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 
1. 本程式為 AI人工智慧研究團隊自行研究發展測試專案之附屬產物. 
2. 本程式提供娛樂最佳自動策略模式但不保證獲利. 
3. 使用本程式請自行負責任何損失. 
4. 本程式以極低付費授權方式提供有效期限娛樂參考. 
5. 使用本程式建議遊戲帳戶內具備 0.05BTC. 遊戲帳戶內存在越多 BTC則提高
保障度, 遊戲帳戶內存在越少 BTC則提高風險度, 請自行斟酌管控. 

6. 使用本程式時, 請勿違反娛樂網站所規定之相關規則, 如過度使用 VPN連線, 
開立多帳號娛樂, 同一網路 IP地址短時間內有多個帳號運作….等等. 

7. 本程式會自動啟用遊戲網站提供的 Bonus點數, 但不會自動運作每小時免費
收割的部分. 

8. 每回當你手動重新開始本程式時, 請依據提供之步驟, 一步一步確實完成動
作. 步驟比較繁瑣, 但熟悉操作後其實並不困難. 

9. 本研究單位於未來將可能不定期釋出改良版程式, 期許能提供更精確的運作
邏輯. 

10. 有任何想法或者建議, 可以提供本研究單位參考, 於未來提供之更新版本時
或可將其納入設計當中. 

11. 本研究單位接受額外付費做客製化設計, 唯必須提供詳細的要求說明. 
12. 倘若滿意本程式, 歡迎介紹你的朋友一併來加入.(參加本計畫不需要加入本
單位之下線, 因此你可以推薦你的下線一同來加入, 相信你的下線使用本程
式運作時, 遊戲網站回饋予你的獎勵, 應該足夠支付你使用本程式的費用, 
故推薦越多下線加入, 你將賺取越多獎勵) 

13. 為了避免過於彰顯動作, 致使遊戲網站偵測關注, 本單位將提供有限名額參
與, 並視整體情況不定時調整收費, 但調整部分將不影響已收費者之使用. 

14. 本程式有限制每回下注大小, 穩扎穩打方式進行, 如欲放寬限制, 或者只想
每天押注幾回大注, 則可以來信討論客製化. 此對於本金雄厚者有利, 除了
可能獲取更多收益, 更有機會挑戰每日最高下注盟主贏得彩金. 

15. 本程式設定以每天 0.00010000BTC為目標(包含可轉換 BTC的 Reward點數), 
若以帳戶內建議值 0.05BTC計算, 則每天目標為 0.2%, 若你降低帳戶內入金
量, 例如只有入金 0.005BTC, 則提高報酬率達每天 2%, 但相對的風險度增
高.(風險度就是遊戲帳戶內 BTC大量損失). 

16. 所有往來皆以代表團體之 email為主, 恕不接受其他方式接洽, 開發成員匿
名隱身. 

 
  



收費 : 
17. 本單位長時間研究各項邏輯, 期間需要投入時間人力與資金開發測試, 故本
程式採用收費方式提供, 目前以每日 0.00001000BTC計價方式收費, 最低以
30日為單位, 即每次最低付費 0.00030000BTC方可使用本程式 30天. 

18. 以 BTC付費方式, 等待交易確認完成之後, 本單位將提供版權使用檔案
(License.dat), 請將檔案覆蓋到程式目錄內更新即可正常運作. 

19. 若未使用正規版權檔案, 或者使用期限過期而未付費更新, 仍繼續使用本程
式時, 本程式不保證正常運作. 

20. 本單位接受斗內(donate)贊助研究, 期許更完善各類運作邏輯. 

  



步驟 : 
21. 程式所需檔案包含: 

cookie100.txt 
next_run.bat 
test.exe 
License.dat 
Curl.exe 
libcurl-x64.def 
libcurl-x64.dll 
curl-ca-bundle.crt 
msvcr110.dll 

22. 將上述 9個檔案複製拷貝到 windows下, 自建立的目錄內即可, 例如: 
建立目錄 C:\BTC 
將檔案拷貝到 C:\BTC內 

 
23. 啟動瀏覽器, 登入你的遊戲帳號, 建議你在遊戲網站內設定 2FA登入認證方
式 

 
  



24. 帳號登入後, 請打開開發者模式(按下 F12按鍵)或者 

 
, 則會開啟 console介面並點選網路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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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

網路 



25. 請按重新整理一遍網頁 

 

則會看到右邊很多資料 

 
26. 請於右邊上下瀏覽資料, 找尋最後一筆以 ?u 開頭的資料, 並點選它 

 
 
 
 

點選重新整理網頁 

?u開頭 



27. 點選 Header選項 

 

向下滑動, 找到 cookie部分, 將其整串選取並複製 

 
用記事本打開你的程式所在目錄(如:C:\BTC)內的 cookie100.txt檔案, 將剛剛
複製的整串替換蓋掉 cookie100.txt的第一行 

 
 
 

Header 

cookie 

複製整串, 
從

csrf_token
開始一直

到最後 

替換蓋掉第

一行 



28. 繼續於網頁右邊往下拉到最下面, 複製其他資訊 

 

 
 
 
 
同樣將剛剛複製之資訊, 於記事本 cookie100.txt內之第 2,3,4,5行替換覆蓋 

 
 

29. 將記事本 cookie100.txt存檔完成, 回到網頁部分, 按 F12按鍵關閉網頁右邊
部分 或者 

 
至此, 準備動作完成 

選取此處所有資

訊, 包含 

u: ……. 
p: …… 
f: ….. 
csrf_token: … 
將其複製 

替換蓋掉第

2,3,4,5行 

按此關閉 

第 6行留空白一行 



30. 重新整理網頁一遍, 並設定以下動作 

 

 
 

31. 開啟 windows命令列, 並到 C:\BTC目錄下, 執行 next_run.bat 啟動程式 

 
你可以放置程式一直自動 24小時運作, 也可以於命令列中, 隨時按下
CTRL+C自行停止運作 

 
請耐心等待程式自動運作, 不要過於貪心! 
請把握遊戲網站中不定期推出的加倍優惠時間, 加倍優惠時間一般都是 48
小時, 可以快速累積點數, 最終可以兌換 BTC喔!! 
若有獲益, 歡迎轉知朋友加入, 共同娛樂!! 

 
 

  

1 

2 

3:設定

1.01 

4:設定

9999999999 
很大值 

5:勾選 

6:按下啟動之後一直跑不用管了, 沒錯就是不用管了, 讓
它一直跑, 用意是更要能達到更均勻的亂數隨機運作 



執行 : 
32. 程式執行時狀態如下, 應該有如上半部網頁的地方一直不停地跑動, 還有如
下半部不斷出現*號的地方, 為邏輯自動運作模式,  

 
 
 
 

注意, 程式只會下注, 會啟用 Bonus點數,  

會累積 Reward回饋點數, 但不會自動將其轉

換成 BTC, 當你累積到 10萬點後, 請自行去兌換.(上圖是我在 4倍時, 48小時
內累積出來的點數) 

也不會去拿每小時免費的部分,  

 
 
 



聯絡 : 
33. 有興趣者, 請先 e-mail聯絡, 如欲嘗試者, 本單位將提供 BTC地址, 請將費用
以 BTC轉入, 並提供以下資訊, 待 BTC付費交易確認後, 本單位將提供所需
要的程式與授權. 
必要提供資訊 : 
1. 轉出的 BTC地址(也就是你付費時你的 BTC地址) 
2. 轉入的 BTC地址(你參與前, 本單位將提供給你, 將 BTC轉入此地址) 
3. 你的遊戲帳號入金的 BTC地址(你在遊戲網站上入金的 BTC地址, 這部分
會與授權有關係, 如果你變更你的遊戲入金 BTC地址, 將導致授權失敗) 

4. 總付費多少 BTC, 最低 0.00030000BTC等於 30天有效期, 你可以視狀況自
己決定是否增加天數, 請自行計算, 目前以每天 0.00001000BTC計價. 

5. 付費後請發 e-mail告知, 本單位並不會時常自動去查詢確認付費狀況, 請
耐心等待. 

 
最後連絡之代表 e-mail為 

loair.freebtc@gmail.com 
 
a. 預計開放總名額有限 
b. 計價將不定期調整 
c. 建議最低遊戲帳戶入金 0.05BTC, 不保證獲利, 越多則保險度越高. 
d. 有想法或建議, 可以 e-mail 來信說明或討論. 
e. 本單位接受斗內(donate)的 BTC地址為 

bc1q7gqur6gycahcwkexxtatmf34h5esqsu2kcms3r 
期許越來越精確與進步, 也希望大家都能賺錢. 最後, 不要貪心, 有的是時
間, 常常久久慢慢來. 還有, 盈虧自負, 願賭服輸, 否則別來….. 

 
 

任何事， 
深入研究就是投資，不研究都是賭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