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中心化娛樂世界的 DeFi 平台

由知名公司所发行的首个反映代币，其有一个清楚的任务：将无形的质量转换成有形的价值。

https://token.fan8.club

随时随地和您在世界各地的粉丝群见面并直接互动

间桥梁的平台
偶像 和粉丝

https://token.fan8.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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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全球疫情大爆发的时代，艺术者们、歌手、影响人物、影星（统称「偶像」）与他们粉丝

见面或是在实体场地进行表演的传统方式逐渐受到桎梏。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传统的

方式因为地理障碍限制偶像与他们的粉丝接触，像是城市间或各国间的边界。 Fan8（「Fan

Infinity 粉丝无限」）是专为纠正这个问题专门设计的平台，通过让偶像们随时随地以双向互动视

频会议在线连结他们的粉丝，让他们有如置身于相同的实体会议中心或剧院之中。有了 Fan8，
偶

像们不论在哪均可进行实时在线脱口秀、喜剧或音乐会；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粉丝们可以实时一

同参与。在活动中，偶像们可以实时销售票券并从他们观众那接收现金捐款。 Fan8 同时也是艺

术者成立并经营他们商店的平台，店内有实体商品或是专属他们的收藏品，甚至是非同质化代币

（NFT）。

Fan8 代币发行于币安的智能链，该币专为授权所有在 Fan8 平台上的活动所设计。由世界顶尖的

区块链开发人员、密码学家、研究科学家和拥有财金背景的专家所开发；Fan8 代币可用于支
付、

送礼和提升会员等级。 Fan8 也将藉由提供全新的 NFT 市场进军娱乐圈，在该市场中，用户可以

买卖、交换和收集独家内容。最棒的是，Fan8 代币持有者将获得链上交易金额的 5%，并直接发

送至他们的钱包中。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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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8 是一整合、全方位的虚拟活动平台，提供实时在线娱乐广播。图一说明 Fan8 平台的一般功


能。不论艺术者在实体场合中能做些什么，他们均可在 Fan8 上，在线实时进行，且他们的全球


观众不论何时均可访问。不论是音乐会、脱口秀或是电影院，囊括一切。除此之外，平台能够处


理票券销售以及实时礼物/现金捐款，并可经营贩售实体商品和 NFT 的商店。现在，通过以下连


结，数百万名的用户即可开始体验在线活动：

Fan8 是个创新的社交平台，能够让偶像们以崭新的方式累积并拓展他们的社会地位。 Fan8 会帮


助偶像通过运用更快、更佳且更聪明的平台建立新的计画，并触及百万名的粉丝。他们将能够赚


取更多资金以支持他们自己的创意热诚，同时持续和他们的粉丝们建立有意义的连结。

图一：Fan8 功能

技术平台

https://fan8.club/event/ZZRJJN

Designed for musical shows, 
concerts and theaters with 

100,000+ participants

Host a captivating virtual 
exhibition anytime, anywhere

One-click multicast live events 
to social platforms: Facebook, 

Youtube, Twitch, Linkedin

Fan can donate or send virtual 
gift to idols with real time 

enjoyable experience.

Set up events and start 
selling in minutes

Online merchandise 
store for physical goods 

and NFT

The AI-based difference 
you can see, hear and feel

Real time two-way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for 

both idols and fans

https://fan8.club/event/ZZRJJN


（图二）。 Fan8 代币将在币安智能链上发行固定数量 888,888.00 个代币。更多信息详列于下列

网址的智能合约中： ；我们的智能合约已经由 Techrate.org 安全公司审核。



Fan8 代币的拥有人可以使用 Fan8 平台刺激活动、推广平台交易，像是支付、送礼/捐款和

NFT，以对平台的成长和可用性（像是会员等级）做出贡献。藉由持有 Fan8 代币，用户能够获

得以下好处：

https://token.fan8.club

链上每笔 Fan8 交易总额的 5%费用
取得尊爵会员等级并有更高级的现金反馈。

检视艺术者的专属代币列表。希望将他们专属代币新增至 Fan8 的偶像需要持有他们的

Fan8 代币，并以 Fan8 代币支付上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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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8 代币
an8 代币（「Fan8」）是首个由知名公司所发行的反映代币，并

有个清楚的任务。



Fan8 生态的核心要素是 DeFi 模型，持有者将收到每笔 Fan8 代币

交易 5%的费用。通过将其定位为会员护照，是为确保平台的弹性

并控制其进化所设计，所以在目前及未来所上线、提供给我们各种

产品及服务的付费/捐款将为我们 Fan8 代币持有者提供适当的奖励

https://token.fan8.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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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笔交易的5%将根据持有份数比例重新分配给持有人。此
外，另有5%将提供给流动持，以维持池的稳定。

可将Fan8代币用作支付、礼物、捐赠、会员等级提升、NFT
和偶像代笔的上架费等

艺术者、歌手、影星伸展的平台，并提升生活质量

首个由已成立公司所发行的反映代币（Safemoon代币），并有清晰的使用案例

我们团队由世界顶尖的专家所组成，以建立业界领先的产
品和服务而闻名，加速大众接受区块链的速度，已积累上
百万名的用户。

普遍基本收入

使用案例

社会影响

团队

有限固定的代币供给

图二：Fan8 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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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由世界顶尖的专家组成，以建立业界第一的产品和服务、加速广大民众采纳区块链而


闻名。我们已开发 Beowulf 区块链—通信服务去中心化云网络的先驱，拥有数百万名的用户，目


前并在多项领域提供立即可使用的解决方案，包含教育、医疗照护、财金、交通和电子商务。我


们同时也是在新加坡多家中心化交易所背后的技术供应商。 

团队

William H. Nguyen 博士目前为 Beowulf 区块链的创办

人，也是连续创业家，在区块链和通信技术、教育及

计算机/网络/数据安全有成功的创业史。过去 10 年来，

他已建置多个社交网络平台、加密货币交易所、按需

视频串流和通信应用程序，在企业通信、媒体、教育

和娱乐领域服务全世界数以千万的用户。 William是哈

佛医学院的前斯隆基金会博士后研究成员；在就读于

哈佛前，他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计算机科

学的机构博士研究生。

Sung Nguyen 博士是 Beowulf 团队的首席数据科

学家。在 2005 年，早期仍是 Google 企业（现为

Google Cloud）时于 Google 任职。在于 Google

服 务 前 ， Sung 任 职 于 美 国 太 空 总 署 NASA

（KSC）、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 Lockheed Martin

以及 Borland 软件公司任职。他撰写了各种关于软

件开发的技术论文、在 Borland 软件国际会议上发

表演说、并共同撰写 Java 开发书籍，于 2003 年

由 Wiley and Sons 出版社发行。他在乔治·华盛

顿大学的系统工程学系取得博士学位。

William H. Nguyen 博士


Sung Nguyen  博士

创办人

首席数据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