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amode (ALA) 白皮书 



时尚精品市场现况  
 

时尚就是一种「美学服务业」。  

公元 2000年，全球时尚精品业营业额只有约 1000 亿美元， 

而到 2017年时营业额已达 3500~4200 亿美元之间，虽然在 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 

时尚精品业曾有过一波短暂的低潮，但从 2010年起便需求强劲地， 

以每年 12~18% 快速成长到至今的规模。  

 

不可讳言的，时尚精品在人们的联想是奢侈品，社会有不少人是每天担心着吃饱、 

买房都有困难，经济差距让人顾不得什么叫做生活美学，只能将就着过日子， 

无法就性格品味凸显自我的存在感。 

另一方面，由时尚精品销售的快速成长指出，奢华时代来临了，原因是，这世界上有钱人变多了。  

 

众所周知全球财富呈M型发展，精品销售也呈同步扩张，富者越富， 

全球百万美元的富裕人士人数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富翁们的财富成长也远高于全球 GDP成长， 

而新兴市场崛起，包括大陆、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国的富裕人士愈来愈多， 

每年均增加许多新富阶级加入奢华消费的行列。  

 

富裕人士的增加来自中国大陆的比重最高，约占亚洲的四分之一， 

新增的亚洲富豪是精品产业成长的重要推手。 



新兴市场对精品业成长的贡献比高达九成，其中中国大陆约占 30%， 

另外，俄罗斯、中东、巴西约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也是主要的贡献地区。  

 

以时尚精品为主题的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 

由 梅莉．史翠普 饰演的女主管 米兰达 传达出一个重要的讯息：就算妳再瞧不起时尚精品， 

妳还是无从逃脱它的影响力。这些现象都说明着，奢华消费兴起，精品时代已经来临。  

 

另一个趋势是网络电商，网络电商是精品业心中最大的挣扎， 

新科技的网购方式是年轻的消费族群所熟悉的，精品业者也知道是世界潮流， 

但却又深怕电商让品牌故事无法完整呈现，消费者无法体验奢华感受，削弱精品高级形象的力道。 

近年部分精品开始经营电商，大幅成长的网购数字，让同时花大钱在高级地段打造奢华体验的旗舰店业者两难， 

到底该继续投资在实体店面？还是转战电商？  

 

如何顺应时代潮流经营网购电商，如何让精品的「美学服务业」更能够普及于消费大众， 

将是时尚精品业者蜕变的下一个里程碑。  



消费市场的问题  
 

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影响下，什么都涨唯独薪资不涨，家户所得成长的速度远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维持生活的水平越来越困难，「价格低、省钱」已成为影响消费者购物选择的重要因素。  

 

在商家方面，传统实体店面的营运成本越来越高，又有地域上限制，配合因特网的发达， 

各式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随着因特网泡沫不断的饱和，如今经济每况日下， 

获得用户的成本不断增加，生意越来越难做，销量也很难获得提升。  

 

对于传统的电商平台，高额的通路上架成本，产品售价居高不下，这种消费模式没有从消费者利益出发， 

说白了，最终获利的仅仅只是商家和平台，剥削了消费者的利益，这种模式已经不能够代表未来。  

 

《消费资本论》中提出，消费资本化的核心内容是将消费者向生产领域延伸；消费者购买产品后， 

商家把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视同是对企业的投资，并按一定的时间间隔，把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返还给消费者， 

因此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同时又变成了一种储蓄行为和对企业的投资行为。  

 

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需要有效地把消费资源转化成消费资本和消费生产力， 

从而有效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激发巨大经济潜力和市场需求，以消费拉动内需，影响供应链的改革， 

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高度竞争下，许多的行业都在不断的更新经营模式，企图在严峻经济形势的垄罩下突破重围， 

”返利 ”作为一种常规性的促销方式开始在网络购物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商家和用户的青睐。 

谁可以做到「帮商家把生意做得更好，帮消费者花出去的钱赚回来」最终将成为市场的唯一存在。  



什么是ALA币  
 

ALA；全名为 Alamode。实际上是法语，在英语里面和流行的用法非常相似， 

比如我们不会说一个人非常流行，而更多的是说一个东西或者一个做法非常流行。 

在英文里面，Alamode 也是更多地用来形容东西、做法、风尚，而不太用来形容人。  

 

ALA 币是基于以太坊 ( Ethereum ) 区块链而发行的 ERC20 代币 ( Token )， 

使用以太坊区块链的智能合约程序，发行的总量有限，信息公开透明可查，无法伪造。 

伴随着区块链衍生出新的经济模型〝 Token Economy ”（通证经济）。Token 通证就是〝 流通的数字权益证

明 〞。〝 通证经济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透过发行可代表其产品和服务价值的通证， 

使得客户（使用者）能方便的使用通证来消费产品和服务。 

该通证可以转让、流通，也可以作为一种价值的储存手段，其价值来自大量的使用与流通。  

 

ALA 币将作为平台的代币使用，可透过 ISO (  Initial shopping offering ) 期间购买、消费挖矿、 

交易所购买等方式取得。将可用来作为购物消费使用，同时具有价值储存、权益证明的功能。  

 

 
 



Alamode 平台  
 

我们将成立 Alamode 营运平台，结合线下五星级购物会所与在线超级商城， 

并有专属的钱包与支付系统 A-Pay，当消费者使用 A-Pay 进行结账将享有二折消费的优惠。 

这怎么办到的？我们用以下的案例说明︰ 

 

若你要消费 10美元的商品，当时 ALA币的价格是 2美元，所以需要付出 5颗 ALA给商家， 

一旦使用 A-Pay 支付，商家将立刻得到 4颗ALA 与 2美元的矿池储备， 

而你将得到 8美元的矿池储备，实现二折消费。  

 

进入矿池的储备将会每天依挖矿难度而定释出 ALA币到你的钱包中，又可继续进行消费。 

初始设定的挖矿难度为千分之一，如果以上面的例子全部释出 8美元需要 1000天。 

透过完成指定的任务或介绍消费者、商家进入平台将会加速你的挖矿速度，最高可达百分之一的速度。  

 

当 ALA币使用完毕，可到平台内的交易所购买，因为商家以 ALA币收款有兑现的需求， 

在交易所释出形成代币流通的死循环，生生不息的流通将推动 ALA币的价格上涨。  



平台的收益将有以下八大收益：  
 

1、商城交易手续费  

2、交易所手续费  

3、商品上架费  

4、会员费  

5、自有品牌销货收入  

6、投资收益  

7、数位资产增值  

8、广告费  

 

当越来越多商家与消费者使用 ALA币进行支付，这时平台的数据库将会产生大量消费数据， 

透过数据分析将会降低营运成本与推升品牌价值。  

 

 
 
 
 



为何可以二折消费  
 

原理就是消费是持续不间断的社会行为，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人就会有消费， 

而商品的价值主要存在于流通环节，消费者如果以持续性的不断消费换取商品， 

流通过程中的利润分配就可以最终实现免费消费， 

即商家用消费者将来的消费利润支付消费者当前消费的返利。  

 

但这种理论首先必须建立在庞大的消费者群体认可及不断递增的消费额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让消费变成资本，必须是在消费者与生产者、商家之间存在消费金融的促进和运作。 

因特网金融生态的完善刺激了消费金融的因特网化， 

把传统消费金融的模式和因特网技术与区块链技术具体结合催生消费金融的新形态 — 因特网消费金融， 

打破消费金融服务的地理边界，同时藉助区块链框架建立新的风险控制方案， 

因特网金融生态圈使消费金融行业进入新的阶段。  



ALA 的商业应用场景  
 

以 ALA币为介质，以 Alamode网络商城与交易所为平台中心， 

ALA币的商业应用由于币值、理念、游戏规则统一，如此将把全球数十万的实体店面以及网络卖家， 

跨国际的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串接起来，形成一个「消费即投资」的全新经济型态。  

 

ALA的主题应用是时尚精品，由于 Alamode平台系统生态能大幅度的降低消费门坎， 

所以但凡所有的食、衣、住、行、育、乐、所有的在线线下的产品以及服务， 

只要是消费行为，都是 ALA的应用场景。「消费即投资」的理念是指 ALA将消费者转化为投资者， 

将消费者的消费金额视为是商家的资金提供者。  

 

其中之一的具体做法「消费挖矿」，是每一笔使用 ALA币的消费， 

都将获得消费金额的 80%矿池储备，而此储备基本以每天千分之一的速率， 

以每日「市价」等值的 ALA币返还给消费者的钱包，请注意，是以 ALA币的市价计算， 

消费者权益不会因为 ALA币的市价波动而有所损失。在不计算持有 ALA币的价格上涨因素， 

以及所获得的投资回馈的因素下，消费者等于先只以两折的价格作了消费行为，大幅的降低了消费门坎。  

 

由于消费门坎大幅降低，参与 ALA币生态的商家，将迎来海量的消费群、巨大的金流。 

而商家所要付出的代价，仅仅只是每一笔消费卖出金额可先拿到 80%的ALA币， 

剩下的 20%由平台先回收变成商家的矿池储备，一样的，以每天千分之一的速率， 



以「市价」等值的ALA币返还给商家的钱包，其余要给消费者的矿池储备由 Alamode平台负责。  

 

消费者及商家所持有的 ALA币，可在 Alamode平台的交易所，自由的兑换成比特币， 

会选择比特币的原因，是比特币也是不受地区限制的数位货币。  

 

而「消费即投资」理念的另一环，是持有 ALA币不仅能两折购物， 

Alamode 每半年将提拨平台的 20%盈余，回馈给 ALA币配合锁仓的持有人，锁仓办法将于官网中公告， 

这将提高 ALA币的长期价值，提升 ALA币的持有意愿。  

 

Alamode 除了建立交易所让买卖家自由交易 ALA币，提供大量商家的商品以及服务之外， 

也会提供质精价廉的自有商品，一方面提高ALA币的商业应用，另一方面调节ALA币的供给需求。 

因此 Alamode是跨国际跨地域的消费性服务平台，也会是时尚精品的国际品牌。  



ALA的生态系统设计  
 

ALA币的生态设计牵涉到数字货币的发行，要顾及的层面很多，货币生态如何流通，如何沉淀， 

货币又如何发出，如何回流，如何维系其价值不会崩盘，形成稳定运行的经济生态。  

 

基本的 ALA币生态循环是以商城及交易所为市场重心，消费者及商家分别为买家及卖家， 

消费者为 ALA币的主要需求者，消费者透过商城消费将手中的 ALA币流入商家，换取商品及服务， 

而商家再透过交易所将 ALA币卖回给消费者，换取比特币，如此完成 ALA币的流通循环。  

 

由于「消费挖矿」的设计将提升消费意愿及能力，参与生态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多， 

而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金额也会提高，消费越多参与的商家就越多，随着生态的扩大，ALA币的需求就越高， 

如此将形成一个良性死循环，ALA币在里头迅速流通，需求使得 ALA币价格不断的被推升。  

 

另外「消费即投资」会提升 ALA币的持有意愿，产生 ALA币的锁仓效果， 

因此 ALA币的需求及锁仓效果即双管齐下，如此可预见的是，ALA币有高速流通的需求， 

也有投资持有的价值，两相矛盾的效果拉扯下，市场价格要下来是很难的。 

而维系 ALA币价格的另一项重要武器是总量管制措施，ALA币一经发行，总供给量恒定不变，永不增发。  

 

在总量管制措施之下，由细部观察 ALA币生态池的主要供给只有一项，就是消费者的矿池储备， 

而由于消费挖矿所得到的 ALA币有时间延迟，其价格认定是「过去」的 ALA币市价，价格升高， 



会使得ALA币的供应量越来越慢，等于是平台不断的收进较低价的 ALA币， 

而在未来供应较高价也较少的 ALA币，这中间的「价差」是平台能够支持消费者两折购物的原因之一。  

 

除了第一次 ISO 开放各界能预购 ALA币，一旦生态开始运行之后， 

消费者除了从购物的挖矿能慢慢获得 ALA币之外，想快速取得 ALA币来无痛消费， 

就只能从交易所的公开市场获得，这将大幅限制 ALA币的取得管道， 

从而保证了ALA币的交易所市场价格于不坠。 

  

交易所的手续费除了能提供 Alamode 平台的盈余外，交易手续费本身也会从生态池中回收 ALA币， 

一样的，生态的良性死循环使得 ALA的流通速度越快，ALA币回收的速度就越高。 

另外，Alamode 的自有品牌也会推出各式活动以及特价商品回收 ALA币。  



 



系统技术及架构  
 

策略合作伙伴  

以下是 Alamode 已有的策略合作伙伴，快速增加中：  

义生玖沉香艺术中心、爱琴海果园、么尚洗护发系列、 

芥末国际精品服饰、SUM汽车保修联盟、欧马圣丝国际(股)有限公司、绿叶惠购、大志通讯、 

潘帅帅健康店、光阳机车、小球藻保健食品、一叶知秋火锅、山东酵妈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馥丽茗茶、养生预防网铺、潘帅帅房屋修缮、百世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小杰无毒环保专卖店、 

沐绮公司 ( 澎湖阿贞 ) 、捷凌植物口红专卖店、惠山桶装水、健茂生技、仙岛苗圃、东东火锅六和总店、 

李时珍中药草眼贴、瑞香花植物芳香会馆、得丽现打果汁、新鲜优质鸡肉本铺、美人计减肥健康能量内衣、 

雅泽avls美容复合馆、绿光宝盒咖啡店、福照食品、百分百美容美发、皇菁易发共富(股)有限公司、 

大苑生技有限公司、佛迪克企业有限公司.vivian小店.浅草面包.鑫艳营销公司.水素小铺、Miss su健康小铺、 

珠饰汇色 ( 手创饰品 )、大同生医 ( 负氢离子水 )、宝顶轩文物馆、源辉车业、台中牛排馆、 

阿兴南非橄榄国宝茶、山人、八龟生化芯片(股)有限公司、乐采购国际电子商务(股)有限公司、笠山泉公司、 

义生玖国际商盟、youngevity Co Ltd、艾馨小铺、奇奇购物网、爱美地AR智能机器人、 

聚浩工程(股)有限公司、巨大能源科技(股)有限公司、乔德御贸易有限公司、悠游卡.家乐福、 

中国石油.全联福利中心、义大outlet shopping mall、义大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