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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UKI 

它是让您挚爱的亲人、伙伴和 

朋友圈加强关系的新区块链平台， 

无论距离和时差， 

在有人故去时， 

都能分享他们人生中的快乐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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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摘要 

 

TASUKI – FTP 是让您挚爱的亲人、伙伴和朋友圈加强关系的新区块链平台，

无论距离和时差，在有人故去时，能分享他们人生中的快乐与悲伤。 

 

TASUKI-FTP 旨在称为临

终关怀产业需要的惟一的区

块链。 

TASUKI 有限公司使用的实用新型电子代

币解决围绕临终关怀产业的各种问题，比

如组织遗产继承、数码继承、互助协会、

保险、信托、葬礼云资金提供、葬礼钱袋、

答谢礼品和医嘱。 

 

“TASUKI-FTP 属于区块链” – 它是临终服务行业中最好的，也是惟一的区块

链。 

TASUKI 有限公司将在临终服务业提供自有区块链平台“TASUKI-FTP”。家谱

是中世纪欧洲宗族图按照单一的树形图案衍生的家谱。同时，家庭是连接血

缘关系、亲属、伙伴、种族团体、宗教和宗派以及具有同样的思想信仰的人

们之间的纽带。TASUKI-FTP 是一个新的区块链平台，可以让您加强重要的

家人、伙伴和同事之间的联系，而无论距离和时间，分享您生活中的快乐与

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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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行业概述 

 

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进步，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个人信息和财产的管理方

式也在进步。这一技术上的转变给用户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但是，

在挚爱的亲人去世后，在给家人和朋友移交信息和财产方面，它也给我们造

成了新的困难。 

对该账款和信息的评估可能要花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时间，在某些情形下，

可能永久丢失。在其他情况下，家人或朋友甚至可能不知道应该移交的数字

财产。 

发生死亡情况后，与评估死者个人在线账户相关的麻烦可能对已经度过艰难

时期的挚爱的亲人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 

从银行服务到文件储存、数字资产和社交媒介等一切事项都已经成为数字，

这样在移交后访问就变得日益困难。 

虽然存在涉及金钱等有形资产移交的传统的程序，但是这些程序过于集中，

并且已经过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便移交数字财产，当然它们的方式

也不够安全。 

在隐私日臻重要的世界，我们急需新的现代化程序，以便更高效地进行遗产

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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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问题 

 

失去家人本身总是难以处理，不幸的是，还会经常添加一些财产移交、数字

信息和丧葬费用等麻烦。 

 

这些问题范围通常包

括： 

 

— 

01 家庭关系的挑战 

有时候，证明家庭联系的方式可能难以产生，

尤其是文件大多集中或纸质化。被破坏了的文

件或系统条目可能导致联系不能得到证实，遗

产不能继承，等等。 

 

02 删除个人数字数据 

由于今天大部分个人信息都是进行数码管理，

死亡时的现有信息，比如联系人、图片和消息，

应该 传递给丧亲家属及/或删除。 

在目前的医嘱制度中，不存在管理敏感数字数

据的移交或销毁的有效服务。处理该问题目前

的惟一方法是利用第三方，这在大多数情况下

对隐私和安全都存在很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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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范围通常包

括： 

 

— 

03 丧葬费用筹集 

如果由于缺乏亲属关系证明无法定继承人，不

会有人以捐赠的形式，合法申请丧葬费用。与

法定货币相关联的昂贵的汇款费用也使丧葬费

用非常昂贵，连小额汇款都变得困难。 

 

04 遗嘱问题 

有时候，去世后应提供给家人和朋友的信息，

比如遗嘱或其他信息，不传达给这些人。 

目前尚无这样一个机制，能有效保证死前意图

沟通。目前遗嘱程序也非常集中和复杂。 

第三方能查看遗嘱或遗产继承信息本身就是一

种风险，可能导致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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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解决方案 – Tasuki 

 

以上大多数问题与技术和安全性有很大的关系。 

集中数据库系统改善了技术兼容性，但是对隐私和安全性的限制不适合涉及

的信息敏感性。 

幸好，区块链技术的兴起，通过去除第三方需要的方式，在提高安全性和效

率的同时，给我们提供了与技术有效互动的方法。 

在区块链系统上建造 Tasuki 平台可以让我们改善挚爱的亲人去世后的整个程

序的同时，保持客户敏感信息的完整性。 

 

4.1 Tasuki 平台有什么功能？ 

Tasuki 平台可以使家人去世相关的各种程序自动运作并得以改善。 

Tasuki 项目的第 1 阶段包括以下一系列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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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家谱功能 

 

 

平台用户能在 Tasuki 平台上创建

可证实的家谱。 

该家谱会记录并验证三大人生事

件： 

出生 

婚姻 

告别（去世） 

 

在区块链上储存该家谱在很多方面有用：纸质家谱以及相关文件出现单一的

故障，可能容易错位或损坏。它们在备份或修改时，还可能出现恶意或意外

错误。 

4.1.2 使用家谱分配资金 

平台会支持创建家庭基金。该基金使用智能手机合约在验证死亡后，自动支

付遗产以及捐赠等其他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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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组织数字文物 

重要数字财产可以通过 Tasuki 平台自动管理，其中包括登录信息和文件等关

键数字信息得移交以及在需要时销毁敏感的数字项目。 

数字财产的移交可以自动执行给家人和其他第三方，比如朋友或同事。 

4.1.4 其他财产和许可方面遗嘱 

Tasuki 平台还会给非货币财产移交提供方便，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治理、

宠物和有形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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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死亡后联系家人 

 

 

Tasuki 还便于登记所有延伸的家庭

联系方式，这样，他们在挚爱的亲

人去世时可能接到通知。 

在正常情况下，这需要大量的人力，

因为家庭成员必须单独地联系每一

个人，疏远的家庭成员可能经常被

忘记掉或不能联系上。 

Tasuki 可以在亲人去世时自动即时

通知所有家庭成员。 

 

 

4.1.6 密钥 – 激活智能合约 

比如死亡证书等“密钥”可在平台上编程，执行任何死亡后行动。 

一旦本密钥提交并验证，数字财产、款项等的移交或销毁等预先编程行动将

会由系统自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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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与所有主要设备兼容 

Tasuki 平台将与所有主要平台交叉兼容，包括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以及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 

 

 
 

 

可以从 Windows、IOS 和安卓系统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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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使用案例 

 

使用案例 1 

女士及其丈夫原来来自两个不同的城市，但是在同一个机构工作时，于东京相遇。 

尽管两人都有各自的大家庭，婚后，由于距离遥远，他们从未能够见过对方的亲

戚。 

案例是 A 女士已有一段时间同她的叔叔失去联系，在她设法同他再联系时，他

的电话号码换了。 

A 女士的姐夫的邮件地址也无效了，这是她丈夫不曾知晓的，A 女士花了大半年

时间才发现其冲绳岛的外甥有一个孩子。夫妻俩在东京感觉远离家人，有点受排

挤和孤独感。 

尽管如此，A 女士决定使用 TASUKI 应用程序创建夫妻的家谱。通过使用 Tasuki

平台，本家谱上注册的所有亲戚的电话号码和邮件地址等联系方式可以立即更

新。而且，在诞生新的家庭成员后，家谱就会更新。 

夫妻俩感到高兴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他们老家的亲戚在平台上不断更新。其

中包括“冲绳岛的 Eisa 今天动身”，“我的表兄将参加元宵节！”。这对夫妻感觉虽

然他们远在他乡，却同各自的大家庭联系更广了。 

他们决定再黄金周假日一起拜访丈夫的父母家。 

 



 TASUKI                              15. 
TASUKI 有限公司版权。版权所有。 

使用案例 2 

B 先生接到消息说他的父亲在家里昏厥，被送往医院。 

他跑向医院，但是，他没能及时赶到，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葬礼在当地举行，这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回家的火车上，B 先生的 Tasuki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显示了一则消息。Tasuki

是 B 先生的父亲注册的一个应用程序，过去在同他的亲戚使用。该服务让用户

可以制作家谱，并同属于同一家谱的人分享社会性网络服务，且具有日历功能。 

TASUKI 的消息上写道：“您想接收您的父亲的遗产吗？是/否”。当然，B 先生

毫不犹豫地选择“是”。然后，他收到了“密钥”，打开了叫做“我的财富”的文件夹。 

 

他使用密钥访问该文件夹，发现他本人小时候的照片、读初中时进行体育活动的

视频以及大学入学典礼，这些他以前从未见过。当他想起他的父亲给这些记录起

名为“我的财富”时，他突然哭了起来，尽管在葬礼期间没流下一粒眼泪。 

 

家庭 A 

死亡通知书 

丧葬服务 

提交给政府部门 

死亡通知书 

合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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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3 

C 先生除了妻子外，有一个多年的伙伴。他的智能手机含有该伙伴的联系方式、

照片和消息。 

有一天，他上班时突然昏倒，被送往医院。在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时，他关心的是

他的家人会因为他电话中的内容收到伤害，这比自己的生死还要关心。 

他搜索怎样处理他的数字遗产，找到了称为“TASUKI”的应用程序。TASUKI 让

用户可以规定分配到数据、交易记录和社会性网络服务记录的措施和条件以及保

留在签约用户自己的智能手机和计算机上的其他信息。 

一旦签约用户被下达死亡证明，这些规定的措施和条件就会自动执行。 

为了他的家庭和伙伴着想，C 先生决定购买 TASUKI 代币，并预先确定在他去

世后哪些数据该保留，哪些数据该删除。 

 

死亡通知书 死亡通知书 死亡通知书 

家庭 B 殡仪公司 B 

死亡通知书 

提交给政府部门 

联系 MUSUBYS

中心 

个人身份确认 

信息分享 

帮助台 

端口服务台 

提交给政府部门 

合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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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TASUKI 的业务伙伴 

 

TASUKI 项目同日本的两家公司结成了商业联盟。一家公司在游戏开发业务上取

得了很多成就，其在手机应用、虚拟现实内容的规划与开发、商业系统等方面也

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而且还负责 TASUKI 应用程序的开发。另一家公司是城市殡

仪承办公司，其业绩记录是：日本殡仪 140 万例中，该公司承办了 8 万例。除了

拥有一份市场份额的优势外，其在殡仪行业引人注目，并在临终服务业上与

TASUKI 平台概念一致。我们 TASUKI 有限公司选择日本作为推介 Tasuki 的试验

点。这是因为日本已进入一个超级多死社会，这与发达国家是不可比拟的，如果

我们能在这种情况下推介测试成功，我们相信 Tasuki 平台将会散布于全世界。 

 

INISJ 公司 

公司名称：INISJ 公司 

代表人：首席执行官 Takashi Murakoshi 

 

总部：Kamimeguro 2-9-35，Nakameguro GS 2nd Building（日本东京目黑区） 

电话：03-5773-5145  传真：03-5768-5153 

网址：www.inisj.co.jp 

成日日期：2016 年 11 月 25 日 

员工人数：65 人（2018 年 11 月） 

Capital：7000 万日元 

代理行：瑞穗银行 

金融机构 

http://www.inisj.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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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   - GREE 公司 

- 史克威尔艾尼克斯有限公司 

- 台东公司 

- DeNA 公司 

- 万代南梦宫 

（公司排名不分先后） 

 

历史：  1997：作为 iNiS 有限公司成立 

2000：更名为 iNiS 公司 

2001：Guitaroo Man（PlayStation 2 名称，规划与开发，光荣株式会社

推出） 

2005：押忍！战斗！应援团（任天堂 DS 产权、规划与开发，任天堂推

出） 

2006：精英节拍特工（任天堂 DS 产权、规划与开发，任天堂推出） 

2011：黑眼豆豆体验（Kinect for Xbox 360 产权、规划与开发，育碧软

件推出） 

2012：恶魔之痕（iOS/安卓产权、规划与开发、史克威尔艾尼克斯推出） 

2013：绿色乐园（iOS/安卓产权，规划、开发和运作） 

2015：虚拟引擎 4 技术演示“废弃的购物商场” 发布的唱力全开

（PlayStation 4 产权、规划与开发，育碧软件推出） 

2017：业务转让给“inisJ 公司” 

 



 TASUKI                              19. 
TASUKI 有限公司版权。版权所有。 

服务        游戏制作 

原生应用程序、社交游戏设计、开发、运作。针对控制台市场的在

线和套装游戏的设计与开发。 

任天堂 3DS/PlayStation Vita/PlayStation 4/Xbox One 

 

艺术与视觉效果制作 

角色涉及、项目开发 

游戏卡涉及与制作 

 

实时三维 CG 制作 

实时三维 CG 视频、数据制作 

为虚拟引擎特别制作的 3 维数据部件和场景 

三维运动数据制作 

游戏剪切场景制作 

 

音乐制作 

音乐制作、音效制作 

音乐室录音、混合、控制 

旁白录音、编辑、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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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殡仪承办公司 

 

公司名称：城市殡仪承办公司 

代表人：首席执行官 Takayuki Nakagawa 

总部：Toyosu 5-4-9，KR Toyosu Building，5F Koutou Ward（日本东京） 

网址：http://www.urban-funes.com 

成立日期：2002 年 10 月 

员工人数：146 人 

资本：1.39625 亿日元 

 

 

 

TASUKI 与许多其他项目不同的地方在于它

实际存在经营业绩。TASUKI 项目的存在是作

为现有业务的延伸。 

 

 

 

http://www.urban-fu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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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城市殡仪承办公司历史 

⚫ 公司成立 

⚫ 入选首批公司高级服务日本 300 强 

⚫ 东京湾城市大厅开放 

⚫ 2008 梦想之门奖得主 

⚫ 东京湾城市大厅装修，并作为 Nishikasai 礼仪大厅 

⚫ 在全国 50 强公司每月丧葬业“殡仪公司销售额排名”中，本丧葬服务公司在市

内当选为 1 号快速成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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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代币发行 

 

Tasuki 代币（TSK）在以太坊网作为 ERC-20 代币存在。创建的代币只有 

375,000,000（根据规定）。 

代币发行将接受 ETH。 

处理项目的软上限为 10 亿日元， 

硬上限为 20 亿日元。 

首次币发行阶段开始日期：（UTC +5:00）2019 年 2 月 25 日 – 晚上 12:00。 

首次币发行阶段结束日期：（UTC +5:00）2019 年 2 月 26 日 – 晚上 23:59。 

1TSK=0.003636363ETH 

 

7.1 代币发行程序 

01 

参与者必须首先在网站上登记，并进

行客户身份验证。 

02 

通过客户身份验证的参与者将上白名

单，参与销售。 

03 

参与者将输入代币销售特定地址。发

送您的购买，价格已清楚显示。 

04 

发行人将创建 TSK 代币的适当金额，

并将其发送到购买人的注册地址。 

 



 TASUKI                              23. 
TASUKI 有限公司版权。版权所有。 

7.2 代币分配 

 

代币分配如下： 

代币销售                         35% 

 

内部保留                         35% 

 

创始人分配 + 缓冲            30% 

 

 

7.3 所得款项用途 

代币分配如下： 

开发                    30% 

 

营销                    30% 

 

业务开发                25% 

 

Regal                    5% 

 

并购策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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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代币保值 

 

用户（平台代币持有人）可以在以下项目中选择： 

 

01 

购买时相当于美元或其他法定货币的

Peg 代币，并按代表原始美元价值的代

币新数量予以赎回。 

02 

持有代币的固定金额，让其进行价值

自行波动，但可以获取增值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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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路标 

 

Tasuki 涉及 3 个企业开发阶段： 

⚫ 第 1 阶段 – 试验阶段 

试验阶段 – 完成业务的核心部分，扩大在日本的市场份额。还可以创建使用案

例/证明书，对概念予以证实。 

⚫ 第 2 阶段 – 向亚洲进一步扩展 

第 2 阶段涉及利用已有关联的殡仪公司，将业务进一步扩展到其他亚洲国家。 

⚫ 第 3 阶段 – 全球扩展 

在第 3 阶段，Tasuki 将寻求业务部署到具有类似丧葬习俗的世界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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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首席执行官 

 

 

 

出生日期：1963 年 10 月 16 日 

 

1990 年 4 月，加入 CSK 公司。 

1994 年 10 月，总裁办公室工作，负责 Sammy Industry Co., Ltd.（现为 SEGA 

SAMMY HOLDINGS CO., LTD） 

1996 年 7 月，被任命为 Spike Corporation 的董事代表。 

2003 年 5 月，成立 Swans Ltd.，被任命为董事代表。 

2010 年 4 月，成立 Swans HD HK Ltd.，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 

2018 年 9 月，被任命为 History of inisJ Corporation 董事代表。 

 

- 手机和网站开通等，内容相关顾问服务 

- 合作与顾问业务电子商务网站的内部管理 

- 组合广播、因特网等媒体混合业务的规划、开发、管理和咨询业务 

- 主要支持亚洲地区的海外业务扩张和顾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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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首席技术官 

 

Keiichi 在电子游戏开发领域有 20 多年的经验。 

 

凭借着对电子游戏的热情，他致力于为全世界的游戏玩家提供全新娱乐体验。

iNiSJ 是日本最大的独立开发者之一。  

 

iNiSJ 的首席创意官 Keiichi 因其宗教经典音乐游戏《Gitaroo Man》作品备受关注，

并且继续为任天堂(Nintendo)、微软(Microsoft)和索尼(Sony)创作广受欢迎的音乐

游戏，其中包括《Ouendan》、《Elite Beat Agents》和《Lips》。 

 

目前，Keiichi 在东京和西雅图之间奔波，负责 iNiSJ 的生产、开发和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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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使 

 

 

出生日期：1973 年 6 月 24 日 

 

学历 

1996 年 3 月，毕业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工作经历 

1996 年 4 月，加入日本航空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1998 年 10 月，成立 TAKE AND GIVE. NEEDS 有限公司，任董事 

2002 年 10 月，成立 feel 有限公司，任公司代表人至今 

2013 年 4 月，成立城市殡仪公司，任代表人 

2013 年 9 月，任 JACIA 代表人 

2014 年 3 月，Roman General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s 董事会成员 

2014 年 7 月，解散 JA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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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1990 年 9 月 14 日 

 

2010 年 4 月，进入武藏大学经济学院 

2012 年 11 月，成立 IMK 控股公司，任首席执行官 

2014 年 3 月，毕业于武藏大学经济学院 

2016 年 6 月，CREARTI 公司成为 IMK 控股公司的分公司 

2017 年 10 月，成立 IMK 公司，任首席执行官 

2018 年 10 月，被任命为 inisJ 公司首席营销官 

 

IMK 控股公司的主要业务 

- 网页营销业务 

- 广告代理 

- 咨询业务 

- 系统开发业务 

- 网页制作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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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他拥有在夏威夷大学执教 35 年经验，1997 年退休。美国籍（目前居住日本）。 

目前，作为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工作，大阪国际辅导研究生院院长，Urban Funness 

(UFC)顾问，波特兰学院跨文化交流夏季学院教授联合会工作多年，夏威夷大学

商学院联合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和日本美国商业科学研究所（夏威夷）教授。他的

工作经历还包括：在日本各大学任教，其中包括庆应义塾大学，专业领域范围广，

比如人文主义（对话哲学）、哲学管理、跨文化商务通信理论、跨文化组织理论、

领导力理论、导师等。他拥有自己的莫必斯理论，并主动应用到商业、教育、健

康、环境等领域。最近，他受聘于一所特别研究生学院，对跨国企业和日本公司，

在管理研究生学院的同时，进行领导能力培训、管理培训、导师开发培训等。他

用日语写作了著作和许多论文，比如“遭遇的哲理观：难忘的莫必斯原理”以及“跨

文化交流：文化摩擦开始消失”。他获得夏威夷大学最佳教学奖和艾伯特施韦策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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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1974 年 2 月 17 日 

 

教育背景 

1997 年毕业于明治大学商学院商业研究生系 

1999 年毕业于立正大学佛教研究学院佛教本科部 

2002 年取得文学学院文学研究生学院佛教研究硕士学位  

 

工作经历 

2002-2005 年，在日莲管理工作 

2005 年 9 月，被任命为 Seater Green 经理（现任代表人） 

2005-2016 年，Toshima Ward 表演艺术推广董事 

2010 年 2 月，成立 Ally 娱乐公司（董事代表人） 

2011 年 9 月，成立 Lilo 制作公司（董事代表人） 

2017 年 4 月，被任命为池袋戏剧节执行委员会主席 

2017 年 12 月，被任命为僧伽寺方丈 

2018 年，2019 届东亚文化城丰岛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工作 

 

Asahina 负责管理东京池袋“萨拉殡仪馆”和“室内型 Sara-joen 墓地”，维护“大佛

池袋大布祖”和僧伽寺“Zoshigaya Shichifukujin”Hana-Fukurokuju 神，并管理两座

墓地“Morinosato 墓地”和“Furusato no Oka”，主要设于神奈川县厚木市 Kuon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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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寺。 

他还设立了 Theater Green（“大树剧院”）、“盒中盒剧院”、“基本剧院”）作为该

寺庙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剧院活动管理、运作和规划在附属公司进行，以便产生 

众多项目和舞台，扩大剧院。最近，他被任命担任委员会主席，改善南池袋园区，

致力于区域推广。 

 

“Theater Green”是一家小型剧院，成立于 1968 年，久负盛名，是年轻人的门户。

整个建筑物于 2005 年重建，目前，已成为“剧院建筑群”，建筑内包含三个规模

不一的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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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书士/行政书士三一集团代表 

毕业于立教大学政法学院。2008 年注册韦司法书士，2009 年开始司法书士工作。 

目前，任三一集团代表人，该集团拥有 400 名司法和行政书士。他每年主办 50

多次研讨会，主题为遗产继承/家庭信托，专注于该方面实践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