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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鏈商平臺 徵召馬祖地區工讀生
全球鏈商平臺 徵召高中和大專學歷以上工讀生

區塊鏈即將成爲全球下一波的雲端經濟新基礎建設，林大衛博士的全球鏈商團隊，希望能夠
帶領馬祖新生代，一同打造馬祖的新經濟時代！
倘若您富有謙卑的學習精神，願意學習最新科技，和將區塊鏈技術應用在各行各業中，歡迎
您投身在 全球鏈商的百日競賽 （9 月 1 日到 12 月 9 日）之中；
我們將提供一次百日競賽的獎勵給投身其中的工讀生：

the managemen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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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下載 KOG Wallet 系統， 學習區塊鏈的價值存儲系統， 我們提供完整下載 三套
KOG APP 的工讀生，100 K.USD (價值約 3000 NTD）！
2. 倘若您能夠在百日之内建立 500 人的直播 KOG Go！群組，我們將直接贈送給群主和核
心參與者 10000 K.USD (價值約 300000 NTD）
3. 我們將協助您建立 KOG IMM 的投資賬戶，直接使用虛擬操作的 100000 K.USD ， 無償
地讓各位開始學習如何從全球鏈商市場，實時交易所的數字貨幣 （如 BTC 和 ETH...)賺
取差價，并且在百日競賽後，于 12 月 10 日到 11 日，選拔出本届前三名，提供等值的
K.USD 給優勝者！
4. 凡是在 12 月 9 日比賽截止前， 證明自己在 9 月 1 日之後參與比賽，成功得到 10% 以
上純利潤者，我們將直接贈送 10000 K.USD 給這些參賽者！
5. 我們將提供從 KOG IMM 百日大賽中，以真實自己擁有的 K.USD 作比賽基金的參與者，
只要您能夠證明自己在這段比賽期間，贏得超過 10% 以上的純利潤者，我們將額外贈送
給您 100，000 枚 K.USD
6. 針對第一次參與 KOG IMM 比賽者，我們提供一次性的優惠方案， 給願意以奉獻給國度
事工者一份大禮，請直接接洽我們的 LINE: KOGCaptain
7. 所有工讀生，只要能夠達到百日建立 100 人的 KOG 群組者，每一位我們都直接贈送
1000 K.USD 為獎勵
8. K.USD 是屬於不可兌換的 Kingdom USD (國度美元）
，價值等於 USD ；但是不可以要求
兌換現金的服務， 然而可以用於贈送，折扣，抵用，交易，和使用等價值性轉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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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即將開放許多大型的銷售工作：
舉例説明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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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開放 國際知名藝術家 陳錦芳博士的 24 幅畫， 作成類似 STO 化 （證券代幣化模式）
的投資標的物，由於這 24 幅畫的現金價值超過 2400 萬美元，我們將區隔成 24000 枚 TFC
Coins, 每枚基準單價為 1000 美元 （30000 NTD）
也就是説， 每一位參與投資者，至少以 30000 NTD 為基數 投資取得 該 1 TFC Coin, 然
而，由於藝術品的年度平均上漲率極高，特別是頂級藝術家的作品， 因此我們這 24 幅畫的
作品每年的平均漲幅 將至少超過 30%， 但是十年之後的目標新價格，我們定位在 2.4 億美
元 （也就是最少 10 倍的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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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將開放其中的 30% 以 K.USD 來取代現金！亦即 720 萬美元 將等同于 720 萬枚
K.USD
也就是説， 各位在這百日内投注在 K.USD 上的奉獻額度，將被使用為國度性的社會工作，
而您將取得的 K.USD 將可以抵消 30% 的投資于陳博士畫作的經費（70%仍然必須提供現金，
30%可以使用 K.USD 作爲經費或是折扣抵免現金價格， 才能夠參與投資 TFC）
以上只是參考説明，并不具備法律效力，請直接洽詢 KOG 團隊成員，瞭解真實的信息！

the management office

有興趣參與全球鏈商平臺事業的工讀生，歡迎您將自己的簡單履歷寄給
drdavidlin2029@gmail.com
或是 加入 LINE: KOGCaptain
與我們直接聯係！
全球鏈商企業社
愿主兴起人来肩负责任吧！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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