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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
派樂島 PARALAND 官方管理的公共世界，將包含有關世界主的消息

空島 由世界主管理的個人世界

世界主 在 PARALAND 中擁有空島的玩家，擁有管理空島的權限

穿越者 已註冊 PARALAND 的玩家

ParaBot 玩家在 PARALAND 的好夥伴，忠誠地協助玩家在 PARALAND 中的冒險

Avatar 即角色造型，遊戲內玩家的樣貌

領地爭奪 在 PARALAND 中獲得 mPARA 的主要方式，需透過使用 ParaBot 才能執行

貢獻值 代表玩家對空島所產生貢獻的數值

排行榜 根據玩家貢獻值排名的榜單

據點
據點將作為遊戲內的留言板，能讓玩家之間進行各項貼文討論。玩家可在 LBS 地
圖上根據實際的地點、店家、興趣場所、名勝古蹟等等建立遊戲據點，豐富遊戲
內的地圖內容

晶片 遊戲內能夠獲得的貨幣，可在遊戲內購買各種便利的道具

$PARA PARALAND 發行的虛擬貨幣

mPARA 在 PARALAND 中獲得，可以兌換成 $PARA 的代幣

Para 鏈
將玩家在空島發展中所獲得的 mPARA，藉由在 LBS 地圖上運送到指定位置，進
入到自己錢包並獲得的玩法

上鏈小隊 玩家派遣來執行 Para 鏈的隊伍

駭客行動 玩家可在 LBS 地圖上搶奪其他玩家的上鏈小隊，以獲得該上鏈小隊的 mPARA



PARALAND：平行多重的夢幻世界

遊戲概要
PARALAND 推出了區塊鏈遊戲世界中的嶄新概念，是首款結合領地爭奪、虛擬貨幣、社群互動、平
行世界等等各種虛實科技元素的元宇宙遊戲平台，各個領域的知名 IP 可以透過客製化遊戲內容及獎
勵，為社群訂製最合適的內容，並且在基於虛擬實境和行動定位服務技術上，提供前所未有的體驗 
感受。

在 PARALAND 中，有各種豐富多元的世界為玩家提供互動環境， 無論您的目標是想了解更多關於某
個世界的消息、與朋友一起玩遊戲、結識新朋友還是純粹的想賺取裡面的遊戲代幣，在這裡都能滿足
您的需求！ 您的所有互動都將助於發展您到訪的世界。 任何評論留言、領土拓展、玩家與 IP 的互動
都可以在 PARALAND 中實現。

玩家可以透過虛擬實境和行動定位服務來參與不同世界裡的活動、任務和排名，以創造新的遊戲體驗。 
遊戲內獎勵不僅限於虛擬寶物，甚至可以是實體獎品或 NFT 的形式。玩家也可以使用 ParaBot 來賺
取 mPARA 獎勵，並成為 PARALAND 的共享經濟的成員之一，實現 Play-to-Earn 並獲得互動滿足
與賺取有價收入。

與當前大多數 GameFi( 區塊鏈遊戲 ) 不同，加入 PARALAND 沒有門檻限制。 即使沒有區塊鏈錢包，
玩家也可以體驗到遊戲中的所有功能， 只需下載，即可加入這個有趣的社群互動遊戲。



遊戲特色

豐富的外觀造型
高度自由捏建人物造型，化身
為獨一無二的穿越者進行旅程

跨空間體驗遊玩
體驗虛擬與現實交融的冒險，
顛覆以往的生活及娛樂形式

多重世界冒險
突破地域限制，在多樣化的不
同世界中進行探索及社交

自由創造內容
腦洞大開地發揮創意，豐富世
界每個角落

協力成長與擴張 
號召社群同好達成應援，為世
界贏得最高榮耀，同時也獲得 
mPARA 回饋

爭奪限量獎勵 & NFT
完成任務及社群互動，以累
積貢獻值換取各個合作 IP 的
PARALAND 專屬的限量 NFT



背景故事
一個流傳千年的古老故事曾經說過：“隨著科技

的進步，人類將越來越懷疑我們自己的存在，以

及我們是否真的生活在一個充滿欺騙和虛擬的世

界中。我們對宇宙的探索只會引發對人類是否真

的存在的進一步質疑。也許我們只是由想像喚起

的科幻小說中虛構描繪的一部分。”

2022 年夏天，一個不明球體形狀的飛行物體出

現在太平洋島嶼海岸附近的地平線上方。這個巨

大的球體的輪廓在遠處盤旋，儘管大白天它仍然

閃閃發光，讓在岸上盯著它的市民們籠罩著一種

不安的感覺。幾天後，一群機器人出現在岸上。

它們的出現引起了恐慌，讓平民陷入敬畏與恐懼

之中，但這些機器人生物沒有對人類造成任何傷

害。他們逐漸入侵了大街小巷，開始重複發出“ 

PARA…… PARA ……？”的聲音。來自世界各

地的語言學專家和外星研究人員聚集在一起調查

這一現象，以找出這些機器人的真正意圖，嘗試

與他們溝通，但都沒有成功。直到 7 月 21 日，

一名好奇的少年偷偷溜進被封鎖的研究基地，勇

敢地接近其中一個機器人，並一如往常地聽到了

" PARA…… PARA ？”。這位少年一直嘗試不同

的語言組合後找到了與機器人溝通的方式，並自

信地回應：“PARA...LAND ！”。突然，這句話

以某種方式觸發了機器人內部的某種開關機制，

它們開始集體關閉進入離線狀態並迅速升入半空

中，同時發出信號，就好像它們正在向太空深處

發射求救信號一樣。在信號發射持續了幾秒後，

突然間，一道震耳欲聾的聲音響徹了每個人的耳

朵：

“歡迎來到 PARALAND!”

當這句話的迴響結束時，世界一瞬間靜止了，我

們所認知的世界，再也不一樣了……。

許多人類被瞬間傳送到了許多奇特的世界。乍看

之下，這些新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不同，卻又有人

發現有些區域跟原世界相同。而連接原本世界和

這些新世界的門戶是開放的，可以隨意來回。有

些希望回到原本世界的人回去了，而覺得新世界

很新奇的人選擇留下來探索。

機器人向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人打招呼，並介紹自

己為“ParaBot”。他們稱呼地球叫做派樂島，並

解釋他們訪問地球的目的是邀請人類進入並開發

這個名為“空島”的新世界。因為人類的文明及心

智已經高度發展，已經足以冒險並開拓更多未知

的世界，因此他們將派樂島與空島連結在一起，

讓人們可以自由穿梭到各個世界。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逐漸熟悉了新的生活，任

何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從一個世界跳到另一個世

界。許多人開始建立自己的世界，並召集其他志

同道合的人加入。不管你是人類或生物，有形的

或者無形的，都能夠在每個世界中相互交流和互

動。這裡締造了一個進化版的社群世界，也因此

越來越多人穿越並棲息在派樂島和空島之間。



元宇宙
( 行動定位服務 , 社交平台 )
PARALAND 利用行動定位服務，將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相結合，創造出意想不到的體驗。 玩家可以
在現實世界中穿梭，同時在遊戲中體驗虛擬世界。

在 PARALNAD 的 LBS 地圖上中，玩家可以以現實中的商家或興趣點作為據點，進行交流討論；可以
在地圖上尋找隱藏的加密寶箱、保護迷路的 ParaBot；可以使用 ParaBot 佔據所在的土地，成為自
己所支持空島的領地，讓空島更加壯大、收入更多；也可以派遣 ParaBot 組織上鏈小隊領取自己的
mPARA 收入、或是奪取其他玩家的上鏈小隊，獲得更多的 mPARA。



空島
( 玩家創造並共同建設的新世界 )

空島是由世界主所開創，獨立於派樂島之外的
新世界，是個可以藉由世界主跟穿越者的努
力，不斷拓展開發，佈置建設的神祕空間。玩
家可以自由穿梭在派樂島跟各空島之間，為了
自己喜歡的世界主而奮鬥。

世界主跟穿越者在派樂島佔領土地後，該土
地會投射到世界主的空島上，成為空島的新
領地，領地會提供該空島的世界主及穿越者
mPARA 收入；而領地也需要定期維持營運維
護，不然空島會喪失這塊地的所有權及收入。

空島的入口會像飛空的島般的出現在派樂島的上空，有時候玩家抬頭會發現新的驚喜。



世界主
如何賺取 $PARA 空島的經營收入

穿越者
如何賺取 $PARA

世界主在其他空島
也能以穿越者的身分

進行遊戲
進行佔地遊戲

探索 LBS 地圖

共築空島發展

參與社群活動

佔地成功後
有機率獲得

開啟稀有的加密寶箱時
有機率獲得

累積貢獻值，
依排行榜順位獲得

參與遊戲內外各項社群任務
或活動來獲得

攻略世界BOSS的活動獎勵，
依貢獻獲得

在地圖上搶奪上鏈小隊， 
成功即獲得

基於共享經濟概念的代幣模型
$PARA 將會以 Seed Round、Private Offering、Public Offering 及通過交易所獲得。 玩家還可以通
過在派樂島進行領地爭奪、開啟加密寶箱、獲得貢獻值、搶奪其他玩家、完成世界級任務等方式在 
PARALAND 內獲得 mPARA，讓 Play-to-Earn 概念在 PARALAND 中貫徹。

$PARA 持有者能夠在 PARALAND 內建立一個共有、共存和共治的世界。 我們的
願景是帶領玩家和 $PARA 持有者成為真正以社群為核心的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PARALAND 是一款 Free to Play 的遊戲，遊戲內會發行名為 mPARA 的代幣。
mPARA 不能進行任何交易售賣，僅可以兌換成 $PARA，玩家可在遊戲中隨
時進行兌換，未綁定錢包的玩家可以先在遊戲中獲得 mPARA，等綁定了錢包
後再兌換成 $PARA，真正透過玩遊戲賺取有價收入。

奪取其他玩家

$PARA



佔地 維護領地獲得領地

上鏈 (mPARA)

獲得空島發展收入

奪取 mPARA 駭客行動
駭客行動成功

mPARA 進入玩家錢包

空島的發展收入是玩家在遊戲中獲得 mPARA 的主
要途徑，這筆收入會每天依據玩家對空島的貢獻
值，以及該空島的領地數來結算，發給對空島付出
的玩家。

這筆收入會存放在空島的帳戶中，玩家必須派遣上
鏈小隊，將 mPARA 的資料上鏈到空島領地上的節
點，完成上鏈的動作，才能將這筆錢收入到錢包之
中。而每個上鏈小隊能運送的金額有限，玩家會需
要派遣多個上小鏈小隊，才能收穫所有的收入。

玩家如果在路上看到其他玩家的上鏈小隊，可以選
擇對其進行「駭客行動」。執行駭客行動時，駭客
玩家要派遣 ParaBot 跟上鏈小隊進行小遊戲對決，
若駭客行動成功，則可以奪取並獲得該上鏈小隊的
部分 mPARA。

每一個上鏈小隊會有被奪取量的上限，當該上鏈小
隊被駭了一定次數後，就會進入保護模式，確保此
趟提取一定會有保底收入。

PARA 鏈 (mPARA 的上鏈與駭客 )



空島經營與建設
(UGC)

PARALAND 提供多樣化的客製豐富内容。世界主
可以在穿越者的幫助之下，在自己的空島自由地佈
置各式各樣的裝飾品跟功能性物件，譬如：懸掛著
自己照片的巨大熱氣球、能播放指定影片的露天電
影院、演奏指定歌曲的樂團……等等。

玩家也可以上傳持有的 NFT、自己製作的 3D 模
型、Avatar 配件、音樂與歌曲，來跟其他玩家交
流或展示。
 



世界主與穿越者
PARALAND 是由多個世界組成的一個雄偉壯
闊的元宇宙，大部分的玩家會以穿越者的角色
進行遊戲，而玩家也可以透過平台機制成為世
界主，並開闢自己的空島世界，帶領追隨自己
的穿越者一起奮鬥冒險。

世界主
世界主可以發佈讓
穿越者參與的自定
義指令或活動，帶
領追隨的穿越者一
起挑戰強大的對手、經營建設並布置自
己的空島、發行自己的 NFT 販售或贈送
給對自己的空島有卓越貢獻的穿越者。

收益分潤
成為世界主將可獲得更多收益，例如：
遊戲中 NFT 的銷售分潤 ...... 等等。



世界主如何產生收益

世界主如何
產生收益

空島的經營收入
( 遊戲內 )

空島貢獻值收入
( 遊戲內 )

發行 NFT
 ( 交易市場 )



穿越者
穿越者能夠穿越所有世界，並透過完成任務、領地爭奪、維護領地、參與世界主活動等行為來為社群
付出，並獲得相對應的貢獻值，進入排行榜，系統跟世界主將獎勵給予名列前茅的穿越者。

穿越者如何展現自己的特色？

如何展示自己
的獨特造型

自訂角色創作 空島的貢獻值
排行榜

領地爭奪 
排行榜

在空島與其他
玩家交流互動



世界主與穿越者的關係
PARALAND 在世界主和穿越者之間提供了一個創新的生態系統：以世界主為主軸，領導追隨他的穿
越者進行各項遊戲內活動，讓穿越者在遊戲中獲得利益及世界主的青睞或回饋；以穿越者為簇擁，支
持世界主茁壯他的空島，讓世界主獲得更高的榮耀或收入。兩者形成一種共生共榮的循環關係，一起
協力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

世界主領導穿越者

御駕親征 共築空島 派發任務 獎勵回饋

帶領穿越者
一同佔領
新的領地

與穿越者協力建
設空島建物及裝

飾

各式各樣的世界
主專屬任務

以 NFT
或 mPARA

獎勵高貢獻者

穿越者支持世界主

為世界主的空島
賺取經驗值 參與共築空島

為世界主
佔據領地

或維持領地

通過升級世界主的
空島解鎖新功能與

加成穿越者

為世界主的空島
建構建物及裝飾

為世界主獲得
更多空島收入



角色造型
PARALAND 中角色造型可以
根據每個玩家的喜好進行更改
和客製。 無論玩家是想穿上鮮
亮的衣服，還是擁有酷炫機械
手臂，甚至化身為神話生物，
都可以藉由 PARALAND 中的
Avatar 系統實現。部分稀有的
裝備會 NFT 化，可賦予這些裝備價值並實現可交易的功能。



任務
遊戲中會有尋寶、收集等各種類型的任務，提供穿越者可以選擇執行。 
部分任務將能藉由結合現實世界中的互動，以提供虛實結合的效果。這
些任務能讓玩家賺取貢獻值，貢獻值可用於在世界主的排行榜上進行競
爭，以獲得更多的專屬獎勵或 mPARA。世界主也可以發布專屬任務，
藉此讓追隨
他的穿越者
能同心協力
進行指定任
務，實現世
界主跟穿越
者一起努力
達成目標的
氛圍。



如何獲取 NFT?

如何獲得 NFT

參與社群或遊戲
內活動

從商城獲得限定
NFT 世界主活動獎勵



數量 比例 鎖倉期設定

Seed 5,000,000 5% 6 個月鎖倉期後 12 個月線性解鎖

Private Offering 8,000,000 8% 6 個月鎖倉期後 12 個月線性解鎖   

Public Offering 2,000,000 2%

Initiate Liquidity 3,000,000 3%

Liquidity Mining 7,000,000 7%

Play-to-Earn 40,000,000 40%

Team 25,000,000 25% 6 個月鎖倉期後 24 個月線性解鎖

Partner 10,000,000 10% 6 個月鎖倉期後 12 個月線性解鎖

Total 100,000,000 100%

代幣經濟模型
$PARA 是 PARALAND 的流通貨幣
和治理代幣。 $PARA 的持有者可享
有特殊權利、進行質押及共同管理
PARALAND。

Token Code:$PARA
Maximum Supply: 100,000,000 $PARA



時程圖
第一階段 2021 Q4
先鋒者招募

1. PARAZEN NFT 販售
2. $PARA Seed Round
3. PARAZEN 及 PARALND 

社群建立
4. PARALAND 故事背景 

設定完成
5. PARALAND 官網建置
6. 開始製作 PARALAND 白皮書
7. PARALAND 遊戲進行開發

第二階段 2022 Q1
先鋒者啟航

1. PARASTAR 活動
2. 遊戲獎勵系統確認
3. 公布第一版白皮書
4. 進行社群 P2E 活動
5. 確立 $PARA TGE 

( 代幣產生 ) 時程 
6. 遊戲領地爭奪玩法開發

第三階段 2022 Q2
元宇宙逐漸成型

1. 開始 Private Offering
2. 發行派金包 NFT
3. 更新白皮書與時程圖
4. 定案經濟模型
5. 招募未來世界主
6. 遊戲 P2E 系統測試
7. 增加更多類型的遊戲任務
8. Alpha Test 開始

第四階段 2022 H2
PARALAND 元宇宙上線

1. 開始 Public Offering
2. 完成建立 $PARA  

質押獎勵池 
3. 完成建立 PARALAND 

NFT 市場
4. 開發世界主 UGC 客製化

內容編輯器
5. 擴充 P2E 領地爭奪玩法
6. PARALAND 公開上線
7. 贈與 PARAZEN 先鋒者

持有人先鋒者權杖



團隊介紹

Dochin, CEO
Field: 10+ years in Game & XR
Location: TPE, JP, HK

Ethan, CFO
Field: 15+ years in Finance & Investment
Location: TPE, HK

Penny, Co-Producer 
Field: 10+ years in Game Producing
Location: HK, NZ

Isak, CTO
Field: 15+ years in Game & SA/SD Expert
Location: TPE

Tod, Game Producer 
Field: 15+ years in Game Producing
Location: T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