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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几天我们同工们都在积极讨论关于 KOG B2B 的技术发展方向，我们十分喜乐在 AI 影像人工
智能辨识上，我们的同工已经花费了 60 多个小时数，完成了一套初步的方案，我们十分得到
激励！
此外，我们同工们一起交通了关于 K.EXPO，区块链溯源的技术发展，我们赫然发现整个 KOG
团队的技术含量已经越来越成长茁壮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未来在运用区块链技术，释放在各
行各业的可实现性！
※文修基金会 YouTube 官方频道： ■ KOG 本周全业务会议 ■ 2021 年 2 月 21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0udQ33lh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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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网络，一直到链通天下的趋势，无论教会或是机构，甚至于在七山，百业， G12
的未来，我们 KOG 的思考都不是在投机的发展路径上，而是思考这个科技的发展必然产生的
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前沿，我们应该如何因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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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同时发现，就在我们积极处理许多工作，和恢复过正常日子的同时，数字货币的波动
超过了 10%，因此我们昨天晚上在夜里休息时，突然遭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损失。
我们思考并且检讨了实际的问题点之后，觉得必须调整投资战略了，毕竟在新春期间，老师
没有其他旁骛，很容易随时调整投资的策略，因此我们不到六天的时间，整体收益率就达到
了 9%的超高标准。
然而由于我们马上要开始上班，正常过日子了，使用 5%的保证金作为杠杆，将成为极大的风
险，毕竟我们不是 24 小时看盘的，这样的投资模式必须要作出调整，我们将考虑采用 50%的
保证金就好，因为接下来的市场无论上或下的空间都是相当可怕的！ 5%实在太小，很容易
因为短期大波动而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还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希望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们选择稳定性的投资原因，因为我们已
过发现几件事，就是我们明明白白的智能合约协议写的所有条款，人们都不会考虑风险和自
负的责任，只会考虑大的收益率，这是很不理智的，我们多次交通过风险的可能性，但是更
多的弟兄姐妹们还是希望参与比较大的风险投资。
我们一面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们也的确在前六天就有很杰出的表现。但是接下来很长的时间
里，我们将是固定的过日子，服事和工作。因此在新春期间，老师可以全力以赴处理线上投
资的情况将不复存在了！我只能按照之前在去年的 4 月到 7 月底的策略，以全额度或是 50%
的保证金来处理操作的事宜。当时我们的获利率在 100 天内只有 28%，并且我们完全没有使
用到财务杠杆去操作。倘若以 50%保证金去交易的话，我们的获利率可能将提高到 56% 左右，
即便是一年 365 天的时间平均去计算的话，也大约是 100%-200% 之间，当然损失的可能性
也将会扩大到两倍程度了！
昨天[2021/02/22] 一个晚上的损失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使用了 20 倍数的 5%保证金的财务
杠杆，并且市场波动率上下都超过了 10%；因此一大早起来时，突然发现绝大多数的单子都
已经被断头出场了！意思是之前赚的 483 万 K.USD, 不仅仅没有了，反而还有些损失！
老师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因为我从这周一开始就必须开始过正常的工作生活了，
既然没有全时间看盘，造成的损失是不该让各位来承担的！
然而，各位弟兄姐妹们透过这次的大波动，看到为什么老师一直强调风险的缘故，我也觉得
十分好的！因为这样大家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作操盘手是相当不简单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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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趁着这段期间（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们因为语言和生病的缘故，无法及时参与，他们的款
项要尽快加入）
，我们重新调整回 5000 万 K.USD。也就是说，所有的损失将由我们 KOG 团队
先承担了！各位的本金和新进入的资金，将会在二月 25 日前调整为 5000 万，原来 KOG 占比
的部位，我们将因为减少使用保证金，或是根本就不再使用保证金，必须提高 KOG 本身的投
资额度，也就是说，各位的总投资额度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为了全体投资者的长期安全性，
我们这里将等比投入一部分的资金，进行优化和保证安全的工作！因此我们打算在各位投资
的 5000 万之上将总资金提高到 1 亿 K.USD, 然而在分配比率上仍然保持不变，这样我们的投
入资金并不会稀释掉大家的获利率，但是大家必须一起负担我们最低的担保性利息为了支持
所有稳定性投资者的利润就好！
意思是，我们所投入的资金将只是为了所有参与稳定型投资的弟兄姐妹们！而其它各位的投
资，将独立成为我们齐步走的投资计算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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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的调整，有很多的意义：
1. 保护到各位弟兄姐妹们不受像昨天晚上一夜暴起暴落的损伤！
2.

确保所有选择稳定型投资的弟兄姐妹们必定的收益！

3.

让所有齐步走的投资方，有更直接和公平的获利率！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 2 月底之前，完成 1 亿 K.USD 的投资，但是我们将超过 5000 万的部位
只是计算为稳定性投资者的担保金额，取得所有的获利中，先行扣除掉稳定性的投资者必须
拿到的利润空间之后，我们才开始计算 10%的服务费用给 KOG 团队，其后我们将以 5000 万
的原始投资额度作为根基去分配其余的利润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由于 KOG 也实际摆上了足够一比一的资金，因此对分利润的说法，更直接了，
我们将和操盘员直接交通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绩效来计算他们应该得到的收益！这样对所有的
参与者和 KOG 和操盘员来说，就更为合理和公平了！
我们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 2 月底之前完成所有申请工作，因为我们在年会之前，不再办理
相关业务了！

请各位同工们继续为我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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