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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G.ONE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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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Why-How-What 黄金圈式序言
WHY 理念：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Matthew 6:10
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六 10〉
HOW 方法： WENSIU Foundation endeavors to improve the worldwide inequity of wealth.
文修基金会 目标：为改善全球贫富不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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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将会联结协助并促进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超越各自不同宗教支派的分歧，而团结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KOG 国度恩典传输
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也能因宗教的“信仰合一”极大化其内承的力量。在全人类
最需要互助的时刻，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更能成为信徒们一个
带来稳定状态的工具，提供并且支持各地国度事业的发展需求和完成国度合一的异
象。
WHAT 成果：KOG 是什么？Koinonia of Grace Crypto-Assets & Blockchain Ecosystem 国度恩典传输
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是一个全球性区块链应用工具，旨在构建
一个独立、安全、公正，透明，可查证的去中心化数据资产交换流通平台。主要用
于协助全球优质企业和个人开展公益事工，为世界经济文化长久稳定可持续发展贡
献力量，实现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价值。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Vision & Mission 异象 与 使命
 World Influencer KOL Faith Community 影响世界的信仰族群：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希望联结全球最多人口，最具粘着力的信仰族群，
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度会员区块链交互应用平台。基于共通的国度价值、信仰理念，和经济共
荣的需求，建造一个超越国界、肤色、种族、血统，和文化隔阂的交流族群，成为全球范围
最广，最具信任粘度的区块链会员互动平台。

 Corporate Social Impacts 引领企业发挥社会效益：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将大力扶持全球具发展潜力的优质企业或商业机会，
提供国度平台的数据资产和人力资源，帮助企业成长茁壮。并在培养企业壮大的过程中，教
导企业有正确的社会责任价值观，参与更多国度事工和社会公益事务，更大程度推进企业间
的合作，共同帮助社会创造更繁荣和谐稳定的经济秩序，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从而建立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实干奋斗的海内外企业家社群。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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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wide Social Transformation 帮扶世界公益事业：

h ttp s :/ /k og .on e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透过在全球联结推广各种商业应用场景，以盈利事
业的获利去资助非盈利的社会公益组织。建立一个全球的国度慈善事工平台，让 KOG 成为一
个全球流通、交易速度快、交易成本低的数据资产交换媒介，能将各样资源以最快速、低成
本的途径，送达世界每个角落有需要的人手上。

 Global Resource Allocation 合理化全球资源及资产分配：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帮助全球财富交换流通，达到资产数位化、资源分
配合理化，缩小因资源资讯的不通畅不透明，而造成的社会贫富巨大差距。让世界所有个人
财富能够自由流通，让社会大众的分散或闲置资源能够重新整合，让全球的财富配置能够更
合理公开透明。更快实现共享共荣，生生不息的生态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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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Foundations 事工服务基础
1. KOG Overall Goals
KOG 的总目标

：Building the Kingdom of God, Fulfilling the Will of God.
：建造神的国度、完成神的旨意

2. KOG 5E Strategies (E = Elohim) | KOG 的 5 E 策略（E = Elohim 以罗欣；大能者神）：
A. Focusing on the E-Generation 专注 E 世代
B. Forming the E-Groups 形成 E 群体
C. Providing the E-Services 供应 E 事奉
D. Conveying the E-Value 传输 E 价值
E. Building up the E-Kingdom 建造 E/神 国度
3. KOG Destiny Call (BNTB) | KOG 的命定方针（BNTB）：
A.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Sheng / Beget 福音地极的广传 –「生」
B. Transmitting the Biblical Truth, Yang / Nourish 圣经真理的传输 -「养」
C. Building the Church Life, Jiao / Teach 教会生活的建立 -「教」
D. Seeking the Oneness of the Kingdom People, Jiang / Build 国度子民的合一 -「建」
4. Biblical Leadership Theology | 圣经中的领导神学：
A. People will come from east and west and north and south, and will take their places at the feast
in the kingdom of God. (Luke 13:29)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到神的国（KOG）里坐席。〈路加福音十三 29〉
B. Christ as the center, linking the people from east and west and north and south.
基督为中心指引，链接四方。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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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KOG-WENS Balanced Life | KOG 追求的 WENS 文修平衡生活：
A. W: Work, Wealth, Enterprise 工作，财富，企业
B. E: Ethical Harmonious Happy Family 和谐幸福有伦理道德的家庭
C. N: New Life in Body, Soul and Spirit 身心灵各面平衡的新生命
D. S: Social Enterprises 社会企业顾及他人

Development Goals 整体发展目标
Operation Goals in 3 to 5 years 未来 3 至 5 年规划之发展目标，重点如下：

(1)

【常态目标】

in fo @k og .on e

(2) 【创新目标】

(3) 【长期目标】

积极开创带动价值链体系经济规模：
以经济体平台母体带动策略整合产业联盟型合作；
KOG.TV 国度电视台链云商新媒体整合服务：
共同建设全球链商平台，具体实践推动「万物相联．链通天下」
全球新媒体网络；
KOG Go! / TMM 会员生态系社会创新：
以社会创新式共识，创生全球 UN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联合国十七项永续发展目标之服务应用。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1. Initiatives 启动落地项目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发展国度共享经济联盟为核心目标，以推展共享
服务平台应用价值：
 发展云端服务系统：以云端架构提供服务平台，快速合成新功能，可同时提供多个应用系统
服务。
 整合多元支付系统：一站式提供多种支付功能。
 产业链模块化设计：像积木般快速合成应用服务，因应市场需求提供服务。
 开发社群软件平台：自主开发 KOG Go!社群软件平台，提供全球多语言与文化社群实时服务。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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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务。
参考《MBA 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zh-tw/PaaS。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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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M (Donation Matrix Module)2 平台 / e-Wallet 电子钱包

Project Revision & Optimization 项目修订 与 优化
 1. Digital currency 数字通证
 2. Legal currency (Exchangeable system) 法币（可兑换系统）
 3. KOG system (Not exchangeable system) KOG 系统（不可兑换系统）
 4. Equity & NFT (Non-Fungible Token) 股权 与 非同质化通证
 5. Other chain business platforms 其他链商平台
 Others: Add tax description 增添税务说明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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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let.KOG.ONE DMM (Donation Matrix Module) 奉献捐赠平台官网／
KOG e-Wallet 电子钱包官网
 Front Page 首页 : K.USD、K.TIME、K.FOOD
 Assets 资产分类 : Five Categories 五大类别

2

DMM (Donation Matrix Module) 奉献捐赠矩阵模式。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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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 (i-Trade Matrix Module)3 交易平台 /（交易所 Exchange）





IMM.KOG.ONE IMM (i-Trade Matrix Module) 通证交易平台官网
Front Page 首页 | Crypto Market 数字通证市场
：BTC、ETH、LTC、BCH... etc.
Other Tradings 其他投资交易系统 | Analogy 模拟 ：ERC 20、ERC 721、ERC1155
Project Revision & Optimization 项目修订 与 优化
 1. Digital currency 数字通证
 2. Legal currency (Exchangeable system) 法币（可兑换系统）
 3. KOG system (Not exchangeable system) KOG 系统（不可兑换系统）
 4. Equity & NFT (Non-Fungible Token) 股权 与 非同质化通证
 5. Other chain business platforms 其他链商平台

 Others Chainker / Techainker + NFTs 其他链商 与 非同质化通证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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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M (i-Trade Matrix Module) 通证交易矩阵模式。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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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ainker Matrix Module4 平台 / KOG Go! 社群平台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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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M.KOG.ONE Techainker Matrix Module 科技链商平台官网
 2021-August KOG Go! 2.0 Version 同步推出 KOG Go! 之 2.0 版
 30 种语言
 多通证链接交易
 社群 与 直播带群
 5 Major Page Flows 五大主要页面功能
 Communication | 群聊
 Contact | 好友
 G12 / 7 Mountain / 100+ Occupation | G12、七山、百业
 Granary | 粮仓
 My Account | 我的账号
 Data 资料分类





Big data collection 大数据数据库
Account maintenance 账户维护
Community expansion 社群扩展
Diligent service 精进服务

 Major Target & Work 主要目标 与 工作：Global simultaneous expansion 全球同步拓展
 Project Revision & Optimization 项目修订 与 优化
 1. Optimize the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 优化通讯体验
 2. Optimize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Exchangeable system & Not redeemable system)
优化交易流程（可兑换系统 与 不可兑换系统）
 3. Multilingual system 多语言系统
 4. Optimize the chain business platform 优化链商平台

4

Techainker: technology, chat, chain and chainker (banker). 科技、群聊、链与链商（银行家）的复合字。
Techainker Matrix Module 科技链商矩阵模式。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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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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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OG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区块链技术融合架构

h ttp s :/ /k og .on e

1.2.1

支持跨链 数据信息交互
跨链（比特币 BTC、以太坊 ETH、ERC-20 三者交互）之定义：电子钱包已支持购买的内容，
但还没有做具体交易的应用。依计划制作（模拟交易所的功能），如：K.USD 可交易比特
币 BTC 的 ETF。（全球交易所之交易，实际上大多都是 ETF 指数型操作。5）实例说明如下：
透过投资 BTC 赚取差价，可透过 IMM 的 BTC 以 ETF 权证赚取；而非直接兑换 BTC。在 IMM
操作该单退场时，将以 K.USD 结算。若购买人要做比特币 BTC 的交换，推荐上到 IMM 去买
卖，透过 K.USD 可跨链交互 BTC 的 ETF。在 IMM 的 ETF 上，购买 BTC（以及国际主流币种之
ETF 交易）的所有权益是一致的。此为跨链交互的「架构」，并不涉及具体币种的交易，只
是可以做到数据的交流。交互的定义：数据信息的互通串接。

in fo @k og .on e

5

国际交易所之交易，以比特币 BTC 为例，购买人对于比特币的持有，并非是为了纯粹收藏（一串密码与数
字的）价值，而是对于大盘涨跌展望投资收益，预期心理投射产生投资利得。而交易所后台里的交易，实
际上是以 ETF 的指数型操作形式，也就是购买人与交易所对作（买卖、交割）而产生的。〔「交易型开放式
指 数 基 金 ， 通 常 又 被 称 为 交 易 所 交 易 基 金 （ Exchange Traded Fund ， 简 称 ETF ）， ETF - 百 度 百 科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4%E6%98%93%E5%9E%8B%E5%BC%80%E6%94%BE%E5%BC%8F%E6
%8C%87%E6%95%B0%E5%9F%BA%E9%87%91/3228983?fromtitle=ETF&fromid=1672390&fr=aladdin。〕
交易所以持有的比特币，由市场机制提供购买人投资操作指数，因此交易所是自负赚赔。此为交易所与购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买人（投资人）之间的「零和游戏 Zero-sum Game」，意为一方赚，必是另一方赔。就 KOG 国度恩典传输
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的 IMM (i-Trade Matrix Module) 通证交易矩阵模式（仿真投资平台）来说，新用户
一登入，系统平台即赠送虚拟 100,000 十万枚 K.USD，提供用户仿真操作，体验平台效能（并无实际赚赔）
。
在 KOG-IMM 以 K.USD 实价操作比特币 ETF 者，与一些国际交易所平台用电子商务 e-commerce 需以现金买
进的作法，主要差别在于 IMM 平台是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构成的。因此 IMM 平台的系统设计亮点，就是在
于可用杠杆策略操作。K.USD 以稳定币（1 K.USD = 1 USD 价值恒等）的形式，实际有赚有赔。具体来说，在
IMM 以 ETF 指数型操作的好处是，免除买进（例：比特币）必需支付 100%现金的门坎，IMM 可用杠杆扩大。
也就是以一般 ETF 指数型操作买进，可用保证金的方式，并不牵涉到真正的比特币。凡是涉及到比特币的
买卖，则必须一定以现金支付（无法使用杠杆扩大）
。然而，全球比特币市场涨跌幅快、起落巨大。对于比
特币的买卖，任何平台公司在（涨）跌幅的赔损都是巨大的损失，因此平台并不会直接给出比特币；除非
是以 ETF 操作。（全世界的主要大交易所平台，几乎全部都是 ETF 指数型操作。交易所即为做庄的平台，只
有赔得出来，才能做得了做庄的平台。
）因此对于交易所 ETF 指数型操作的定义，本质上，全球区块链币圈
市场是以操作「权证的所有权、所有权利对价格的保护」而言。举例，以挂单在价格固定的 ETF，10 笔的涨
跌幅就只限于 10 笔（全球比特币价格指数型操作），无须投入实际的现金，也无须投入实际的时间，等候
比特币成交；只须对准全球当时比特币实时的忽上忽下的市场价格。就 ETF 指数型操作赚取投资差价的目
的，市场持有加密通证是为了拥有「权证的所有权、所有权利对价格的保护」
。实务操作上，以 ETF 购进加
密通证 ETF 权证，实时挂 100 单即能买进当时的价格。对比现价交易来说，购买比特币须耗时二天之久，因
此即便进场实时购买，也不一定买得到当时看准之市场价格。当中的涨跌幅极有可能已形成亏损，及至交
割时，又是费时二天，并无法及时停损。因此一般全球交易所，直接买进卖出实质比特币者甚少。即使是
号称可以实时买进卖出比特币的交易所，有绝大的可能，是因为交易所自行持有一些比特币（如同大盘商），
因此是以自行持有的比特币提供给购买者。然而实际上，交易所仍然是以 ETF 指数型操作方式在计算。因
为比特币价格波动与买卖记录的形成，是必须走完全球每一条链上重写记录流程；因此要以现金方式进场，
定准有意购买的目标价格是不可能达成的。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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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基于事件渊源 可建立数据链封包的内容
基于事件渊源意指，以事件 event 程序规划为基础，所有可以基于事件的应用，都可以用
KOG 来做事件之定义：关于商品溯源，如：创建商品、创建商品的每个阶段、运输、交易、
加工的应用，都属于一个事件。其他如：交易之发布、购买，即可生成区块链之事件。区
块链要记录最基础的内容，区块中打包的事件记录内容，每一个事件都可以形成区块链中
的主要构成内容。例如：购买。
h ttp s :/ /k og .on e

1.2.3 IPoS (Indirect Proof of Stake) 间接权益证明
核心工作者主导实际修改与计划的权力。其余角色权益持有者的权力要有提案优化与间接
建议方案的权力，要通过核心工作者决策计划之推行。

1.2.4 Chainker 链商 / Techainker 科技链商
链商的本质，亦即透过区块链平台而衍生的各种商业样态形式，特别是在价值的储存、价
值的稳定性、价值的流通性。它超越了网商（网络商家）与云商（云端平台商家）。唯独
链商可以达到价值的流动与其安全性。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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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ABCDE-IOTS platform development to create an ecosystem across domains
ABCDE-IOTS 平台发展，跨域创建生态体系
1.2.5.1
1.2.5.2
1.2.5.3
1.2.5.4
1.2.5.5
1.2.5.6
1.2.5.7
1.2.5.8
1.2.5.9
1.2.5.10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Blockchain Technology 区块链技术
Crowdfunding / Cloud Computing 众筹/ 云端计算
DCEP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数字通证电子交付系统
EV (Electric Vehicle) 电动车
IOT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
O2O (Online to Offline; Cloud to the Ground) 线上线下／云 - 端
Techain (Technology Chain) 技术链
Time Bank 时间银行
Security Mechanism and Financial Analysis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
安全机制与财务分析管控制度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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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onsensus Mechanisms 跨链公链结构 四大共识机制
1.3.1

PoW (Proof of Work) 工作量证明机制 ─ 以算力节点获得 KOG

1.3.2 PoS (Proof of Stake) 持有量／权益证明机制；IPOS (Indirect Proof of Stake) 间接权益证明机制

─平台权益保障

1.3.4 PoF (Proof of Faith) 信任证明机制─基于圣经共识
The Global Blockchain Trust Mechanism PoF Initiative is a trust agreement mechanism between
independent blockchains and chains.
全球区块链信任机制 PoF 倡议，将各个独立的区块链与链，以信任协议机制联合串接。
Like WTO, KOG global blockchain PoF (Proof of Faith [/Trust]) mechanism will advoc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oF agreements aimed at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secure, fair, transparent and verifiable decentralized data asset exchange. The cross-chain
platform of circulation is mainly used to assist high-quality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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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PoC (Proof of Consumption or Contribution) 消费／贡献／奉献证明机制
为 KOG 首先倡议推出之特殊共识机制。

the world to carry out public welfare ministry, contribute to the long-term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realize the social value of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就像 WTO，KOG 全球性区块链 PoF 信任证明机制，将倡议建立一套全球最大的 PoF 协议，
旨在构建一个独立、安全、公正，透明，可查证的去中心化数据资产交换。藉此打造的流
通跨链态平台，主要用于协助全球优质企业和个人开展公益事工，为世界经济文化长久稳
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实现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价值。

1.4 Hope for the Future 未来愿景
1.4.1

WENSIU Kingdom Vision 文修国度异象
在文修基金会（www.wensiu.org）创办人 Dr. David Lin 的带领下，开创并发行了为世界各
地多元化的基督教社区，提供服务的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 KOG 国度恩
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为所有的贸易和商业提供了一套安全的价值交换系统，极有
利于国度、教会和非营利组织的使命与事工的发展。

1.4.2 KOG 平台落地与推广应用
1.4.2.1 三套完整的 KOG 国度应用程序 APP 的最终 MVP 完成最小可行性产品版本。
1.4.2.2 全球各地下载数量的提升，地方教会下载使用，将 E-Groups 国度社群逐步建立起
来。
1.4.2.3 个人和企业下载加盟参与 KOG 的工作，使用我们的金流、商流、人流、物流、信
息流 体系。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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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KOG 的相关 NGO：时间银行（https://timebank.kog.one），食物銀行，
汉字福音协会（https://GHZ.kog.one），
道进入历史（https://LogosIntoHistory.kog.one），
氧气筒、Hope Center 盼望之家... 等。
1.4.2.5 KOG 的国度同工团队：翻译团队、研究开发、营销运营、国度 NGO/NPO 开拓团
队、KOG.TV 国度电视平台团队、全球链商平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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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 法规财务结构健全。
1.4.2.7 KOG 全球商务模式的建立。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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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conomic Model 经济模型
一、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的服务目的，在于建立国度信用通证经济体，以
解决全球（基督徒约 25 亿人口）人流、信息流、物流、商流、金流等… 所需金融创新科技

平 台 导入 的系 统整 合。 平台 核心 技术 主力 在于 融合「 ABCDE-IOTS 」： AI 人工 智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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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chain 区块链技术、Crowdfunding 众筹／Cloud computing 云端计算、DCEP 数字通证电
子交付系统、Energy 能源／EV 电动车开放平台、IOT 物联网、O2O 线上线下／云 – 端、
Techain 技术链／Time Bank 时间银行、Security 资安／Split of Finance 财务制度。
二、 随着 Bank 4.0 的演进，金融科技结合新兴金融服务生态系统，衍生出更多破坏式创新金融业
态应用场景。ABCDE-IOTS 服务平台的跨域整合，以创造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
块链平台商业经济模块与通证流通经济体为主要市场取向。同时，为提供全球五大洲经济体
之联合国十七项永续发展目标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更致力于推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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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创新服务所需平台、有效整合跨领域异业资源。

2.1 Crypto-Assets & Crypto-Currencies 加密资产 与 通证功能
2.1.1

计算有形资产

：黄金、食物、智能产权-电视、电影…

2.1.2 计算无形资产

：时间、智能产权-专利、商标、商誉…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2.1.3 Chainker 链商功能 / Techainker 科技链商（以下仅例举主要项目功能，不在此限）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3.10
2.1.3.11
2.1.3.12
2.1.3.13

NFT (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质化通证
On-chain Technology 上链技术
DeFi (Decentralize Finance) 区块链智能合约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识别与撮合功能
Multi-Layer Blockchain 多层区块链技术
Cloud New Media 云端新媒体（KOG Go! APP「直播带群」国内外广告业务量）
DCEP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数字通证电子交付系统
EV (Electric Vehicle) Blockchain 电动车区块链技术
IOT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云端区块链技术
O2O (Online to Offline; Cloud to the Ground) 在线线下整合／云 – 端
AdMM (Advertising Matrix Module) 广告矩阵模式
Techainker 技术链商整合
Security and Split of Finance 财务安全技术与分拆机制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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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pplied Data Values 数据可应用价值
2.2.1 可信计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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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计算功能：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到个人数字身份认证 ID 的应用，即像是 NFT (Non-Fungible
Token) 的功能。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地 identified 被识别，就像 DNA 的概念。ID 可做为计算
单位，作为数据库的一环，加以计算。DB 数据库：内容都可借着 token 通证、coupon 折价
券、database 数据库… 计算功能给与其赋能效果。
可信任的（去中心化区块链）节点运行的服务，记录的过程是真实的，因此形成价值。
2.2.2 链上计算、存储数据

区块链上链体运行起来产生的价值，记录的内容本身是有价值的。譬如：Network Storage
网络储存功能机制，透过区块链的方式储存，就产生价值。
2.2.3 链下存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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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下存储资源，意指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储存在链上。一般文件/视频/图片内容是存在链下。
链下存储是一个有权限的地址。链上可供钥匙（access code）提供可存储资源，如：
AdMM (Advertising Matrix Module) 广告矩阵模式、Advertising content (video…) 广告内容
（视频）。
2.2.4 数据存储、交易价值
数据存储、交易价值意指，以上存储的内容具交易价值，商品的流通中会有增加的价值。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2.2.5 上层应用 基于所有存储的内容
上层应用基于所有存储的内容，意指可构建更实际的应用。例：实现了链条的实际的记录，
即可商品溯源与其应用。例：电子钱包 e-Wallet 与 KOG Go! / TMM，构建在体系之上的，
区块链是看不到、接触不到的，但要与它产生关系，是借着使用具体的软件。如：电子钱
包或其他人要构建，都可以持续地建构，只要提供相关的文档或 API 接口，即可基于 KOG
去建置或发展其他的应用。

2.3 Roles & Duties 网络角色 与 各司其职
2.3.1 核心工作者 Co-worker
核心工作者 Co-worker 主导项目优先的帐户。
2.3.2 工作者 Worker
工作者 Worker 为运行节点的账户，相当于服务器运行的内容。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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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权益持有者 Rights & Interests Holder
权益持有者 Rights & Interests Holder 等同利益相关人 Stakeholders。所有以其他方式（贡献
／奉献…）加入进来的人，对后续工作有建议权，可提供给核心工作者。其权益体现在权
益持有者所持有的币，权益透过核心工作者去完成。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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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G 认同者或参与者所提出之建议，核心工作者可参酌。其建议与相对督责之权力，同时
形成 KOG 国度基督肢体共同发展之权利义务。
2.3.4 消费者 Consumer
消费者 Consumer 是后续普通持有者的用户。上层应用的用户，三大系统的新注册用户／
商家（溯源）／消费者，为其运行的体系。
2.3.5 参与制挖矿 Miner
参与制挖矿 Miner 主要指 DMM、IMM、TMM 的（PoC 消费／贡献／奉献证明机制）矩阵模
式。非一般的矿机 PoW 工作量证明挖矿模式。各种网络上的角色，在共识设计过程中的工
作。

2.4 Algorisms 共识设计 複合演算法
2.4.1 IPoS 共识演算法、Stream New Media SNMD 流媒体暨新媒体演算法、AD 溯源流程节点运算
IPoS (Indirect Proof of Stake) 间接权益证明。SNMD (Stream New Media) 新媒体暨流媒体演算
法，参数丰富：影音、声音、文字、图文件、文件之储存、供应、推播，皆成为节点运算。
储存后之封包内容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智能产权／内容产权，又形成新的区
块链，再传送已储存的节点，就得着挖矿的权益。AD、Stream Media 流媒体（event 事件）
IP 的储存、供应、推播。媒体内容包含：影音、声音、文字、图档、多媒体、新媒体…的
内容。6

2.4.1.1 工作者去中心化运行节点
各种语言可应用到全球，如: 巴基斯坦、印度、拉美、英语… 各国电视台内容上到 IPTV
Channels 网络电视频道。同时，加强英文影音内容导流。KOG 新媒体提供全球广告与
新媒体入口。譬如：游戏圈可外包给游戏社群去发展。不同国家的节目内容由不同国
家的服事者负责，即达到去中心化运行节点。协同编辑作业 co-editing，全球协同一起
在 KOG.TV 做。只需数字内容之网址链接，其余交由团队专业成员处理技术层次运作即
可。

6

未来延伸发展方向：Content Matrix Module 内容矩阵模式、
Broadcast Matrix Module 传播网矩阵模式。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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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核心工作者指定工作者上任运行节点
2.4.1.3 建置 IPFS 云端媒体内容去中心化 内容上链
2.4.1.3.1 自主开发 KOG.TV 在地有线暨云端电视台内容 IP 开源并广告挖矿权益

h ttp s :/ /k og .on e

电视台内容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智能产权／内容产权（影音、文件、
文创衍生商品…）形成 KOG.TV 云端服务平台导流，形成具穿透力的媒体，创造
广告收益获利模式。
2.4.1.3.2 多媒体与新媒体广告 AD 溯源流程节点运算
基于 IPoS 演算法，形成事件 event 的溯源，封包成区块链。其中的 AD event 广告
事件、Stream Media event and New Media event 新媒体与流媒体事件，都可为事
件 event 之定义。AD 档案的源头，亦即对原作者 writer/author 溯源，即为品牌保
证。透过 KOG Go!系统，来源源头即产生保护，形成区块链节点。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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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3 溯源的新信息形成的路线图
每个节点传播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传播 A 地至 B 地至 C 地，皆为区块链事件
之转移。溯源流程增加打包信息区块，并非替换原来的信息内容，而是加上与原
内容有相关的新信息，即为 route 路线图。亦即，每一个路线图即为实际形成的
应用，即为可形成的新的链。
2.4.1.4 闲置宽带（BT）演算法
承上，每一个路线图即为实际形成的应用，即为可形成的新的链。其计算模式，以宽
频之使用与运算为例，闲置宽带提供者与播放用户，都在演算法计算的单位之中。消
费者也是生产者，消费者也在赚钱，是加速 KOG 获利的商业模式。
2.4.1.5 资产币环
KOG Go! 电子钱包价值储存，有各种不同形态的资产 assets，其中有 K.IP 知识产权的
资产，为多媒体与新媒体的运用，皆属以上范畴。形成 K.IP、K.ADS、K.MEDIA、
K.MOVIE、K.TV 的类别。在链上与 K.USD 都能互通，后头可作平行计算。溯源事件封
包打包的原则，区块链的推播、储存，和提供服务器 SERVER 服务，这些都是运算节点
中的演算法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整体体系都封包在一起，形成币环或币圈的概念，彼
此之间有价值的交换行为。一个 K.IP 约当等同相当数额的 K.USD；或，相当数额的
K.USD，等同一个 K.IP。储存封包后，形成区块即成链 K.IP、K.MOV、K.TV 背后都可平
行计算。亦即，与 K.USD 可互通，形成币环。如：K.IP、K.USD。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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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预期通涨率：黄金本位对价参照国际市场黄金时价
黄金国际时价自 1972 年设定为 1 盎斯 35 美元，至今 2021/08 国际 1 盎斯黄金约当有 USD
1,800 美元的市价。
2.4.3 区块链奖励分配

h ttp s :/ /k og .on e

可依季节方案或常态推广方案设置，可依市场推广计划而订定。

3. Token & Asset Policies 通证 与 资产之发行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之通证发行概念，乃是根据个人与群体在信心里认定
《圣经》，因此形成 PoF (Proof of Faith) 信任证明机制。一个人为 30 颗 KOG〔2018/012020/06 原始发行通证单位〕为〈旧约〉记载约当为奴仆设定 30 舍客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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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颗 KOG 锚定于 1 盎斯黄金（今年 2021/08 国际黄金时价约为 USD 1,800）。
目前 KOG 所有以稳定币概念的联盟通证与链圈价值，以 PoC (Proof of Consumption or
Contribution) 消费／贡献／奉献证明机制发行，衡量对群体、社会、国家的消费与贡献。

3.1 Issuing Mechanism 发行机制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基于 1 颗 KOG 锚定于 1 盎斯黄金的价格。由于每盎斯黄金每年均依国际市价变动，基本上
取每个月的中心值。目前（2021/08）每盎斯黄金维持在 USD 1,800 左右，变动不大。

3.1.1

发行总数：每人平均有 30 枚 KOG 的理论发行总数
3.1.1.1

全球 KOG 理论发行量：依照全球动态人口总数 x 30 为理论总数
理想流通：依照奉献的数额赠送（对等的国度信用通证）。理想发行情况是按照
《圣经》原则，以奴仆赎价的人均值，理论上设定每个人有 30 舍客勒的价值，也
就是 30 个 KOG。

3.1.1.2 依奉献（人力、时间、金钱）数额赠送
对人的发送，是基于《圣经》认定人是有价值的共识。然而，实际上，发行的原
则是本于在神的国里，进入的人要有服事，要有付出，那么基于《圣经》承认人
有价值。以奴仆作事的原则来说，获得赠送国度信用通证，便是基于奉献的原则。
奉献可泛指：人力、时间、金钱、能力。按照贡献群体之共识决与达成之协议，
形成原则与通则性治理规范。及至全球管理实务需因各地方（约定俗成）市场惯
例而必要之落地。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页

19 / 23

3.1.2 全球 KOG 实际发行量：
全球 KOG 实际发行量唯有透过 PoC 消费／贡献／奉献证明机制，得以发行。
3.1.2.1 依全球人口比例

3.1.2.1.1

华文人口区首先推广

3.1.2.1.2 再推行全球英语区、西语区… 和其他语言
h ttp s :/ /k og .on e

3.1.2.2 全球 G12 共 11 位代表 使徒共同决策制
全球 G12 共（单数席次）11 位代表，再加上主自己，共十二位，即为 G12。
以主为主的使徒共同决策制。

3.1.3 对价等式：1 KOG = 1 盎斯黄金（2021/08 大约为）USD 1,800 的平均数 7
（以下为 2021/08 白皮书八月版本发行时，国家国际汇兑之汇率）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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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对价等式：1 K.USD = 1 USD
说明了 K.USD 恒等于 USD 美元，为锚定于国际货币美元的稳定币形式的通证。
对价等式：1 KOG = USD 1,800 = K.USD 1,800
3.1.3.2 对价等式：1 K.CNY = 1 RMB(CNY)
说明了 K.CNY 恒等于 RMB 人民币，为锚定于国际货币人民币的稳定币形式的通证。
对价等式：1 USD = 1 K.USD = 6.46 RMB(CNY) = 6.46 K.CNY

3.1.3.3 同理，以上对价等式适用于交换各国币种，均采 USD 与国际货币汇兑之公告牌价。
对价等式：1 USD = 1 K.USD = 27.76 NTD = 27.76 K.NTD
3.1.3.4 其他：K.TIME 时间银行通证与 K.FOOD 食物银行通证，为公益联盟链依地区型服务
模式之设置，亦可推广发行全球各洲。

7

每盎斯黄金国际市价波动，2021/06 近期一季之中涨跌幅可达 USD 1,790 至 USD 1,830。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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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rivate Offering 私募共识机制
机构私募采 PoS 持有量／权益证明与 PoC 消费／贡献／奉献证明的共识机制（二种并行）。

3.3 Affiliate Program 联盟商家方案
h ttp s :/ /k og .on e

8

透过推荐 Affiliate Program 联盟商家方案直接赠送数额。

3.4 Teamwork Rewards 团队工作奖励
团队奖励：按其实际工作质与量与价格 给予项目(运营)团队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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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华人族群，依照《圣经》原则，分成：核心、中层、外层

3.4.2 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加入。

4. Regional Governance 区块治理

the m an a ge me n t o ff ice

主要是以「基督为中心 Christ-centered」的去中心化指导原则。可模拟为《圣经》中，摩
西选立领袖原则，筛选千夫长与百夫长，建立仆人领袖管理结构。各区团队领导可因时制
宜，建立相关推荐制或审核制。

4.1 Council Motion 提案
4.1.1

经过核心同工的交通与决策

4.1.2 代码修改
4.1.3 经济参数修改
经济参数修改，将依实际经济状况，人口增加的调整。调整机制模拟，举例：美联储货币
政策的紧缩与宽松调整。

8

目前以美国与菲律宾之国际团队配搭，共同发展 Affiliate Program 联盟商家方案各项建置工作。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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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治理原则 链接应用场景 创生服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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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 KOG 圣经通证价值，平台在数年之间，从科技、团队、生态布局，提早达成预期设
定目标。目前落地实现通证价值之优先次序，在于使 K.USD 得以全面应用在产业范围。以
KOG Go! 实验开发示范应用场景之一（社群链接实验），即可由社群平台群组设置规范，
应用 K.USD 作为群组之交易恩典传输的单位。示范应用场景之二（技术创新实验），目前
积极地开发 Network Storage 储存网络复合模式，作为 K.ADS（广告矩阵模式通证）实际体
现去中心化储存挖矿技术之应用价值。同时，以发展新型 WiFi 技术无线通信挖矿架构，尝
试赋能增效 KOG Go! 的全方位产业链接服务模式。此为 K.USD 以应用价值维持单位价值之
方式。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推进全产业链的发展目标，期以建立
全球流通机制。而示范应用场景之三（服务模块实验），以公益项目为例，时间银行即能
以服务流通概念，自然形成经济的币圈。
4.1.5 实际拥有 KOG 者之话语决策股权制
选举：实际拥有 KOG 者之（话语权、决策权）股权制。实际建立者为华人核心工作者，真
正的 KOG 价值基于信任，如同拥有股权。以时间、信心、金钱、力量、岁月，全力以赴投
入。后期参与的人，若较前期参与的人，更加热衷积极者，自然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无关先来后到，乃在于是否真实投入。）忠心良善，生命影响生命。

4.2 Proceeding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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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议题之提案与说明。
4.2.2 表决与生效行政流程与管理机制。

4.3 Governing Council 区域议会治理
议会制治理的形成，如同教会领袖形成的过程，必然经过教会团队建立与圣灵选立领袖的
验证。
4.3.1 全球分区 DAO 去中心化自制组织群体：
全球分区 DAO 去中心化自制组织群体，分别设置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相
关组织发展策略。

4.3.2 作用：公投表决 并/或 属各洲事务者 其代表团复决。
4.3.3 门槛：以 KOG 换 KOG Share。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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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Blockchain Voting 区块链表决（未来规划）
4.4.1 全球各大洲理事会代表共同议决制：自然人或法人代表。

WENSIU Foundation 文修基金会 机构介绍
 WENSIU Foundation 文修基金会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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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KOG 与黄金本位国际时价：订定对价之表决权。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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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SIU Partners
文修基金会附属单位与合作单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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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e Center 盼望之家
Hope Center 盼 望之 家为 WENSIU Foundation 文修 基金 会旗 下的一 个关 怀社 会的机 构。
Hope Center 盼望之家的使命：
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来传扬他，并且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引到神前。秉
持基督的爱，Hope Center 将以各样的智能和良善的方式，传递爱和盼望给我们的小区，让我
们所生活之地，满了喜乐与希望！
秉持着 LOVING HEART | HELPING HAND 的理念，盼望之家定期举办各项有利于小区规划和进步
的活动，唤醒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关怀！提供或是辅助小区中低收入户的食物和医疗的需要，
直接照顾到小区弱势团体。每年度从奉献中提供部分经费为奖学金，帮助并培育贫苦家庭的
优秀青年学子，使其未来充满盼望！

 Koinonia of Grace Crypto-Assets & Blockchain Ecosystem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
和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配搭完成神国度性的事工团体：Time Bank 时间
银行、Hope Center 盼望之家之下的 Food Bank 食物银行、汉字福音协会、道进入历史、等。
而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之下的 KOG.TV 国度电视台也在 2021/08 开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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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风险揭露暨免责声明：

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以异象为全球社群发展提供极具开发潜力之区块链均富民生大同模式，以及促进共善福祉之循环。所有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伙伴认同以 PoF(Proof
of Faith)信任证明机制，一起加入打造服务全人类、共同创造共享经济之国度恩典传输加密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然而，加密通证资产与数位区块链商品市场的真实世界，高增长潜力也连带着高
风险与高度波动的现实。因此凡是任何有关捐赠、投资、共创、投入开发在 KOG 系列产品服务的财务决定，应在法律并财务专业人士的指导与建议下为之。有意投入的参与者、投资者，与合作
伙伴，在做出一切财务决定之前，敬请自行完成相关研究，产生自主判断，以充份了解相关渉及风险因素。有鉴于全球各国对于区块链发展的监管机制目前仍莫衷一是，KOG 国度恩典传输加密
资产 与 区块链平台仍致力于在一些优先落地的选择性区域中，提供适切的产品与服务项目。至于其他非关科技与技术类型风险，无论系属天然灾害甚或疫情损失，以及其他种种无可预期的天灾
人祸，将有赖 KOG 全球社群全体积极面对风险和承担相应之挑战。为完成命定与呼召，我们必须同心合意, 一起忠于所托之异象和使命，一起推动完成这国度性的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