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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Fund Policy - 国度基金暨全球法币之货币进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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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
我们正在结算所有的参与者的投资额度，以便在 2 月 14 日前完成报告，但是刚刚又有两笔 K.USD
的转账进来，由于量数也不符合规定，我们无法处理的，请各位弟兄姐妹暂时不要再增加任何参
与投资数了！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计算从二月份开始参与的所有符合规定的数量了。
我们还会再直接增加一些投资额度，将目前的参与总数直接拉升到一个整数 约 5000 万 K.USD 作
为最终的总投资额度，之后您的参与额度比率就自然可以计算清楚了！
我们在 2021-12-10 之前将会结算这笔总投资额度，会先扣除稳定型的 10%-15%的利得和本金给
他们之后，再扣除总量的 10%给 KOG 团队，其余的按照实际的比例和合约所述的进行分配结算，
在年底前只会公布总数额，但是结算细节需要时间！
至于每个季度想参与投资的人，我们暂时不考虑了，因为参与数量比我们想象的大了数十倍！因
此，我们希望先处理好这些参与的案例，作成功了，才会考虑再加上其他的新参与者们的合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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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您很希望参与的话，只能从我们已经有的数量中购买参与额度了，我们在 12 月 10 日之前，
暂时无法再接受任何额外以 K.USD 的形式参与者了！您必须和我们团队交通，直接购买一部分的
投资比率，我们在年底之前，将不再开放 K.USD 的投资了。

由于我们没有涉及任何现金的部位，因此所有的数据都是 KOG 的 K.USD, 我们必须谨慎地为各位
保守，免得有任何损失，对不起这些信赖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目前全球数字货币市场十分蓬勃，比起 2017-2018 年的盛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虽然只是
K.USD，但是未来的潜力是明显有前途的，因此我们欢迎所有 B2B 和 IMM 投资的应用！我们今年
的最重要战略是完成全球法币现金池的对应，和区块链化所有常见法币的工作：
我们希望号召各地区的弟兄姐妹们，直接向我们购买 1：1 的 KOG 国度法币，如 USD，RMB，NTD,
EUR, JPY， G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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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谢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参与，也十分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托付！我们真的是战战兢兢地
来服事各位弟兄姐妹们！由于这次的基数比我们想象的大了太多倍数了，我们操盘手也从来没有
直接操作过这么庞大的金额的，因此我们不敢随便处理此事！请原谅我们暂时不再考虑接受新单
的申请了，因为这个数额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除非我们经过了几个月的测试，发现效果很好的
话，我们才可能再接受新的投资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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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 KOG 一起成长，我们因为目前还没有达到在全球都能够变现的公信力，因此这次我们需要
呼召各国的弟兄姐妹们，将您手中的现金直接加入到我们的现金池中，形成真正的现金本位制度，
而您参与多少现金，我们就只会发放多少枚相对应的 KOG 法币数量，作为我们全球的流通数量，
除非最后一位持有者有换现的需求，基本上，我们尽可能维持该货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除
了最后一位要求换现的人需要支付所有的手续费用之外，我们基本上是不扣除任何手续费用，以
便让更多人愿意使用我们的 KOG 国度法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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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现金存量，我们就发放通行多少 USD，NTD，RMB....等等货币！
也就是说，我们所发放的 USD，RMB，NTD...等将是完全可以直接兑换现金的区块链流通的数字
货币了！ ！
目前我们已经有 2 万 USD，和 60 万的 NTD 愿意参与本计划！
倘若您有任何国家的法币在有信用的银行中，我们需要安排合适的同工和您共同持有该银行的动
用权限，我们将在确认现金没有无故蒸发的安全前提之下，跟您签署一份安全支付 KOG 国度法币
的契约，之后我们将开发该现金 KOG 法币，您倘若需要使用时，我们将抽取使用的额度，转移到
KOG 团队的银行账户之下，以确保现金本位永远都有足额的现金存在我们团队的银行账号之中！
以便随时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要提领时，提供足额的现金给他们！
倘若各地区的弟兄姐妹们愿意提供现金本位参与本方案，我们将考虑两种方式合作：
1. 您继续持有所有现金的所有权，我们只会安排财务同工确保该银行账户现金额度是被确保足
够的！因此我们的财务同工将和您一起保管该账号 （我们的同工不可以动用该账户的任何现
金），但是他们有责任去确保该账号有足够的现金！有多少愿意参与的现金额度，将赋予我
们 KOG 发放可能的法币赋能区块链化的数额！ （我们不会发出，只会宣布有多少额度愿意接
受我们的 KOG 法币！）
2. 您可以要求我们发放足够的 KOG 法币给您，但是您必须将同样的数额现金交给我们的财务同
工，由他们负责新账户的流通工作，这样您可以随时使用我们的 KOG 法币了！
3. 任何参与者，只要使用了 KOG 的法币，就必须将其手中的现金尽快地交付给我们的 KOG 法币
账户之下！
4. 我们将考虑给所有法币现金的支持者，有同等 K.USD 的免费赠与，为了他们在没有兑换现金
之前，可以同时使用我们现金本位和 K.USD 体系！也就是说，您一旦愿意参与我们的法币现
金本位的工作时，不仅仅持有了可以直接变现的 KOG 法币，同时也持有了同等数量的 K.USD,
可以参与我们的 KOG-IMM 的投资和所有 KOG Go！的使用！然而您一旦需要兑换成为现金时，
您有责任退回我们的等量的 K.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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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有的财务同工们，必须是诚实忠信的主仆人，我们会建议由各地区推荐的两位牧者或是他
们推荐的同工们，来负责看管各地区的账户！
6. 一旦将来有任何附近的弟兄姐妹们有现金兑换的需要时，我们将安排他们将手中的 K.USD 退
给我们国度央行，同时安排他们前往各地区的兑换现金窗口，由他们负责给出足额的法币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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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于是去中心化的兑换机制，我们将给予提供最后现金本位者几个特别的祝福：
A. 他们从一开始参与现金本位的供应体系时，一旦我们的财务同工们确认该银行现金是实实
在在的，我们将给与他们同等值的 K.USD (他们并不需要花费任何现金，只要证明现金是实
质的，并且愿意参与 KOG 的现金本位供应站点即可）然而，一旦有人向他们要求兑换时，
他们必须为我们预备好足量的现金额度。并且愿意协助各地区的弟兄姐妹们取得现金即可！
B. 一旦有人向各地现金站兑换现金时，他们必须是持有 KOG 国度法币的人，也就是说，他
们曾经已经花费了相同的现金，才可以取得该法币的。比如说，他们在美国地区已经支付
了 1000 USD 给了 KOG 团队，取得了 1000 枚 KOG 的 USD 国度法币（不是 K.USD 哦！）；
那么我们 KOG 团队必然有 对应的现金数量在手中。
然而，该持有者，可能需要提供给他们在大陆地区的家人人民币 RMB，假设国际的兑换汇
率是 1：7，那么他们的 1000 枚 KOG 的 USD，将可以兑换 7000 枚 KOG 的国度人民币 RMB，
他们可以随时提供给他们的家人 7000 枚 KOG 的 RMB，他的家人就可以到我们的 KOG 现金
站口，直接兑换 7000 RMB 现金；但是他们必须提供 7000 枚的 KOG 的国度人民币 RMB 给
我们的现金站口！
C. 由于是去中心化的 KOG 现金站口，因此任何人想成为我们在各地区的现金站，只要他们遵
守我们的 KOG 规矩就可以了：
他们可以支付 7000 RMB 给需要者，他们一旦拿到了 7000 枚 KOG 的国度 RMB 时，就可以
拿截图和地址，要求我们提供等值的 K.USD 给他们作为奖励！
D. 他们只要在一年之内都不要再兑换手上的 KOG 国度人民币，这笔等值的 K.USD 就算是赠送
给他们的了！一年之后，他们可以再拿手中的 KOG 国度人民币向任何去中心化的 KOG 现
金站口兑换现金的；然而，他们随时都可以使用手中的 KOG 人民币来买卖任何东西！只是
一旦他们在一年之内就要求再兑换现金的话，我们就会要求他们退回所有的 K.USD,并且支
付应付的手续费用了。
E. 假设该持有者，需要将 7000 枚的 KOG 人民币，兑换到台湾的 NTD，那么他可以直接使用
我们的体系汇率直接换成 30000 枚 KOG 的国度法币 NTD；并且支付或赠送给任何他们想要
给于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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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倘若他们支付给台湾地区的某位朋友，那么他就可以直接使用 30000 枚 KOG 的 NTD 在台
湾地区直接使用了，一直到某人要求将其中的一部分，譬如说，20000NTD 被某个商家取
得了，他们需要换现时，我们就可以号召在台湾地区的去中心化的 KOG 现金站口，负责提
供该笔 20000 NTD 给该商家，那么该位去中心化的现金站口，将可以拿着他们的支付现金
收据和 KOG 的 NTD 截图给我们，领取同等值的 K.USD 给他们！
G. 这样该去中心化的 KOG 现金站口，将会同时持有 20000 枚现金等值的 KOG 的 NTD，并且
又将为自己赢得了等值量的 K.USD，只要他们在一年之内都不为自己兑换现金回来，那么
一年之后，所赠送的 K.USD 将成为他们的奖励，不再回收了。
H. 然而，一旦在一年之内，他们要求立马兑换成为现金 20000 NTD 的话，我们就会要求他们
支付所有的手续费用，并且退还我们的 K.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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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也就是说，一旦有现金进入了我们 KOG 的团队时，该释放出的 KOG 国度法币将会直接赋
能了，每一枚 KOG 的法币，将同时具有法币的价值，并且同时具备了区块链的特质，这些
钱将可以十分方便地在全球自由通行！
J. 所有的交易行为，我们将会提供% 百分比的税收要求，和交易单位或交易项目（物品或是
服务）的收据信息，这样我们的 KOG 体系将改善所有区块链逃税或是洗钱的问题！
K. 除了以上的改革之外，我们 KOG 将继续革新，推出适合神国度和符合各个国情的服务制度！
请大家继续为我们 KOG 团队祷告！
关于 KOG 的国度法币发放办法，其中还有一种是最直接，最便利的，就是任何希望将其现金赋与
区块链化的能力者，他们可以在全球各地区的 KOG 团队的银行账号，直接以现金购买等值的 KOG
国度法币，譬如说，以 100 万 USD，购买到 100 万枚具有区块链性能的 KOG 的国度法币 USD！同
样的，您也可以使用 3000 万 NTD，来购买到 3000 万具有区块链性能的 KOG 的国度法币 NTD 的！
或者以 700 万 RMB，购买到 700 万枚具有区块链性能的 KOG 的国度法币 RMB!
然而，我们思考过每一个银行的实际手续费其实相当不同的，我们已过半年间，由于需要将经费
供应给各地区的工作人员，光是马来西亚的法币，倘若透过线上以台币购买时是 5.81，另外还有
手续费；但是同时的卖价，居然是 7.435，另外还有手续费；因此光是手续费和汇差的扣除额度，
居然达到 30% 以上！
我们 KOG 团队觉得必须改善此类的掠夺，透过我们 KOG 国度法币的交换汇兑，我们建议各地区
直接将各地的法币存储在我们在各地区的 KOG 银行账号之中即可，我们直接发放等值的 KOG 各
地法币即可；只要大家都一直使用我们的 KOG 法币，就不会产生太大的手续费用，我们维持网络
伺服器的费用则一律是 0.3%即可！其余的部分则永远不会产生像国际汇兑时被剥削的汇兑额度！

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
The term "document" (together with any attachments to the document) are referring to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any form. |
This document transmitted or passed with it is confidential and intended solely for the use of the individual or entity to wh om they are addressed. If you have received this document in error,
please notify the sender. This message contain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is intended only for the individual named. If you are not the named addressee or receiver, you should not disseminate,
distribute, or copy this document. Please notify the sender immediately by email or verbally if you have received this docume nt by mistake and delete this document from your channel. If you
are not the intended recipient you are notified that disclosing, copying, distributing, or taking any action in reliance on the contents of this inform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

然而，一旦有人持有我们 KOG 法币，但是向我们各地的去中心化的 KOG 现金站口要求兑换成为
各地区的法币时，他/她就必须支付一笔类似马来西亚币的汇差和手续费给我们的现金站口，这
样我们的各地区的去中心化的 KOG 现金站口，自然而然地成为相当有利润的生意，我们的 KOG
法币将永续不断地会有去中心化的现金站口乐于出现金协助给那些需要落地变现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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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整套的国际兑换模式是我们 KOG 开发出来的全球兑换模式，可以彻底解决掉使用 KOG Coins
的变现问题！
由于是完全 1：1 的兑换方式，只有第一笔的交易需要现金本位投入我们的 KOG 的银行账户之中，
其余的交换将不必再担心现金的问题了，因为各地区必然会自动出现许多争相愿意提供 KOG 现金
站口的服务点，因为他们一面可以拿到我们具有区块链能力的 KOG 法币，另外一面，他们又可以
使用我们的 KOG 法币作为直接交付现金使用；并且凡是提供现金给我们落地交换者，又可以凭靠
所有的明确的收据和截图，取得同等值的 K.USD。
然而，我们将设置一套监察系统，确认该现金站口不是故意使用这样的优惠方案，就不断地故意
套利，一旦我们发现有套利的行为时，该账户将永远失去成为我们 KOG 会员的权利，并且将失去
使用 KOG Coins 和我们团队的 APP 的权限！即便他/她有我们的 KOG Coins，但是他/她只能拥有，
却不能再自由的使用了！
也就是说，参与 KOG，成为一位诚实忠信的 KOG 国度子民是一项特权！好像美国的 ID，可以在
其高速公路上开车是特权，并非人人都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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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旦下载使用我们 KOG 的所有 APP 时，意义是很大的！因为那表示各位愿意学习圣经中的
神国度子民的生活态度，对神和对人都不可亏欠！
我们是一个互相帮助，彼此友爱的团队，倘若有人透过我们良善的支持体系，却故意拿来赚取不
义的钱财，那么他/她就失去了参与我们 KOG 国度子民的特权了！因此凡是故意赚取不义的钱财
者，他们是没有资格成为我们团队成员的！
然而，如何证明各位是否是真正的国度子民呢？ ！
因为圣经中早已经说明，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马太福音 6：21；路加福音 12：34）
您可以将每年度，我们团队为了帮助各地区的现金落地维持顺畅的奖励资金，将其中的一大部分
（至少 10%手续费的现金部位，或 50%赠送的 K.USD 部位) 直接在各地区设立一个 KOG 的社会福
利公益基金！由您和我们各地区的同工们共同主持各地的社会企业发展工作！将我们为了变现所
提供给各地区现金站口的奖励资金，转变成为帮助各地 KOG 公益事业的工作，这样对 KOG 和对
现金站口的出资方，以及对于各地区的社会服务工作，都将产生生机体的永续经营模式，我们各
地的现金站口的支持者，也能够有足够的利润，让他们愿意长期地在各地区支持我们的现金落地
的兑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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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所有 KOG Coins 的使用者，就不再考虑使用兑换现金的问题了，因为他
们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 KOG 法币，一直直接使用下去，他们可以直接在全球各地买卖和交换货物
和服务，就直接当成现金使用就好了！
一旦这日子到来了，我们最初为了对付末后的敌基督恶毒的计谋，在额头上和手上有兽的印记才
得以作买卖的事（启 13：16-17）
，便策划了 KOG 国度货币的生态体系，保守所有神的子民免于兽
印的威胁！此外，我们所有 KOG 神的子民，因为都必须接受 KOG 的国度规范，就必须有耶稣的
印记（加 6：17）和圣灵的印记（弗一 13，四 30；林后一 22）
，因此我们每日都在过日子，一起
学习神的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参与 2021 第一季度国度基金的参与者，尽快将以下信息，以打字的方式
（千万别用图档），尽快寄给 info@kog.one
否则，我们 2021-2-15 的总数量将无法确认下来！

the managemen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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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国度基金参与者们，平安喜乐，为了我们尽快处理好您的案件，麻烦您尽快将这份信息以
Email 的方式，直接打字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处理无法拷贝的图档。
这样会延迟我们的工作。并且由于您参与的不是现金基础的国度基金，因此我们最终的给付形态
还是以 K.USD 的模式给付的，除非您参与第一组，稳定型的投资项目，不然我们将会按照合约的
次序先扣除了所有应付的经费之后（包括给稳定性的投资利得和固定的 10%服务费用之后），才会
按照 2-15 总齐步走的投资数额中您的所占比例的 45% 平均分配给所有参与的投资者的！
Name 名字
：
参与 K.USD 数量 ：
KOG 的地址
：
（我们将以此地址，将您的利得分配回去给您，请不要写错）
参与项目
： 第一项目 稳定性投资 或 第三项目 齐步走投资
联系 Email
：
（我们将在年会之后，以此 email 提供给您所有的更新信息）
倘若您是以 KOG 参与的，请务必明确说明您参与的 KOG 数量，并且以 $1840 为流通比例兑换成
为 K.USD 数量给我们，请不要与之前的数字混肴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有所分别！ ！
我们原本希望在 2021-2-15 日完成一个总数字，给所有参与者作为原始参与基数的，但是一旦一
直无法完成所有人的起初数字的话（特别是各位的 KOG 地址字串）
，我们将无法有一个起头的总
数据，而是改用另外的计算方式，一一计算每个人的原始参与数字，并且直接按照 5000 万枚
K.USD 为初始数字，并且在 2-15 正式开始进入市场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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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的时间，BTC 已经从 $43994 上涨到 $49404 附近了！我们将先用之前已经在账户中的钱，
正式在明天 2-15 进场运作了！请各位参与的弟兄姐妹明白我们的基数将设定为 5000 万 K.USD 就
好！

感谢赞美主，我们刚刚完成了 2021-2-15 国度基金起头总数 5000 万 K.USD 了！

the management office

圣经中的印记

编辑制表：ExchangeRate@202102150802.jpg 为以上 Excel 表转成的图档(内容一模一样)

请各位留下这几份基本资料，我们以后将会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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