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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G Decentralized ATM KOG 去中心化现金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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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有些弟兄姐妹们询问如何参与 KOG 国度法币现金站口参与者了！感谢赞美主！
目前我们只有美国的账户（负责美国地区）
，香港地区的账户 （负责中国地区）
，台湾地区（负责
台湾地区），现金站口工作将于 3 月 1 日正式启用！
然而为了因应各国的法律问题，我们一律必须先以私人之间借贷或是代币经济学（ Token
Economy)的模组，也就是说，我们在严格定义上，没有违反任何国家经济或是法币政策的问题，
而是将我们自己的钱，或是商品，或是服务，在同一个特定的 KOG 跨国度团体中，进行宏观调控
和微观经济操作。
这将是第一个跨国际团体的实验，我们将请同工们将所有的文字办法，制作成为简单的图表和流
程图，让弟兄姐妹们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 KOG 现金站口，直接去中心化提领或是交换 KOG 的法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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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步骤和细节说明:
1.

先确认各位的银行账户中想要参与我们现金站口的金额，譬如 10 万 NTD，5 万 RMB，2000
USD.; 请您将网路或是银行账户当日的金额证明截图寄给我们作为参与金额的证明文件。

2.

倘若您愿意直接签署固定金额，成为我们 KOG 在各地的现金站口，我们将要求您确保在该金
额范围，和签署的期间（1-10 年）之内，一旦有人确认需要兑换现金时，我们将让他们和您
在各地区直接进行兑换。

3.

所有的现金站口，必须确保在签署的期间之内，必然有足够额度的金额提供给我们的兑换者！

4.

也就是说，您直接将您手中的现金提供给 KOG 的团队，作为定存处理！

5.

我们不必要求您提供任何现金给我们，只要签署确认的 Smart Contract 智能合约就好。

6.

由于我们彼此之间在正式兑换之前，并没有任何真实的现金交易行为，您的钱仍然在您自己
的银行账户之中！因此我们为您愿意提供这笔兑换资金，即便我们完全用不到这笔现金，我
们愿意为此每年度都提供等值的 K.USD 给您，也就是说， 在您签约的期间内，随时让您完全
使用这笔 K.USD，只要在签约时间结束之后， 这笔 K.USD 将正式成为您的资产！

7.

举例说明：倘若您一次性参与 100 万 NTD，并且签署 2021-2030 这十年期的 KOG 现金站口合
约，我们 KOG 团队将每年固定提供给您 100 万 NTD/30 约 33335 K.USD；在一年之后，即便
没有任何人来向您要求兑换现金，这一年的 33335 K.USD 将自动成为您的资产，每年我们都
将给付同样的一笔 K.USD 给您，一直到十年合约期满为止。

8.

倘若有任何人持有 KOG 的法币（也就是有人以国际现金开户发行的 KOG 国度法币，绝对不
是 K.USD, 而是 USD），要求您提供现金兑换的工作时，您必须将其申请单填写清楚，报告给
我们 KOG 团队，我们确认该 KOG 法币是真实无误之后，您才可以私下兑换现金给对方。

9.

然而，所有要求兑换现金者，必须提供所有的手续费用，包括最大汇兑差距的费用（因为每
一笔 KOG 的国度法币现金值都是真实的现金投入才得以发放的），我们必须确认每一枚 KOG
国度法币都是被确认有足够的现金支撑的，因此，所有兑换现金者必须退回我们所支付出去
的 K.USD, 意思是，您必须在取回现金价值时，已经开始动用了我们在各地区所开设的去中心
化的现金站口，我们因为为此现金部位支付了等值的 K.USD, 因此您才可以十分方便的取得现
金，因此您必须为兑换现金一事，支付我们等值的 K.USD, 以及一笔汇差，以及至少 10% 的奉
献服务手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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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们希望所有的 KOG 国度法币使用者习惯使用该地区的 KOG 法币直接作交易行为，而不是
鼓励持有者竭尽所能地去兑换各地法币的现金，因此，在政策方面，我们对使用 KOG 国度法
币，而不是特意地拿来换现金的使用者，会尽可能地提供优惠；然而对所有执意要兑换者，
我们只能以比较严格的条件去处理了！
也就是说，为了 KOG 的国度法币能够尽快被市场所接受，我们发展出来的去中心化 KOG 现金站
口是我们 KOG 团队的专利设计（可以申请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们不要随便将我们的
KNOWHOW 对外说明了。我们一旦真正的建立起来一个国际化的去中心化现金落地体系之后，
KOG 的全球化就可以真正的被认可了！
请各位弟兄姐妹们为此特别祷告，因为一旦建立起全球性的 POF (Proof of Faith 信任机制）之后，
我们 KOG 的全球去中心化的现金体系将解决 KOG 团队内的主要现金落地的信用问题！我们虽然
是以 K.USD 作为我们 KOG 的全球通货代币的，但是一旦 KOG 的国度法币被全球都认可，成为大
家愿意接受的全球法币通用平台！愿主与我们众人同在！
我们的信息已经提供给几位核心同工来负责图像化，让所有各地的参与者，一目了然我们的 KOG
现金站口的参与步骤和办法！
我们将来会按照每个参与 KOG 现金站口（KOG 的活动去中心化的 ATM）IP 联系网络图
也就是说，无论在全球各地区只要有人愿意主动参与我们的 KOG 活动去中心化站口 ATM, 我们将
开放各地现金站口的 IP address, 各位使用者都可以就近联系我们的 KOG 去中心化 ATM ，直接完
成兑换现金的手续（请各地去中心化的 KOG 现金站口 ATM 按照 KOG 现金兑换的程序，必须事先
报告给 KOG 团队，并且从严处理兑换业务，才得以处理兑换业务）
一旦没有经过严格的程序报告者，将自行负责将来无法向 KOG 团队直接兑现的后果！
因此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思维，逐步实践 KOG B2B 的落地配搭体系了，请大家继续为我们团队
代祷告！
参与者 KOG 现金站口的现金额度中，必须有 10%的质押现金在 KOG 的团队银行中，为避免在合
约期间之内，该现金站口无法按照合约规定的资金额度提供足够的现金给申请者时，该质押金将
被没收，作为违约的条件之一。
然而参与者 KOG 现金站口的个人或是公司，因为可以取得全球汇兑最大额度 10%的汇差部位，因
此我们将会有不少参与者加入我们的现金站口 ATM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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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所有 KOG 国度法币的持有者，只要不动用到现金兑换的服务时，所持有的 KOG 法币
价值将不会有任何的损失，顶多是维持 KOG APP 的运作的 0.3 %交易费用。
然而一旦他们要求现金的兑换时，我们将要求几项内容成本，是他们必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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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的 KOG 国度平台的使用服务费用（可视为奉献）
2. 5%的 KOG 现金站口去中心化 ATM 的服务费用
3. 5%的 KOG 国际汇兑汇差价格
也就是说，一旦要求现金兑换的服务费用大约是 20%左右。我们希望所有的 KOG 国度法币持有
者，永远都不用兑换各国的现金货币，而是习惯于使用我们 KOG 团队的国度法币，作为每天使用
的金流基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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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 10% 的质押金额，我们原则上在合约期满之后，倘若不续约时，计算使用的情况再退回给各
地的去中心化 ATM 现金站口处。然而，为了长期有效地建立起 KOG 全球业务，我们建议所有的
KOG 现金站口将之视为一次性的奉献款项，只要一直维持不动，就终身持有同额度的现金站口权
益。
我们鼓励长期合作方参与我们的服务，提供各地现金的兑换业务，即使全年度都没有人要求兑换
现金，我们将按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的参与者，提供每年度不同的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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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重新定契约，才能更改服务区的额度，在签约期间未完成之时，每年度都可以自动更新，并
且按照规定，继续取得同额度的 K.USD。
我们举例 1，5， 10 年期的不同权益如下：
1.

提供 100 万 USD，并且签约 10 年的 KOG 现金站口，成为我们 KOG 的去中心化 ATM 的个人或
是机构：
他们将有连续 10 年都可以每年度取得当年等值的 100 万 K.USD 作为奖励金！不必再特别申请，
或是再签订契约了。这十年的合约中，我们将扣除 10 万 USD 的质押金作为担保金额。只要这
十年内，每年从来没有用尽其总额度，每年都有确实超过 100 万 USD 的银行存款证明即可！
一旦用完毕了额度，可以再申请新的额度契约即可！但是第 11 年起，我们将不再提供任何
K.USD 的奖励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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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 500 万 RMB，并且签约 5 年的 KOG 现金站口，成为我们 KOG 的去中心化 ATM 的个人或
是机构：

3.

提供 1000 万 NTD，并且签约 1 年的 KOG 现金站口，成为我们 KOG 的去中心化 ATM 的个人或
是机构：
他们将有唯一的 1 年可以取得当年等值 100 万 NTD 的 K.USD 作为奖励金！其后必须再特别申
请，或是再签订契约，得以延续合约期间。这 1 年的合约中，我们将扣除 100 万 NTD 的质押
金作为担保金额。只要这年内，从来没有用尽其总额度，之后的每年都有确实超过 1000 万
USD 的银行存款证明即可！一旦用完毕了额度，可以再申请新的额度契约即可！但是第 2 年
起，我们将不再提供任何 K.USD 的奖励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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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有连续 5 年都可以每年度取得当年等值 250 万 RMB 的 K.USD 作为奖励金！
在 5 年内，不必再特别申请，或是再签订契约了。这 5 年的合约中，我们将扣除 50 万 RMB
的质押金作为担保金额。只要这 5 年内，每年从来没有用尽其总额度，每年都有确实超过
500 万 RMB 的银行存款证明即可！一旦用完毕了额度，或是超过了 5 年合约期间，可以再申
请新的额度契约即可，但是第 6 年起，我们将不再提供任何 K.USD 的奖励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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