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派利儿共享平台 – Z世代的遊樂園 

全球首創 

吃喝玩樂購共享經濟登峰造極 
一個神奇的共享經濟平台！ 



PayEVER的創辦人與派利儿發明人 
龎國臣博士 
 
龎國臣博士曾在美國著名的AT&T貝爾實驗室做過4年的資深
研究員。他也曾在美國矽谷蘋果電腦公司工作三年並且是蘋
果電腦用戶界面設計指南的主要貢獻者之一。他曾是全球產
品經理管理過有六千萬用戶和四億美元年收入的趨勢科技網
絡安全產品線。 
 
在互聯網流行之前，他就開發出一個多媒體的應用叫做
Living Album。這個應用曾經被蘋果捆綁到一百五十萬台蘋
果電腦。之後他又開發了無數個網站以及移動應用。 
 
除了擁有完整的軟件研發和管理的經歷，最近龎博士完成了
編程入門的教科書和教學應用並且獲得多項與編程相關的國
際與台灣專利。 
 
龎博士的父母來自山東，他本人是在台灣出生長大。他從美
國南達科他州大學獲得人因工程學博士和計算機科學碩士學
位並且獲得該校的傑出研究生獎。 



派利儿是設立在美國矽谷PayEVER發布的中文版APP。 派利儿APP是一
款共享經濟的行動社交應用和遊戲（包括升級，尋寶，和排行榜）讓大家
參與各類好玩有趣賺錢搶錢做公益的吃喝玩樂購共享經濟活動。 
 
PayEVER派利儿共享平台是一個全球首創獨一無二，金流完全去中心化和
去公司化（decentralized），支持和確保個人與個人（P2P*）之間信息的
對接和交換，並且整合和促進線上和線下（O2O*）營銷的全方位共享經濟
平台（PayEVER=P2P+O2O）。派利儿不是一個營利公司而是一個公益
平台。派利儿是一個神奇創新的全方位共享平台提供各種免費的服務讓大
家共享吃喝玩樂購和愛心公益與健康財富。PayEVER的英文意思是“Get 
Pay Forever”也就是中文“財源滾滾”的意思。另外“派利是”是粵語發
紅包的意思。 “派”指派發，“利是”也就是紅包。派利儿用更有範兒的
“利儿”取代“利是”讓“派利儿”具有更新潮的發紅包的意思。派利儿
和PayEVER在台灣、大陸、和美國已經申請並且獲得了註冊商標。 
 
*P2P （Peer To Peer）中文翻譯為「點對點或者端對端」也就是個人與個
人之間信息的對接和交換。 
*O2O（Online To Offline）的多向營銷模式是指線上營銷與線上交易帶動
線下運營和線下消費，同樣的線下運營和線下消費也可以帶動線上營銷與
線上交易。 

派利儿的由來 



•  公益 - 共享愛心、打賞 - 共享紅包 

•  推薦 - 共享獎金、眾籌 - 共享發財 

•  互匯 - 共享貨幣、標會 - 共享資金 

•  拼桌 - 共享酒席、購買 - 共享返利 

•  分期 - 共享貸款、學習 - 共享教育 

•  嚴選 - 共享健康、伙伴 - 共享商機 

•  互感 - 共享交友、遊戲 - 共享點數 

派利儿的服務 

一旦加入終生受益... 



經過不斷的創新為會員創造最大價

值提供各種免費的服務讓會員共享

吃喝玩樂購和愛心與教育以及健康

與財富，同時也為合作伙伴提供無

限的商機。 

派利儿的使命 



創造一個金流完全去中心化免費使用的開

放式公益平台，透過個人與個人之間信息

的對接和交換以及整合線上和線下的資源

來打造一個全方位的共享平台，重新定義

公益、交友、打賞、購物、玩樂、創富、

教育、和健康的共享服務來達到共享經濟

登峰造極的最高境界。 

派利儿的願景 



派利儿共享平台的定位 
ü  一個神奇創新的全方位共享服務平台 

ü  一個助人利己共享愛心做公益的平台 



²  去中心化雙軌雙層、最上兩層是公益層 

²  六人的眾籌朋友圈、六個共享打賞群組 

 

派利儿共享平台的架構 



派利儿共享平台的組織 
Ø  會員：免費會員、共享會員 

Ø  伙伴：一般伙伴、公益伙伴 



1.  全球首發獨一無二的共享平台 

2.  世界專利遊戲化區塊鏈化平台 

3.  用完美打賞無縫接軌共享經濟 

4.  創新的升級制度結合社交遊戲 

5.  吃喝玩樂購共享經濟登峰造極 

6.  大數據永久雲儲存與智能分析 

派利儿共享平台的獨家優勢 



•  世界唯一遊戲化區塊鏈化的共享經濟平台 

•  共享社交應用遊戲包括升級尋寶和排行榜 

•  一邊玩遊戲滑手機一邊賺取點數和派利幣 

•  吃喝玩樂購、虛擬與實體、線上和線下包

羅萬象無遠弗屆 

•  做公益、打賞金、搶紅包、玩遊戲、讀新

聞、賺點數、享美食、排眾籌、拼免單、

等全返、找資金、換貨幣、交朋友 

1. 全球首發獨一無二的共享平台 

共享經濟重新定義… 



•  遊戲化和區塊鏈化共享經濟平台的系統和方法 

•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A Gamified and 

Blockchained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 

•  金流完全去中心化和去公司化，支持和確保個

人與個人之間信息的對接和交換，並且整合和

促進線上和線下營銷的共享經濟平台

（PayEVER=P2P+O2O） 

2. 世界專利遊戲化區塊鏈化平台 

全球專利申請中... 



把當前打賞的四大痛點翻轉成四個優勢： 

•  只出不進的打賞變成有出有進的搶紅包遊戲 

•  大部分賞金給平台變成大部分賞金給受賞者 

•  金流經過平台變成打賞金直接轉帳給受賞者 

•  需要持續互動才能獲得打賞變成躺著也掙錢 

3. 用完美打賞無縫接軌共享經濟 

歡迎各界洽詢合作... 



•  任何人可以由推薦人推薦註冊為免費會員 

•  免費會員經過眾籌打賞升級成為共享會員 

•  級別根據會員累積眾籌打賞的共享總金額 

•  升級越高特權越多搶到紅包的機會也越大 

•  結合多款經典的遊戲以及獨家的創新應用 

4. 創新的升級制度結合共享遊戲 

升級加持無往不利... 



5. 吃喝玩樂購共享經濟登峰造極 
•  公益 - 共享愛心、打賞 - 共享紅包 

•  推薦 - 共享獎金、眾籌 - 共享發財 

•  互匯 - 共享貨幣、標會 - 共享資金 

•  拼桌 - 共享酒席、購買 - 共享返利 

•  分期 - 共享貸款、學習 - 共享教育 

•  嚴選 - 共享健康、伙伴 - 共享商機 

•  互感 - 共享交友、遊戲 - 共享點數 

一旦加入終生受益... 



•  記錄與永久保存所有共享資料包括共享

的遊戲、活動、對象、次數、和金額 

•  利用深度學習與人工智能從共享數據構

建分析發掘趨勢的模型 

•  用數據分析來改進平台和開發新的共享

服務 

6. 大數據永久雲儲存與智能分析 

洞察共享發掘趨勢... 



派利儿平台擴展的四個主力 

1.  聚集眾多熱心和活躍會員的社群與團體 

2.  擁有眾多鐵桿粉絲和家人的主播與網紅 

3.  積極參與社交群組擁有廣大人脈的群主 

4.  積累了眾多忠實客戶的線上和線下商家 

歡迎大家的加入... 



使用派利儿打賞的情境與對象 
•  節慶：生日、週年、春節、情人節、各種節日慶典... 

•  親友：父母、夫妻、情侶、兄弟姐妹、親朋好友們... 

•  社交：主播、網紅、心儀的網友/朋友/女神/男神們... 

•  眾籌：依照推薦或者加入次序來匹配互助打賞的會員... 

•  返利：線上線下商家提供折扣和共享免單給忠實客戶... 

•  慈善：需要幫助的個人以及各類公益團體和慈善機構... 

增進互動和發揚愛心... 



派利儿「眾籌打賞」秒殺其他「捐款眾籌」 
①  合法免稅不收會費會員選擇公益團體定時加單眾籌捐贈 

②  不花一分錢也可以免費參與推薦朋友賺無限的推薦獎金 

③  由朋友商家贊助或會員自行參與即可升級搶無限的紅包 

④  參與越多愛心越大領錢越多升級越快也搶到更多的紅包 

⑤  不需要拉人也可以排隊領錢若推薦朋友就直接插隊領錢 

⑥  告知排隊的號碼目前領錢的號碼和估算排隊領錢的時間 

⑦  保證推薦會員持續不斷的收到被推薦會員每一次的打賞 

⑧  不用老舊過時的網頁而是用便捷創新的手機APP來操作 

⑨  排行榜公布誰打受賞最多獲得最多推薦獎金搶最多紅包 

⑩  免費參與各種共享吃喝玩樂購和愛心與財富活動的福利 

先舍後得助人利己... 



派利儿是一个神奇的共享平台 
ü  沒有法人也可以自動捐贈做公益 - 共享愛心 

ü  沒有支付也可以處理相關的交易 - 共享發財 

ü  沒有福袋也可以發放無數個紅包 - 共享紅包 

ü  沒有消費也可以累積無限的推薦 - 共享獎金 

ü  沒有拉人也可以排隊領錢搶紅包 - 共享眾籌 

ü  沒有商店也可以贊助眾籌和免單 - 共享返利 

ü  沒有金主也可以提供所需的資金 - 共享資金 

ü  沒有銀行也可以兌換想要的貨幣 - 共享貨幣 

ü  沒有信用也可以申請到分期付款 - 共享貸款 

ü  沒有學校也可以學習新知識技能 - 共享教育 

ü  沒有餐廳也可以舉辦豐盛的宴席 - 共享酒席 

ü  沒有舞台也可以互動認識新朋友 - 共享交友 

ü  沒有網吧也可以簽到玩遊戲升級 - 共享點數 

無中生有化為神奇 
共享經濟登峰造極 



派利儿目前的推廣成果 
p  和世界微商聯盟合作推廣「WMA希望工程」平台 

p  平台目前累積超過兩萬的共享會員 

p  為數百個商家創造了數十億的營銷 

p  會員共享的年金已經突破一億台幣 

p  新平台將提供更豐富、更多元、更有黏著性和擴展性的共享

經濟服務包括共享打賞紅包、共享推薦獎金、共享红包眾籌、

共享顏值交友、共享遊戲點數、共享標會資金、共享互匯貨

幣、共享拼團免單、共享購物全返、以及共享酒席拼桌。 

p  新平台將招募更多的合作伙伴 

p  新平台將支持多種語言包括繁體中文、簡體中文、和英文並

且在全球啟動 

p  新平台將將會把「WMA希望工程」的成功放大無數倍！ 



派利儿共享平台 – 吃喝玩樂購共享經濟登峰造極! 
2020-2022計劃：台灣、中國、美國 
註冊會員： 一百萬   共享會員： 五十萬 

共享金額： 一百億   合作伙伴： 一萬 

線上交易： 五百萬次  線下活動： 五十萬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