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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素養⼂機會⼂⾵險概念
2. 概念 : 區塊鏈⼂虛擬貨幣⼂加密貨幣⼂NFT⼂去中⼼化⼂元宇宙⼂Web3.0
3. 區塊鏈⼂加密貨幣⼂NFT技術原理
4. 藝術科技 : 2D⼂3D⼂VR⼂AR⼂MR⼂
5. NFT注意⼒⾏銷模型 : 藝術收藏品市場⼂媒體關注⼂籌款⼂炫耀
6. 品牌價値⼂形象設計⼂⾏銷策略⼂故事板⼂平⾯形象設計
7. 區塊鏈/NFT產業趨勢⼂平台概覽
8. 區塊鏈/NFT相關產業 : 
A. Web3.0 企業家本能 : 如何運⽤所學服務社區
B. 上架發⾏⼈⽣第⼀個NFT > ⾏銷計劃以及量度成果

About N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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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範上架發⾏NFT



聽講・・・
NFT 好容易發達!





現在・⾹港



但係・・・
NFT係騙局!





加密貨幣 Bitcorn
2021 4⽉中, ⼀個⽉内:
貶值48%
⾄今天:
貶值68%

NFT是其中⼀種加密貨幣技術
NFT 不適宜當作投資⼯具
⾵險⽐⼀般加密貨幣更⾼得多 $64,400

Today : $20,654 

(US$)



⽜⾁刺⾝ 打劫~咪郁



獨⽴思考 . 科技素養
善⽤科技 . 保護⾃⼰和家⼈

NFT是天使還是魔⻤
關鍵不在於⼯具的本⾝
⽽在於 : ⼈



NFT 不適宜當作投資⼯具
本講座並⾮財經/⾦融培訓

不會教你⼀夜發達 !



1.
2. 電繪⼊⾨ : 選擇

(a)iPad + Apple-Pencil Procreate 或
(b)電腦PPT

3.  元宇宙⼂智慧城市⼂品牌概念,科技素養及虛擬經濟的機會與⾵險
4.  NFT平台概覽, 區塊鏈產業趨勢的脈搏, 上架發⾏⼈⽣第⼀個NFT
5.  NFT ⾏銷價値, 區塊鏈電競的趨勢, 如何運⽤所學服務社區

Web 3.0 企業家本能
科學頭腦⼂獨⽴思考 : 正當地掌握科技⼂產業⼂機遇

運⽤所學服務社區

講座⽬的 :



避免 :

道聽途說⼂⼀知半解
保護親友vs誤墮騙局
不要被新科技嚇怕



虛擬貨幣
加密貨幣

似曾相識但⼜⼀知半解的名字s
能說出他們的分別嗎?

⽐特幣

數碼貨幣

⾮同質化代幣

去中⼼化加密貨幣
中⼼化加密貨幣

代幣

以太幣

區塊鏈



去中⼼化技術

NFT ⽐特幣
以太幣, BNB, USDT … 

不能複製

課⾦ / 積分

Wallet
($$$)

NFT 交易所

中⼼化

虛擬貨幣 數碼貨幣

區塊鏈

加密貨幣

中⼼化技術

代幣

⾮同質化代幣 ⽐特幣 以太幣

去中⼼化加密貨幣

中⼼化加密貨幣



去中⼼化技術

NFT ⽐特幣
以太幣, BNB, USDT … 

不能複製

課⾦ / 積分

Wallet
($$$)

NFT 交易所

中⼼化

虛擬貨幣 數碼貨幣

區塊鏈

加密貨幣

中⼼化技術

代幣

⾮同質化代幣 同質化代幣

去中⼼化加密貨幣

中⼼化加密貨幣



Non-Fungible Token 
⾮同質化代幣(數位資產的認證)

• 不可分拆 (⼀幅畫⼂⼀⾸歌)
• 不等值 (獨⼀無⼆⼂不可替代)
• 通常限量

• 不可複製
• 去中⼼化 Decentralized

• 種類 : X00,000,000

Fungible Token
同質化代幣

• 可分拆 (0.0001枚⽐特幣)
• 等值 (每個作⽤都⼀模⼀樣)
• 限量2.1M (其他coins可以沒限量)

• 不可複製
• 去中⼼化 Decentralized

• 種類 : X,000

BITCOINNFT



NFT 的典型應⽤
數碼資產認證
數位化交易 / 拍賣 / 投資 / 收藏品

藝術品 / 收藏品
畫作/影⽚/ ⾳樂 / Meme / Gif / 虛擬頭像 / … 
球員閃卡/ 限量球鞋 / …

⾦融類
保險 / 房地產 / 證券 / …

數碼娛樂
遊戲配件 / 遊戲⼟地 / 虛擬⾓⾊ / 虛擬⾨票 / …



特別版波鞋
NIKE 專⾨店 ⾮專⾨店



有機蔬菜
有機菜 冇機菜



NFT 的公益⽤途
醫療訊息
⻑者和⻑期病患者臨床實驗的數據 : 透過NFT售賣給藥廠 - Aimedis

環保認證
有機種植證書

可能累積數據的應⽤
獎勵計劃 :運動⾥程 / 節省能源 / 碳⾜印 / 碳中和 / ⾃然⽣態種植 /

獨⽴製作⼈
⼤碟 / 單曲 / MV / 活動積分 / 虛擬簽名T-shirt / 歌迷優惠及優先訂購
促進平等創作機會 : 減低唱⽚公司中介收費



會籍/季票

活動積分
VIP 優待
免排隊
限量活動 ...



Blockchain
區塊鏈

NFT 去中⼼化核⼼技術



新趨勢 Web 3.0

虛擬貨幣 & 區塊鏈 & 
NFT & 元宇宙

Decentralization 去中⼼化



去中⼼化區塊鏈的緣起
2008⾦融海嘯之後, ⼈們對⼤銀⾏的信任產⽣懷疑
去中⼼化區塊鏈技術有不可複製⼂不能修改的特性
透過共同對數學的信任⽽建⽴科學化的互信平台



ID / Finger-print
-⾝份認證

Memerization
- 保儲前⼀個區塊的資料/指紋

Data - 數碼資產
- 藝術作品 / ⾳樂 / ⽂件/書籍…

Block Chain

• 獨⼀無⼆
• 不可逆轉性
• 不可篡改

• 去中⼼化
• 公開透明
• ⾃動執⾏



去中⼼化區塊鏈的關鍵特性 :
區塊鏈每台電腦都記錄住上⼀部電腦的指紋
互相串連成鏈

要篡改⼀筆資產的紀錄
就要逐⼀破解和篡改區塊鏈上
每⼀部電腦的指紋和記錄, 近乎不可能



The most expensive NFT
The Merge: US$91.8 million



2nd most expensive NFT
Everyday's collection– The First 5000 Days: US$69.3 million



6th most expensive NFT
CryptoPunk #7804: 
US$7.57 million

US$7.58                 US$11.75 million



值得嗎???



1987: US$40 million US$1,000 million

值得嗎???



NFT雖實⽤性不⼤但更著重價值

注意⼒經濟
Attention Economy
眼球經濟



藝術品NFT
將受關注的意義可視化(Visualization)

e.g. 明星紀念品/收藏品



藝術品NFT雖實⽤性不⼤, 但有助提升
(1) 獲得網絡媒體關注
(2) 收藏價值及轉售
(3) 炫耀的領域



(1) 網絡媒體關注

⼤部分藝術品NFT沒有實⽤功能⼂虛擬
如果獲得關注 >提⾼認知的價值



(2) 收藏價值
收藏品 : 限量 / ⼼頭好
特別意義 : 紀念價值 / 引起共鳴 / 回憶
籌款: 中⽂⼤學⼀幅牆的磚頭的NFT



(3) 炫耀
24⼩時元宇宙展⽰收藏品
• 正常⼈不會真的穿HK$32,000的Nike上街
• 也不會將蒙羅麗莎掛在飯廳
• 甚⾄根本沒有⼈知道你擁有它們

US$1,000 million

Nike Dunk Genesis 
ANGL CRYPTOKICKS
29.99 ETH/HK$32,958



創建有價值的藝術品NFT需要投⼊成本

並⾮⼀朝⼀⼣可以成功
+ 時間⼂⼼思⼂ 運氣 …



提防NFT騙局陷阱 ! 獨⽴思考
NFT作爲投資⼯具的⾵險⼗分⾼!!!



及早了解NFT
為將來元宇宙作好準備



演⽰上架發⾏NFT
-Handout-



1 2 3

NFT上架流程 - 測試版

開通加密錢包

<MetaMask>

- Ethereum 以太幣
- 交易錢包

領取免費以太幣

<Rinkeby Faucet>

-測試網絡
- 0.01 ETH

注冊NFT賬戶

<OpenSea>

- NFT 平台
- 上架作品/產品
-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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