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概況



專為名⼈和粉絲互動打造的Web3 平台！

MetaFame是⼀個Web3 平台，透過成為名⼈輕鬆創建 NFT 
的平台，其簡化了創建 NFT 的複雜過程，並且其中的遊戲元
素價值也將被保留。

平台有來⾃運動員、⾳樂家、YouTuber、網紅等眾多名⼈。

名⼈將能夠以新穎的⽅式與粉絲互動，粉絲們也將在獲得獎勵
的同時感受建立友誼的樂趣。



為什麼選擇我們？
由 BlueZilla孵化的MetaFame是Moregeek和Velas之間的合資企業，擁有扎實的

基礎和強⼤的社區⽀持

Moregeek Entertainment 是⼀家技術領先的獨立遊戲⼯作室，在過去⼗年中開
發了超過 20 款遊戲。作為⼀個值得信賴的遊戲開發者，Moregeek擁有與⽇本
Yahoo，哥倫比亞影業和Paramount Studio等⾏業巨頭合作的經驗。曾經合作
製作MIB電影IP還有Top Gun Maverick遊戲。

Velas是世界上第⼀個最快兼容區塊鏈的 EVM(以太虛擬機)，在其社區中擁有超
過 124K 的成員。該鏈能夠以低⼿續費⽤和 Solidity ⽀持每秒處理多達 75,000 
筆交易。 Velas由 CoinPayments的聯合創始⼈兼⾸席執⾏官 Alex 
Alexandrov 於 2019 年創立，CoinPayments是⾃ 2013 年以來排名第⼀的加
密貨幣⽀付平台。



當前狀態
私募 IDO

1. 私募完成，由 BlueZilla和 Velas的基⾦提供⽀持。

2. 在Binance鏈和Velas鏈上IDO，並獲得Swapz、Wagyu Swap
、MetaVPad、GameZone、PulsePad和 Velhalla社區（擁
有數千名成員和投資者）的鏈上⽀持。

3. 10,000 PFP NFT 將於 2022 年第三季度發⾏。





GAME DESIGN

WHAT IT’S LIKE
+

新型遊戲設計:

1. 更豐富的遊戲核⼼玩法。

2. 強化了NFT的使⽤和實際增長價值。

3. 代幣強化並以多層代幣架構確保瞭遊戲的永續運營。

更容易玩, 並在過程中更具備挑戰性!

它像什麼:

寶可夢

• 核⼼玩法與戰⾾
• 演化系統

Axie Infinity's
• 遊戲結合代幣
• 再生繁殖系統



深入核⼼的遊戲玩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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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蒐集整合資源

完成⽇常任務以賺取遊戲點數

4
蒐集NFT獲利並達到更⾼的排

名

3
增進名⼈友誼關係以獲取稀有

的NFT

2
驅趕競爭對⼿並和名⼈結交朋

友

遊戲核⼼流程



賺取財富

蒐集NFT

建立友誼關係

與名⼈相遇和結交朋友

最終⽬標

長期⽬標

短期⽬標

遊戲⽬標

短期⽬標是驅趕競爭對⼿，送禮物給名⼈，
並贏得他們的友誼

長期⽬標是與名⼈建立友誼關係並得到名⼈獨家的NFT
，並透過對戰和競爭賺取點數

最終⽬標是透過持有和交易NFT獲利







現代化世界觀

新型遊戲玩法設計:
• MetaFame世界觀是通過整合OpenStreet Map而創建的。 它

以虛擬地點和場地反映現實世界地圖供玩家探索。

• 該地圖設計有多個區域，並伴隨著不同的挑戰和獎勵，鼓勵玩
家在遊戲中經營自己角色和提升等級。

• 玩家可以在世界地圖上找到敵對派系的名人和玩家/非玩家角
色 。 當附近的競爭對手很少時，名人會更頻繁地出現。

• 玩家的目標是盡可能多地驅趕競爭對手並與名人成為朋友。



Last Seen! 
10:00AM

Last Seen 
in Uniform!
08:00PM

Basketball Court

Football Field

遊戲活動區域

在不同場景找尋您的名⼈

• 在各個區域找尋特別名⼈。

• 地圖可以分為不同的區域場地，像是籃球場，⾜球場等。

• 玩家需要搭乘交通⼯具（船，直升機等)探索不同的區域。

• 名⼈在何時何地出現將透過演算法決定。



核心遊戲玩法1: 

驅趕

驅趕競爭對手

• 點擊地圖上的競爭對手和驅趕他們。

• 在與競爭對手戰鬥之前，玩家必須在補給點蒐集武
器。

• 勝利之後，競爭對手會離開現場並留下有價值的名
人物品。





核⼼玩法3：

遇到運動選⼿場景

和運動選⼿建立友誼

• 將為不同類型的運動和運動員創建各種迷你游戲。

• 類似於在地圖上遇到名⼈，玩家在地圖上點擊運動員進入
會⾯場景。

• 相遇場景將根據運動員所從事的運動類型⽽定。例如，如
果運動員是籃球運動員，則為籃球場。

• 發佈時將有⾜球、籃球、棒球和網球迷你游戲，之後還會
有更多的運動類型。



核⼼玩法:

賺取特別的禮物

賺取特別禮物

• 蒐集多個名⼈並提升名⼈等級。

• 升級名⼈會增加他們的能⼒，使其在戰⾾中更強⼤。

• Good Vibe儀表將顯⽰玩家和名⼈的關係狀態，每次玩家
名⼈升級時，儀表都會稍微被填充。

• ⼀旦Good Vibe儀表板填滿，玩家將會得到盲盒獎勵，
與此同時儀表板將重置回0，玩家有機會從盲盒中獲得名⼈
的NFT。



關於擁有權和控制權的戰爭

• 與其他派系戰鬥以獲得對夜總會和表演場地的所有權，爭取您的名人
表演權互動機會和獲得獎勵。

• PVP(玩家對玩家)戰鬥採用異步設計。

• PVP戰鬥中，每一個角色行動都由一個冷卻計量表控制，採取行動之
前必須先填滿計量表。

• 在戰鬥中，每個角色都可以選擇基本攻擊指令或使用獨特的技能，這
些技能可以戰略性地針對特定類型對手而設定。

• 當任一方的所有戰鬥人員都被消滅時，戰鬥就結束，
獲勝的一方有權將他們的名人投注在該戰鬥場地以獲得獎勵。





NFT 使⽤⽅法
和實際增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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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T

• 每⼀個NFT都可以是獨⼀無⼆的，也可以是限量的NFT副本，依
照稀有度分為五個類別 : ⿊ (0.1%), 鉑⾦ (2%), ⾦ (10%), 紅
(30%), 藍 (90%)。

• 這些NFT可以在市場上交易和出售。

• 每⼀個NFT都包含⼀張帶有獨特數字簽名的名⼈私⼈照。

• 擁有同⼀個名⼈副本超過X個將解鎖⼀個超級戰利品箱，
戰利品箱可能伴有著⾼級名⼈NFT。

獎項

報酬



玩家對戰: NFT加值
名人: KELLY 玩家 : XYZ

黑色NFT#001
力量 + 200%
生命值 + 88%

金色NFT#103
攻擊力+ 20%
力量 + 20%

BOOST

總強度 + 200%
總生命值 + 88%

總攻擊力 + 20%

總魔法點數 + 0%

總物理攻擊 + 0%

蒐集NFT將可以提升玩家的戰鬥特性。

取決於名人活動和受歡迎的程度，我們可能會不定時調整NFT的遊戲加成參數與價值。



通過多層貨幣架構強化代幣以其
確保永續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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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類型

• 創建 BMF 是為了管理 MetaFame項⽬。任何持有 BMF 的⼈都是該組
織的成員。每個 BMF 所有者對未來的項⽬⽅向都有發⾔權。

• BMF 是⼀種治理代幣，⽤於激勵玩家玩遊戲或持有代幣。
主要⽤途是：
1 質押或持有代幣以獲得額外獎勵。
2 決定如何使⽤⾦庫錢包中代幣的投票參與權。

• 遊戲啟動後，當超過50%的BMF代幣被鑄造時，
BMF 代幣持有者將有權決定如何處理⾦庫錢包中的收入。

• BMF也是遊戲中使⽤的功能性實⽤代幣。遊戲內系統如合成機制、交易⼿
續費，以及⼀些重要的物品購買都需要使⽤BMF⽀付，從這些系統中獲得
的⼀部分 BMF 將存入⾦庫錢包。

BMF: (基於所有投資者)



• Clout是⼀種非加密程序貨幣，主要⽤途是服務於付費玩遊戲和玩遊戲賺
錢的運作。

• Clout在遊戲中⽤於獎勵⾼等級玩家質押，合成NFT，和升級。

• Clout的供應量沒有上限，為了使⽣態系統受益，可能會隨著時間和遊戲
動態調整鑄造量。

• Clout可以跟BMF做交易兌換。

Clout： (遊戲內代幣)

貨幣類型



• MCash is NOT a crypto token but an in-game only utility coin. 

• MCash is a token mainly used in free-to-play operations. 

• MCash is used in-game as a part of daily rewards, to reward 
lower ranking players, purchase characters, patriciate battle or 
tournament.

• The players can also purchase consumable items using MCash.  
These consumable items don’t impact the overall economy.  
They serve as an incentive to players to speed up progression 
temporarily.

• MCash is used to attract non-paying gamer and grow the 
community organically.

• MCash will have no maximum supply cap and no minting is 
required.

• MCash can be exchanged for Clout with some transaction 
restrictions.

Mcash (For Non-paying Players):

CURRENCY TYPES



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

策略合作夥伴

• MetaFame 項目將直接與網紅和名人直接建立合作關係，包括但不

限於表演者、直播主、藝人、Youtuber、運動員等。

• MetaFame團隊會協助創建遊戲中的名人虛擬角色，同時會建立用

於遊戲中的 NFT 商品及名人角色配音。

• 為了壯大 MetaFame 的社群，MetaFame 將會回饋一部分名人

NFT 販售收益回饋給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