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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Gamecosys 
Gamecosys是一個利用區塊鏈技術做到去中心化、高效、安全地支援遊戲業界的生態系統。 我們

的目標是大大提高以下領域的效率和盈利能力： 
 
● 企業對企業的採購和結算 
● 用戶獲取和營銷活動 
● 知識產權資產管理和許可 
  

Gamecosys 的B2B平台應用了區塊鏈技術的多功能性和優勢，大大改善遊戲行業產品生產流程 - 
從採購到開發，產品分銷到用戶獲取，合同付款到產品運營 ，完整地服務整個遊戲業界包括遊戲

開發商、出版商、IP 許可持有者和玩家。 Gamecosys致力於建立強大而可靠的合作夥伴關係，

提高產品質量，鼓勵行業效率和增長。 
  
遊戲行業現存的很多低效率問題，區塊鏈技術正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理想方案。 然而我們更深入

地了解遊戲行業面臨著更大的結構性問題，阻礙了它的發展並限制了可行性。 為了進一步發展全

球遊戲產業，需要新的業務支援結構和開展業務的新方式 - 比當前提出的任何一種工具或應用程

序都更能解決問題的方案。 一個具市場規模的解決方案是需要一個互相支持的工具和市場的生態

系統，我們將為企業提供一個能凝聚市場各方的B2B平台，提供減少成本和時間效率的工具，促

進各方調整其盈利模式。 
 
Gamecosys的使命是完善成整個遊戲業界生態系統，與世界各地領先的合作夥伴一同創建一個方

便而豐富的平台，在此滿足企業不同所需。 
  
我們的團隊擁有真知灼見 
Gamecosys團隊由遊戲產業業務資深人士組成，他們了解遊戲業務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我們團隊

成員曾從事開發、發行及知識產權等各項工作，因此我們深深明白根本問題，並將我們的經驗匯

集起來，創造出平衡整個行業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以犧牲任何一方。 
  
GES擁有最佳支持者 
Gamecosys平台獲得擁有遊戲業經驗豐富的領先上市公司所支持，他們認同Gamecoys不單止能

為他們，還能為業界中各方不同的合作伙伴帶來更有效率的業務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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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cosys得到了眾多國家遊戲開發商協會的支持，他們認為通過高效而安全的全球性操作工具

可以為本地內容提供更加全球化的價值，以及將內容創作者和分銷商聚集在一起會成為更公平和

高效的B2B市場。 

 

 
 
全球遊戲產業狀況分析 
 
遊戲行業十分龐大。 以直接客戶總數計算，遊戲是世界上最大的行業之一。 在某些國家，高達

80％的公民是遊戲客戶。 全球行業每年的收入增加了數十億美元；在一些新興市場，每個月都會

增加數百萬新用戶。 
行業的爆炸性增長主要歸功於近期業界全球化步伐的飆升。 遊戲產業從以本地化為主，瞬間轉變

成全球化，這有賴於移動應用商店和主機遊戲下載商店等的崛起而推動了這個趨勢。雖然市場成

本下降，但由於成千上萬的新競爭對手和業界增設各國團隊，導致接觸用戶的相關成本激增。 
  
經營任何全球業務的成本都非常昂貴，除了具有挑戰性，還充滿陷阱。 每個額外的跨境業務都大

大增加了業務的運營成本，亦需要對每個市場及銀行進行監管；翻譯和貨幣兌換，當地業務費用

和業務發展，保護IP權益和數位安全的成本，以及特定於市場的媒體和硬件限制 (並非單單指各種

媒體宣傳活動的成本)； 即使是非常大的全球性企業，這些因素也帶來了辛難的營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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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大公司真正參與全球遊戲業務的結果（當然有一些例外）。 全球前5％遊戲公司正在賺

取整個業界的大部分收入，而這5％的公司很少會有變化，一般中小公司難以躋身前5％。 所以儘

管發行渠道看起來很完善，但實際上只有極小部分遊戲能產生利潤，遊戲收入大部份都消耗於高

昂的成本中。 
  
為了進入全球市場，中小型遊戲研發商需要依賴具有當地能力的各國發行商。 這些合作夥伴收取

的營運及財務費用非常高昂，瓜分總收入的30％至70％，甚至更多。 
 
以上問題成就Gamecosys的使命－ 我們的角色是提供更好的商業模式和經濟實惠的國際採購和

發行工具 ，令大部份的研發商能在商業上有利可圖。 我們的目標是將這些遊戲轉化為可行的，並

且全面地在市場上取得增長，持續開發好的產品及遊戲，對於開發者、發行者和渠道都帶來有利

而健康正面的影響。 
 

遊戲行業的各種主要角色 
 

銷售渠道 
 
提供移動或主機的網上「店鋪」讓你把產品上架，管理、傳送、保護產品內容及銷售，為不同之

遊戲市場提供當地適合的第三方支付網關、稅務等合規格之服務。 
當中包括Google Play（Android設備），Playstation Store（PS3，PS4），Steam（PC）等均是

渠道。渠道是一個網上店鋪，和任何行業店鋪一樣，它們在商業模式和策略上各有不相同。這導

致了各式各樣的遊戲渠道出現，不同的渠道會要求不同類及玩法的遊戲。一般渠道收取總營收的

30％至50％。雖然這看起來像是一筆很高的費用（特別是如Visa及這類第三方支付網關只收取大

約十分之一的費用），但渠道還需要承擔國際運營、權利金、合乎當地法規監管的稅務及銀行管

理、媒體推廣、維護安全性等相當高的成本，而且他們商店裡大部分內容定都從來沒有賺過任何

錢。再者，少數贏家必須補貼大量的「輸家」，更好的管理可以減輕這一點，但是管理本身的成

本很高。大多數渠道都偏好漁翁撒網先吸納大量不同類型的遊戲，但隨著市場變得飽和，某些渠

道會採取針對性的定位來吸引特定的玩家。 
 
 

遊戲開發商 
 
遊戲開發商在支付了IP授權費、發行商拆帳、渠道拆帳的費用後，開發團隊可能佔遊戲總營收的4
％，並且因各方需要計算帳目及銀行匯款等等原因，開發商一般要等待3至4個月才能收到所得之

該分利潤。 開發者即使獲得第一期收入，但難以預估下一次是何時及數目。 這意味著開發商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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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提前計劃開發項目，並且不願意將收益再投資於自己。開發人員傾向投入有創新性和創造性

的風險項目，但很快就會因現金流匱乏，而轉向保守地開發較適合市場的「安全」內容，以確保

團隊的收入。 
 

發行商 
負責及支付遊戲的市場推廣和用戶獲取，並安排游戲在各個渠道上架事項。 有時侯發行商亦會購

買IP授權許可，讓開發人員可以於遊戲設計中使用該IP。 
發行商於不論遊戲最終是否獲利的情況下，必須冒著極大風險支付大量的行銷費用； 而對於曾在

某些國家已經獲得成功的產品，發行商亦面對昂貴而激烈的競爭局面。 這迫使發行商向開發者收

取高額費用，因為不是每款發行的遊戲都能成功，並且當遊戲達到玩家的臨界數量時，發行商還

需應付更多的市場推廣費用。 
 

IP 授權持有者 
出售其IP授權計可在特定產品中使用（IP角色及故事內容等） 
IP授權持有者通常會向遊戲發行商或開發者收取大量的前期費用，有些甚至會要求遊戲上市後額

外瓜分其收入比例。 大部份開發者難以承擔於前其支付IP費用，因為開發人員往往存在現金流問

題，並需要囤積儲備金（如有）。 所以一般均是由發行商先購買及支付IP授權費用，並轉遞予指

定遊戲開發商研發產品。 IP授權持有者每年可能只能銷售出幾個大訂單，固他們會收取前期高昂

費用以保障收入， 知識產權持有人與開發人員均面對現金流短缺問題。 此外，IP授權持有者申請

版權、維護IP質量的成本也高，而且在產品發佈後對授權者對IP的控制權相對較少。 
 
 

行業痛點 
 
失敗原因：渠道之內容及商業模式過份狹窄 
 
部份渠道其中很顯注的額外收入是從遊戲植入廣告中獲取，這有賴於RPG類型遊戲以點撃瀏覽廣

告換取遊戲中的道具。 其他渠道通過以分鐘計算的播放內容來支付，這有利於較長的遊戲（但不

一定基於進展系統）。每個頻道的商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授予頻道上的可行類型，當中亦

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受到損害。 
該頻道的商業模式禁止內容 - 我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導致該商店變得擁擠，內容非常相似 - 窄帶內

容。 
 
例如，過往電視節目的播放比例是25％廣告及75％為節目內容，而節目的每一集本質上都是獨立

的。 這是因為電視頻道以觀眾能接受於每小時播放最多的廣告來賺錢，並且會將劇集轉售給其他

頻道進行轉播。這種商業模式適合單元劇和犯罪劇這類能預測劇情節奏，並可以隨時不根據順序

輕鬆觀看。但人們對單元劇感到厭倦，希望看到新事物。 因此傳統的電視頻道被他們自己的商業

模式梱綁，難以轉向新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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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Netflix增加了一種新的商業模式 - 以每月訂閱固定收費能無限觀看戲集。 這為Netflix頻道帶

來了突破固有商業模式的可行性。 頻道不需要再必與以廣告賺錢，並且能夠播放大量連續戲，亦

不需再轉售給其他頻道。 觀眾對不間斷地觀看故事性強的多集連續劇需求很大使Netflix非常成

功。Netflix不僅大大增長了自己的市場份額，而且擴大了整個市場規模。 
 
渠道的內容不夠不僅是渠道要面臨的嚴重問題，行業本身亦同樣受影響。 由於市場愈偏向某幾款

大眾化的遊戲種類限制，這令渠道偏向發行此類容易賺錢的遊戲，反而亦有不少玩家會因為手機

遊戲久缺新意而離場。 同時因為要在眾多太近似的遊戲中突圍而出，加強其關注度及吸引力的成

本非常昂貴， 這亦令開發商和發行商不想使用渠道。 
 
我們認為令下個能令遊戲產業有大增長的因素將是具不同可行性的新渠道模式 ， 這能讓不同類型

的遊戲百花齊放。 這些新的商業模式將通過高效的新分銷技術、B2B採購交易市場、新對業務的

全新思考方式結合起來 - 就像netflix一樣。 
 
Gamecosys正在建立上述對應支援行業結構的相關技術產品及交易市場，建立全新一代渠道。 我
們的目標是成為下個產業新浪潮發展的基礎，幫助整個行業的發展，造福所有企業。 
 
 
 

行業問題：遊戲有了，但如何找到適合的合作夥伴？ 
 
尋找合適的合作夥伴是決定發行商和開行商雙方的成敗關鍵，但正正市場上沒有這類B2B交易平

台。 
制作一款遊戲由大多數發行商想把不同類型的遊戲結合，而非單一化。 這要求發行者與各擅長不

同類型遊戲的開發人員合作。 尋找到合適的開發人員耗時，在這段空窗期內需要應付研發團隊、

業務開拓成本和公幹旅費等費用，以造訪不同遊戲工作室和評審開發人員的表現。建立信任需要

時間，每個新合作的開發人員都必須重新證明工作能力。 即使找到了潛在的合作夥伴，各方還需

經歷漫長的商業條款談判及簽約流程。有時會出現即使出現了新的開發團隊提供更有趣的產品，

發行商更願意與現有合作夥伴取得遊戲，因為與新開發人員合作需要面對高成本和高風險。 
 
開發人員想確保投放大量精力在遊戲研發之前，能落實產品會被發行。 發行商需求經常變更，這

會度至遊戲製作時間延誤，同時難以預計產品最終成品是否獲開發商的滿意肯定。 
 
為了降低這種風險，開發者需要盡可能地與大量發行商建立良好關係，以便在他們完成遊戲時有

人認同他們的作品。 但由於大部份開發人員未能判斷發行商對遊戲的要求及標準，尋求發行商關

注的代價變得相當高昂。 開發人員傾向全心技入製作優秀的遊戲，並希望有合適的發行商剛巧相

中他們所完成的遊戲（通常是徒勞的）。 在很多時的情況下，就算是很優秀的遊戲及開發人員都

難以在適當的時間內找到發行商。 反之市場上過多的產品，讓發行商難以發掘真正優質及理

想的遊戲，與海外研發商的溝通過程煩複，語言、文化差異大大加重溝通成本，而市場上

8 



 
 

                                                                                                         

亦缺乏有效的配對媒介。 即使存在著完美的配對，但雙方不能於適合的時間相互配對亦注定失

敗。 
 

行業問題：CPI成本居高不下，尤其是在手遊市場 
 
傳統的用戶獲取（UA）主要依靠大量的廣告功能，例如遊戲植入廣告、數位/印刷媒體廣告等。

在競爭激烈的廣告市場，廣告平台可以自訂價格，並且拍賣點擊。 這導致了每個安裝成本（CPI
）價格膨脹，單次下載成本往往遠高於一般遊戲能從用戶所獲得的收入。 
 
成本高的CPI引發了「勝者為王」的循環 - 只有最具財力的公司才能負擔投放大量高額廣告，以帶

動遊戲的下載量。發行商需透過競價爭奪廣告來增加爆光率愈而擴大公司的優勢，無論遊戲的質

量如何都必須在CPI上花心思。這個循環現象出現在前200名的發行商，而每年只有一小部分新公

司能夠擠身其中。 一旦你能擠身頂層，能持續留在頂層的機會大大增加。 其他小型團隊不管是發

行商或研發團隊，即使獲得手遊移動商店的推介亦不再是獲利的保證。 
 

行業問題：現金流 
遊戲收入是從玩家透過渠道付費，幾個月後渠道再將這筆錢轉給發行商，發行商在數月後再將剩

餘的營利分成交予開發商。 
  
開發商作為收取現金流的最後一環，只能靜待每個下一次的分成期。故此穩定、可預測以及可靠

的現金流量對開發人員來說極為重要。 如果他們的收入分成既穩定又可預測，就算預計收入將會

下降，開發人員仍可以有信心將盈餘投資到公司，並且改善產品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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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問題：知識產權資產管理 
知識產權(IP)是遊戲行業的關鍵，要獲得穩健而有吸引力的IP能讓你的遊戲在市場中更易突圍，增

加吸引力；因IP本具知名道從而降低昂貴的推廣成本。 但由於現時並沒有安全的管理全球知識產

權使用的系統，所以監管使用知識產權內容成本十分高；而且在濫用情況下幾乎沒有追索權。 鑒
於當前管轄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至很少工具系統能夠讓IP授權持有者使用。 目前雖存在基於

區塊鏈技術的數位資產管理（DAM）系統，但當中主要專注於私人（玩家）的虛擬物品管理（一

種常見的ICO產品），而非B2B知識產權上的數位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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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問題：採購管道效率低 
與遊戲產業的收益相媲美的行業均擁有非常完善的採購系統：員工建立市場和平台，將合適的製

造商與分銷商連接起來，以提高供應鏈效率。 世界上許多領先的公司都在透過平台去採購和執行

，反觀身處高瑞科技下的遊戲產業仍需通過手工採購，買賣雙方的監督和保護不足，而且速度

慢、成本高、效率低。 一個更好的做法，可以提高開發和採購供應鏈的效率，增加收入。 
 
 

Gamecosys 解決方法- 新的生態系統  
Gamecosys 的核心價值是誠信可靠、成功率高及保持質量。實現這些價值觀需要一個有系統的架

構來支持。 信任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這需要慢慢建立、小心維擊並由適當的工具及社群支持。 
成功亦非偶然，而必須是合適的團隊配合正確的項目，團隊可以專注於產品而不是擔心開銷不足

或合作夥伴出配問題。 高質量更不是偶然事件，它是團隊對項目及預期結果具足信心，能有計劃

地控制資源及結果。 
 
Gamecosys的目標是提升整個遊戲生態系統，為不同規模大小的公司均能提供靈活性和節省成

本的方法。為此，我們提供了一整套從基本業務的解決方案，創建強大的去中心化分佈式控制業

務引擎。 Gamecosys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快捷並準確地找到合適你的合作夥伴，運用

區塊鏈技術的當代工具，令你大大減低成本同時能安全地執行交易，亦能實現經濟實惠的

「新世代」用戶獲取。 
 
這生態系統由四大支柱組成，涵蓋了整個遊戲產業價值鏈所需的核心業務和交易活動。我們旗下 
＜Game Voltage> 、＜GES Pay＞、＜GrowIP＞和 ＜GrowUser＞這四個主要的去中心應用功能

模塊組成，並均由GES代幣進行結算交易，這是一種無縫且革命性的新方法，讓你高效並安全地

執行不同的相關遊戲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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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生態系統所帶來的好處 
gamecosys團隊具有從營運、市場推廣、IP及研發等多方位遊戲業界經驗，並具有處理對外供應

商和針對企業提供解決方案的豐富資歷。儘管每個項目都可以單獨執行，但是隨著項目成為“一攬

子供應商”（或者您的Unity項目成為“一攬子資產包”），您會發現事情開始嚴重不受控。 

 
 

● 監督及實行每個工具/供應商的都需要成本。 
● 要將工具/供應商整合在一起需要很多功夫。信息或資產流動不暢，或者花費大量時間將供

應商格式轉換成另一種型式， 無論是轉換貨幣、型式、佈局、編碼器等等，每次轉換都是

額外的成本，而且往往非常昂貴。 
● 在某些情況下，你想用的工具/供應商完全不兼容。雖然你可能喜歡當中的每一款，但他們

無法幫助你實現目標。 
 
例如，假設發行商希望使用“區塊鏈的力量”來降低運營成本，他們的目標是什麼？就是要降低游

戲推出市場的成本，我們喜歡簡稱 “Make game happen”。。要使用當前可用的工具（包括大量

的“遊戲ICO”）來做到這一點，發行商將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來分別實施每個工具，然後花

費大量時間管理它們。增加這些成本會導致從許多代幣和/或令匯價轉換（當個別價值獨立波動）

，並且令化之前節省了成本化為烏有。 
 
 
單獨而言，每種細微的解決方案都可能有合理。但只有當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才能確實發揮真正

效率，才能真正更快更高效地 “Make game happen”。 
 
  
成立Gamecosys，是因為我們深入研究了遊戲行業是如何運作，然後為了實現他們真正想要的

提供解決方案。他們想要的是：單次簡便又實惠的起動方式就能一次解決了所有問題。他們不想

考慮事情如何一起工作，他們只是想讓事情能自動起作用。他們希望“Make game happen”變得更

快、更簡單及更便宜。這是一個崇高的目標。 
 
 
完整的生態系統帶來很大的成本節省優勢： 

● 從項目開始到尋找合作夥伴，制訂/簽署/執行合同，尋找用戶，再以最高效率地支付各個

收入分成 
● 使用單一代幣值進行各種不同的交易，包括進行跨境支付。不用再耗時及多付由於一大堆

代幣、貨幣匯率的成本。 
● 刪除很多中介成本，同時節省大量收款時間及服務費。 
● 單一的執行成本已涵蓋了你所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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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Voltage 
 
Game Voltage是一個專業全球性的遊戲產業B to B 配對平臺，作為GMGC的戰略合作夥伴，我們

擁有強大的研發商及發行商網絡，研發商可以透過Game Voltage把產品展示於平臺，讓全球發行

商輕易搜尋及發掘到你的產品; 發行商亦能利用Game Voltage的精準搜尋分類找到想要的產品。

不論是直接銷售遊戲源碼，或是各地的遊戲代理權，Game Voltage都能協助業界輕易找到理想產

品及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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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市場需求及困景 

 
單以2017年度計，亞洲的手遊市場年規模己超1000億元，令西方的研發及發行商希均望

能往亞洲市場發展。與此同時，中國的發行商及研發商雖已非常龐大但這亦意味中國市場

的發展及競爭極度激烈，越來越多亞洲的研發及發行商選擇向西方的市場出發，進註海外

市場。 

但要實踐以上計劃相當困難，不管中西方業界均會遇到以下問題： 

研發商的困景： 

● 產品完成後難以找到當地發行商代理，尋找海外發行商更因文化、誠信、商務條件

等差異更難找到國外發行商。特別是中小型的獨立研發團隊疋缺資源及管道面向全

球。團隊亦欠缺商業化及本地化等元素，很以獲得發行商的資詢機會，以改善產品 
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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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商的困景： 

● 市場上過多的產品讓發行商難以發掘真正優質及理想的遊戲。商務人員面對海量不

適合的自薦產品，就算是最龐大的公司亦不可能飛遍全球尋找理想的遊戲及團隊。

而且與海外研發商的溝通過程煩複，語言、文化差異大大加重溝通成本。 

 

GAME VOLTAGE 一站貫通連繫全球 

一站式連接全球遊戲業界尋找發行商及研發團隊從此輕鬆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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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Voltage如何運作 

 

 

 

Game Voltage附加服務： 
 
投資配對 
Game Voltage將協助團隊尋找投資者，並於過程中協調適合雙方的投資機會。 
 
美術配對 
允許開發商和發行商為項目採購IP知識產權美術術外包公司。 
 
人才配對 
配對全球人才及團隊，搜尋工作及合作機會。 
 
開發和本地化協助 
Game Voltage提供內部開發服務，擁有一支致力於“真正本地化”遊戲團隊，協助語言翻譯、運營

和市場推廣等服務。 
 
 
Game Voltage的優勢 
 
Game Voltage有助於大大降低尋找合作夥伴的成本和開銷，特別是在開拓海外市場時，並且有助

於持續業務順暢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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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Voltage 2.0  
Game Voltage是Gamecosys區塊鏈技術的1.0初版，這是一個真正的現代化B2B交易平台，由專

業市場設計人員設計，以支持遊戲行業的特定需求。我們目標是透過平臺服務，促進全球遊戲業

界從業者的交流及資源配對 ， 提高全球各地產品的亙通性 ， 及降低研發和發行商之間溝通時間

及成本，從而能讓全世界的用戶都能體驗各國各地的優質遊戲。Game Voltage並配合強力的區塊

鏈技術Gamecosys Deal Engine、智能合約和GES結算系統作為後盾，讓你整個業務交程及交易

能輕易並安全地進行。 

 
Game Voltage 2.0: 交易引擊（Deal Engine） -  智能合約 
 
區塊鏈分佈式分類賬用於通過智能合約自動執行商業交易合同。對等數據庫首先捕獲各方之間的

所有條款和條件，然後使用跨分佈式節點或服務器收集的數據來確定何時滿足這些條件，並執行

例如付款的相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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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雙層合同（智能合約）提供給常見的遊戲行業商業案例。第一方定義了許可地域，許可期

限，許可費用，收入分成比率等標準參數，然後自動定義相關智能合約中的相應參數。這種雙層

結構 - 由智能合約執行的標準合同 - 允許多方更有效地合作。 

 
 

● 通用的法律合同是可用的，每個合同都由一對配對的智能合約執行。這大大減少了合作夥

伴的時間，法律和交易成本 - 易於實施，易於執行。 
 

● 可以使用“下一代”更複雜的合同對，以支持通過安全且經濟高效的智能合同執行而實現的

新商業模式。這些包括多發布商的單一市場，可靠和有效地將開發階段分配給不同方的能

力，分級收入分享計劃等。 
 

● 新的雙層合同模板 - 支持新的商業模式 - 隨時添加，現有模型定期更新和改進。找到適合

您項目的合同和商業模式，而不是強迫您的項目適應過時的商業模式。 
 

● 自定義智能合約可以定制以滿足特定要求。 
● 智能合約意味著收益分享安全透明。在幾分鐘而不是幾個月內設置觸發支付給多方的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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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分成的頻率可以與每個項目的銷售頻率相同，而不是每月總計。這意味著派對可以按

小時收費，而不是按月收費。這極大地改善了現金流，允許各方更快地響應收入變化，並

降低任何一方出現“驚訝”違約的機會。 
 

● 各方都可以獲得安全和透明的政策和支付數據視圖，以便他們可以根據通用的可信數據集

制定明智的業務決策。 
 
 
 

 
 
 
 

 

 
 
 
 

GES 支付 （GES Pay） 
 
GES Pay 一個包括玩家代幣錢包和軟件開發工具包（SDK）組成的支付網關，讓用戶能夠將其產

品連接到Gamecosys區塊鏈生態系統中。GES Pay 將會在一個建基於雷電網路(Radien Network) 
並由Gamecosys 管理的獨立鏈上運作，用以提供接近實時的交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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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 Pay由以下功能模塊組成： 
 
 

● 遊戲支付SDK  - 己接入SDK的產品可讓用戶利用GES代幣進行遊戲內的購買，及同時可

以達成用戶進行付費下載及月費訂閱服務。 
 

●  GES錢包 - 玩家可以在GES 錢包裡管理他們的GES代幣餘額，包括購買及查閱獲

取獎勵的歷史記錄。 
 

● GES數據 -  SDK同時能獲取用戶對於IP資產使用的行為，及運營上的各種KPI的遊

戲內數據，然後在服務器上處理這些數據，最終為Gamecosys成員生成報告。 
 

● GES交易所 -  Gamecosys會員可以按市場價格從Gamecosys平台購買及銷售GES
代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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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IP 
傳統的IP代理運作方法極度低效率，不安全及有很多限制，而且當中的運作非常費時及需要各方

付出昂貴的費用。為了克服這些問題，Gamecosys專門針對遊戲行業的需求，開發一個基於區塊

鏈技術的數位資產管理（DAM）框架。 
 
GES IP DAM  - 定名為GrowIP  - IP持有者可以在Gamecosys 的市集裡無縫地進行: 瀏覽、找尋IP
、買賣雙方溝通、價格協議及最終透過智能合約收付款的一站式合作，在增加了尋找IP的成功率

的同時，亦降低了營運的成本。 
 
GrowIP 基於區塊鏈的數字資產管理意味著： 
 

● 為IP持有者提供一個完整的B2B服務框架，讓各種IP的合作和交易，是在一個有效及安全

的環境下完成，從而實現及促進IP交易數量。 
● 具備高透明度，為IP業務上各方提供法律支持的証明，及允許使用的証明。 
● 可彈性地調整IP使用的限制，使用的時間，較極端的描述， 技術上是可以達到IP擁有者即

使在沒更新及通知遊戲客戶端時，也能隨時把該IP使用權關掉。 
 

● 實時監控每一個IP財產的使用及銷售情況. 可以查看到曾在那一個地方使用，由誰使用， 
那一個IP著作較受歡迎等等. 區塊鏈技術支持的DAM史無前例地讓IP擁有者可以無需要透

過任何發行商及研發商， 而實時地查看到每一個IP在所有市場的表現， 及其受眾群組。 
 
 

GrowIP透過智能合約為每一個IP授權提供了完整的解決方案。 
 

● 每個交易都由一對智能合約執行。這種雙層系統高效率，高透明度，能大覆降低成本和開

銷。 
 

● 智能合約可以實現每一個安裝及每一個道具獨立銷售的收付款; 在IP財產每一次的銷售及

使用後， 可以在非常短時間裡完成付款及到賬， 增加現金流， 及帶來更好的銷售管理環

境。 
 

● 智能合約的高效率執行方案同時提供了一個嶄新及更成熟的商業模式; 漸變的收入分成合

作， 安全及簡易的多個IP項目合作， 甚至可達成單一獨立道具/人物的"微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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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User  
 
傳統遊戲市場中， 無論是傳統的地推， 或網上的廣告， 獲取用戶(User Acquisition) 的成本同樣

非常昂貴，而且很難去計算投資回報率. 大量的金錢會在獲取用戶的路上失去， 而回來的可能只

是一堆得不嘗失的安裝。 
 
 
Gamecosys用戶獲取（UA）框架 - 被稱為GrowUser--是一個簡單而強大的推廣工具，我們透過

代幣的力量降低獲取用戶的成本- 用戶可以在安裝， 消費及推介朋友當中得到GES代幣作為激勵

性獎勵。 
 
 

● 透過直接獎勵GES代幣， 打破現有的CPI推廣方法. GES代幣的雙重功能功用， 讓用戶可

以在特定的推廣發行商的產品裡購買道具. 同樣地， GrowUser透過獎勵代幣去激勵用戶

下載遊戲和推薦遊戲給朋友， 而用戶可以透過當中獲取的代幣在遊戲裡購買道具。 
● 絶對透明的投資回報率- 能清楚看到及準確計算到每一單的投放及其回報價值， 讓你每一

筆的花費都得到證實。 
 

● 透過代幣和智能合約履行的用戶獲取讓投放者能小心處理成本， 簡易設置投放的上限， 
投放時長及內容等操作， 同時亦可以為利用KPI 指標去精準鎖定每一個投放單位。 

 
● 將會提供所有進行UA時需要的 智能合約模塊， 讓UA可輕鬆實施和操作。UA系統的智能

合約允許遊戲彈性操作各種激勵安裝，推薦，花費和/或推薦的消費，完全取決於營銷活動

的設計。 
 

技術結構 
 

IAB 錢包 
 
Gamecosys將會提供用四種不同的區塊鏈幣錢包：玩家用(公開), 遊戲製作商用，發行商用及

GAMECOSYS平台用。每當有一個買賣或智能合約的執行時，相關交易將會在這些錢包間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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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同種類錢包間的交易，Gamecosys會使用Raiden網絡作為區塊鏈外交易記錄。Raiden網
絡支援對等網絡(P2P) 交易及信貸交易。由於Raiden網絡是Etherum網絡交易的區塊鏈外擴展方

案，Raiden網絡可與Etherum網絡同時運行；與其他Raiden網絡通信以完成交易，並與Etherum
網絡通信管理信貸記錄。 
 
 
Raiden網絡大幅度加快Gamecosys智能合約的結算需時，並且容許交易資訊保密 - 對執行B2B 商
業合約非常重要,Raiden網絡還有更多優點： 
 

 
●  延展性： Raiden網絡可以每秒鐘同時執行一千萬個交易 
  
●   速度：交易能立即執行。 
  
●   私隱保密： 不會將所有交易展示在主區塊鏈上。 
  
●  互換性：支援所有基於Etherum網絡所發展的區塊鏈幣。 
  
●   低收費：Raiden網絡上的交易收費是主區塊鏈上交易收費的七分之一。 
  
● 小額交易：降低最小交易額並讓系統以最高效率處理小額額交易 - 對Gamecosys模式

來說是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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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IP - Gamecosys DAM technical framework 
 
 
Gamecosys DAM是為版權擁有者及創作家為他們的數碼作品整合管理而度身訂造的一個平台。 
每一項經由Gamecosys DAM所生成的數碼資產均包含一個加密的區塊鏈以記錄它的數碼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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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新的數碼資產經由Gamecosys DAM產生，一條新的區塊鏈便會加進該數碼資產並指明該

數碼資產的擁有人。之後，該資產就可以傳給第三方進行後續開發。而每一個使用過這數碼資產

的使用者都會在區塊鏈上留下其數碼足印。 
 
 
這些數碼足印會隨著開發流程一直擴展到用家處。資產擁有者可以利用該數碼足印區塊鏈返查該

數碼資產在開發流程中如何被用到。任何非受權做用或非法利均易於被追查到從而禁止其使用。 
 

 

 

雙層智能合約框架 
 

智能合約是包含某一合約中所有資訊，例如合約的輸入，輸出及邏輯等的一種軟件協議編程。當

合約雙方同意交易並以智能合約為協議，所有合約條件都會以數碼方式記錄下來並公佈致區塊鏈

網絡。 
 
每當有一個新交易記錄時，其交易數據需得到區塊鏈網絡上所有用戶端核準後才能寫進區塊鏈

上。智能合約會在其中自動收集所需資訊，當條件附合時會立即自動進行入帳。由於每一條核準

過的交易都會寫到區塊鏈上並對外公佈，因此任何改動均會立刻在相關利益者的數碼帳號反映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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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合約是根據已編制好的編碼邏輯來執行，因此所有的合約條款都不會被誤解。智能合約更因

無需中間人得以減省成本。由於無需中間人來核準交易，因此合約雙方均能減省相應的費用及延

遲。 
  
Gamecosys生態系統的智能合約將建立於Etherum及Raiden網絡基礎上。用家可以利用智能合約

編輯器用最少的工夫去訂制智能合約。任何用家只要利用預製的智能合約，只需按下數下按制便

能制作出合用的智能合約。基於Etherum及Raiden網絡的開源性質，用家亦可跟據本身需要自制

智能合約。 
 
 

Gamecosys商業模式 
 
收入來源 
 

GAMECOSYS平台從的主要收入從交易費用、遊戲收入分成、廣告和專業諮詢服務中賺取。 

 

●  交易費用：GAMECOSYS將收取於GAMECOSYS平台內的任何交易金額中的5％作服務

費， 這包括玩家以GES幣購買遊戲道具及購買IAP上的銷費等。 

 

● 增長模式：Gamecosys將在生態系統增長期間，向玩家和成員預售代幣。 

 

● 遊戲分成：當開發商向遊戲發行商出售發行權時，平台將獲得該遊戲的5％股權，表示

GAMECOSYS平台不僅將獲得拍賣收入的5％，還將獲得日後該遊戲收入的5％分成拆

帳。 

 

● UA佣金：Gamecosys將收取通過GrowGame UA系統而獲得的用戶，其總支出的某個百

分比作為佣金收入。 

 

● 廣告服務：Gamecosys平台將提供專為B2B和B2C而設的廣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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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代幣 
 

GES代幣是整個生態系統的核心。 透過系統可以解決賬戶、玩家、分配收入、遊戲宣傳，及一般

商務流程的問題。 GES令牌可使成本和時間得以節省，還可以提高了安全性和可靠性，及加強合

作夥伴之間的信任。上述的優點使生態系統遠超於「一籃子功能」的原因。 

 
代幣用途 
 
代幣在整個Gamecosys生態系統中流傳，允許客戶參與各種服務的同時，亦不會產生匯率成本或

延遲。 GES的商業帳戶持有者（發行商/開發商/知識產權授權許可者）可以交換代幣以換取期望

的FIAT。 

 

● (C2B) 玩家以代幣購買遊戲、道具或IAP等。 

 

● (B2C) 發行商/開發商於GrowUser UA活動部分，向玩家支付代幣。 

 

● (B2B) 發行商/開發商向於遊戲中運用了的IP, 向其知識產權持有者支付代幣換取使用權。 

 

● (B2B) 發行商使用GES代幣以支付開發者之遊戲發行權。 
 

代幣分配 

Gamecosys Limited將供應總計數10億GES代幣 （1,000,000,000), 供Gamecosys生態系統使

用。 

 

● 出售代幣：400,000,000 GES（40％） 
● 合作夥伴：150,000,000 GES（15％） 
● 公司和團隊：200,000,000 GES（20％） 
● 生態系統增長：150,000,000 GES（15％） 
● 獎勵計劃及顧問：100,000,000 GE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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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模式 
生態系統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一環，當生態系統越大，我們為客戶提供的價值就越高。 
Gamecosys將實施生態系統增長模式來推動GES的被採用機會。 這分配在整個計劃起動時已經

開始。 整個增長將用於銷售(玩家及成員)及吸引會員。 激勵計劃的方式如下： 

 

●  整合GES及參與Gamecosys平台。 
● 將其玩家推薦加入Gamecosys。 

 

 Gamecosys僅預留15％作為5年內的成長池備用，而我們亦將以回購機制補充。 

 

分配計劃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EGM 的GES 數量 10,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40,000,000 50,000,000 

銷售儲備(玩家及成員) 50% 60% 80% 90% 100% 

會員獎金  50% 40% 20% 10% 0% 

 

Gamecosys將根據上述計劃銷毀未出售或以禮物形式發放的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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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購機制 
 
 
回購機制是為了保持GES代幣的穩定性及持續地刺激市場需求。 Gamecosys執行計劃有利於代

幣持有者的利益，及促進生態系統。 通過該計劃，Gamecosys會由二級市場中購買GES代幣

（加密貨幣交易所），再將其放回增長池，以獲得激勵部分。 
 
  
為實施回購計劃，Gamecosys將建立一個由回購基金組成的回購基金池:  
  

1. 代幣銷售中所籌集的20％資金，將保留在專項基金中以啟動BuyBack計劃。 
 

2. 營運利潤當中的20％。 
  
推出Game Voltage後，Gamecosy將計劃於2019年第一季度開始代幣回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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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幣發行 

 
 
GES購買方法: ETH （以太幣） 

每一個GES的價格為 0.0001ETH 
(1ETH可以買入 10,000GES) 
預售階段中購買GES代幣均會獲得獎勵代幣(獎勵代幣鎖定期為6個月) 
 
 
以下為代幣發售的細節: 
預售(20% 額外獎勵)  
        1ETH =12,000GES  
公開發售(0% 額外獎勵)  
        1ETH =10,000GES 
 
*最低交易額度為1 ETH 
*Hard Cap (硬上限) 為 40,000ETH 
 
*GES代幣並非證券及持有GES代幣不代表持有GAMECOSYS股份 
*GAMECOSYS代幣銷售的參與者均為贊助及支持GAMECOSYS平台的開發，GAMECOSYS公
司不承諾為代幣銷售的參與者提供任何回報。 
 
 
 
 

 
 
 
 
 
 
所得款項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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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經代幣發售所得之款項均會用作GAMECOSYS平台發展所用, 具體如下:  
 
40%用作產品研發 
招募業內頂尖人才用以維持GAMECOSYS的競爭優勢, 及持續研發金融產品及服務 
 
20%用作商業運作 
開拓業務,商業運作及服務支援之成本 
 
20% 用作銷售及市場費用 
品牌宣傳, 獲取用戶及增加市場滲透率之成本 
 
10%用作審計及維持安全合規性 
Gamecosys會致力確保所有用戶之虛擬財產的安全性, 目標是達到銀行行業的審計及安全合規性

水平  
 
10%用於法律事務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商業平台, 法律合規性永遠是GAMECOSYS長遠的成功的重要因素 
 

 
 

Gamecosys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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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 Webb: 首席執行長 CEO 
Evan是一位擁有15年豐富業界經驗的遊戲設計師，他專長重視玩家意向、遊戲操作設計、社交建

設和行為經濟學。他具備差不多所有遊戲平台的技術及設計經驗，包拾PS1 / 2 /3、Wii、XBox、
PC、手機，甚至是老式掌上型PSP和Gameboy。從洛杉磯的EA Games（Goldeneye榮譽勳章）

開始，到後期的Activision Games，Evan近十年內主力投身於一系列熱門遊戲的工作，當中包括

擔任4年"Call of Duty Online"的首席設計師，這是與騰訊在中國市場內一個重要合作項目。以發

行及開發人員的身份，代表參與了在西方和亞洲市場的各大小型項目後，Evan對遊戲行業的運作

方式（以及遊戲行業如何運作）有深入透徹的了解。故此，他在2017年構設成立Gamecosys，以

「樂觀 x 現實主義」的目標，希望讓市場變得更有效率，從而幫助業界繼續夢想，製作更好的遊

戲。 
 
他個人的詳細資歷： https://www.linkedin.com/in/evan-webb-26917a4/  
 
 
 

 Terence Chow: 首席營運長 COO 
Terence是一位成就卓越且備受推崇的專業企業管理者，擅長複雜的業務建創和管理。 Terence
在移動網絡業務擁有超過20年的開發及運營經驗，尤其專長於生態系統的建立層面。他是現任

MAMO Games的首席執行官，MAMO Games是一家由美亞娛樂（香港上市編號：391.HK）投資

的自研及發行遊戲公司，以及3W（私人投資）的戰略投資者。加入MAMO之前，他曾擔任

Woosh Game的首席運營官，該公司是中國聯通應用商店公司－小沃科技的合資企業，負責打造

亞洲第三方應用商店服務。在Woosh Game之前，Terence曾擔任91無線公司（中國領先的第三

方應用服務供應商）的運營總監，負責全球市場，建立和管理各地區的手機遊戲平台。 
 
Terence同時也是一位成功的創業者。早年他共同創立了中國垂直社群初創公司Connect Infinity，
並在中國成功推出了首個時尚媒體“Milk”的垂直電子商務社群。他是共Linuxtimes和Infoislive的聯

合始創人，公司現名為Lakoo，並獲得騰訊和紅杉的增資。 
 
他個人的詳細資歷：https://www.linkedin.com/in/chow-terence-2257319/  
 
 

Ben Li：首席技術長 CTO  
BEN 擁有16年軟件和移動產品開發及管理經驗， 2001年從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並獲諾基亞亞太

地區獎學金，開發了數個高質數的全球性項目，包括在亞太地區推出Club Nokia和大中華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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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ge遊戲平台。之後Ben加入了知名遊戲公司Softstar作為研發董事，負責帶領上海移動開發

團隊，製作了多款暢銷手機遊戲。 2009年Ben加入社交遊戲創業公司Scoreloop，並擔任亞洲區

技術總部領導，負責創建遊戲開發團隊及管理開發SDK，並與各地移動運營商合作推出社交遊戲

服務。 Scoreloop後來被Blackberry在2011年以750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並成為Blackberry默認

指定之遊戲服務伙伴。自2012年起，Ben加入網龍網絡（香港上市編號：0777.HK）擔任產品總

監，領導移動應用商店91.com的海外擴張和產品開發，直至其被百度以19億美元收購。 Ben現任

新加坡電子支付公司Codapay的業務總監，為中國領先的互聯網和遊戲公司提供智能支付解決方

案，幫助他們在中國以外地區蓬勃發展。他個人詳細資歷https://www.linkedin.com/in/benja797/  
 

Novem Yip: 首席營銷長 CMO 
Novem是一位擁有15年遊戲業界經驗的資深人員，從擔任全球首個最多人共同上線的MMORPG<
天堂＞任市場推廣起，業務領域後至海外業務開拓、營運及管理等，擅長香港、台灣和中國區遊

戲市場。 2015年Novem聯合創辦了香港手機遊戲開發商和發行商TopBanana並擔任CEO, 2016
年TopBanana被香港上市公司收購後，2016年加入美亞娛樂（香港上市編號：391.HK）投資的

MAMO擔任副總裁。創辦TopBanana前，她任職中國iDreamSky（樂逗遊戲）海外業務總監，負

責管理多個海外知名IP項目如「神廟逃亡」“Temple Run”和「海賊王」“One Piece”等等。早年

Novem曾任韓國NCsoft及電子支付公司Gash（Gamania 旗下公司）負責香港區市場推廣及營運

業務。她的個人詳細資歷：https://www.linkedin.com/in/novem-yip-10476a22/  
 
 

Samson Cheung: 網絡安全總監 
Samson是加拿大電信行業的資料鑒證安全專家，擁有多年建立安全應用的經驗，並與政府和研

究人員密切合作以提高安全標準。 在關注安全領域之前，Samson積極參與供應鏈行業，並為全

球鞋類和服裝品牌構建了多個專有平台。 成功將銷售點連接到全球的物料供應商，顯著提高了市

場份額和客戶滿意度。他個人的詳細資歷：www.linkedin.com/in/samson-cheung  
 

Gary Ip: 業務拓展總監  
Gary擁有超過十年遊戲業界經驗的企業家，同時也是加密貨幣的早期投資者。2008年他共同創

辦了ACT Media的子公司ACT Productions Co. Ltd .. ACT是由具有多年遊戲經驗的團隊組成，專

門為香港、台灣和東南亞的遊戲業提供營銷、媒體報導的製作及活動執行。2013年他得到進入手

機遊戲行業的機會，並成立了Monster Inc .手遊發行公司，分別於香港及台灣設有辦事處。2015

34 

https://www.linkedin.com/in/benja797/
https://www.linkedin.com/in/novem-yip-10476a22/
http://www.linkedin.com/in/samson-cheung


 
 

                                                                                                         

年美亞娛樂（香港上市編號：391）收購Monster Inc .，Gary並與美亞集團共同創辦了MAMO，

自研及發行手遊。於2016年作為策略投資者，以3億 港元的估值與3W（私人出資）完成第1輪募

資。Gary對手遊行業越深入了解，就有了想改善業界生態圈的目標，於2017年與持共同理念的

Evan和團員一同創辦GamEcosys。https://www.linkedin.com/in/gary-ip-b47b11157/  

 
 

Hector Wan: 業務開發總監 
 

Hector加入遊戲行業多年，曾於西山居任職，專責推動海外移動遊戲業務，於歐美地區發行過的

產品包括「Brave Cross」,「Go!Titans」等，負責本地化，市場推廣，產品優化及社群運營等，

有豐富的產品運營及發行經驗. 早年於遊戲橘子負責「天堂」，「跑跑卡丁車」等端遊專案。他個

他的個人詳細資歷：https://www.linkedin.com/in/wan-kai-hang-996b3047/  
 

顧問及合作夥伴 
 

顧問成員 

 
 David Song  
David於2012年創建了全球移動遊戲聯盟（GMGC），GMGC是一個提供遊

戲業界共享行業趨勢和創意的全球遊戲及數位娛樂產業服務平台。 GMGC每

年都會舉辦業界分享大會，每年吸引來自40多個國家的200多位演講者和

16,000名專業人士參加。 在成立GMGC之前，David共同創立了GWC，這是亞洲最大的移動互聯

網會議GMIC的組織。 GWC成員包括騰訊、阿里巴巴、微軟，小米和Facebook等等。 他的完整

檔案可以在以下網址找到：https://www.linkedin.com/in/songwei001/  
 
 

 
 

Maxim de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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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在中國開始他的職業生涯，曾於亞洲最大的B2B移動互聯網和移動遊戲會議GMGC組織中

擔任國際業務署副總。 Maxim成亞洲科技領域的連接人和思想領袖，定期為董事會提供建議並公

開發表意見。 作為亞洲業務專家，Maxim過去8年一直居住在中國、印度、越南和新加坡等地。 
Maxim繼續利用其網絡和市場知識幫助公司拓展新市場並形成持久的戰略合作關係。 
 
 
 

 Dale Huang 
 
Dale 是Gamamobi的創辦人，他擁有18年的遊戲業資歷，前任E-Fun港台營運總監，曾帶領180
人的團隊線過多款遊戲如「神鵰俠侶」、「魅子」、「巨砲連隊」「天龍八部」及「夢想星城」

等月營收創造過億台幣佳績的遊戲。一路由基層深根歷練經驗的產品、市場營運專才，擅長觀測

區域市場與用戶行為趨勢，並為產品規劃進場攻佔最佳策略。 
 

 
 
Tom Shum 
 
Tom畢業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數學專業雙學士學位，並

獲得香港科技大學信息技術碩士學位。 
 

自2007年起Tom創立了ACT Media 並擔任CEO, ACT是香港和台灣主要的手遊營銷專案企劃及執   
行專家。與其合作的明星公司包括騰訊、Supercell、暴雪、Mixi、Netmarble、Nexon、萬代等

等。Tom從事廣告行業超過15年，特別於移動應用市場獲得了強大的聯繫和資源，Tom在市場上

獲得了非常強大的戰略規劃技巧和讚譽。 https://www.linkedin.com/in/tom-shum-8737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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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Liu 
Fank於2010年成立urAD並擔任CEO，公司簡介：urAD成立於2010年，是一家以行為資料

(Behavior Data)為基礎的原生數位廣告公司。多年來專注於提供客戶數位行銷戰略所需的全方位

支援服務，透過自行開發的數位廣告核心技術及業界經驗，結合完整的數據分析平台，協助企業

與網站經營者將廣告訊息準確發佈給目標客群。urAD多次得到主流數位媒體Google、Facebook 
Line、的認證與肯定，成為國內外各大媒體公司的重要合作夥伴。Frank亦是在台灣紫牛創業協會

及台灣遊戲產業合作發展協會的理事。https://www.linkedin.com/in/frank-liu-729879157/  
 

Nelson Chan 
 

Nelson在數據中心領域工作超過15年，Nelson是行業內的系統設計和雲端專家。 他參與了大量

的區域大型數據中心開發，並充分了解系統需要什麼來確保其成功。 隨著區塊鏈的綻放，他期望

將分享其個人技術及經驗予業界。 

他個人的詳細資歷： https://www.linkedin.com/in/neilson-chan-535b9336/  

 

 
 
Karen Yang 
Karen目前在尼科西亞大學攻讀數位貨幣碩士學位，畢業於多倫多大學藝術學士

，為生態與生態史專家。 
Karen從2008年開始從事金融行業的銷售交易業務。她擅長於期貨和股票戰略交

易，主要負責與投資銀行及高頻交易公司，做市商和對沖基金公司進行交易。 縱觀過去幾年的經

驗，凱倫在市場上獲得了非常強大的市場聯繫，技能和認同。 
 
她個人的詳細資歷：https://www.linkedin.com/in/karen-yang-a3652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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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夥伴 

唯晶數位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於改做文創IP的手機遊戲公司。「唯晶數位」擁有堅強的

研發和發行團隊，發行多款遊戲如在台灣創下多項運營紀錄的《霹靂江湖》，《仙境傳說Web》
及《RO仙境傳說：復興》；自研經典作品《古龍Q傳》、與台灣黑幫電影『角頭』等文創IP手機

遊戲。 唯晶數位將秉持以自行研發和代理發行並重的策略，積極擴大台灣遊戲市場的份額，並重

點拓展海外市場。預估未來三到五年內，將從台灣擴及全亞洲進而進軍歐美市場。 
 

 
 
ACT Media成立於2006年，在香港和台灣均設有辦事處，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媒體代理公司，其擅

長品牌戰略，媒體宣傳的研究分析。 服務包括媒體策劃及採購、活動管理、；數位策略和優化。 
全球星級客戶包括SUPERCELL，騰訊、MIXI、IGG、Nexon、E Fun等等。 
 

   
 urAD成立於2010年，是一家以行為資料(Behavior Data)為基礎的原生數位廣告公司。多年來我

們專注於提供客戶數位行銷戰略所需的全方位支援服務，透過自行開發的數位廣告核心技術及業

界經驗，結合完整的數據分析平台，協助企業與網站經營者將廣告訊息準確發佈給目標客群。我

們多次得到主流數位媒體Google, Facebook, Line的認證與肯定，成為國內外各大媒體公司的重

要合作夥伴。客戶包括Disney, Canon, HSBC, HONDA, Carrefour, JPMorgan Chase 等等。 
 

 
GMGC成是全球第三方遊戲及數字娛樂產業服務平台，目前在全球擁有30多個國家或地區近300
名會員企業，成員中包含開發商、發行商、投資商等。GMGC秉持“共建共享，合作共贏”的理念

，為產業上下游企業搭建合作交流平台，促進產業共同發展。由GMGC主辦的全球遊戲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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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GC北京)及亞洲移動遊戲大會（GMGC東南亞）等等會議活動，每年分別在中國及至亞洲各大

城市舉辦，幫助中外會員企業拓展業務及建立更多的夥伴關係並促進發展。GMGC每年吸引來自

40多個國家的200多位演講者和16,000名專業人士參加。合作伙伴包括騰訊、Huawai、Google及
等等。  
 

 
 
QooApp是專注於二次元的手機遊戲平台。自2014年問世，受到了台港澳地區玩家的信賴和喜愛

；2016年後QooApp加強了英語、韓語、日語等多語言的內容和服務，全球用戶總數突破了

10,000,000。  
  

昱泉國際成立于1989年，擅長以「東方題材，好萊塢表現手法」

致力於3D動作遊戲娛樂品牌研發。累積二十多年遊戲技術與國際合作經驗，產品橫跨APP、
MMORPG、Console、SNS社群遊戲。近年全力投入跨平台手遊與授權IP影遊產品開發及代理發

行業務。 

 

米迪數位是由台灣遊戲業界巨頭唯晶數位與霹靂集團共同創立。成立於2016年10月，是一家以

“持續台灣文化和創意知識產權”宗旨成立的手機遊戲發行公司。 

   

羅馬尼亞遊戲開發者協會是一個非盈利性組織，其宗旨是支持和促進羅馬尼亞的電子遊戲開發者

市場，使其在內部和國際市場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和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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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遊戲是一家專注於東南亞市場的手機遊戲發行商。 他們發行的遊戲中，《刀塔傳奇》僅在台 
灣市場就創造了50億新台幣的收入。 
 
 

 
MAMO Games 於2015年成為美亞娛樂(香港上市編號:00391)附 屬子公司。 MAMO總部及遊戲開

發團隊設於香港，另設台灣及中國分公司。 主營手遊業務，致力發展領先的在地化移動娛樂產

品。除自研開發遊戲亦代理產品於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及東南亞地區營運及發行。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英語：Taipei Computer Association），簡稱“台北市電腦公會”，是在

1974年11月5日成立的同業公會，以推廣台灣資訊產業發展為主。除了針對資訊產業進行相關交

流活動，另外也會在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辦理國內各大資訊展覽，以及組團參與國際性資訊展覽，

是台灣資訊產業公會與協會組織的一大龍頭。其主辦的遊戲展覽會產生超過200億美元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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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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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時程  
 

 

免責聲明 
 
此文件只為向大眾發放資訊所用. 本文檔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與本文提到的任何公司或個人

進行任何交易的要約.本文件中的任何內容都不應被視為建議，諮詢或推薦, 及任何人也不得以此

為依據.任何人憑本文件採取的任何行動皆是基於自身的評估而進行, Gamecosys及其關聯方不對

此類行為的後果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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