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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在台灣榮獲
2012年度「 Game of the year金賞」

元宇宙誕生於元素騎士Online

運用區塊鏈技術
實現RPG虛擬世界的經濟區

WEB3.0 × RPG ×元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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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MMORPG大型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エレメンタルナイツオンライン
(Elemental Knights)」的中文版

「2012年 台灣 Game Star Award」金牌獎
在2012年最賣座的手遊

元素騎士ONLINE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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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遊戲名稱

エレメンタルナイツ・オンラインR
http://rpgeko.com/

遊戲類型

3D MMORPG
（多人線上同時遊玩角色扮演遊戲RPG）

支援平台

iPhone / Android / HUAWEI App
Nintendo Switch / PS4 

課金方式

基本遊玩免費＋物品課金

從開始營運到2023年已經進入第15年
的正統 3D MMORPG 遊戲

認識エレメンタルナイツ（Elemental Kn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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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型智慧手機 手遊 Switch・PS4版

Elemental Knights的歴史

英文版＆日本語版 全球上線

累積下載次數超過800萬次

手遊×舊型智慧手機× 家庭用遊戲機多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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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l Knights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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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約8萬次

遊戲內推播開封次數

每個月約2.5萬人

遊戲玩家

1.6萬（2020/8/25現在）

官方Twitter粉絲數

用戶男女比率6：4、深受遊戲、動漫的族群的喜愛。
在手遊領域擁有較高的年齡層用戶&核心玩家。

用戶分析

Elemental Knights的數據分析

© WINLIGHT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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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騎士ONLINE
～META WORLD ～

至今日、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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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了許多區塊鏈業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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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市場總額達到 8,832億日元

⚫ Bybit LaunchPool中，有7萬人以上用戶參與購入，

1周內達成販賣230億日元（刷新第2位記錄）

⚫ TrustPad IDO中， 20秒內達成販賣4,900万日元（刷新最高

記錄）

⚫ 完成9家虛擬貨幣交易所（CEX）上市

⚫ Kraken Japan 完成上市

※1$=138日元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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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元素騎士獲得許多排名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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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質押在全球排行榜位列全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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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計參展世界各地舉辦的元宇宙和區塊鏈活動，積極開展活動和合作。並通過
YouTube、Instagram、Twitter 和 AMA訪談等社交媒體方式加強與用戶之間的交流。

目前全球社區已經發展到30萬人的規模，未來我們計劃更積極的進行拓展。

服務正式啟動後，將可以在PC（WebGL）、iPhone、Android等平台上免費參與遊戲。我們
將不單單拓展區塊鏈用戶，也將拓展來自更多不同領域的用戶。

通過在台灣和日本進行大眾媒體宣傳（電視廣告），遵守全球的當地法規，利用網路聯播
廣告來增加元宇宙用戶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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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SO 團隊榮獲值得信賴獎

Tokyo Blockchain Game
AWARD 2022 獲獎

日本經濟產業省選定300家中小企業
2019年，開發公司被日本經濟產業省評為對日本經濟做出重
大貢獻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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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SO元宇宙的概要



遊戲

藝術

元宇宙

不動産

動漫

社交

娛樂

文化

觀光

電商

金融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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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設計

配對交友

實現結合真實世界與幻想RPG的元宇宙世界

物流



元宇宙能夠實現的未來

元宇宙

■ 購買屬於自己的元宇宙LAND（土地）。
您可以在購買的LAND上使用UGC工具構建各種世界。

■ 您將能夠在元素騎士Online遊戲中冒險時獲得的材料創作NFT。
可以透過配方生成與真實產品相關聯的稀有級別NFT，並創建物品、家具、配飾等來裝飾您的房屋內部。

房屋設計
■ 您可以使用房屋功能建造自己的房屋。您可以在元宇宙世界中擁有自己的家。當您在現實世界中建造房屋時，
您每年有多少次機會邀請人們到您的家中遊玩？
但在元宇宙世界裡，您可以隨時邀請朋友，邀請世界各地的朋友到您家，展現您家中的設計和格局。

■ 您可以在元宇宙的家中放置各種NFT。與您在元宇宙世界中遇到的家人共度時光，並透過在家中放置的各種NFT
家具來創建您的房間。
而且家具永遠不會過時，也可以作為古董賣給其他人。



邂逅

■ 您可以在元宇宙世界中建造一個家。婚姻登記也可以通過智能合約簽發。
通過跨境電商，還可以買到品牌的訂婚戒指，用NFT在元宇宙中佩戴。
真正的結婚戒指也將通過跨境電商配送。

動漫・活動
■ 元宇宙世界中將出現動漫人物（IP）。
我們將公佈各種合作項目並結合元宇宙的合作。

藝術

■ 數位藝術NFT可以在元宇宙中展示。
您還可以裝飾在自己的LAND上並舉辦個展。

■ 藏家可以把收藏品NFT在美術館中展示。
您還可以展示與藝術相關的真品古董及NFT，並且舉行拍賣活動。

元宇宙能夠實現的未來



電子商務・物流

■ 您可以在元宇宙中像電商一樣購買產品，並透過跨境物流來配送商品。

在GENSO元宇宙世界中，所有商品都可以用虛擬貨幣支付。

■ 世界限量版NFT也將在元宇宙中發行。
例如，世界上只有100輛的自行車可能在製造之前就在元宇宙中先公佈，
直接在元宇宙中騎給大家看，不必在意現實世界的損耗問題。

旅行・文化

元宇宙能夠實現的未來

■ 現實世界中的每個城市和著名觀光景點都將在元宇宙中出現。
您可以利用元宇宙體驗當地特產和購買NFT。
即使有像疫情這樣無法直接前往當地的狀況，也可以用元宇宙到享受旅行的感覺。

因為部分NFT只能透過前往實體地點才能獲得，
所以你將可以透過實際環遊世界來收集這些NFT。



娛樂

不動産

■ 您可以在世界各地購買元宇宙的不動產和土地。
將現實社會中的房地產與NFT和LAND連結在一起。
真實世界的樣品屋及賞屋可以轉移到元宇宙中你所擁有的房地產上進行。

您還可以管理各種不動產，例如在元宇宙中居住和出租房地產。並且可以選用虛擬貨幣或法幣支付。

元宇宙能夠實現的未來

■ 音樂會和脫口秀等舞台也將在元宇宙實現。
透過虛擬角色可以不受實體活動需要的籌備影響，也可以改變外型來和粉絲進行交流。

音樂會門票也可以成為NFT，並且支持來自世界各地的用戶用虛擬貨幣支付。



遊戲

■ 您可以與其他區塊鏈遊戲共用NFT並將NFT導入期他遊戲中。
公測結束後，即使是遊戲數據會消失，NFT也可以將你的資產保留下來。

■ 每個人都可以在LAND上創建一個RPG世界。
因為在這個元宇宙史界中中，社會、商品、貨幣、物流、技術等都是聯繫在一起的，
也許未來會在這個世界上出現著名RPG的續集?

換句話說，這讓未來我們可以將“幻想變現實”，像太空電影一樣的世界？建立未來城市？
另一個世界輪迴動漫？
您想創造什麼樣的世界呢？

元宇宙能夠實現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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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騎士ONLINE
概述



在迷宮獲得的稀有道具可以在
NFT市場販售！

Play and ECO 跟朋友一起冒險並創造經濟生態

23



24

通過在元素騎士中積極遊戲可以獲得收益。具體是指
生產、銷售、流通、財產等經濟活動。

當遊玩元素騎士時，您將成為名為
Metaverse元宇宙世界中的生態系統的一員。

獎學金在菲律賓和委內瑞拉等世界各地流通，

遊戲生態也正在遊戲之外不斷的發展和蔓延。

①Economy=經濟

②Ecosystem=生態

③Economical/Eco-Friendly=ECO

“元宇宙世界是環保的。”

通過在線工作節省時間，空間，因為您不需要
商店或場地。也會節省運輸和配送等物理消耗，
可以說是真正的環保。

3個ECO生態相互作用配合
Play and ECO 就成立了

「Play and ECO」 GENSO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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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 UGC to Earn！※UGC指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戶創作內容）

玩家創作的NFT會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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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養成元素

培育出世界唯一
只屬於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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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世界的同伴們一起度過美好的時光

Third Place 在虛擬空間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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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社區用戶達到28萬人以上！

專屬於虛擬空間的經濟社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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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麗的裝備會以NFT的方式先行販售！
・Blockchain部分採用Polygon/MATIC公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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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 UGC ＆ 購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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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擁有元宇宙角色的創作權利以及
製作裝備&衣服來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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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擁有創作元宇宙中的土地權利
以及其他虛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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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化属性

Material

元宇宙化素材
Raw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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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飾品・建材

OBJECT
RPG元宇宙

アバター

MV

MV

使用MV啟動UGC功能、讓元宇宙Material賦能
在您的設計NFT上，進入GENSO元宇宙

土地
LAND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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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

使用MV來交易NFT



美術館
在元宇宙世界中展示NFT和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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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運行環境

36



遊戲提供環境

語言 ： 中文（繁体字）、英文、日文
運作平台 ： PC WEB版、Android版、iOS版
營運組織 ： 台灣 元素騎士Online Project

區塊鏈架構

MV(Token)   ： Polygon/MATIC、ERC20
ROND(Token) ： Polygon/MATIC、ERC20
NFT                   : ERC721、ERC1155（未來對應多種公鏈）
錢包 ： Metamask
NFT市場 ： OpenSea、或其他市場
加密货币交易所 ： Bybit、 Kraken、MEXC、Gate.IO、KuCoin、Uniswap、Quickswap, Hotbit

遊戲運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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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平台

Blockchain（區塊鏈主網）: Polygon/MATIC network

本項目得到 Polygon Studios 的官方認可，擁有Polygon的全面支援。(Polygon 
Studios 是Polygon專門為支援鏈遊項目所部署的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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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verse（MV）

本遊戲最重要的Token。
MV為Metaverse的略稱。
MV主要為用在本遊戲建構元宇宙目的遊戲外面的貨
幣。

規格 ：Polygon、ERC20
代幣名 ：Metaverse
標誌名稱 ：MV
總發行量 ：2,000,000,000

※合計發行20億的MV代幣，其中16億MV（80％）將
遵循 Vesting Contract 進行鎖倉

Metaverse UTILTY

◆ 決定本遊戲規則方針的投票權
◆ 能以優惠價格購買穿著裝備的功能
◆ 強化穿著裝備的權利
◆ 能使用MV購買專用的各種特殊道具

（有利於遊戲攻略的道具）
◆ 質押MV Coin的功能
（ 質押MV來增加ROND Coin的功能）
◆ 項目方先行公開的α封測、β封測的優先參加権利
（限定持有超過一定數量的MV的用戶）

◆ 製作特殊裝備作為提供UGC功能的權利
（限定質押一定量MV的用戶）

◆ 獲得參加製作地圖、怪物權利的競標機會
（限定質押一定量MV的用戶）

◆ 購買製作地圖、怪物的UGC權利
※遊戲上線後預定的更新功能

◆ 用於遊戲內交易的手續費支付

◆ 所有在LAND的活動手續費

Metaverse (Token) 與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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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D Coin (Token) 以及其特徵
ROND Coin

ROND是在元素騎士元宇宙內構成經濟體系的基軸貨

幣。

規格 ：Polygon、ERC20
代幣名 ：ROND Coin
標誌名 ：ROND
總發行量 ：1,000,000,000,000 (Burn前)
總發行量 ：1,000,000,000 (Burn后)

※在2022年5月31日銷毀代幣的96%後，ROND代幣的總
發行量已調整為400億 。
*2022年8月以後，總發行量的97.5%的代幣銷毀，向10億
ROND調整
未來，ROND代幣將發行本次銷毀的390億個代幣，當由於用
戶數量增加導致Marketcap流動性數量超過一定數量時，用
新的兼容鏈鑄造ROND。
由於 ROND 將是元宇宙使用的貨幣，我們將維持穩定的價格
並對其進行操作，以便即使 ROND 用戶數量迅速增加，它也

不會通貨緊縮。
但是，由於ROND是一種代幣，它會有價格浮動，不是穩定幣。

ROND Coin  特徵

透過ROND將可以實現各種經濟活動。

◆ 用作元宇宙世界經濟活動的貨幣
◆ 用於GENSO以外的元宇宙空間
◆ 用於元宇宙內的各種經濟活動
◆ 用於元宇宙內的購物中心或購買商品時的消費

◆ 進入元宇宙世界的美術館等展覽館時作為入場費
◆ 作為元宇宙世界內的音樂會或其他活動的參加費
◆ 購買元素騎士元宇宙世界內的道具、基本武器防具時使用

◆ 參加某些條件限定活動/模式時支付使用
◆ 強化基本裝備或升等時使用
◆ 在LAND之間傳送時使用
◆ 參加活動時作為入場費
◆ 進入UGC地圖時作為支付其他玩家的入場費
◆ 挑戰任務時使用
◆ 用於LAND(土地)經濟活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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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分配比例

關於MV的鎖定



加藤雅樹 顧問
株式会社clappers 代表取締役
NHNJapan株式会社顧問
株式会社LEVEL5 顧問
元NHN PlayArt 株式会社 代表取締役

Maxi Kuan CEO
Blockcast 日本區塊鏈市場顧問
C Channel 前大中華區顧問
IAPS 加速器日本市場顧問

上保徳彦 顧問
元Zero WattPower.inc 執行董事
元SEGA株式会社
知名遊戲「幻想之星(SEGA MD)」遊戲製作人

Ricky Chen 顧問
TomoTouch 創辦人
Ubitus Blockchain BD 
Gamefish項目 AAVEGOTCHI宣傳大使

Kunchou Tsai 法律顧問
EnlightenLaw 事務所代表律師
虛擬貨幣/區塊鏈業界國際律師

Kevin Hoo 顧問
blockcast.it區塊客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MICA Fund合作夥伴
區塊鏈愛好者/研究開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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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GENSO



水嶋ヒロ 支持者
投资家 & 演员

森川 亮 顧問
C Channel株式会社 首席執行官
前LINE株式会社 首席執行官

■ 遊戲開發和運營由來自全球130多名團隊成員組成。
■ 團隊成員來自不同背景和國籍，不分晝夜的工作和挑戰創新。
■ 全體管理人員都來自於元素騎士社區。從我們的社區也不斷地
有新的成員加入我們。

野口強 顧問
造型師/時尚總監

除了擔任 Paris Collection 的時尚品牌
顧問和男女時尚雜誌和廣告的造型師之外，
也擔任過過木村拓哉、Satoshi 
Tsumabuki、EXILE 等的造型設計。

勝部泰之 顧問
TOP COURT 國際律師事務所

隸屬於東京律師協會 律師
區塊鏈/加密資產相關法律事務、系統開發
相關法律事務、知識產權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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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GENSO

北川 元気
法律名譽顧問

日本彦根市議会議員（3期）
元素騎士×彦根市合作推進
元素騎士Online官方認證玩家
地區創生顧問



Twitter Discord Telegram LINE YouTube
164.5K 49.6K 46.4K 40.6K 1.2K

■ 本遊戲項目得到了超過來自３０萬個社區的支持。他們給予我們的力量，
使我們對於社會的創新與挑戰中更加充滿信心。

■ 我們將攜手並肩，共同創造出最好的元宇宙世界。

44

Team GE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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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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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夥伴



全球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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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MAP
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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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元宇宙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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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MV＋LAND的組合擴大代幣經濟模型、強化UGC的功能
LAND會有流行服飾業界、動漫界、娛樂設施、餐飲業等等各式各樣的產業、商品、IP、甚至其他的元宇

宙項目來加入、一起透過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s）和MV代幣來豐富元宇宙世界

❸ MV＋LAND＋NFT的組合擴大代幣經濟模型
3D NFT、數位藝術NFT、跨境電商EC NFT將把物流與實體經濟聯繫起來。提供NFT的企業也進入了
購物中心和GENSO市場，擴大了MV和ROND的代幣經濟。

❶ 2022年11月 正式開啟服務

元宇宙世界由MV（實用性代幣）、ROND（元宇宙代幣）、NFT（元宇宙物品、服裝、裝備等）組成，將是全球首
個實現經濟體概念的元宇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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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DAO的進程
GENSO DAO 將由MV代幣持有者和LAND持有者共同管理。
通過漸進式去中心化與NFT資產所有權相結合，GENSO旨在鼓勵社區建立獨特的體驗，並最終培育下一代大型元宇宙建設特許經營

權。
在它成為DApps 之前，您可以對GENSO團隊的策略方向進行投票，並對遊戲開發的進展發表您寶貴的意見。

❶ 實現在MMORPG的世界中區塊鏈＆NFT的經濟圈生態

道具、遊戲內的貨幣、角色、生產機制、販售、流通、貨幣的架構等等

❷ 循序漸進的把假想世界的各種權利移轉到NFT上

實現UGC機制、土地、建築、假想空間的細節部分等等全部都NFT化

❸ 把中央管理系統移轉到DApps
把假想世界架構的骨幹都移到區塊鏈上實現去中心化的機制（DAO）



路線圖 元素騎士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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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元宇宙構想的進化

官網開放（正式開放） 2021年12月1日（已完成）
官方telegram、discord、Twitter 註冊 2021年12月1日（已完成）
IDO (TrustPad） 2022年1月18日（已完成）
MV上市（ Bybit、Uniswap、Quickswap ） 2022年1月27日（已完成）
第1回 時尚裝備NFT拍賣 2022年2月7日（已完成）
元宇宙空間 企業，品牌，IP的NFT合作開始 2022年2月（已完成）
MV上市（ Gate.io、KuCoin ） 2022年4月（已完成）
封測活動α版本上線 2022年5月末（已完成）
MV（ERC20）上市（ Kraken ） 2022年6月（已完成）
MV（ERC20）質押開始 2022年6月(已完成)
ROND的總發行量向96％調整（銷毀） 2022年6月(已完成)
第2回 時尚裝備NFT拍賣（和合作品牌的NFT） 2022年6～8月(已完成)
封測活動β版本上線 2022年7月末(已完成)
元宇宙空間 企業，品牌，IP的NFT合作方追加 2022年8月（已完成）
元素騎士Marketplace，Shopping Mall，美術館，公開測試活動 2022年8(已完成)
ROND（Polygon）(ERC20)上線（ Tear1 加密貨幣交易所） 2022年11月
正式版公開上線 2022年11月



MV（Polygon）將在台灣上市（可兌換台幣） 已完成
LAND Viewer 功能公開 已完成
開始電視廣告 2023年
第1回 官宣品牌、公司、IP入駐未來各大公司將入駐LAND 進行中
開始與房屋住宅的合作第1回土地銷售開始（住宅區） 進行中
MV(ERC20) 上線歐洲的資產管理運營服務 2023年3月

MV、 ROND  日本交易所上市 2023年4月
開始與物流展開合作：合作向世界各地提供實際商品 進行中
開始將NFT與物流合作跨境電商EC NFT 元宇宙世界3D NFT 進行中
開始與文化和旅行的合作 宣布將成為 ESTATE 地標的觀光景點 進行中
第2回 宣布品牌、公司和IP的入駐 2023年6月
LAND入場開始 家，地標建築物。用LAND的形式來擁有自己的家 2023年8月
LAND 對象銷售 Ver1 出售可以放置在房屋土地上的物品，例如：家具和園藝 2023年8月
LAND 第2回銷售（ESTATE區域） 2023年8月
LAND 對象銷售 Ver2 開始與藝術合作銷售可作為對象放置的數字藝術NFT 2023年9月
LAND 第三回銷售 （大面積區域） 2023年9月
啟動NFT租賃系統加強與公會的合作 2023年11月

第3回 宣布品牌、公司和IP的入駐 2023年12月
LAND公開V2 您將能夠使用UGC創建對象NFT，例如：家具 2023年12月〜

第４回～第20回 宣布品牌、公司和IP的入駐 2023年12月～
LAND 第４回～第20回銷售（住宅區）（ESTATE區域） 2023年12月～
LAND公開V3 允許您使用UGC來改善LAND的外觀 2023年12月～
在元宇宙世界中，出售來自世界各地的房地產 2024年
LAND公開 V4 您將能夠像 LAND中的RPG遊戲一樣去冒險 2026年～

與其他元宇宙世界的合作 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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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加坡、日本的國際律師就法律規定和違法行為提供相關法律意見，本項目依據世界主要國
家的法律法規進行運行。

法律法規相關

項目法律意見書 已取得

代幣發行法律意見書 已取得

代幣審核報告 審核完畢

日本法律的法律意見書 已取得

證券資格（日本） 不適用

加密資產的資格（日本） 不適用

預付方式資格（日本） 適用並對應

賭博法該当性（日本） 不適用

反洗錢措施 有充分準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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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風險免責聲明
PLEASE READ THIS SECTION CAREFULLY. IF YOU ARE IN ANY DOUBT AS TO THE ACTION YOU SHOULD TAKE, YOU SHOULD CONSULT YOUR LEGAL, FINANCIAL, TAX OR OTHER PROFESSIONAL ADVISOR(S).

The MV tokens are not intended to constitute securities in any jurisdiction. This Whitepaper does not constitute a prospectus or offer document of any sort and is not intended to constitute an offer of securities or a solicitation for 
investment in securities in any jurisdiction.
This Whitepaper does not constitute or form part of any opinion on any advice to sell, or any solicitation of any offer by the distributor/vendor of the MV tokens to purchase any MV tokens nor shall it or any part of it nor the fact of 
its presentation form the basis of, or be relied upon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ontract or investment decision.
The purpose of this Whitepaper is to present Gensokishi Online -META WORLD-, its technology, business model and the MV token to potential token holde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posed token sale. The  information set forth 
below may not be exhaustive and does not imply any elements of a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Its sol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levant and reasonable information to potential token holders in order for them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undertake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company  with the intent of acquiring MV tokens.
Neither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nor the Japanes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nor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 of Taiwan, R.O.C nor any other foreign regulatory authority has approved an 
investment in the tokens.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 including their citizens and residents - are not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itial Token Sale ? U.S., China, Algeria, Bolivia, Vietnam, Indonesia, Kyrgyzstan, Lebanon, Morocco, Namibia, Nepal, Pakistan, 
Ecuador, Myanmar, Ivory Coast, Cuba, Iran, North Korea, Sudan, Syria, and Crimea. Also,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global anti-money laundering norms, citizens and residents of the Non-Cooperative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NCCT) shall not participate in the Initial Token Sale ? North Korea, includ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Ethiopia, Syria, Iran, Iraq, Sri Lanka, Trinidad and Tobago, Tunisia, Vanuatu and Yemen. Certain statements, estimates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constitut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or information.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or information concern known and unknown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which may cause actual events or 
resul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e estimates or the results implied or expressed in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is English-language Whitepaper is the primary official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MV toke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may be translated into other languages from time to time or may be used in the course of written or verbal communications with existing and prospective community  members, partners, etc. In the 
course of a translation or communication like this,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aper may be lost, corrupted or misrepresented. The accuracy of such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s cannot be guaranteed. In the event 
of any conflicts or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such trans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is official English-language Whitepap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iginal English-language document shall prevail.

42 TAXATION
Any Gensokishi Online -META WORLD- party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tax implication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crowdsale, making donations, or receiving and holding Tokens. You bear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determining or assessing the tax implications of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Scale App World Initial Token Sale.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Gensokishi Online -META WORLD- Initial Token Sale, you agree that  no other 
party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o any Gensokishi Online -META WORLD- party) may be held liable for any  loss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to. REPRESENTATIONS AND WARRANTIES BY YOU
By accessing and/or accepting possession of any information in this Whitepaper or such part thereof (as the case may be), you represent and warrant to Gensokishi Online -META WORLD- and/or the Distributor as follows: 
(a) you agree and acknowledge that the MV tokens do not constitute securities in any form in any jurisdiction;
(b) You are prohib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Gensokishi Online -META WORLD- token Pre-sale and Initial Token Sale to purchase any MV tokens if you are a US citizen or resident (taxpayer or related party) or US 
green card holder or China residents or citizens.
(c) You agree and acknowledge that no regulator has reviewed or approved any information on the  whitepaper. We have not followed any rules or regulations in any jurisdictions. The publishing,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whitepaper does not mean the whitepaper has complied with the applicable laws and relevant regulations. There are certain operational and business risks in MV tokens, the crowdsale of MV tokens, and the MV token 
distributors.
(d) You agree and acknowledge that business operations involve known and unknown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other factors that may cause the actual future results,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of Gensokishi Online -META WORLD- to be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any future results,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s expected, expressed or implied by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ese factors 
include, amongst others:
(i) Changes in interest rates and exchange rates of fiat currencies and cryptocurrencies;
(ii) (ii) Changes in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stock or cryptocurrency market conditions, and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iii) (iii) The risk that Gensokishi Online -META WORLD- may be unable or execute or implement its respective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future plans;
(iv) (iv) Changes in the availability and salaries of employees who are required by Gensokishi Online -META WORLD-
to operate its respective businesses and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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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履歴

55

路線圖更新 2022年2月17日

路線圖更新 2022年3月1日

路線圖更新，添加了ROND特性，添加了ROND銷毀，添加了加密貨幣交易所 2022年3月24日

新增 MV Staking 排名，新增元素騎士市場，封測活動alpha/beta 門票 2022年4月26日

Play to ECO，購物中心，添加天野設計師&美術館，更新路線圖，
添加合作夥伴、添加了日本法律規定，添加了顧問

2022年6月28日

路線圖更新，添加了GENSO元宇宙世界概念，添加了ROND功能，添加了ROND銷毀、
添加了GENSO市場的新聞、添加了 GENSO購物中心等

2022年9月24日

路線圖更新，添加了GENSO元宇宙世界概念，添加了LAND&UGC等 2022年10月20日

更新MV的UILITY相關說明 2022年10月30日

單獨將“白皮書”和“LAND_UGC_Mall_MarketPlase 概要”分離 2022年11月06日

路線圖更新，增加了顧問，添加了分配圖 2023年1月14日

路線圖更新，增加了全球15家合作夥伴 2023年3月7日



感謝您的閱讀。
我們期待與您共創GENSO元宇宙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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