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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免責聲明 

請仔細閱讀以下通知，然後繼續閱讀由歐麗之星有限公司(Ole-stars Ltd.)

發行的《簡要白皮書》文件。歐麗之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乃根

據愛沙尼亞共和國法律成立而存在。本通知適用於所有閱讀本文件的人。

請注意此通知，否則《簡要白皮書》可能會修改或更新。 

 

本簡要白皮書並不會構成您（以下通稱「您」或「持有人」）與本公司之間的

任何關係。 

 

獲取歐麗代幣(OLE Token)前，必須先接受「代幣銷售條款」（以下簡稱“OLE”

）。取得歐麗代幣不代表用加密貨幣進行任何形式的本公司普通股股權交易

； 

歐麗代幣持有人並無資格獲得任何形式的保證股息。 

歐麗代幣無意在任何司法管轄範圍內構成證券。本簡要白皮書不構成任何

種類的招股說明書或要約文件，也無意在任何司法管轄範圍內構成證券要

約或招攬證券投資。 

 

本簡要白皮書僅供參考。本簡要白皮書的內容並非金融促銷。 

 

因此，本簡要白皮書的任何內容，都並非邀請或誘使從事任何種類的投資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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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收購歐麗代幣者，應仔細考慮並評估有關加密貨幣、歐麗之星有限公司

、與其各自業務和營運、歐麗代幣和發行歐麗代幣產品相關的所有風險和不

確定性。請您務必熟悉本《白皮書》中列出的所有資訊。 

 

在獲得歐麗代幣之前，請確保您知道所有已知或可能產生的風險。我們建

議您在從事任何商業行為之前先尋求獨立的財務建議。 

 

  

專案大綱 

本公司有在藝人發掘、科技、使用者體驗的遊戲化等多個領域具備廣泛經驗的團隊。創辦團隊

有個願景，希望改變經紀公司發掘與培養演藝人才的方式。目標是，減少不必要的困難和緩慢

的查找過程，始之更容易進行，對所有參加者也更具成本效益。 

 

此願景已經發展茁壯，我們現在準備在亞洲地區推出 OLE平台。利用區塊鏈技術、歐麗代幣、與閃

亮金幣，我們最終可發展成領先亞洲地區的經紀平台。我們預見一個世界性的去中心化流程，在此

流程中，我們的夥伴及我們的社群可以完全控制並掌握安全性，不再有過去那種傳播困難的問題，

進入市場的時間也遠比以往更為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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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快速輕鬆地支持您的專案 

OLE是一種觀察娛樂產業的革命性方法，此方法直接詢問「誰知道下一個大明

星在哪？」 能回答的只有消費者自己。 

同經紀人分享此知識, 將使他們能夠做出更明智的決定、更快速行動。由於製

片、導演無法準確判斷未來的大趨勢, 所以我們相信該是把權力交到消費者手

中的時候了。直接將經紀人與社群連結起來並獎勵雙方，使我們產生石破天

驚且可長可久的解決方案。 

採用開放原始碼的技術進行研發, 建立可擴充性, 開放平台以產生全球機會, 並

為所有相關人員提供支援。 

就核心精神而言，OLE平台是一個經紀市場，讓經紀人可以跨區域分享藝人

資訊, 並直接從社群獲得回饋, 從而改善傳統娛樂產業經營手法的流程與效率

。 

直接向經紀公司提供資金，直接傾聽消費者的意見，所以能降低風險，節省

寶貴的時間。在新層面與社群接觸，能激勵消費者跟隨藝人，步入產業巔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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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平台舉例說明圖 

市場 

對參加者的好處- 

o ·經由資金和與消費者直接互動，經紀商與藝人將直接獲得消費者支

持，並在社群獲得更大的曝光度及更廣的辨識度。 

o ·提高消費者習慣的能見度，瞭解他們的內容在哪裡被消費，以及他

們在哪裡產生最多熱情並引起粉絲興趣。 

o ·藝人可以獲得有關粉絲人口統計的寶貴觀察資料，得知內容被消費

的地點與時間，這非常有價值，可了解產生收入的來源。 

o ·藝人還將受益於平台佈道者(platform evangelists)和社群專家提供

的直接指導與協助，為崛起新星將來的成功作出貢獻。 

o 消費者將享有與藝人更多接觸與互動的機會，這讓歌迷有能力直接影響喜愛

的音樂方向。 

o ·投票和其他支持功能，使平台產生能量，還可用於活動規劃決策，

此種做法就是把重要權力留給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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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同時利用歐麗代幣和閃亮金幣，雙軌並行。歐麗代幣是用來進入平台，閃

亮金幣將作為小額支付、線上購物、投票、與贈禮用途。這使代幣價格更穩

定，並使硬幣支付平台更具活力且節奏快速。閃亮金幣在使用上將會迅速便

捷，而歐麗代幣則將讓使用者更為長期持有。 

 

代幣平台 

歐麗代幣生態系(OLE Token ecosystem)的開發方式，是產生並管理對歐麗代幣的持續需求。

由於平台中的參加者支持新藝人的方式包括直接贊助，或使用(從歐麗代幣獲得)的閃亮金幣來購買藝

人的相關商品，因此隨著經紀和藝人數量增加，對歐麗代幣的使用需求預計將呈現「指數型增長」

(grow exponentially)，我們因而野期待加入社群的使用者總數能成長，以強化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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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幣平台 

 

歐麗代幣與閃亮金幣之互動關係 

1歐麗 = $10美元 

1歐麗 = 10,000閃金 

使用者 / 粉絲 

會員資格  閃亮金幣 

1歐麗 = 10,000閃金 

經紀費用 

經紀人會費  歐麗代幣 

$100,000美元 或 1,000,000歐麗 

註冊一個藝人的經

紀費用 

= 100,000歐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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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商與藝人控制影響者存取入口 

藝人需要能與粉絲互動的頻道，需要以最好的方式支持和指導，在社交和活動

中親自接觸他們的受眾。OLE確保藝人可以掌控粉絲的存取點，允許藝人同他

們的粉絲分享閃亮金幣，這對藝人和粉絲雙方都意義重大；能建立關係，並確

保「影響者」(influencers，即有影響力的粉絲)有關注此藝人的動力。 

機會之窗 

為經紀商創造一個全球性的新市場，通過OLE平台的投資，提供他們更大的機

會；結合區塊鏈技術並導入歐麗代幣；一種完全專門替演藝人才產業的經紀人

服務的新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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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模型. 

在OLE平台上將產生成功的藝人，並依照下列模式為平台創造收入；主要收入

分為三個部分： 

1. 贊助 

本類收入將包括商業推廣與社群行銷的收入，包括但不限於電視節目、廣告、電影、預

告片、和影音遊戲等的「影音同步權」(synchronization rights)。 

 

2. 基本內容與優質內容的銷售 

本類收入將從通過平台和行動網路銷售的內容中獲得，包括音樂銷售、現場

/音樂會門票、原創商品、其他優質產品/內容。 

3. 促銷活動 

本類別收入將來自許多不同的領域，一些主要類別將是社交媒體、聯合促銷

公司、結盟合作、和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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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麗代幣資訊 

消費者和經紀商購買歐麗代幣，以取得本平台年度會員資格；歐麗代幣可作為

購買閃亮金幣的抵押品(collateral，譯註：意思是歐麗代幣可用來購買閃亮金幣

)。 

歐麗代幣(OLE)可向發行公司、新發行者、和代幣所有人購買。不然的話，規

劃中的方案是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讓您可從虛擬貨幣交易所購買。(譯註：意

思是規劃中或洽談中的方案，尚未確定) 

 

基本的 OLE平台已經規劃好，一位燈塔客戶獲選為提供演出藝人的第一個經紀

人。為了大量推廣這些產品，將實施大規模促銷等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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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麗代幣 

歐麗代幣(OLE)是以「以太坊代幣標準」(Etherium token standard)作為基礎，將

用在內部交易所進行的所有交易，包括投資營運、利潤、分配、與管理者的代幣交易等

。 

所有代幣都將在「代幣銷售期間」被創造出來。代幣數量有限制，代幣

的後續發行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 

我們相信社群在導入歐麗代幣(OLE)專案時，會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希望我們

的社群能夠參與我們未來的成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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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路線圖 

 --- 2018年 6月 

o ·歐麗之星專案規劃與開發 

--- 2018年7月 

 第一個燈塔客戶進入平台 

 --- 2018年 8月 

 市場行銷與路演(巡迴說明會) 

 --- 2018年 12月 

 平台運作測試，接受 VIP會員 

 --- 2018年 12月 

 預先私人銷售 

 --- 2019年 1月 1日 

1私人銷售 

 --- 2019年 1月 6日 

2私人銷售 

 --- 2019年 1月 12日 

3私人銷售 

 --- 2019年 1月 18日 

 在新加坡 DigiFinex交易所掛牌上市(ICO) 

 --- 2019年 3月 15日 

在臺灣 BitoPro交易所掛牌上市(I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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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麗代幣價格成長的影響因素 

代幣數量是有限的，不允許後續發行，歐麗代幣的價格將由加入OLE平台的

需求所決定，隨著更多經紀人加入與藝人人數增加，我們預期會有大量代幣

的需求產生。 

1. 由於下列因素，需求將增長： 

2. 所有投資操作都將使用歐麗代幣進行，據此，OLE平台的使用量增加，對

代幣的需求也將增加。 

3. OLE支持的潜在市場容量明顯超過代幣公開銷售時的代幣市值。 

4. OLE專案團隊有思慮周密的開發和行銷計畫，將持續增加專案受眾和投資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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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銷售詳情 

我們正在舉行一波群眾銷售(譯註：crowd sale=ICO，又稱為群眾募資，但容易

與crowd funding搞混，因此這裡翻譯為群眾銷售)，要籌資5000萬美元，以發

展我們的團隊，擴展我們的服務，開拓新的國際市場，並對娛樂產業帶來新機

會。 

 

歐麗之星發行者 

 

代幣名稱 歐麗代幣(OLE) 

代幣類型 
採用以太幣為基礎的功

能型代幣(Utility token) 

代幣合約 採用標準為 ERC-20 

啟動日 2018年 12月 18日 

接受的貨幣 以太幣(ETH) 

發行代幣總額 

60,000,000,000 但硬上

限為（Hard Cap）

840.000 ETH 

% 許可群眾銷售 50% 

% 私人銷售&預先銷售 25% 

% 創辦人/顧問 /法務 15% 

保留&併購&未來策略

選項 
10% 

強制性了解客戶(KYC) 是 

 

鎖定詳情 

 

預先私人銷售 

掛牌 10% 出售 30% 

每月發行 

私人銷售 

掛牌 10% 出售 30% 

每月發行 

群眾銷售 

掛牌 20% 出售 20%

每月發行 

創辦團隊 

掛牌後一年可出售 

50% 

掛牌後一年半可出售 

25%掛牌後二年可出

售 25% 

法務 / 顧問 

掛牌後三個月可出售

30% 

掛牌後六個月可出售

35% 

掛牌後九個月可出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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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塔客戸 

(譯註：燈塔客戶，意思是典型而具有代表性，值得重視，能形成口碑，影響深遠廣大的

客戶。) 

陳凱倫 

(陳凱倫♂)是一位台灣知名藝人，其寬廣的職涯橫跨電視

、電視劇、電影、廣播等方面，同時也是一名歌手。他

的職業生涯始於8歲，主演了一百多部電視劇和電影。他

的演藝職涯包括許多著名的電影，如《大地勇士》、《國

父傳》、《你那好冷的小手》等。(譯註：《The Emperor of 

Heaven》查不到電影的中文原名) 

陳凱倫，曾多次提名及得獎，包括：第26届廣播金鐘獎、第33届廣播金鐘獎

最佳綜藝節目、第43届廣播金鐘獎，以及1999年金鐘獎最佳社會教育文化節

目主持人。1993年獲中國文藝協會頒發中國文藝獎章。 

 

全明星娛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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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明星娛樂(All-S Entertainment)是由Jong-seok Lee(夢T娛樂的前CEO)創立的。Lee捧紅了

Girl's Day和MAP6成為明星，他因帶領藝人走向成功而聲名鵲起。 

全明星娛樂正在尋求擴大公司的經營範圍，從成功培訓偶像明星到韓流(K-pop)歌唱/培訓學院、製作戲劇、

投資藝人表演內容。我們期待與全明星娛樂合作，以幫助創造機會，並使我們的創新OLE平台能增加社群參與

，讓藝人、經紀人、與社群能有機會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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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加入 OLE平台的藝人 

 

MAP 6 

五人團隊，結合粉絲成為第六個成

員。有很酷的前衛舞蹈表現，具有

強烈的視覺效果、熱情洋溢的動作

，有時還有王子般的微笑。 

 

Diamond Crunch 

也稱為D-Crunch。是一個由9人組成的男

孩團體，將於8月份在全明星娛樂公司(All-

S Company)首次亮相。 

 

此團體的名字有特殊含義！意思是，他們

是一個能够用他們的強力音樂和表演來粉

碎鑽石的團體！所以，看起來肯定會很有

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