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你是否也曾做過無數的各色各樣事業項目，然而不斷地經歷著，被投機者洗盤至倒閉後，又要重來的辛酸經驗？
如果跟你說，我尋尋覓覓的找，終於找到了可以「不用重來」的平台又能改變生活，你會有興趣嗎？

你有接觸或知道區塊鏈、加密貨幣嗎？ 有想賺比特幣、囤比特幣且不會傷人脈但沒有門路？
如果跟你說，有機會收取紅包每個月價值10美、100美、1000美金，甚至8到56顆比特幣，你會有興趣嗎？

如果你是真心想改變，請認真地空出1個多小時，點擊打來看看以下兩個影片：

0122 線上會議
https://youtu.be/OtbKGHx9CSc

棒棒堂虎牙★談奉獻盒
https://youtu.be/vlGydT7pk9c

70美金改變人生~且老闆要求門檻很低，就只需要分享2人也願意一起奉獻的朋友就好。
如果看完影片並且認同請跟我聯繫，一起把全世界的人串聯起來，用比特幣改變世界。

拒收：來觀望、來玩玩試看看心態的人及愛投機、 愛玩弄制度鑽漏洞的人(這裡是沒辦法投機！)

https://youtu.be/OtbKGHx9CSc
https://youtu.be/vlGydT7pk9c


奉獻盒
UP2GIVE達到每個人想要的目標與夢想

U2G新人教學包



註冊加密貨幣交易所及完成實名驗證

免費註冊奉獻盒

購買比特幣 (BTC)

付款32美金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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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介面 & 功能介紹

捐贈比特幣 (包紅包)

分享2位也想付出的朋友 (想要包紅包領紅包)

等待加值通知 (領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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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紅包 8步驟



註冊加密貨幣交易所
並完成實名認證
➢ 台灣使用幣託Pro

https://www.bitopro.com

註冊時推薦人ID可以填 1680519567 唷~

BitoPro 教學影片：五分鐘輕鬆完成 Lv.1註冊！(含OT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2ywFFrRJ8

➢ 香港可使用MyEthShop

https://myethshop.com/register?referral_code=83B912

註冊時推薦碼可以填 83B912 唷~

PS. 如本身已有在用交易所~第1步可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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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topro.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2ywFFrRJ8
https://myethshop.com/register?referral_code=83B912


幣託 實名驗證
Bitopro Lv 2 KYC







這裡以幣託pro為例
幣安也是很推薦

(目前千萬不要用幣寶)



免費註冊奉獻盒
➢ 請跟 邀請人 索取註冊網址02

交換禮物樂趣多
最大紅包逍遙遊
史無前例佛系作
最小成本輕鬆投



1 2



購買比特幣 (BTC)
BitoPro 教學影片 #1 交易中心介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H94g_wLoCI

BitoPro 教學影片#2 下單：限價 vs 市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TCL6YVpO40

03

紅包功能無限多
金流規避這裡躲
增值福利好處多
市場套利再一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H94g_wLoC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TCL6YVpO40


付款32美金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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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成本公司收
增加營收公司謀
百萬慈善自己撥
改變社會現在做



付32美金月費
(公司管理費)

1 2

請把指定顆數發送到指定地址
(請注意! 要自行加上"交易所手續費"!)



3 4

請把指定顆數發送到指定地址
(請注意! 要自行加上"交易所手續費"!)

※目前我所使用的交易所，已在我的餘額扣除手續費
所以不用自行加上手續費

※如使用幣託pro的，請自行加上0.0002的手續費

※使用其他交易所或錢包，要自行留意手續費部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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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完成後~點擊View My Dashboard回到後台



後台介面 &
功能介紹05





知道大家很急著領紅包~~~

請至後台先綁定
自己的BTC加值(接收)地址



設定 - 收款錢包地址

使用1或3開頭地址不用驗證



撰寫 - 我的故事

世界無奇不有...
只要你有特色、有夢想、有願景…

想要獲得更多 抖內？人脈？資源？合作機會？

不妨寫下你的故事吧！
讓全世界看到你的分享後，都來認識你！

也許是你生病的家人需要醫療費…
也許是家境困難的單親媽媽無力扶養孩子，急欲籌措學費與生活費…
也許是被銀行凍結帳戶的受害者，生活不便，
想要透過參與奉獻盒，爭取獲得公司的比特幣借記卡…

也許是你夢想計劃開一間公司，可現實卻沒有股東資助你…
也許你是網紅，你需要更多與國際接軌的機會，爭取曝光度與合作…

不管你想要甚麼？來這裡大聲說出你真實的夢想吧！



撰寫 - 我的故事(範文)



撰寫 - 我的故事(範文)



撰寫 - 我的故事(範文)



撰寫 - 我的故事

請把My Story我的故事
妙筆生花、盡情揮灑~
努力寫得精彩動人吧!

寫完記得儲存送出!



查詢 - 我的團隊

聯繫我的直推 (查看直推名單)

查詢團隊組織結構

聯繫推薦人



查詢 - 我的團隊 – 聯繫直推夥伴

底色色塊用
以區分身份

(查組織圖用)

0級捐獻者(已捐贈)

1級捐獻者(已捐贈)

2級捐獻者

3級捐獻者

4級捐獻者

5級捐獻者

6級捐獻者

不同顏色的字, 代表在該級別已捐
黑色字, 則未捐 (請聯繫他趕快捐)

會員(已付月費)

非會員(未付月費)

創始會員(VIP)

※平時可用EMAIL、LINE等提前提醒直推
若很緊急就打電話過去催他 XD

1/15 正式全球啟動，捐贈時效為24小時內必須捐
而每月15重置後，只需手動捐紅包幾天而已
請各位務必配合!



查詢 - 我的團隊 – 組織圖

輸入夥伴ID 可進行搜尋

回到最上層 回到上一層

會員 顧客 遊客 等待填補 直推夥伴 展開組織圖

點各個人的頭像
可以看到他們傘下有效會員的數量

自己的第一層有時候不是自己的直推?
是有可能的喔~
代表前面的夥伴發展快速，給你一個滑落
見到此狀況的夥伴請多多加油！趕緊報恩報起來！



查詢 - 我的團隊 – 組織結構



捐贈比特幣
(包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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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不求回報
有舍才有得到
不是紅包沒到
是你忘了捐到



捐贈BTC – 0級

捐贈BTC

一樣把指定顆數
發送到指定地址
(請注意! 要自行加上"交易所手續費"!)

※台灣~如果是幣託pro，請發送0.0052顆

※香港~如果是myethshop在交易錢包裡發送，
發送0.005顆就可，他會吸收掉手續費

※使用其他交易所或錢包，要自行留意手續費部分喔



捐贈BTC – 0級

0級捐贈

0級的夥伴
捐紅包頁面

0.005捐贈配對給8個人的故事
可以看你捐贈對象的個人故事

按BTC圖示捐贈0.005



捐贈BTC

手續費例子 (以幣托Pro為例)

錯誤 正確



捐贈BTC – 等級1

等級1



捐贈BTC – 等級2至等級6



捐贈BTC – 等級2至等級6



分享2位
也想付出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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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付出不會錯
利人利己好事多
禮物紅包一起收
抖內贊助不嫌多

➢ 請發註冊網址給朋友
➢ 更建議使用你的故事的網址給朋友

(讓朋友看完你的故事後，也想加入寫下自己
的故事及奉獻付出，點選「選項一」加入)



營銷網址

Your join page:
每個人的註冊加入推廣網址
可在這邊複製喔!

Your Cause page:
每個人我的故事網址
網址給朋友看完你的故事後
點選選項1一樣能註冊加入

而選項2 只捐贈你的故事
不會加入U2G

所以~要特別注意!

(每個人分享2位有效會員即可)



等待加值通知
(領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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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不求回報
有舍才有得到
困境得到解套
喜訊都來報到



紅包領起來 !! 每天下起紅雨包~~



紅包領起來 !! 每天下起紅雨包~~



紅包領起來 !! 每天下起紅雨包~~



最後當然就是賣比特幣兌現囉~~

如果懂得套利的人還可以利用匯差
再多嚕一波收入出來!!

來自區塊鏈的收入? 免繳稅 ~  (炒雞猖狂)
聽完還不來區塊鏈學習賺錢的人
我也不知道要對你說甚麼了~~



願大家緊緊跟隨著這趟列車~坐好坐滿!

讓我們一起向著Lv6邁進

為了可以幫助更多人 !

現在開始…

我們要用飛的速度



感謝您的參與
───   公益/慈善/募款/奉獻/付出/區塊鏈 ───

U2G教學包部分圖文修改
夢想空間部落格eslife.ws

如有問題聯絡 Wowapp：http://bit.ly/2GS43Nt 或 Line：https://line.me/ti/p/mSErBtLNzO

http://bit.ly/2GS43Nt
https://line.me/ti/p/mSErBtLNz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