幣世界，就需要一個錢包儲
存你的數字資產。在不久的將來，所有參與「

BRK 元宇宙」的用戶，都可以透過「BRK錢包」
，在元宇宙世界暢遊。

BRK NFT 協議
(BRK NFT Protocol) 

在「BRK智能鏈」，我們將支持ERC-721、
ERC-1155、BRK-721以及 BRK-1155等標準協

議來發行NFT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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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即挖礦」

透過以下途徑派發BRK：

於BRK NFT交易平臺交易NFT

參與BRK遊戲

參與BRK質押池

成為BRK智能鏈的「驗證者」及「參與者」

那麼如何賺取BRK呢? 

「BRK智能鏈」所收取的燃料費，將會轉到「驗證者」及「參與
者」手上。「參與者」可以選擇質押BRK給支持的「驗證者」。
越多質押的BRK就表示越多人支持。而擁有最多支持的前 
11名「驗證者」，才合資格成為「有效的驗證者」，他們才能
真正開始產生區塊。而所得的BRK獎勵，將會與支持他們的

「參與者」一同共享。

BRK
發行總量的

60% 而且BRK在BlueArk的業務是自由流通的。
比如你可以在「BRK NFT交易平臺」中，向其
他用戶出售你的NFT作品以獲得BRK。又比
如在「BRK 元宇宙」之中，BRK更是通用貨幣

，只要有人向你作出支付及交易，你都會得
到BRK。又或者你可以在「BRK去中心化交
易所」，購買或出售BRK。

BRK
元宇宙內的通用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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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K生態系統

BRK作為元宇宙內的通用貨幣，
作為支付、交易的手段

於BRK NFT交易平臺中，以BRK購買或出售NFT，
包括藝術作品、音樂作品、遊戲道具等等

支付BRK使用人工智能提供的增值服務，例如: 「BRK音樂孵化器」
、「BRK 音樂增強器 」、「BRK經典」、「BRK藝術孵化器 」、「遊戲項目

孵化器」、「方舟星球」、「BRK元宇宙公民」、「BRK遊戲」等。 

BRK將會作為BRK智能鏈
的燃料費

BRK將會作為BRK智能鏈的
治理代幣（提出提案及投票）

BRK的用途

BRK代币是整个BRK 生态中的基礎。它被用於BlueArk
的所有業務，亦是「BRK智能链」的治理代币，同時更是
未来的BRK元宇宙的通用貨幣。在BlueArk生态中，BRK 
代币是可以自由流通的。 

BRK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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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BlueArk的治理體系將分為3個系統：

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理事會
(COUNCIL)

治理委員會
(GOVERNANCE

COMMITTEE)

技術委員會
(TECHNICAL 
COMMITTEE)

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即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Corporations，簡稱DAO) 

BRK除了支付交易費用、存儲價值和流通價值外，它
還是一種治理代幣。我們深信去中心化治理是必要
的。治理並不涉及挖礦，整個決策過程僅限於真正投
資於平臺的人，即是所有持有BRK的人。

所有的BRK持有者均為「參與者」，未來我們的「BRK
智能鏈」將會由社區進行治理。所有「參與者」都將能
夠向BlueArk提出建議及創建投票，例如：提出改進
平臺和代幣生態的建議、提出技術任務、提出改進執
行任務的建議、提出管理基礎協議的修改等等。

「參與者」可以質押BRK到支持的「驗證者」手中，他們除
了與「驗證者」共享節點驗證的獎勵外，亦同時授權「驗
證者」有資格代表他們對平台作出治理的決策。

因此，「治理委員會」的成員就是「參與者」質押BRK所支
持的「驗證者」。而「治理委員會」的任期，就是等於「驗證
者」的任期。而「驗證者」的任期，將會由「參與者」共同投
票來決定。

所有「參與者」都能夠向BlueArk提出提案。其提案需要
被過半數的「治理委員會」成員通過，才會到「理事會」進
行最終投票。

「理事會」的成員和任期，均是「參與者」所選舉並產生。「
理事會」合計有5個席位，均是對外開放的，任何BRK代
幣的持有人都可以提交他的候選資格。

他們的任務是要使BRK生態系統不斷向前發展。因此，
他們需要驗證由「治理委員會」或「技術委員會」提出的
議案，並對平臺議案進行最終投票，如果過半數通過，就
會落實執行。

我們將設立技術委員會以確保區塊鏈的穩定性和安全
性。因此，他們能夠向「理事會」提交緊急議案，一旦得到
理事會的驗證，這些議案將立即執行。「技術委員會」的
職位將保留給對區塊鏈和原始程式碼有貢獻的、經驗豐
富的技術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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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K的經濟模型

絕大多數BRK代幣將在BlueArk的「參與即挖礦」的原則
下派發。另外還有團隊的鎖倉機制、「參與即挖礦」的減
產機制，加上剛才提及作為燃料費的BRK轉到「驗證者」
及「參與者」的手中，這些都可以令BRK可以大量分散，
不同的持幣人將組成龐大的社區群體，從而保證BRK代
幣相當高程度的去中心化和貨幣的通縮。「永續發展基
金會」則是主要用作推動項目上的生態發展。

參與即挖礦

在總量為650,000,000,000枚的BRK中，將有60%，即
390,000,000,000枚BRK將會撥入「參與即挖礦」。這些將
會通過在「BRK NFT交易平臺」（可以視作交易挖礦行為

，包括當中的NFT作品買賣）、「BRK遊戲」以及「BRK質押
池」中派發。用家都可以透過在交易NFT作品、參與遊戲
或者參與質押而賺取BRK。

減產機制

在BlueArk交易平臺的「參與即挖礦」部份將設置有減產機
制。每一個季度將減產5%，於實際減產至累積30.7% 終止

，即當減產機制執行到第24季度後，將停止減產，並於第25
季開始進入產量恒定狀態，定額解鎖派發。

鎖倉機制

BRK團隊持有的BRK代幣，均有2年鎖定期，這意味著團隊
不會於2年內在市場出售任何團隊持有的BRK。該鎖倉機
制將大量的團隊持有BRK鎖定為不可交易狀態，大大減少
了市場的流通量，鏈上可查，社區共同監督。

永續發展基金會

基金會的存在是為了推動整個項目生態發展。當去中心化
自治組織為BlueArk解決問題或創造更多價值的時候，基
金會能確保有足夠資金去運作。比如：「理事會」對「BRK智
能鏈」優化的提案進行落實執行時，將會由基金會進行撥
款，確保提案能實踐出來。基金會更加強調BlueArk的使命
而非利潤，比如「BRK經典」會透過基金會，將收益發放到退
休或已故音樂人的唱片公司、遺產管理人或其家人身上。

參與即挖礦：
390,000,000,000，佔總量的60%

BRK 團隊: 

130,000,000,000，佔總量的20%

永續發展基金會：
97,500,000,000，佔總量的15%

平臺激勵機制: 

32,500,000,000，佔總量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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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in 
Co-Founder - CEO 

 Peter是世界知名高跟鞋品牌設計師、黛安娜王妃御用的私人鞋
履設計師 - 馬來⻄亞拿督周仰傑 ( Jimmy Choo)，OBE的姨㽒。 
Peter 16歲到英國求學，一邊學習⻄方藝術文化，一邊跟著Jimmy 
Choo實踐手工設計藝術。在Jimmy Choo的熏陶和影響下，Peter
接觸到不同的設計藝術，並認識不少國際知名設計師。 
2008年, Peter被著名英國設計雜誌Digital Arts 譽為當年的英國
十大新晉設計師之一，其後在英國營運設計師經理人公司。在
2018年成立設計工作室Count to Ten，與多個奢侈品品牌合作包
括CHANEL, FENDI, ALEXANDER MCQUEEN, BOTTEGA VENETA, 
GUCCI, AUDERMARS PIGUET, BVLGARI , FRED, APPLE, 
JOHNNIE WALKER NIKE, SWAROVSKI等，更在2019-2020獲得多
個國際設計獎項。 

Dough Boy  
Co-Founder - Creative Director  

 Dough-Boy 是一名音樂製作人，說唱歌手和演員。剛畢業的他在
2014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獲得了最佳電影主題曲。他發過3張個人
專輯, 在Spotify已超過六百萬播放率。他跟很多國際音樂人合作
過，包括 Lil Yachty, Jackson Wang王嘉爾，歐陽靖MC Jin, MC 
Hotdog 等等。 
 
他的生涯與很多知名品牌合作過，他在一年內擔任了Chanel，
Adidas Originals, Vans, Places+Faces, Havana Club, Sankuanz 
和 CLOT 的形象代言人。 
Binance 幣安邀請了他當平台的頭100名創作者，發出了他第一
個NFT。 

Management Team 



Daniel Ebrahimian 
Technical Advisor 

在遊戲軟件開發和生產方面擁有超過 10 年經驗的知識淵博且富有創造
力的軟件開發人員。 進入院長名單 3 年，畢業於悉尼科技大學，擅長數據
庫、數據結構和算法、面向對象編程以及 Python、JavaScript、TypeScript

、Swift、C++、Objective-C 和 Java 的更大規模 項目。 很榮幸成為 
RoboCup 的亞軍，並在 BlindTrust 和 BonAppeitit 上獲得獎牌和獎杯。

Mia  
Crypto Advisor 

 Mia是一位95後連續創業者，在區塊鍊和互聯網行業都擁有豐富的從業
經驗。她於2019年創立專注於NFT賽道的投研和公關公司BeepCrypto，
該公司服務於多個知名項目，包括Animoca Brands, The Sandbox, 
Dapper Labs, Aavegotchi, RTFKT, Yield Guild Games, Big Times, Unicly
等。她擁有深厚NFT背景，同時也是WHALE的首席合夥人，WHALE則是業
內最大的NFT資產庫。在此之前，她曾在區塊鏈知名媒體巴比特和UBM中
國分別擔任社交媒體總監和海外部門經理。 

Alex Chong
Financial Advisor 

Alex Chong在大中華區、日本、韓國、新加坡和美國市場積累了近20年的
投資和財務諮詢經驗。 Alex一直積極參與為IT、遊戲、娛樂、零售和房地產
開發等多元化行業的眾多上市公司和私營風險投資集團的首次公開募股
和二次融資交易、併購和其他投資相關交易的結構提供諮詢服務。 、零售
和房地產開發。他目前獲委任為香港創業板上市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此前曾擔任數間新加坡上市公司的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

除了金融業務，Alex 還是一名藝術策展人，自 2017 年起在香港策劃了多
場廣受好評的藝術展，包括 Aka Chio “HER”個展、米原康正慈善藝術展、
Shohei Otomo“REIWA”個展和“ARTWIRED”NFT群展。

Alex Chan Siu-bo  
Music Advisor  

自七十年代開始便任職與媒體有關的工作，撰寫樂評、DJ、擔任商業二台
的音樂總監，也是香港唯一從AM、FM、數碼直到網台都有參與的資深媒體
人。 

1985年入職新藝寶唱片公司，1990年開始在寶麗金唱片公司任職遠東區
市場總經理，1999年出任環球唱片公司香港主席。曾經發掘歌手王菲、
Beyond、張敬軒；也與譚詠麟、李克勤、許冠傑、張國榮、張學友等歌手合
作過。 

擁有唱片蟲、Dr. Music等綽號，並以侍奉媒體工作為目標。2017年開始於
網台”面包台”開咪，2019年出版了”音樂狂人”一書，2020年於”香港怎麼
辦”電視節目中擔任主持，目前於香港電台主持節目。 日

Adam Siu   
GameFi Advisor   

深耕遊戲產業創意經濟，建百萬美元日流量與百萬人同時在線規模事業。
在用戶體驗設計、產品發行、用戶經營、與市場創收方面具實戰經驗。擅長
體驗創造、設計突破、團隊組建、技術整合、數據營運與商業模式運用。職
業生涯歷經遊戲產業興起、資訊科技普及、互聯網革命與智能趨勢爆發；
對現象蘊藏可能性的好奇心不減，志趣仍是價值創造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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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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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電郵：customerservice@blueark.io
Telegram： https://t.me/BRKCommunity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bluearknft/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BlueArkNFT/

網站

brk.blueark.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