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ST TRACK   是结合教育性质的销售平台，可在

这里深入地了解区块链技术，以及基于此技术衍伸
出的加密货币的知识。 
 
     藉由视频、网络研讨会，以及由经验丰富的专家

们所提供的市场分析进行教学，我们的产品就是一
所全面的学校。 
 
     和我们一起，你就能在短时间内将所学知识用于
产生可衡量的经济效益。 



     我们提供经受检验的市场营销工具和现成的解决方
案，让你在加密货市场高效地盈利。 
 
     加入我们的项目，你将获得交易市场工具，不需要
通过他人，就能自主管理你的资本，让其利润翻倍。 
 
     每位想获得被动收入者，也能在FT找到一片天地。 
 

FT正是你所寻找的，来亲自见证就知道了！ 



教育套餐 1 
(介绍影片) 

教育套餐 2 
(+ 课程影片) 

教育套餐 3 
(+ 加密货币新闻) 

教育套餐 4 
(+ 技术分析) 

教育套餐 5 
(+ 定期网络研讨会) 

教育套餐 6 
(+ 定期网络研讨会) 

交易市场工具 
BINANCE 
一货币对 

交易市场工具 
BINANCE 
一货币对 

交易市场工具 
BINANCE 
一货币对 

时间:120个工作日 
计算原则: 

一天高达 1,1% 

时间:120个工作日 
计算原则: 

一天高达 1,2% 

时间:120个工作日 
计算原则: 

一天高达 1,1% 

对于 STARTER, BASIC, BUSINESS, PROFESSIONAL  
和 ULTIMATE 套餐，启动被动合同，其额度为套餐值，计算原则
符合相应的套餐。 

时间:120个工作日 
计算原则: 

一天高达 1% 

时间:120个工作日 
计算原则: 

一天高达 1% 

可订立被动合同 
合同价值 : 5 FTD 倍数 
合同最低价值 : 50 FTD 

• 可任意配置Edu Box套餐，购买任意数量。无需拥有低阶套餐，    
    以购买高阶套餐。  
• 高阶套餐提供所有低阶套餐的培训资料。 

1FTD = 1USD 



佣金权限  
从级别2开始 

• 介绍影片 

获得下列资源权限： 

STARTER TESTER  
佣金权限  
从级别1开始 

• 介绍影片 
• 课程影片 

获得下列资源权限： 

1FTD = 1USD 



• 介绍影片 
• 课程影片 
• 加密货币新闻(每周摘要) 

获得下列资源权限： 

BASIC  
佣金权限从级别3开始 

1FTD = 1USD 



佣金权限从级别4开始 
BUSINESS 

• 介绍影片 
• 课程影片 
• 加密货币新闻(每周摘要) 
• 加密货币分析 

获得下列资源权限： 

也能获得交易市场工具 ( FT-BOT)的使用权限  

BINANCE交易市场 
- 具有配置一种加密货币对的可能性 

1FTD = 1USD 



PROFESSIONAL  
佣金权限  

从级别5开始 

ULTIMATE  

除不受限制使用之前套餐的教育包外，也能获得
在线研讨会（每两周）权限，和BINANCE交易市
场其他的交易市场工具使用权。 

对于PROFESSIONAL套餐: BINANCE 
- 具有配置一种加密货币对的可能性 
 
对于ULTIMATE套餐: BINANCE 
- 具有配置一种加密货币对的可能性 

注意!!!  
我们在购买给定额度的第一个套餐时，只收到一次
FT-Bot。购买相同金额的下一套餐，则不会增加此
套餐中的加密货币对的数量。 

1FTD = 1USD 

佣金权限从6级别 
+ 0.5％从7级到10级 



对于 STARTER, BASIC, BUSINESS, PROFESSIONAL  
和 ULTIMATE 套餐，启动被动合同，其额度为套餐值，计算原则符

合相应的套餐。  
 

拥有ULTIMATE者，可订立下一被动合同。 

合同价值：  5 FTD倍数  
合同最低价值：50 FTD 

被动合同 

对于套餐  
STARTER 

BASIC  
每日计算: 至 1% 

对于套餐 
ULTIMATE: 

 
每日计算: 至 1,2% 

对于套餐 
BUSINESS 

PROFESSIONAL 
每日计算: 至 1,1% 

每款合同的持续时间：120个工作日 

1FTD = 1USD 



在每款合同付款到账后，则立即开始计算。 
 
推荐：推荐人合同价值的5%，费用只从第一级别
(直接Direct)计算。推荐佣金在被推荐者付款至被动
合同到账后进行计算。 
 

被动合同的每日计算，由公司以加密货币交易及传
统商业交易的利润为基础提供。 

被动收费合同的计算总量有限，公司有权随时停止购买基金，
直到公司发布能增加资本的下一线。 

1FTD = 1USD 

被动合同 



结构 

   任何使用你的推荐链接并在
系统注册的人，都会出现在你的
结构的第一线上。 
 
第一线上的位置数量无限制，结
构的第二线必须由你的推荐人、
他们的推荐人...等等补充上。 
 
在系统中注册是免费的，但如需
使用佣金制、素材和系统提供的
工具，你需要付费购买教育套餐。 



FT-Bot使用最少的人工干预，自动最大化利润，此
外还能同一时间在不同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最重要的是，你不需要将自己的资本委托给他人。
你只需要登入交易市场账户，激活我们的产品，就
会自动开始使用你钱包里的资金，以你的名义进行
交易。 
 
FT-Bot提供极佳的市场交易利润，无需任何人管理
你的资本。 



根据你的设置，FT-BOT能每个月帮你

获取的利润达... 



第
零

阶
段
 

介绍 

1. 注册市场交易账户 
2. 服务 / 个性化MT4平台 
3. 资金杠杆 
4. 交易者字典 

第
一

阶
段

 

价格 

1. 蜡烛图 
2. 价格型态 
3. 价格行为分析 
4. 市场案例 

第
二

阶
段
 

价格水平 

1. 价格水平定义 
2. 确定价格水平 
3. 价格水平网格 
4. 测量修正波动 
5. 价格走势的重要衡量标准 
6. 市场案例 

第
三

阶
段
 

趋势 

1. 价格趋势是什么？ 
2. 确定价格趋势 
3. 价格架构渠道 
4. 市场案例 

第
四

阶
段

 

投资额 

1. 什么是投资额？ 
2. 投资大户决定因素 
3. 确定投资额级别 
4. 市场案例 

第
五

阶
段

 

滚动平均值 

1.什么是滚动平均值？ 
2. 使用滚动平均值 
3. 决定趋势的平均系统 
4. 市场案例 

第
六

阶
段

 

总结 

1. 依步骤准备分析 
2. 市场分析范例 
3. 间接分析案例 
4. 投资持有量 
5. 设置投资损失级别 



假设你邀请了五个人购买了全部套餐，
每个人的行为皆相同： 

 

 

至ULTIMATE的全部套餐 = 960 FTD 
 
级别 1 - 8% ，从一组的76.8 FTD x 5 人 = 384 FTD  
级别 2 - 5% ，从一组的48 FTD x 25 人 = 1200 FTD 

如果将从营销计划中获取的资金用于购买"被动合同
"，你还将在120个工作日内获得高达44％的收益。 

1584 FTD + 696,96 FTD = 2280,96 FTD 

你总共赚取了

如果你的3级别的团队也重复同样的事情呢？ 
你也将资金分配至被动合同的话？ 

你将又赚取 5184 FTD 
若在其他级别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呢？… 

FAST TRACK  
这只是许多可能策略之一： 

1FTD = 1USD 



排序和奖励 

1FTD = 1USD 

2 直接推荐 
额度: 10 000 FTD 

3 直接推荐 
额度: 30 000 FTD 

4 直接推荐 
额度: 50 000 FTD 

奖金: 

200 FTD 
奖金: 

500 FTD 
奖金: 

1 000 FTD 



1FTD = 1USD 

5  直接推荐 

额度: 100 000 FTD 

6  直接推荐 

额度: 250 000 FTD 

奖金: 

2 000 FTD 
奖金: 

5 000 FTD 



1FTD = 1USD 

8  直接推荐 

额度: 500 000 FTD 

10  直接推荐 

额度: 1 000 000 FTD 

奖金: 

10 000 FTD 
奖金: 

20 000 FTD 

排序和奖励 



1FTD = 1USD 

对于每个排序，从一侧，不超过所需额度的50％。 
 

奖金将以被动合同的形式支付。 





直接邀請的人: 12 
週轉: 500万 FTD 

资格5M奖 



直接邀請的人: 15 
週轉: 1000万 FTD 

资格10M奖 



直接邀請的人: 20 
週轉: 2000万 FTD 

资格20M奖 



直接邀請的人: 25 
週轉: 5000万 FTD 

资格50M奖 



直接邀請的人: 30 
週轉: 1亿 FTD 

资格100M奖 



直接邀請的人: 40 
週轉: 2,5亿 FTD 

资格250M奖 
你将获得你对热
带岛屿的所有权 

或者同样古怪的东西 



1. 基于6种教育套餐的营销计划 
(推荐佣金上限至级别10) 
 

2. 被动合同 
(在120个工作日内获利最高可达44%资本价值+5%的推荐佣金) 
 

3. 交易市场工具FT-BOT 
(获得使用专业交易市场工具的权限，自动化你的资本投资) 

通过FAST TRACK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