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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2015 年經濟學人以「信任機器（Trust Mashine）」定義區塊鏈（Blockchain）

後，區塊鏈從原有加密貨幣愛好者圈子中正式躍上了世界主流舞台，之後亦被世

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譽為繼網際網路後第 4 波工業革命的

潛力科技，即將開創更具顛覆與變革的互聯網時代，也被國際研究機構顧能

（Gartner）連續數年列為 10 大科技趨勢，可見區塊鏈在全球經濟與科技前瞻智

庫都受到高度的重視。 

區塊鏈是運用密碼學的分散式資料庫（distributed database），特性包括去中心

化、不可篡改與公開透明等。中本聰於 2008年提出首個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比特幣（Bitcoin）之白皮書，並於隔年運用區塊鏈技術建立比特幣網路。然而

後續大量資金炒作比特幣，許多其他運用區塊鏈的加密貨幣也紛紛進入市場。但

因不受政府監管，故被用於吸金、洗錢等負面用途，各國政府逐漸介入監管，加

密貨幣價格爆起爆落，對加密貨幣激情乃漸不再。 

與之相反的是，全球不論公私領域，關注區塊鏈應用的程度不減反升。2018

年歐洲區塊鏈合作夥伴（the European Blockchain Partnership）成立，目前共有 27

國簽署這份宣言，目標是各國合作共同建立歐洲各地的區塊鏈分散式節點，連結

成提供公共服務的區塊鏈網絡；花旗銀行、匯豐銀行等多間跨國銀行及微軟等科

技業共同組成 R3 CEV 聯盟，制定銀行業區塊鏈技術開發的產業標準；Linux 基

金會主導並與 IBM、Intel 等公司合作打造 Hyperledger，做為全球跨行業的商業

區塊鏈技術應用基礎，至今運用該技術所打造的 Tradelens 國際貨櫃船運區塊鏈

平台，已可掌握約全球近半的船運量。至於我國，國發會主導並結合國內區塊鏈

相關產學研界代表及不同政府部門，成立「區塊鏈大聯盟」以發展區台灣區塊鏈

產業；實務的應用上，在衛福部的支持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聯手其他數家醫院

和學研界，打造一個跨機構的「區塊鏈照護資訊整合平臺」；此外，財金資訊公司

與銀行、會計公司合作開發區塊鏈金融函證服務，至今使用服務的企業已超過

3,200 家。從國內外的發展，可見區塊鏈在產業的應用上已逐步獲致初步成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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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有許多計畫卻出現難以為繼而黯然收場的情況，可見區塊鏈的導入仍存在

相當多的挑戰，有待釐清與克服。 

有鑑於此，今年度規劃探討區塊鏈此議題，先就區塊鏈之原理與特色加以著

墨，分析技術進展現況與區塊鏈種類，並探討區塊鏈適宜之運用場景及其經濟可

行性及風險，再依此延伸至區塊鏈用之於製造業、供應鏈、能源業，以及公共治

理等領域運用方式之探討，最後透過實際運用區塊鏈之個案，臚陳出尚待解決之

相關問題，及其將對經濟、社會、資訊、法令之變革所帶來之影響。特別感謝臺

灣師範大學張國恩講座教授擔任召集人，協助邀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陳恭教授、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范建得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吳壽山講座教授、資訊工業

策進會數位服務創新研究所張嘉祥研發總監及中華經濟研究院劉柏定助研究員

等專家學者，進行半年多的研討並提出建議；同時也感謝農科院丁川翊副研究員

的個案分享、台灣 IBM徐文暉技術長等專家費心協助提供修訂建議和技術實務見

解，讓本報告能順利完成，供政府施政及各界參考。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文炎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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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區塊鏈（Blockchain）是藉由密碼學串接並保護資訊內容的分散式多方共享帳

本（shared ledger）的系統。中本聰在 2008 年於《比特幣白皮書》中首次提出區

塊鏈概念，隨後創立比特幣（Bitcoin）網路。然而區塊鏈除了產生比特幣等加密

貨幣外，亦有許多其他應用。有鑑於此，回歸區塊鏈的本質特色成為主軸，不同

單位於各領域嘗試區塊鏈技術應用，並改良區塊鏈技術以提升其效能。同時隨著

目前全球企業界對區塊鏈之重視越趨增加，公部門亦加入探討於公共治理之應用，

並研議於法制上之影響與修訂法規必要性；換言之，各界已能理性探討區塊鏈真

正的價值、及其適合的運用場域，也對於各領域之衝擊與因應策略深入研析。綜

上，本報告擬就區塊鏈之本質加以探討、釐清爭議議題、列述合適之應用場景與

個案，並評估其對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帶來之可能變革，及相關法規調適之及公司

治理需求。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本報告先就區塊鏈之原理與特色加以著墨，分析技術進展現況與區塊鏈種類，

並探討區塊鏈適宜之運用場景及其經濟可行性及風險，再依此延伸至區塊鏈於製

造業、供應鏈、能源業，以及公共治理等領域運用方式之探討，最後透過實際運

用區塊鏈之個案探討，臚列出尚待解決之相關問題，及其將對經濟、社會、資訊、

法令之變革所帶來之影響。 

惟因區塊鏈為開源技術且仍在持續發展中，尚難有十分明確之定義。為避免

討論過多技術細節，本報告對區塊鏈採廣義認定，除包括比特幣之公有鏈去中心

網路外，也包括私有鏈、聯盟鏈等網路，而在資料儲存方面，只要採行分散式資

料庫（distributed database）之技術者，即被涵蓋，而不以狹義定性而侷限於必須

以生成資料區塊並加以鏈結之方式。 

三、研究結論 

融入數位科技發展，將有利於產業價值提及與國家兢爭力，故本報告主張要

有積極的執行力，並從新思維、發展主軸、治理法則中，評估政府及企業之導入

機制、鏈結與監理，使新科技成為社會變革之利器： 

（一） 區塊鏈之本質、特色及應用導入應有之思維 

2009 年比特幣網路所採用的技術可說是區塊鏈 1.0，係以密碼學、演算法、

加密技術等組合而成，具有去中心化、安全交易、公開透明等特點。而區塊鏈 2.0

則以 2015 年以太坊（Ethernet）為代表，其引入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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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邏輯運算，讓區塊鏈從單純的支付工具系統擴增各種應用場域。此外，除

了比特幣與以太坊此類可開放式公有鏈外，將區塊鏈按資料存取的許可模式分類，

也發展出私有鏈及聯盟鏈，雖然犧牲了部份去中心化之特性，但因此提升了規模

化的可能及安全性，也促成更多可導入之應用場域，成為近來企業的偏好方案。 

對於企業是否應導入區塊鏈及如何導入，資誠會計師事務所（PwC）調查來

自全球 11 個經濟體的高階企業經理人後發現，大家對區塊鏈的重視度持續升高，

且從「區塊鏈是否有用」的詰問轉向為「區塊鏈如何為我所用」，關注於區塊鏈是

否能用以提升內部資料運用與流程之改進上。至於在區塊鏈技術對於產業或領域

之影響上，世界經濟論壇（WEF）歸納當前區塊鏈應用上的六大構面；包括金融

產品與服務、治理與法規、去中心化資產管理、身份認證與個資管理、環境永續，

以及經濟與社會結構等。然而不論是此六大構面或其他本報告整理的產業或應用

場域，其中最重要被導入的概念就是治理（governance）；包括個人的、金融領域

的，以及經濟社會環境與政治的各項治理活動，均屬之。 

最後，本報告係針對企業考量如何導入區塊鏈應用之需求，整理了數種概念

性或技術性的評估方式供企業參考；其評估重點包括：若從資料處理之觀點來檢

視，是否需要共享的共同資料庫？是否有多個利害相關方？是否參與者會有利益

衝突情況或是相互不信任的情形？這些利害相關方的內部治理方式是否有所不

同？是否需要一套客觀而無法更改的資料紀錄檔？每次資料紀錄背後的處理原

則是否很少更動？上述問題如果都很確定回答「是」，則代表區塊鏈技術對於該企

業或有高度應用價值，值得引入發展。 

（二） 區塊鏈於製造業、供應鏈、能源業與公共治理之應用趨勢 

首先，在製造業及供應鏈領域，在 5G 和 AI 的基礎上，工業 4.0 結合區塊鏈

技術將能發揮資料經濟的效用，將產業推向第四次工業革命。其次，透過區塊鏈

應用，將硬體、軟體和服務合為一體，用於個人帳本以成就 Web 3.0 服務亦屬之。

此外，在支持企業協作達成社會願景、促進供需共創落實 C2B 逆商業新零售模式

部分，均有賴去中心化的聯盟鏈、供應鏈的普遍使用。目前各大零售、物流公司

紛紛與技術公司組成聯盟，並希望讓上下游供應商及同業加入平台，期能共同降

低其繁複行政作業所衍生之成本。 

另外區塊鏈於能源業上之應用，首先有助於替代（再生）能源的配置，其次

導入能源互聯網的概念來建置電力交易平台，將有利於解決能源銷售與共享數據

時的資料儲存、運用、管理等複雜問題，並有助於確保開放、即時的能源價值交

換，以維護資產的完整性。其後，應用區塊鏈建置的電力交易平台，將能在所連

結的諸多微電網中納入智慧電能管理系統與雲端資訊中心，透過區塊鏈技術來執

行資料儲存與智慧合約的交易功能，這將能大幅提升消費者與供應商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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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促進服務供應商間的競爭，而降低服務成本。 

最後，在政府公共治理要素中，區塊鏈的應用有助於「課責」（accountability）

與「透明」（transparency）此兩項核心要素的提升；按課責性部分可以透過區塊鏈

的不可篡改性，來提升政府行為紀錄的可信度。在透明度部分，由於區塊鏈資料

庫本身就具有高度透明度，足可支應公共治理之需求。但畢竟人為制度層次的治

理能否全然配合區塊鏈在技術層面上能發揮之效用，仍有賴政府高層的決心與認

識。目前在我國公共治理的應用上，大致係以電子文書存證（學歷證書、土地產

權等等）、跨機關資訊共享互用（個人醫療病例），及數位身份識別（數位身份證）

為主，這對信任與安全產生了價值保障。 

（三） 區塊鏈對法規制度及公司治理應考慮之面向 

區塊鏈本身不可篡改、公有鏈去中心化或聯盟鏈相對去中心化的特性，對目

前社會普遍為中心化之運作機制，將對法制、經濟等面向產生衝擊。參酌瑞士所

提出之區塊鏈法律框架報告，本報告盤點國內因導入區塊鏈而受影響之法律，而

有鑒於台灣目前已推動 STO 規範（草案），謹建議應同時加速金融監理相關法制

之修訂；其他同樣有急迫立法需求者，則以涉及國際規範與敏感性資訊的個人資

料保護相關法制、及國際組織規範納為重點的洗錢防治相關規定為主。 

至於在其他社經影響，由於區塊鏈技術帶動的快速變革往往會破壞整體社會

經濟結構的平衡，過多的負向效益或將讓科技創新就此埋沒。因此，公部門須審

慎處理平衡議題，以利在促進科技創新的同時，也能維持社經結構的長期發展；

對於私人企業來說，區塊鏈之代幣技術會改變公司的股權治理，包括股東價值存

在的傳統邏輯將會被部分抽空、公司法的權利義務內容將被改寫、傳統司法救濟

的權利將大符減少，且智能合約的應用也可能導致公司治理的內容變更。 

四、改善對策與建言 

（一） 建立評估區塊鏈應用機會之基礎能力 

1. 提升對區塊鏈特性及其在數位系統內作用之認識：區塊鏈技術持續發展中，

各界之定義與理解方式不一，不論公私領域，欲評估是否能導入區塊鏈，

建議應先強化學習其系統特性、類別特性以及其與自身業務邏輯之可能關

聯，並檢視組織之數位化程度。 

2. 建立評估導入區塊鏈之原則：區塊鏈本質為分散式資料庫，可參考前述結

論所提從資料處理之觀點，評估考量特定某運用場域是否適合導入區塊鏈。 

（二） 導入區塊鏈時代之公共治理新思維 

1. 強化對數位體系之基礎性與跨領域研究：有鑑於區塊鏈「制度型科技」之

特質，建議政府強化對於嵌入區塊鏈思維數位體系之相關基礎性研究與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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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綜合研究，尤其是加強軟體技術領域與商業運作、公共治理、經濟學

等社會科學等之聯合研究，以為未來國家全方位數位轉型策略之知識預備。 

2. 探討監理科技以利公共治理數位轉型：建議政府加強對於 Regtech

（Regulatory Technology）之探索，其中包括許多可能可以利用區塊鏈延

伸政府公信力之場景，以便轉型數位化時代的公共治理新格局。 

3. 建立跨部會區塊鏈共享實驗平台：建議政府建立公部門的區塊鏈共享實驗

平台，協助各部會集中發展實驗項目，一方面可促成部會之間的技術交流

與經驗分享，另一方面也可藉此發展監管運作與風險控管等機制，提升對

區塊鏈平台維運與管理的能力。 

4. 參考國際經驗將區塊鏈應用於公共治理：建議參考國際經驗估將區塊鏈技

術導入數位化公共治理之解決方案。透過舉辦臺美與臺歐盟等跨國數位經

濟論壇，持續引入最新與最佳的推動經驗與措施，做為臺灣推動數位公共

治理的借鏡。 

（三）鼓勵區塊鏈產業發展並評估以之提升整體企業競爭力 

1. 鼓勵區塊鏈產業發展：建議政府在政策上加強支持力道，以鼓勵區塊鏈新

創產業發展。可透過補助開發資金等措施優化投資環境，協助各產業評估

導入等。以區塊鏈加速開放資料，增加大數據之產業應用。鼓勵產業對區

塊鏈之加值應用，加速轉型升級，產生具競爭力的服務和產品。 

2. 以區塊鏈協助中小企業加強集體競爭力：建議政府號召企業，加快共同佈

建研析「產業鏈」是否能夠利用區塊鏈賦予之不變可信資料庫，來加強我

國中小企業之間的協作、鏈結與聯繫，以在未來智慧製造體系中發揮集體

力量，強化競爭力。 

（四）打造區塊鏈友善之法規環境並與注重與國際接軌 

1. 完善區塊鏈監管法規：建議政府完善國內區塊鏈經濟監管法規的制定與詮

釋，來維持創新與監管的動態平衡與風險控管讓區塊鏈產業有更大發揮空

間，讓企業受益，公眾受惠。 

2. 與國際相關制度接軌：建議檢視國內現行之區塊鏈技術及服務，與國際區

塊鏈標準及個資保護相關要求的接軌，以利研發共通性技術與區塊鏈管理

架構。由於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部分規定與區塊鏈架構有

所衝突，目前國發會已成立專案辦公室，後續可持續研議規劃。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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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區塊鏈（Blockchain）是藉由密碼學串接並保護內容的分散式共享帳本（shared 

ledger）。相較於過去網路帳本均由中心化單位負責紀錄，區塊鏈則是由參與此網

路體系中的各節點（node）協助將交易紀錄打包成資料區塊（block），並透過運用

電腦計算能力解題，最先解出答案的節點則獲得記帳權，並將記帳內容同步至所

有節點，以此來達到去中心化。而前述中的區塊均包含前一區塊的相關資訊，如

此可不停往前追溯至第一個區塊，每個區塊再鏈成一份網路帳本，透過節點間同

步資料，確保每個節點中的資料均相同無差異並且難以篡改。 

上述所提之區塊鏈運作機制，係中本聰在 2008 年提出之《比特幣：一種點對

點的電子現金系統》（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中出現此概

念。然而因區塊鏈為應用上之需要不斷進行修改，近年來出現許多新的區塊鏈架

構，其資料存取的許可權限、如何獲得記帳權力、資料存取形式等均已與比特幣

網路中大不相同。為避免討論過多技術細節，本報告對區塊鏈採廣義認定，除包

括比特幣之公有鏈去中心網路外，也包括私有鏈、聯盟鏈等網路，而在資料儲存

方面，只要採行分散式資料庫（distributed database）之技術者，即被涵蓋，而不

以狹義定性而侷限於必須以生成資料區塊並加以鏈結之方式。 

雖區塊鏈在比特幣誕生時即採用此技術，但起初外界主要關注的是比特幣此

種擬打破全球金融運作體系的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2010 年，兩位比特幣

愛好者進行了全球第一筆交易，當時以 10,000 比特幣購買了兩塊披薩，開創了使

用加密貨幣交易的先例。之後在 2017 年比特幣開始價格暴漲，迅速抓住外界目

光，加上區塊鏈被視為可能顛覆一切舊有運作機制的新科技，促成了 2017-2018

年出現許多運用區塊鏈技術的 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代幣發行）。但是

接下來因加密貨幣多不受政府監管、持有者不易連結至現實身份，故出現將其用

於吸金、洗錢等負面用途，加上加密貨幣價格爆起爆落、許多 ICO 專案無疾而終

或被發現本質為詐騙，以及各國政府逐漸介入監管等因素，加密貨幣激情乃漸不

再。 

有鑑於此，回歸區塊鏈的本質特色成為主軸，經公私單位於不同領域的區塊

鏈技術應用嘗試，並改良區塊鏈技術以提升其效能，目前全球企業界對區塊鏈之

重視程度不減反增，公部門亦持續探討於公共治理之應用，並研議於法制上之影

響與修訂法規必要性；換言之，各界已能開始理性探討區塊鏈真正的價值、及其

適合的運用場域，也對於各領域之衝擊與因應策略深入研析。綜上，本報告擬就

區塊鏈之本質加以探討、釐清爭議議題、列述合適之應用場景與個案，並評估其

對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帶來之可能變革，及相關法規調適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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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相較其他近期受矚目之科技，如 AI、IoT、5G 等，一般民眾初接觸區塊鏈

時較難以理解原理、運用方式及價值，故本報告先於第二章簡介區塊鏈之內容。

一開始說明區塊鏈的第一個應用比特幣及其特性，接著研析其技術演進及所建構

之經濟系統，包括以太坊（Ethereum）、智慧合約（Smart Contart，或稱之為智能

合約）、ICO、STO（Security Token Offering，證券型代幣發行）等；再整理區塊

鏈之類別與對應特性，如私有鏈、公有鏈等；最後試圖釐清常見之區塊鏈迷思。 

第三章則因應募資熱潮逐漸散去後，雖區塊鏈逐漸遠離大眾視野，卻開始在

企業領域逐步擴散，回歸理性探討其技術發展可能。故本章首先探討區塊鏈應用

場域，分析國際知名顧問公司 Deloitte 發布之 2019 Global Blockchain Survey，了

解企業導入趨勢，其次探討企業導入區塊鏈之之評估與決策輔助準則。 

第四章首先以第四次工業革命 4IR（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4IR）的來臨，說

明區塊鏈於其中之重要性。接著以數位製造、物流與生產履歷、供應鏈管理與供

需協作、供應鏈金融與數位資產等方向，探討國內外於製造業及供應鏈的基於區

塊鏈應用實例，並進而介紹我國區塊鏈聯盟及產業成形趨勢，及以「我國生鮮農

產品及食品供應鏈應用」及「全球貨櫃船運區塊鏈平台應用」說明區塊鏈實務案

例內容。最後針對我國於製造業及供應鏈應用區塊鏈提出推動策略建議。 

第五章從區塊鏈於能源業的應用趨勢談起，首先說明區塊鏈分散式帳本的技

術特性，並結合智慧合約應用，可提供電力交易系統的點對點（P2P）能源交易和

物聯網（IoT），具有商業可行性並可提升效率，同時改變傳統能源交易系統的結

構，創設新的能源交易型態，以及帶動綠能產業多元化的應用趨勢。其次，國際

間實際運作的電力交易平台說明區塊鏈應用於能源業的實際狀況，最後嘗試以區

塊鏈技術為基礎，規劃一地熱發電為主的電力交易平台構想，並提出分析與未來

實施的建議。 

區塊鏈目前亦有許多應用於公共領域之案例，故第六章探討其趨勢及案例。

首先以電子文書存證、跨機關資訊共享及數位身份辨識分別探討應用趨勢，並分

別說明國內外相關案例之內容。接著介紹我國衛福部「健康福祉整合照護示範場

域計畫」，利用區塊鏈技術導入來實現整合照護資料分享自主控管，在提高資料流

通以利公共利益的同時，也考量個人隱私資料保護。 

第七章探討區塊鏈對法律制度的影響，分別從社會整體面探討關於安全、跨

國界治理與管轄權、監管與道德等議題；金融監理的部分，則因為基於分散式帳

本之技術應用，有別於傳統金融服務與金融機構的中心化管理，需自保護金融市

場與客戶並同時兼顧科技創新的角度，思考是否針對現行制度結合法規科技完善

適用的法規範，並強化洗錢防制與打擊恐怖主義的相關規範；而實定法的角度應

考量包含，個資保護相關的公法議題、智慧合約為主的民法議題，包含代幣性質



7 

與契約的認定與傳統民法是否相符、洗錢防制的刑法議題，以及區塊鏈所涉及智

慧財產法與程序法問題；最後，針對個別產業應用面，需因應產業的特殊性做各

自的考量，例如：醫療病歷關於病患的資訊自主與隱私權、供應鏈上關於物聯網

的相關規範等。 

第八章分析區塊鏈對經濟層面與公司治理之影響，首先從國際上各國政府、

世界科技大廠再到我國產業，整理目前區塊鏈發展重點與趨勢，以了解其新商機

與未來推動方向。接著分別從區塊鏈引發的信賴協定革命、因與 AI、大數據等科

技結合所對未來市場的應用、去中心化所引發的商業模式衝擊、及在區塊鏈大潮

之下的金融規管思維等面向，提出於各領域的衝擊分析。最後談論在永續趨勢下，

區塊鏈如何對應到企業的 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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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區塊鏈之本質與特色 

2.1 由比特幣帶來之區塊鏈 

區塊鏈技術之名，來自於將其概念實際落實運用的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

於 2008 年問世，是歷史上第一個實際可全球通用的電子貨幣系統。而比特幣系

統也是第一個完整提出目前區塊鏈基本架構的應用。雖然說區塊鏈技術中並沒有

包含任何全新自創的單一技術，但其創新之處在於精巧地利用既存的密碼學與網

路技術，設計構建一套可以自我運作的電子貨幣經濟體系，進而超越前人所達到

的成就。儘管這二者關係緊密，但從概念上仍有不同層次，以下我們分別就比特

幣起源以及區塊鏈基本運作原理，進行簡單介紹1。 

一、從電子現金到比特幣出現 

歷史上，許多劃時代的新興技術都不是憑空問世的，在問世之前，必然前面

有無數前人努力過的經驗與知識預備。比特幣或是其帶來的區塊鏈技術，也是如

此。在比特幣之前，早有前人努力在數位技術的基礎上，希望做出各種特性的電

子支付方法。 

1983 年，美國匿名通信研究領域的重要密碼學家 David Chaum 就構思過使

用匿名密碼學技術，創造出無法被追溯的電子支付模式。1989 年的時候，Chaum 

創立電子金錢公司 DigiCash，希望能將他的想法實踐。微軟創辦人 Bill Gates 還

曾對他們的業務表示過讚賞，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等更曾經採納過

DigiCash 的系統。1995 年，他與 Amos Fiat 以及 Moni Naor 聯名發表文章

《Untraceable Electronic Cash》。 

1997 年，Adam Back 提出，並於 2002 正式發表一篇描述雜湊現金系統

（Hashcash）的論文。後來，比特幣區塊鏈就是採用 Hashcash 來建立一套幾乎無

法被篡改的電子現金系統。 

1998 年，曾在微軟的加密研究小組工作的戴偉（Wei Dai）發明了匿名的、分

布式的電子加密貨幣系統 B-money，強調點對點的交易和不可更改的交易記錄。

分布式思想是比特幣的重要靈感來源，在比特幣的官網上，B-money 被認為是比

特幣的精神先導。比特幣發明者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也曾與戴偉有很多郵

件交流。 

密碼學家 Nick Szabo 同樣也是在 1998 年發表 Bit gold，提出參與者貢獻電腦

運算力去解決加密難題，以產出新的 Bit gold，這跟後來中本聰在比特幣架構中

 
1 有趣的是，區塊鏈（blockchain）一詞並未出現在提出比特幣構想的論文當中，此一詞彙是後來才成為

專有名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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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工作量證明（Proof of Work, PoW）產出比特幣非常相似。 

2004 年 8 月，電腦科學家 Hal Finney 提出了「可重用工作量證明」（Reusable 

Proof of Work, RPoW）電子現金技術。Finney 曾經表示，RPoW 其實是改良了 Adam 

Back 的雜湊現金和 Bit gold 的 PoW 技術成果。 

2008 年，美國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後幾周的時間，自稱為中本聰的人在密碼學

論壇上發表了一篇標題為《比特幣：對等網路電子現金系統》（Bitcoin: A Peer-to-

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的論文，文中描述了比特幣的原理及背後的演算法。

其後於 2009 年 1 月，中本聰正式推出了首個比特幣客戶端軟體，並產生第一個

比特幣「區塊」（Genesis Block，創始區塊），獲得了世上第一批 50 個比特幣，默

默揭開區塊鏈貨幣新時代的序幕。 

後來，比特幣在密碼貨幣愛好者圈內開始慢慢流傳，同時慢慢修正許多漏洞

與缺失。2010 年，兩位比特幣愛好者進行了全球第一筆交易，當時以 10,000 比特

幣購買了兩塊披薩，開創了使用加密貨幣交易的先例。後來，比特幣持續茁壯，

其思想引發了更多複製者與創新者，創造了無數的密碼貨幣。而支持比特幣系統

的底層區塊鏈技術，能夠有效建立分散式帳本（distributed ledgers），能夠帶來許

多潛在應用，也逐漸受到世人的關注與重視。 

二、實現比特幣的區塊鏈技術 

90 年代初，Stuart Haber 與 W. Scott Stornetta 為了解決資料專用性和不可更

改的問題，創建出區塊鏈的第一個原型。他們是首先提出應用加密證據來保護一

系列數位區塊作為防止數據篡改的方法。Haber 與 Stornetta 的工作無疑激發了 Hal 

Finney 和許多其他電腦機算科學家思想，包括中本聰，最終造就了比特幣的創建。 



11 

 
圖 2. 1  區塊鏈資料結構示意圖2 

區塊鏈的名稱來源於其記錄的編組方式：相互連結的區塊（blocks）所形成的

線性鏈（chain）。本質上講，一個區塊就是一段資料，此資料中包含了最近的交易

清單。這些區塊和交易都是公開可見的，但卻極難以被更改。當新的區塊不斷加

入到過去區塊所組成的鏈當中時，相互連結的區塊就形成了一份連續記錄。當然，

實際形成過程卻要比這複雜的多。 

比特幣區塊鏈的技術可說是以創新的方式整合既有技術，以完成一套實際可

運作的網路自主管理的數位分散資料庫系統。其所整合的技術包括採用 Hashcash

的演算法來讓參與區塊鏈的各節點，能夠自由以公平方式參與新區塊的驗證（此

即所謂工作量證明，Proof of Work，PoW）；帳戶交易過程中採用橢圓曲線數位簽

章演算法（Elliptic Curve 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ECDSA）的加密機制來確保

交易安全性；並且在資料處理過程中大量使用雜湊函數、默克爾樹（Merkle Tree）

以及加入時間戳（time stamp）等方法，讓每一筆交易以及每一個區塊之間環環相

扣，形成結構性的安全，大幅增加改動的困難度，而能夠達成區塊鏈所謂資料不

可篡改的特性。 

 
2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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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區塊鏈運作示意圖3 

在操作層面，比特幣區塊鏈利用了成熟的 P2P 網路技術，將全世界願意參與

此一區塊鏈系統的電腦予以聯結，讓區塊鏈上的交易能夠 24 小時處理。 

區塊鏈是作為一種分散式且去中心化的數位帳本來設計的。簡單的說，區塊

鏈是一種負責記載交易記錄的數位帳本。分散式和去中心化指的是帳本的結構方

式和維護方式。相對於傳統集中式帳本的方式，例如便利商店的銷貨管理、銀行

管理客戶的存取款等記錄，或是公司營運的財務報表等等，從本質上說，只能有

一個單一權威來控制總帳本，就算有副本，其他的所有副本都只能是備份，以總

帳本為依歸，其存在只是為降低總帳本的遺失風險。因此，傳統的帳本都是中心

化的，因為他們都是由單一實體維護，且通常也只依賴於單一資料庫。 

區塊鏈則完全不同，它是以分散式系統來構建的，在運作上也是盡量去中心

化的。這就代表不存在單一總帳本，也因此不受單一個體控制，也就不存在一個

中心，這是去中心化的基本概念。簡單的說，每一個決定加入並參與區塊鏈網路

維護的節點，都可以持有一份區塊鏈帳本（既然不存在總帳本，就不能以副本稱

之），該帳本通常將與其他節點的帳本同步，且所有的最新交易資料也將更新到其

帳本之中。換句話說，分散式系統則是由分佈在世界各地參與該區塊鏈網路的使

用者共同工作來維護的。這些網路節點要根據系統規則來對交易進行驗證和確認。

因此，權力結構就從中心化演變為去中心化。 

因此，區塊鏈其實在本質上是一種「分散式帳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後來當區塊鏈技術持續演進後，有些新技術不再使用區塊結構

（blocks），有些不再使用鏈狀結構（chain），但本質上都是「分散式帳本技術」，

 
3 WEF, “Building Block(chain)s for a Better Planet”,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Building-

Blockchains.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Building-Blockchains.pdf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Building-Blockchai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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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後來也有人偏好使用這一個更為廣義的詞。4 

 

圖 2. 3  區塊鏈、分散式帳本技術與分散式資料庫的關係5 

上圖的分類，可以很清楚看到區塊鏈、分散式帳本技術與分散式資料庫之間

的範疇關係（許可制區塊鏈將於後續篇幅討論）。很多中心化管理的資料庫也可能

是分散式的，例如 Facebook 或是 Google 在世界各地的資料中心，可能就會是其

多個資料備份中的一個副本。但到了分散式帳本層面，就進入資料庫維護權力分

散的去中心化的範疇了。 

比特幣區塊鏈分散式系統安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採用基於工作量證明

POW 的共識機制（consensus mechanism）。由於交易資料是在世界各地無數節點

分布式保存，這代表即使在少數節點上數據被篡改，其他網路節點可以很容易地

 
4 本報告中將主要用區塊鏈一詞，但也會在配合語境時使用 DLT 一詞。除非特別說明，否則其意義差異

不大。 
5 Garrick Hileman & Michel Rauchs (2017), “Global Blockchain Benchmarking Study”, Centre for Alternative 

Fi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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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其與其他節點版本不匹配而拒絕接受。如果惡意攻擊者企圖同時執行解開數

十份，數百份或數千份相同數據的帳本，將會比更改一份困難程度高出幾個數量

級，這些特性打造了區塊鏈帳本的安全可靠6。此外，分布式系統更能抵禦局部故

障和網路攻擊，因為中心並不存在。 

三、區塊鏈系統的特性 

綜合前述，區塊鏈是一種按照時間順序，將資料「區塊」以順序相連的方式

組合成的一種「鏈」式資料結構，並以密碼學加密方式來保證其不可篡改和不可

偽造的分散式帳本。從更具體的方式來說，區塊鏈技術是由密碼學、數學、演算

法及經濟模型所組成，結合點對點的網路關係，並採用分散式共識演算法，來解

決傳統分散式資料庫的同步問題，可視為一套整合跨領域技術的經濟交易基礎性

建設。由這些技術特性出發，我們可以歸納出區塊鏈技術應用的幾個主要可能特

點分別為：7 

1. 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由於採用點對點技術，任何兩節點之間不需要依賴

第三方（中心）的驗證，避免了對單一或少數中心節點的高度依賴問題，使得

體系運作是高度分散自治。以比喻來說，攻擊便利商店體系的中央廚房、發貨

節點、資訊伺服器，則幾乎所有便利商店都會失去功能，這就是中心化的風險。

唯一要說明的是，區塊鏈體系仍有統一的「規則」（否則體系就無從定義起），

而這些規則定義體系內所有運作方式，按照體系設計不同會有不同方式來處

理誰有權改規則的問題。但區塊鏈體系在實際操作層面，必然是去中心化的。 

2. 安全交易（secure）：由於採用密碼學原理進行所有交易之加密作業，交易在網

路上傳輸是安全的（在現行計算能力下），這是微觀層次的安全。而以「區塊」

概念（交易紀錄集結為 block，再配合歷史紀錄印記，勾連下一個 block）配合

分散式資料庫技術，系統中的所有交易都可以確保正確無虞，且全部資訊在所

有節點都有備份，這就構成宏觀的資料安全。 

3. 公開透明（open and transparent）：由於區塊鏈本身分散式認證權力特性，且採

開放架構，所有資料自然都公開可自由存取，除了用戶私鑰是自己保管之外，

幾乎全部的交易資料都是公開透明的。 

4. 去信任化（trustless）：在前述兩項特點上，去信任化的特點就自然形成：只要

相信這套規則，參與其中的各參與者無須了解或信任其他參與者，都可以放心

 
6為了競爭產生新區塊以便獲得獎勵，網路的參與者們就需要進行昂貴且密集的計算活動，而這一過程被

稱為挖礦(mining)。這些俗稱礦工(miners)的參與者們，其工作就是要驗證交易，並將這些交易打包分

配到新產生的區塊當中，而這些區塊在此之後就會被添加到區塊鏈上（如果滿足些條件的話）。透過礦

工們，系統也將增發新的代幣，也就是那些作為工作獎勵所發行的代幣。 
7我們加入「可能」二字代表這些特點的成立是立基於理想的條件前提之下，實際運行時，不能排除有些

情況會導致區塊鏈的特性受到質疑，例如挖礦的產業化造成的潛在礦池壟斷帶來的信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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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交易。所以去除的是原先所需對於人或機構的信任，但新的信任是建立在

以同一套規則代碼運行的資訊體系上。故區塊鏈又被稱為信任機器（trust 

machine）。 

2.2 區塊鏈之技術演進 

比特幣區塊鏈問世之後，下一個發展里程碑，可以說是 2015 年 Vitalik Buterin

發布了以太坊（Ethereum）白皮書，強調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s，又稱為智能

合約）為其平台特色，進而將智慧合約這個概念發揮到一個新的層次，讓各方開

始注意到其重要性，甚至視其為「區塊鏈 2.0」的主要技術與應用。因此，以太坊

是奠基於比特幣區塊鏈之上而成形，主要是加入非常關鍵的創新元素：智慧合約。

以下先從智慧合約開始談起，再論及以太坊的特色。 

一、智慧合約與區塊鏈 2.0：以太坊 

智慧合約並不是一個太新的想法。它是在 1990 年代初期由電腦科學家 Nick 

Szabo 提出的電腦協議，倡議將交易的條款，透過電腦化來落實。當時正是一個

網路蓬勃發展的年代，而 Nick Szabo 第一次關於智慧合約的發表，就是想要將之

用於電子商務上。當時的「智慧合約」概念類似網路上電子合約的進化版，除了

如一般傳統合約需要兩造簽名使其生效之外，也能確保某些合約內容被實踐。當

時名稱中之所以有 smart 一詞，Nick Szabo 表示是因為這些電子合約比以前紙筆

所簽的合約要聰明，自己本身就能夠透過事先寫的協議等等來確保內容被執行，

與後來的人工智慧並沒有什麼關聯。此一名詞的使用，就跟許多新興科技領域的

許多名詞一樣，容易因為不精確而產生誤解，我們有必要從定義來理解，而不是

從字面上的意涵。所以「智慧合約」除了沒有更多智慧之外，甚至是否具有合約

概念，恐怕法律專家也有意見。其原始意義比較接近於「可自動執行而不可變更

之程式碼」。 

當年 Nick Szabo 是以「自動販賣機」來描述智慧合約的特質：設想一部自動

販賣機是按著以下的規則來運作：「如果使用者輸入 10 元且按 A 按鈕，販賣機就

掉出巧克力棒一條；如果使用者輸入 20 元且按 B 按鈕，機器就掉出餅乾一包；

如果使用者輸入 30 元且按 C 按鈕，機器就掉出咖啡一罐⋯」。亦即自動販賣機在

跟它的使用者進行交易時，所依循的「條款與條件」（terms and conditions）就是

智慧合約的體現，且透過電腦自動化執行，不需要引入第三方監督、執行或是協

助。此一自動販賣機的智慧合約，就是存在購買者與販賣者之間每一次的交易行

為上，而這台機器要被大家所信任，必須被放在一個穩定且公開且所有人都可以

自由去存取的地方。這個例子說明了要運行一個智慧合約，必須要確保能有一個

「穩定運作」與「公開透明」的條件。這同時也是當年 Nick Szabo 提出智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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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卻沒辦法實踐的原因，因為不存在這樣一個大家都認可的環境平台來執行

這樣的程式碼。 

於是，當比特幣帶著區塊鏈問世之後，其公開、透明、去中心化等特性，成

為智慧合約概念可以憑藉發展的基礎，所以被 Vitalik Buterin 所採用，發展了區

塊鏈的 2.0 版，以太坊。Vitalik Buterin 原本是比特幣社群的開發人員，但認為比

特幣區塊鏈對於可程式化所提供的發展空間不夠，會限制比特幣的發展。因此，

他在 2013 年起就提出以太坊的概念，後來在 2015 年提出白皮書：「新一代智慧

合約與分散式應用平台」（A Next-Generation Smart Contract and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Platform）。 

以太坊許多相對於比特幣區塊鏈的調整，都可以視為是為了智慧合約這個概

念而產生的。例如，以太坊所採用是帳戶制區塊鏈（account-based），與比特幣所

採取的 UTXO 模式不同。帳戶制可以很清楚掌握所有帳戶目前的狀態（state），

這對於智慧合約的運作至關重要，因為智慧合約的執行涉及許多條件判斷，必須

對於很多變數的狀態有即時且獲得成本較低的掌握，才能繼續下一步動作，而採

取帳戶制有助於此一特性。 

此外，由於以太坊引入智慧合約，而具備了所謂的圖靈完備性（Turing-

Completeness），指的是以太坊具備成為一台電腦的運算能力（能夠在有限時間內

達成一台電腦能做的所有操作），所以又被稱為區塊鏈電腦。而電腦運算中有產生

無限迴圈的風險，這也是比特幣 UTXO 模式的簡易程式碼中，不允許迴圈存在的

原因。因此，以太坊設計出 Gas 這樣的燃料概念，讓執行智慧合約需要付出一定

的手續費，在執行前事先支付，程序過多就會耗盡燃料而中止執行，避免了無限

迴圈的風險。如此的設計，既可避免惡意的攻擊又可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讓所

有人願意節省網路共同之運算資源。 

智慧合約的運作，是以應用程式的邏輯，來實現交易合約中的條款與條件；

一般來說，多半是以「事件驅動」的方式進行：智慧合約程式一旦部署到區塊鏈

上，當合約所設定的事件發生時，就會觸發合約的指定功能開始執行。以線上購

買數位音樂為例，我們可以開發一個交易用的智慧合約，裡面明定好每首數位音

樂的分潤方式，依作曲者、作詞者、製作者與線上購物平台訂好分潤比例；一旦

消費者於線上完成支付手續後，就觸發了轉帳功能，將費用依比例自動分配到相

關人士的帳戶內。 

不過，更進一步的智慧合約運作，其所需輸入之資訊可以是在區塊鏈之外的，

甚至可以說大部分智慧合約好的應用，資訊應該都是來自於外部，這種具權威性

的外部資料源一般稱為 Oracle，如何安全又有效取得外部 Oracle 資料，是很多智

慧合約運行與應用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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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與智慧合約的應用範圍相當廣，各行各業都有可能。它既可以用來改

善既有的業務流程，包含減少人為錯誤、降低成本與提高客戶滿意度；也可以用

來支援發展新的業務模式，例如新型 P2P 業務模式；另外，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 IoT）技術逐漸成熟的趨勢下，Device-to-Device（D2D）的時代已經不遠，

這類應用場景，也是區塊鏈智慧合約可以發揮的地方。 

當然，智慧合約也面臨許多挑戰，例如相關開發工具還不夠完備，周邊配合

的知識預備還不足，安全容易有漏洞，以及法規面的責任歸屬問題等等，需要更

多時間來發揮其潛力。8 

二、區塊鏈技術優化趨勢 

由於區塊鏈系統必須透過全網廣播以及共識過程，來確認交易的正確性，其

效率自然沒有辦法跟中心化管理的系統來比擬，這也造成區塊鏈應用要普及推廣

的一個很大的難點。 

區塊鏈領域有所謂的不可能三角的發展限制，是絕大多數區塊鏈都面臨的共

同問題，也是驅動此一技術領域持續創新的動力方向。不可能三角指的是區塊鏈

系統目前難以兼顧：可規模化（scalability）、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以及安

全性（security）這三個特性。比特幣區塊鏈與以太坊，目前在這個三難困境底下，

都是以去中心化與安全性為優先，所以犧牲了「可規模化」這個特性。但未來在

新技術與演算法不斷優化創新下，此一不可能三角之間的相對代價可能會越來越

小，使得三難困境得到緩解。 

以可規模化這個困境來說，主要是以所謂 TPS（Transactions Per Second）來

衡量。比特幣網路目前 TPS 約為每秒 7 筆交易，以太坊目前約為每秒 20 筆交易，

對比傳統支付網路如 VISA 的 TPS 為每秒 24,000 筆交易來說，是遠遠不及的。也

因此，許多新世代公有鏈團隊都正絞盡腦汁，要透過各種創新來優化這個關鍵的

數字。 

目前區塊鏈正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技術性的優化：一是共識算法，透過對於

達成共識的演算法的優化，來加速帳本一致性達成的速度，由低頻低效向高頻高

效轉變；二是治理方式，從鏈上處理到鏈上鏈下協同，例如 DPoS（Delegated Proof-

Of-Stake）式共識機制，把去中心化精神從實際參與驗證轉移到指定驗證者的權

力，造成運作上提高中心化進而提升效率；三是服務分片（sharding），由全員周

知到範圍通知，透過足夠的安全性的概念來完成驗證工作，不再所有交易都全網

廣播；四是組織架構，從單一鏈條到多鏈組合，讓適當的鏈來執行適當的任務，

再予以跨鏈整合完成服務。 

 
8 陳恭，「智能合約的發展與應用」，財金資訊季刊，No.90，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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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區塊鏈構建之經濟系統 

一、區塊鏈視角下之經濟金融概念 

中本聰所創造的比特幣區塊鏈系統，是人類史上第一個「不可篡改的分散式

帳本」（an immutable distributed ledger）技術的出現，由於帳本的特性隱含其唯一

性，因此後續即簡稱為「分散式帳本」。此一概念對於理解區塊鏈所驅動的經濟世

界運作的本質，至關重要。亦即，第一章所陳述的由比特幣所帶來的區塊鏈技術

等細節，完成了實現一個「分散式帳本」的支撐技術，在此之上所搭建的後續應

用，大多都可以直接使用一個概念上的「分散式帳本」來理解與看待，而不需要

去進入此一支撐技術（區塊鏈）的運作細節。這幾年來，由於比特幣所帶動的區

塊鏈技術以及加密貨幣募資投資熱潮，媒體紛紛對於區塊鏈相關技術細節進行報

導，總是在例如挖礦或是密碼學等技術面像有太多著墨，導致人們常有區塊鏈很

難懂的感想，事實上理解技術問題應該交給技術專家們，區塊鏈的應用想像並不

需要對於技術內涵有多深的理解，只需要對於「分散式帳本」概念有基本的認識

即可，其他的則有賴於對於自己應用領域的知識（domain knowledge）的理解，以

及改造重塑的想像力。9 

那麼，「分散式帳本」概念對於企業的運作，或是經濟體系的運作，又有什麼

影響呢？我們需要先回頭檢視當前傳統的經濟體系在價值傳輸流通方面的做法。 

當前經濟金融體系當中，與價值相關的載體包括但不限於：貨幣（法幣）、票

券、證券、債券與實體資產等等。這些價值載體之所以能夠被各方接受而容易流

通，在貨幣、票券、證券、債券等金融相關資產方面，都是依賴著交易雙方以外

的公正第三方，且通常是政府機構，來維持一個公正可信賴的系統。實體資產則

一般而言有賴於社會普遍的共同認知，例如黃金與鑽石等。 

以法定貨幣而言，是一個國家的運行基礎，由國家信用予以擔保，透過中央

銀行等機構來進行貨幣價格與數量的管理，以維持該國經濟金融與匯率市場的穩

定。以公開發行的股票而言，其價值乘載的發生有賴於政府證券管理機構與相關

公司法規的存在，才能連結公司價值與股票持有人之間的可信關係。其餘金融資

產也都是各有相應之管理機制與法規。以上的資產發行，都可以說是在中心化的

機構所提供的信任體系下完成的，萬一此一中心化的機制失靈，則金融體系將很

容易崩壞，我們在許多開發中國家看過這樣的現象。 

然而，「分散式帳本」概念有助於社會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透過去中心化機

制的導入，與傳統中心化做法搭配互補，更多價值流轉的解決方案將可能大幅提

 
9 例如，我們不需要理解網際網路協定如 TCP/IP 等實際運作的技術內容，就可以基於一個「全球資訊傳

遞零成本的系統」的概念，來想像如何使用網際網路來開拓各種商業應用的可能性。當然，實際的建

置與業務配合調整等，則仍需要技術專家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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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數位經濟的效率。事實上，如果我們重新檢視前述之許多金融資產的內涵，可

以將之拆解到更為原始的狀態。例如，貨幣要能夠運作，其必須滿足三大功能：

交易媒介、記帳單位與價值儲存。債券，基本上就是一種 IOU 的金融請求憑證。

公司股票，則是一種權利憑證。以上種種金融資產的原型，都可以在形式上，透

過「分散式帳本」技術來完成。 

亦即，貨幣的流轉、股權的移轉、債權的移轉等等，在概念形式上，都可以

透過一個不可篹改的帳本來完成。傳統上，中心化的機構透過單一管理者與法規

以及相關運作實務配套，完成一個概念上的不可篹改的帳本。在區塊鏈技術出現

之後，去中心化或是半去中心化的解決方案出現，可以透過完全不同的資訊系統

架構來改造金融與經濟體系的運作。 

一個完全去中心化的世界是不可想像的，中心化運作的世界也不見得就是效

率較差的。前述從貨幣到證券的金融資產的運作，背後都有很深刻的政治經濟學

邏輯，在數百年人類社會的運作下逐漸成形，這不是區塊鏈能夠取代的積累。例

如，法定貨幣與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證券系統與公司治理緊密相連，每一個領

域的技術面運作是配合其制度面來引導的，區塊鏈帶來的分散式帳本技術，是從

運作層次出發，沒有辦法取代掉上層的制度建設與知識。 

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金融相關治理與資訊系統的落後與僵化，遠遠

落後於資訊科技能耐的進步速度。所謂金融科技（fintech）的興起，就是透過技

術的發展與創新思維來推動金融領域的治理與效率，區塊鏈技術也列於其中。 

因此，區塊鏈帶來的可能變革來自於幾個面向：一、政府相關機構可以利用

區塊鏈技術來改造政府在金融、經濟甚至更廣領域的治理問題，政府依然具有中

心化角色，但有許多空間釋出透明度與決策權給民眾或是企業，提高治理品質；

二、企業界擁有了適當的工具可以建構法規允許下的價值流轉體系或是企業聯盟，

提高消費者滿意度與組織或體系之運作效率；三、創業者可以槓桿利用公共區塊

鏈等基礎型設施來更輕易地完成新發展的商務模式等。 

然而，金融領域，出於其對總體經濟穩定與國家安全等之考量，在各個國家

幾乎都是受到高度管制的，而區塊鏈所帶來的分散式帳本技術所實現的商務活動，

非常容易與現行金融法規有所牴觸。因此，推動區塊鏈技術應用的各方參與者，

都必須意識到推動法規的變革可能是區塊鏈應用要更為廣泛的關鍵。也就是說，

推動分散式帳本「技術」的努力，必須配合推動與分散式帳本相適應的「制度安

排」，才能夠成就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 

對於社會來說，數位化科技已經問世數十年，世界持續在數位化方面進步中。

然而，在區塊鏈技術出現之前，網路世界多半只能完成訊息傳遞工作，而無法確

保訊息的可驗證性，自然無法乘載價值轉移的功能。若是區塊鏈技術帶來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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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深化，數位化進程將會更為深入核心，配合其他新興科技如物聯網、人工智

慧與高速網路等等，下世代的數位化將會是真正數位化的開端。 

二、區塊鏈上之資產類別 

由於區塊鏈技術出現，帶來了資產數位化的廣闊空間，但在這其中，仍須從

技術面或是應用面，釐清一些基本的類別差異。首先論及原生性加密資產（coins）

與代幣類加密資產（tokens）的差異，再介紹進一步細分之加密資產分類架構。 

（一）原生性加密資產（coins）與代幣類加密資產（tokens）之別 

Coins 可以說是加密貨幣的最原始形態，因此比特幣即是屬於此類別。Coins

是驅動其原生區塊鏈運作的主要工具，也可以說是給與維持區塊鏈網路運作的礦

工的獎勵與記帳單位。Coins 是其區塊鏈系統治理的一個關鍵，類似於法幣驅動

了一個經濟體的運作一樣。 

最初的加密資產都是屬於這個類別。一開始是比特幣，後來基於比特幣的開

源特性與成功，促使一些後進的加密資產愛好者和技術專家，開始創立自己的加

密資產。在比特幣上線兩年後，Tonal Bitcoin（TBC）誕生，成為了全球第二種加

密資產，亦是錢幣別的第二名成員。 

後續就開啟了所謂山寨幣（Altcoin）的蓬勃發展，Namecoin（NMC）和萊特

幣（Litecoin, LTC）都相繼誕生。以至後來出現的 Peercoin（PPC）、Auroracoin（AUR）

和狗狗幣（Dogecoin, DOGE），其實都是取用了比特幣的開源技術協定，再自行

修訂一些編碼然後推出市場。 

後來，有些開發者另有新思維，不再重覆使用比特幣的開源協定，另外搭建

了全新的原生區塊鏈，包括了前面所談以太坊和以太幣（Ether, ETH）的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除了以太幣外，Ripple XRP、Stella XLM、Waves、NEO、TRON、

EOS 等等都是全新原生區塊鏈的錢幣類別加密資產。 

簡單地說，Coins 就是有專屬自己驅動的區塊鏈系統所原生的幣。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是以區塊鏈所實踐之分散式帳本來記錄的加密資產，或

可稱為代幣類加密資產（tokens）。與 Coins 不同的是，代幣是區塊鏈進一步衍生

的應用功能，是搭建在其他底層技術的原生區塊鏈，例如以太坊、Omni、EOS 等

就可以順利運作和交易。也就是說，代幣是運用了其他區塊鏈所提供的平台功能

來進行發幣與幣的管理，代幣本身的價值並不與底層區塊鏈直接掛鉤，而是要看

其應用面的設計。 

當然，換個角度看，如果其所依賴的原生區塊鏈出現重大問題，這些代幣的

運作也將面臨困境。或是底層架構要是效率較差，則代幣的交易與轉移就會受到

限制。 



21 

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公司和團體都樂於發行代幣，因為在發幣成本極低的

情境下，就可以進行後續的募資工作，對於新創公司（以及企圖不良的詐騙者）

而言，是非常便宜的籌資（行騙）方式。在 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代幣

發行，後續篇幅介紹）的極盛時代，幾乎多數都是代幣形式，而其中又有 9 成以

上都是基於以太坊區塊鏈來發幣的。這也帶動了對於以太坊區塊鏈與以太幣的需

求（支付區塊鏈上相關交易的手續費用等）。 

（二）加密資產分類架構：Token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儘管當前已有數十億甚至百億美元的資金投入到加密資產的市場上來，但隨

處可以見到不僅社會大眾普遍缺乏知識，即使是經驗豐富的投資者，參與區塊鏈

社區的工作者等，對於不同 token 類型的認知也常常有其侷限性。其中最主要的

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套清晰、通用的定義與專門用語。前面，我們已經先就加

密資產與其所在區塊鏈之技術關係，敘述 coins 與 tokens 的區別。但加密資產要

更進一步在現實應用中使用，我們需要超越純粹的區塊鏈運作，採用更廣泛的一

套架構，來分析各種各樣的加密資產。 

Untitled INC 是一個全球性的，以研究分散式經濟與區塊鏈為宗旨的網路組

織，他們在 2018 年提出一個很具參考性的分析架構：Token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TCF。10此一架構是從全球過去許多發行 token 的白皮書內容中所歸

納分析得出的成果，無論是對於創業者、企業家、政府監管者、投資人或是使用

者而言，都能夠藉由此一架構，更進一步了解區塊鏈所驅動的 Token economy 的

內涵。以下我們將重點說明其系統架構內容。 

 
10 “The Token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Untitled INC, 2018. https://medium.com/untitled-inc/the-token-

classification-framework-290b518eaab6 

https://medium.com/untitled-inc/the-token-classification-framework-290b518eaab6
https://medium.com/untitled-inc/the-token-classification-framework-290b518eaa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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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Token 分類架構 

TCF 由五大面向對 token 進行分類：目的（purpose）、用途（utility）、法律地

位（legal status）、底層價值（underlying value）、技術層（technical layer）。以下予

以說明其內涵： 

目的（purpose） 

根據 Token 發行的目的來予以分類，分為以下三種：Cryptocurrencies，是為

了讓使用者在區塊鏈網路上數位傳輸貨幣而生；Network tokens，是為了維持特定

區塊鏈上網路體系的運轉或驅動其成長而生；Investment tokens 是作為投資於某

個實體或資產的權益證明。 

用途（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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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Token 持有者能夠獲得的實用服務來分類，分為以下三種：usage tokens

持有者可以以此使用某特定區塊鏈網路系統提供之服務；work tokens 持有者才有

權參與某特定區塊鏈網路系統的工作；hybrid tokens 則是前述兩種的混合。 

法律地位（legal status） 

此一面向則是根據目前世界主流法律監管架構來予以分類，分為以下三類：

utility tokens 為具有實際使用用途，security tokens 則是代表權益型數位證券，

cryptocurries 則是無法界定者。 

底層價值（underlying value） 

此一面向論及其價值來源，分為三類：asset-backed tokens 是連結現實世界的

資產，network value tokens 的價值則是來自於其所關聯的區塊鏈網路價值，share-

like tokens 則是在法規寬鬆地區可能出現的類似公司股份的 token。 

技術層（technical layer） 

這部份則是從 token 產生的技術層面來分類，分為三類：blockchain-native 

tokens 為特定區塊鏈帳本上原生的 token，non-native protocol tokens 則為依附於其

他底層區塊鏈平台來發行的 tokens（例如知名的以太坊上發行的 ERC-20 tokens），

(d)App tokens 則亦為依附於底層區塊鏈平台上之應用層所發行的 tokens。 

原則上，所有區塊鏈世界的 token 都可以經由這五大面向的特性來加以分類

分析，且這五大面向之間並非是完全獨立無關的，而是常常具有高度關聯性，因

此，Untitled INC 進一步分析許多 tokens 之後，歸納出四種比較常見的 token 類

別，他們稱之為原型（archetypes），如下： 

◼ Cryptocurrency（加密貨幣）：具有價值儲藏及支付功能，非由中心化機

構所發行，可挖礦或預挖礦； 

◼ Tokenized Asset（代幣化資產）：連結現實資產，可以允許微額交易，現

實資產必須由 token 發行者保存因此具有相關風險； 

◼ Tokenized Platform（代幣化平台）：區塊鏈式網路平台，非由特定人所擁

有，價值自由在網路上流通； 

◼ Token-as-a-share（股份型代幣）：在監管尚在調整情況下，具有類似股份

的性質，但具有程式化或智慧合約能耐。 

TCF 對於 token 歸類和定位，提供了完整的參考體系，然而，token 畢竟只是

區塊鏈所驅動的商業或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因此，TCF 報告最後也認為必須

從更廣的面向來思考 token 的作用與性質，畢竟 token 無法獨立於體系之外，它

只是分布式帳本系統中的一個組成要素而已。在整個系統中，token 層扮演著關鍵

的角色，上有治理層，下有技術層，共同建立起加密經濟的生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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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首次代幣發行（ICO）到證券型代幣發行（STO） 

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也稱為區塊鏈眾籌，是使用區塊鏈

的技術來發行加密資產，募集全球投資人的資金，用來進行新創團隊要開發區塊

鏈相關產品或服務之開發費用。投資者多半以比特幣或以太幣進行投資，根據特

定比例換得發行之加密資產。此一加密資產可作為後續使用區塊鏈服務之使用費，

或是做為某種權益證明。 

此一名詞借用證券界的 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即首次公開募股一詞演

變而來。但其性質則截然不同，且 ICO 所換來之加密資產，亦未具有證券所有的

法律地位，這也是造成日後 ICO 式微的主因之一。 

太師幣（Mastercoin）是在 2013 年發行歷史上第一個 ICO。2016 年後，ICO

開始在全球流行，形成 ICO 的生態產業鏈：新創公司（年輕技術團隊，明星級顧

問，撰寫精美的白皮書，宏大的商業想像）、新興區塊鏈媒體、ICO 評等網站、相

關社群平台、私募基金與創投等等，通常會使用以太坊的 ERC-20 規格來發行代

幣，設計多階段的優惠方案，在以太坊上運用智慧合約來進行募資。 

2018 年整年，一共完成 2,284 個 ICO 項目，投資人每天平均有 482 項能夠投

資的 ICO 可以選擇。2017 年這兩項的數字則為 966 與 91 項。但項目數量驚人，

募資成果卻比較不好。2018 年一共募集了 114 億美元，只較 2017 年的 100 億美

元成長 14%而已。11 

 
圖 2. 5  ICO 在 2017-2018 年的變化 11 

 
11來源：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ico-market-2018-vs-2017-trends-capitalization-localization-industries-

success-rate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ico-market-2018-vs-2017-trends-capitalization-localization-industries-success-rate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ico-market-2018-vs-2017-trends-capitalization-localization-industries-success-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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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中可以看到 ICO 的募資高峰落在 2017 年底到 2018 年的上半年。2018

年下半年之後，由於比特幣持續走弱，整體加密資產市場行情也連帶下滑，ICO

漸漸成為過街老鼠，募資能力大不如以往。 

我們可以首先來看看 ICO 成功的原因：(1)ICO 募資成本極低，透過網路快速

的資訊傳播，好的團隊與構想可以迅速得到全世界投資者的關注；(2)ICO 利用區

塊鏈技術，能夠非常快速地收取來自全世界的資金，挹注後續的營運；(3)區塊鏈

相關話題熱度不斷提升，推波助瀾了 ICO 能夠帶來的美好想像；(4)此前加密資產

的漲勢，帶動投機心態全球滋長。 

而 ICO 的失敗幾乎是可以預期的，簡析如下：(1)ICO 所發行的代幣與股權不

同，代幣沒有法律保障，跨境特質也造成就責難度極高；(2)各國對待 ICO 的法規

環境在其熱門之後開始緊縮，造成投資人心生觀望；(3)ICO 所要顛覆的傳統商業

模式都不如白皮書中說的來的容易，前期 ICO 的失敗慢慢影響投資者信心；(4) 

ICO 資金來源快速且迅猛，新創團隊只是完成構想就有人買單，對於公司治理有

不良影響，造成劣幣驅逐良幣；(5)以美國證監會為代表的監管看法持續收緊，認

定趨嚴。 

在 ICO 趨於失敗之後，區塊鏈上募資的技術可行性依然存在，於是開始有人

努力進行其他方面的嘗試，例如下一部分要談的 STO。但也有人認為 ICO 模式即

便退燒，仍會持續存在，因為與以盈利為目的、需要證券監管機構審批的企業 IPO

不同，企業行為有國界、有分紅、有股權，能用現金流、資產實力和盈利模式評

估。然而，在區塊鏈上進行 ICO 可以視為建立全球性社區的行為，很難用現金流、

資產實力和盈利模式評估，這也無需證券監管機構審批，其目的是建立一個無需

法制、高效便捷、輕所有權、重使用權的共識社區。這種觀點與我們前述的代幣

化平台類別是一致的。世界上也仍有某些國家對於 ICO 的法規較為寬鬆，新創團

隊可能會到這類友善國家登記創立。 

因此，證券型代幣發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成為 ICO 轉型的且與

各國法規接軌的新方向。 

美國是證券型代幣的先驅市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 2017 年 7 月

的 The DAO 調查報告中，已經明確表示 SEC 對於個案將使用美國最高法院建立

之判斷標準 Howey Test，來判斷虛擬代幣是否為美國證券法定義之有價證券

（securities）。此外，在各國相繼提出的 ICO 法規裡，都與 Howey Test 大同小異。

一般將 Howey Test 解析為四大判斷要素： 

✓ 金錢的投資 

✓ 投資於特定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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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諾投資人可以預期獲得利益 

✓ 投資人不必付出其他努力 

因此，在 Token 發行時，發行方對 Token 功能的承諾，如果符合上述之 Howey 

Test 的條件，會被視為「證券」並需要「主管機關管理」。 

所以，談 STO 必然涉及法規與監管，目前各國的對 STO 的立法仍處於初步

成形階段，觀察 STO 的合規走向時，都是以美國的走向為主要依據與參考，其各

種監管、豁免與如何操作的辦法，則以美國 SEC 於 2018 年 11 月發布的數位資產

證券發行與交易聲明為準，目前主要許可的是一定人數以下的私募，或投資人為

經過審核的高資產客戶。 

我國 STO 的監管在業者推動與政府單位的研究下，在 2019 年 4 月提出一個

尚未定案的規範草案，該規範以募資金額 3000 萬台幣做為分界，代幣類型分為

「分潤型（參與發行人經營利益分享）」與「債務型（分享固定利息）」。而在發行

流程上，大小額募資案皆採用「單一證券平台」供投資人認購，由平台確認發行

公司符合發行條件，交割結算也都採預收款券與即時總額交割。金管會認為「股

權形式」的證券代幣權利義務結構複雜，涉及公司法等規定，暫時不納入，因此

代幣類型初步先分成上述分潤與債務兩類型。 

在募資規模方面，STO 募資金額 3000 萬台幣以下將參酌美國的「替代交易

系統（Alternative Trading System, ATS）管理辦法，採低度管理，櫃買中心將另訂

管理辦法規範，且不定期查核。STO 募資額達 3000 萬台幣以上者，則必須要是

公開發行公司，不包含上市櫃公司，按照證證交法第 22 條申請、依照《發行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專案規定辦理，其他規範則要視金融監理沙盒結果再

研議。對於此一結果，新創業者多半表示失望，但 STO 要走向體制，就會面臨此

類體制步伐慢，限制多的挑戰。 

從理論上來說，STO 繼承了 Token 發行的優點，帶來了一系列想像：想要交

易美國、乃至全世界的股票，都能像買賣 Token 一般，無需提供個資、網路上申

請個錢包就可以交易，並且在「去中心化交易所」（智慧合約為核心的交易所）幾

分鐘內完成結算；當然 Token 發行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如時區帶來的資訊落差，

私鑰、介面等使用者門檻等。 

不過 STO 儘管確實有這些優點，但主管機關如何管理以及其心態，才是 STO

模式能夠走得長遠的主要關鍵。證券交易法的立法精神，體現在要求「資訊對稱」、

管理「中介平台」、並以「專業守門人」來審核項目以減少詐騙。所以真正的 STO

除要求公開資訊、減少資訊不對稱之外，對於「中介平台」與「專業守門人」的

管理也必然需要調整，甚至得從技術的角度、以智慧合約來進行規範，再者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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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 的交易不受地域限制，也必然考驗跨國間的法律接軌，對於全世界的金融

管理部門都是全新的挑戰。 

2.4 區塊鏈之類別與對應之特性 

劍橋大學 2017 年底發表《Global Blockchain Benchmarking Study》報告，對

於區塊鏈類型進行了分類說明。將導入許可權限的各類區塊鏈（permissioned 

blockchains）與公有鏈對比，據以提出下表所示的各種區塊鏈系統的分類表。此

分類表所採用的第一個維度是開放（open）或是封閉（closed），指的是區塊鏈網

路是否接受任意節點的加入與退出，或是必須經過審查才可以參與。第二個維度

則以權限來區分，包含三種權限，分別是讀取帳本內容（read）、提交新交易（write）

與更動帳本（commit）等。 

表 2. 1  依照許可模式分類之區塊鏈系統12 

 

按照此一分類，可以大致分為表中的四種類型，但我們從比較通俗地公有鏈

與私有鏈這樣較普遍的分類來進一步討論，並加上混合鏈的討論： 

一、非許可制之公有鏈（Public permissionless） 

這類型的區塊鏈即為第一章所描述的最初始的區塊鏈模式，包括比特幣區塊

鏈與以太坊區塊鏈等都是。公有鏈向全世界任何人開放，你只需要要適當的設備，

以及足夠的知識與操作能力，則所有人都可訪問，發送、接收與認證交易。也就

是說能參與帳本共識過程的成員可以是任何人，也因此公有鏈通常被認為是比較

 
12 Garrick Hileman & Michel Rauchs (2017), “Global Blockchain Benchmarking Study”, Centre for Alternative 

Fi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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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去中心化的理想的區塊鏈，其對於不特定人所能產生的信任也就比較強。不

過，目前其缺點包括：分散式治理仰賴共識決，更新迭代速度慢、目前處理交易

的效率不足可能導致企業需求無法滿足等。 

二、許可制之私有鏈（Private permissioned and Consortium） 

許可制區塊鏈大致上被稱為私有鏈（private chains），其特色是節點都是經過

事先核准的，也因此其不需要透過複雜的共識機制來處理大量惡意節點的問題，

處理效率可以大為提高，但節點數量少且受管制，也可以說是犧牲了去中心化的

程度，來提高效能。但其非常適合使用於企業應用的場景，透過鏈外的人為治理，

則仍能發揮區塊鏈的功用。 

私有鏈若非單一組織控制，而是由一群合意成員透過事先協商約定的規則來

管理區塊鏈，則稱為聯盟鏈（consortium），屬於應用較為普及的私有鏈類別，因

此我們將之詳細展開論述。 

聯盟區塊鏈通常與企業使用相關聯，一組公司通過協作來利用區塊鏈技術來

改進業務流程。聯盟區塊鏈的代表性例子包括：Quorum，Hyperledger 和 Corda。 

Quorum 是一套基於以太坊（Ethereum）架構的企業級分散式帳本系統，旨在

為金融業參與者提供支持交易和智慧合約的保密性。在私有鏈的架構下讓交易相

關的節點才能看見交易內容。其採用零知識證明（Zero-Knowledge cryptographic 

proofs, zk-SNARKs）作為隱私保障的機制。而零知識證明透過複雜的數學演算法

機制，讓使用者證明自己擁有數位貨幣，且不需要透露出該筆交易的金額、來源

或是流向。但是，零知識證明所需的時間也相對較長，至少要 15 秒才能完成交

易，這對零售金融所需的高頻交易而言，還不夠快速。因此，這也是其缺陷所在，

但是如果能夠解決每秒交易量的問題，Quorum 確實有機會成為更好的解決方案。 

Hyperledger 是一項開源協作工作，旨在推動跨行業的區塊鏈技術。由 Linux

基金會創建，Hyperledger 的技術目標如下： 

✓ 創建企業級，開源，分散式分類帳架構和程式庫，以支持業務事務。 

✓ 提供由技術和業務治理支持的中立，開放和社區驅動的基礎架構。 

✓ 建立技術社區以開發區塊鏈和共享分類帳應用，現場跟踪和部署。 

Hyperledger Fabric，則是基於 Hyperledger 的一個許可制區塊鏈架構 

（permissioned blockchain infrastructure），由 IBM 帶頭開發。Hyperledger Fabric 則

利用通道（channels）的方式來確保隱私，只有在同一個通道內的節點，才能看到

交易，可以成立雙邊通道（bilateral channels），或是多方通道（multilateral channels）。

但一家銀行可能加入多個通道來進行雙邊交易，此時跨通道的資金挪換就變得麻

煩，也因此成為它的缺陷。仍需要透過中介者的角色，來進行跨通道的資金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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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達成分散式架構的可能性較低。 

Corda 是一個開源的區塊鏈項目，由金融區塊鏈聯盟 R3 所推出，專為企業使

用而設計。Corda 允許公司建立區塊鏈網絡，以促進直接的企業對企業的點對點

交易和智慧合約的保密性。設計用於點對點交易，僅有交易雙方會知道交易細節，

A、B 銀行間的交易 C 銀行並不會知道，甚至連加密後的資料都不會經手到 C 或

其他節點上，因此在隱私性，相較於全網廣播的 Quorum 或 Hyperledger Fabric 來

得安全。同時，Corda 使用比特幣的 UTXO 機制，假設由央行發行數位貨幣，其

上會有央行的簽章，每一筆交易的貨幣都可以追溯到最源頭的發行者：央行，以

此來驗證交易。但缺點就是，隨著交易越來越多，貨幣所帶的資訊會越來越繁複、

笨重，也因此 Corda 適合處理貿易金融、股票或金融衍伸性商品等週期短的交易。 

三、混合鏈（Hybrid chains） 

這類型的區塊鏈則是結合公有鏈與私有鏈兩種區塊鏈類別，來完成其所需要

的目的。現在也有越來越多公司要採取這類型的混合解決方案，折衷利用公有鏈

的信任度以及私有鏈的隱私保護等特性，來進行結合運用。 

就以上區塊鏈類別，我們可以在此比較系統性地整理其類別與對應之區塊鏈

應用特性：公有鏈是區塊鏈最初期的形式，也是最符合去中心化治理且能夠獲得

最廣泛信任的區塊鏈類型，但與此同時有其治理機制與運作效率較差，可能無法

滿足企業運作需求等問題；私有鏈或是聯盟鏈，屬於較適合企業使用的較小範圍

的區塊鏈，藉由企業本身的中心化治理，配合治理的聯盟制度，能夠提高運作效

率，達到足夠程度去中心化的要求。混合鏈則是在不同資料活動上各自採用上述

兩者的一部分，達成解決方案最佳化。 

2.5 關於區塊鏈應用的一些迷思 

自區塊鏈技術問世且漸漸廣受世人認識之後，環繞在區塊鏈周邊的一些看法

常常出現兩極化的極端意見，固然新科技的出現常常伴隨著一個認識的過程，但

是由於區塊鏈的潛在應用所涉及的領域與專業確實可能數量甚多而且性質迥異，

因此其所受到的吹捧與貶抑，也就特別明顯。我們無意在此節討論環繞在區塊鏈

周邊的所有爭議性觀點，但認為有一些基本的看法可以在此整理，將有助於讀者

能夠比較持平地看待這些爭議的各方論點，進而更能理解區塊鏈所可能帶來的改

變。以下我們就區塊鏈是否能帶來信任與安全、區塊鏈所帶來的去中心化概念是

否真的有價值、區塊鏈是否過度消耗能源，以及區塊鏈是否與保護隱私衝突等觀

點，利用引述一些國際上著名人士的觀點或是具體資料，來進一步釐清這些爭議。 

一、區塊鏈是否能帶來信任與安全？ 

這方面的討論非常多，正面觀點就不多提了，反面觀點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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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引述知名密碼學專家，哈佛大學的 Bruce Schneier 研究員在 2019 年初所

發表的一篇文章：「There's No Good Reason to Trust Blockchain Technology」，文章

中指出區塊鏈的作用是將對人與機構的信任轉變為對技術的信任，轉變為對密碼

學、協議、程式、電腦與網路的信任，而且是絕對的信任。但是他認為人類社會

是不可能完全以技術信任來運作的，這樣做會有太高的風險。此外，他也認為私

有鏈幾乎毫無意義，只是徒然具有區塊鏈名目的舊東西。 

Schneier 以其技術專家的身分，對於資訊安全與系統運作有非常深刻的專業

理解，因此其所提出的一些質疑，確實是在設計區塊鏈系統方面需要非常注意的

地方。然而，其對區塊鏈的批評可能是基於一種過度的區塊鏈用處極大化的論調，

人類社會之運作必然永遠存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信任的本質，只是這些信任是否在

不同科技出現後會有形式上與運作上的調整？我們認為是肯定的。我們對於電話

另一頭聲音是來自於家人而非偽造的信任，不全然是來自於信任電話傳輸科技本

身，反而可能大部分是來自於信任其他認可這個系統的專業人士或是你信任的人。

也就是說，未來基於區塊鏈的信任傳遞模式如果能夠成功與普及，其社會信任的

建構方式，很可能是首先來自於專業人士對於區塊鏈系統的技術認證，其次來自

於配合之業務領域專業人士實際使用而認可的信任，最後來自於個權威人類社會

機構與人際網路所擴散的信任。在此圖像之中，並不存在信任完全被技術取代的

問題。 

在這些信任的建構過程之中，「去中心化」可能是從另一個角度可以談論的爭

議焦點了。以下我們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二、區塊鏈所帶來的去中心化概念是否真的有價值？ 

跟區塊鏈常常連在一起的另一個詞是「去中心化」，在 ICO 盛行的年代，由

於過度誇張化許多區塊鏈可以應用的領域，一時之間，原有當前既存的許多商業

領域，都紛紛被冠以「中心化」這樣的名頭，挾區塊鏈技術之名的挑戰者們也絡

繹於途。從現在來看，這些都只不過是募資的話術與過大的夢想，但「去中心化」

這一個特質，仍然值得我們探究。以太坊創辦人 Vitalik Buterin 曾經發表過一篇

談論何謂中心化的文章，值得作為此一議題的重要參考。 

該文指出，所謂「中心化」並非單一層面，可以從以下三個參考面向來判斷：

(1)實體架構層面（architural），主要攸關於實體層面的電腦分布；(2)政治層面

（political），主要攸關於有多少人或組織能夠控制這些實體層面的電腦；(3)邏輯

層面（logical），主要攸關於系統資料結構與連結方式。另外，他也談到去中心化

的三大主要理由或優點包括：容錯性（fault-tolerance）、抗攻擊性（attack-resistance）

以及抗勾結性（collusion-resistance）。 

這裡且不展開談論這些面向與目的性，但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中心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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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去中心化」，都不是單一概念，必須要能夠從不同目的以及不同面向去討論，

配合每一個應用的業務領域特性去談區塊鏈的適用性。例如比特幣的實體架構層

面已經是非常去中心化了，但是其仍飽受中心化之批評在於因挖礦活動的經濟規

模驅動，造成其政治層面的中心化。 

至於這世界是否真的需要「去中心化」？我們認為，這幾年網路巨頭公司如

Google 與 Facebook 等由於越來越大，在全球都遭受到越來越多質疑聲浪。在自

由市場邏輯下，造就的全球網路巨無霸問題，正好彰顯了「去中心化」這類議題

的重要性。至於是否由區塊鏈技術能夠回應此一「去中心化」的需求，就等待時

間來回答了。 

三、區塊鏈是否過度消耗能源？ 

關心環境保護的人士，可能會非常關心所謂區塊鏈是一種高度消耗能源（電

力）的技術的問題。劍橋大學在 2019 年 7 月發表過一篇研究指出比特幣網路確

實十分耗能，全年用電量可能接近一個小型國家的水準，但目前水準而言，其碳

排放等衝擊在全球規模來看，還是相當小的。13不過，事實上，真正消耗能源的

應該是指採用 POW 工作量證明的，以比特幣為主的區塊鏈，這是因為 POW 是

以電腦的計算力來競爭驗證區塊權利的。相對於 POW，另一種共識機制 POS

（Proof of Stack，權益證明）就沒有那麼耗能了。而至於各種私有鏈或聯盟鏈，

在耗能方面，更是幾乎無異於一般的電腦系統，完全沒有特別耗能的問題。我們

在下一章會看到，企業導入區塊鏈時，私有鏈或是聯盟鏈都是比較常被考慮的技

術選項，因此區塊鏈技術的普及化，可能都不會帶來高度耗能的後果。 

四、區塊鏈是否與保護隱私衝突？ 

隨著全球數位活動越來越蓬勃，數位資料的隱私權保護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關

注。近兩年來，無論是有意或無意，Facebook 在濫用或流出使用者個人資料方面，

都造成了其全球使用者的隱私權受到侵害，而引起國際社會廣泛的關注。2018 年

5月25日，歐盟宣布其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生效，號稱史上最嚴格的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就是為了個資保護而產生的。而區

塊鏈式資料庫，強調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公開透明等特性，看似都與 GDPR 這

樣的個人資料保護精神大相逕庭，這也使得 GDPR 實施之後，區塊鏈從業者都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在進一步探討之前，我們應該先釐清一個觀念：帳戶（accounts）與身分

（identities）是兩個概念，數位世界裡本質上只有帳戶，除非你做了 KYC（Know 

Your Customer）把帳戶跟身分做出連結，才能讓身分透過帳戶在數位世界運作。

 
13 數位時代，「比特幣浪費能源並造成氣候變遷？劍橋學者估計每年用電匹敵瑞士全國」，2019.7.5；其

所引述之原始資料來源為 https://www.cbeci.org/。 

https://www.cbec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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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也是一樣，其帳戶等訊息是公開透明的，否則無法成就一個分散式的單一

帳本，至於使用者是現實生活中的誰，那就要看每一個使用區塊鏈的體系是如何

在規範這些事情而定。這也是所謂比特幣具有匿名性卻又是公開透明的基本道理。 

因此，隱私保護也有很多面向，例如，帳戶與身分之間的連結的保護，或是

帳戶活動紀錄的可識別性，抑或是帳戶與其紀錄的可刪除性等等。區塊鏈基於帳

戶概念，其交易記錄是不可刪除的，但交易紀錄是有可能不被識別出來的，例如

已有區塊鏈運用所謂零知識證明的概念，來實現一個可驗證交易但毋須揭露交易

訊息的區塊鏈，這樣就保護了使用者在交易方面的隱私。 

由於歐盟 GDPR 的提出，其所擬定的條文概念，多半仍是基於傳統資料運用

的概念，尚未充分考量區塊鏈這類新興技術所帶來的新概念，因此容易被外界認

為兩者相互衝突。事實上，GDPR 所強調的「跨境傳輸原則禁止」與「被遺忘權」

等，其目的都是要賦予資料主人對於資料如何被使用有更高的掌控權，且不使其

資料任意被經手資料的第三方所散布利用，這其實並不與區塊鏈的特質相衝突，

甚至可以說區塊鏈有機會以更創新的方式來完成這些準則。14 

因此，我們可以說數位時代資料經濟下的隱私保護問題，本身就是一個新興

而充滿挑戰的議題，區塊鏈引入去中心化的思維，其在隱私保護方面要如何達成，

是需要時間與研究去開發的，但我們從更高層的思想目的層次，並未發現這兩者

之間有何本質上的矛盾。能夠兼顧隱私保護且引入區塊鏈技術的資料管理模式，

應該是未來值得期待的發展。 

2.6 小結 

本章主要是探討區塊鏈的本質與特色。由於區塊鏈技術是由於比特幣系統在

2008 年問世之後，才正式成為一套完整的技術，因此要介紹區塊鏈，我們首先從

比特幣創造世界上第一套電子現金系統開始談起。在比特幣之前，已經有許多前

人針對電子現金這個概念提出許多具有洞見的概念或技術，中本聰在這些基礎之

上，進一步提出一個完整的方案，實現了比特幣這個全球去中心化運行的電子貨

幣系統。比特幣所使用的區塊鏈技術，透過組合各種既有的相關技術，實現了一

套不可篡改的分散式帳本，後續許多進一步開發的技術，不見得會採取區塊這樣

的資料格式，甚至不使用鏈條的資料串接模式，因此，廣義的區塊鏈技術，應稱

為分散式帳本技術。此一技術是以密碼學、演算法、加密技術等組合而成，在點

對點網路上，採用分散式共識演算法，解決資料同步問題，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包括：去中心化、安全交易、公開透明以及去信任化等。 

比特幣所帶來的區塊鏈可以說是第一代的區塊鏈，一般公認第二代的區塊鏈，

 
14 數位時代，「區塊鏈與 GDPR：智慧城市的隱私保護與困境」，2018.5.30。 



33 

就是以 Vitalik Buterin 在 2015 年所創建的以太坊為代表。以太坊引入智慧合約的

概念，在比特幣區塊鏈基礎上，賦予了區塊鏈進行邏輯運算的能力，大幅了提升

區塊鏈功能。智慧合約也不是新的概念，但是卻是在區塊鏈提供了可信環境之後，

智慧合約才具備了實踐的基礎。以太坊之後，還有更多區塊鏈的技術研發正在進

行當中，環繞著區塊鏈所謂的不可能三角，包括可規模化、去中心化與安全性等，

持續進行研發，希望能夠盡快實現大規模的商業化應用。 

區塊鏈技術問世之後，對於經濟金融體系在概念上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主要

就是透過其所創造的不可篡改的分散式帳本概念。仔細檢視現代金融體系中，貨

幣、股權與債權等金融資產的移轉，事實上其背後邏輯，就是一套不可篡改的帳

本如何維護的問題。傳統上，金融體系裡各單位透過其中心化維護各自帳本來運

作，但這些運作在概念上同樣可以被資訊化的區塊鏈方案所完成。然而，區塊鏈

所帶來的變革，並不如想像中簡單，因為技術之外，人類經濟社會體系運作的既

有制度，短時間內是難以取代的。然而，隨著技術滲透與知識普及，現在金融體

系仍舊可以利用此一技術，持續改造舊有流程，邁向數位化經濟。區塊鏈系統上

的加密資產，可以分為原生性與代幣，前者為驅動區塊鏈系統自我運行的記帳單

位，後者則為區塊鏈帳本上所記載之記帳單位。在以太坊崛起之後，所謂首次代

幣發行（ICO），全球資金募集的熱潮，但也因為其中許多合規與治理等問題，迅

速在 2018 年後降溫冷卻，其概念漸漸轉向符合監管法規的證券型代幣（STO）轉

變。 

區塊鏈也分為很多類型，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分類，是以資料存取的許

可模式來分類的。簡單來說，區塊鏈系統開放任意人使用的話，稱為公有鏈；若

要通過事先核准才能存取的區塊鏈，稱為私有鏈，如果私有鏈的管理權限是由一

群組織成員所構成，則進一步稱為聯盟鏈。此外，也越來越多結合公有鏈與私有

鏈的混合鏈解決方案。公有鏈的特色是對任意群眾具有較高的信任度，但其處理

運作效率不佳。反之，私有鏈比適合產業和企業內部使用，信任度只在群體內部，

但其處理效率可以提高很多，也成為近來企業使用的偏好方案。 

環繞在區塊鏈週邊，有許多迷思值得我們稍加釐清。首先是關於區塊鏈是否

帶來信任與安全？由於區塊鏈是資訊體系的一環，區塊鏈內部的安全問題較小，

但是區塊鏈與其他系統的連結，甚至是人為作業的銜接介面，都是可能出現安全

疑慮的地方。但這些安全問題有賴於共同的提升，並不是區塊鏈本身的安全問題。

其次是區塊鏈所帶來的去中心化是否有價值？我們認為去中心化這項特質，必須

跟應用場景連結才能考慮，但值得討論的是中心化的概念，其實包括了實體架構

層面、政治管理層面，以及邏輯層面；從這些層面，並配合應用場景去探討才有

意義。第三是關於區塊鏈的消耗能源問題，其實這是針對採用工作量證明的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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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區塊鏈，其他的公有鏈甚至所有的私有鏈，可能都沒有這樣的問題。最後是關

於區塊鏈與隱私保護的衝突問題，由於區塊鏈強調的是公開透明，看似與隱私保

護有一定衝突，但首先我們可以透過帳戶與身份的區別，提供一定的隱私保護。

在技術層面，有一些可以實現交易隱私保護的區塊鏈技術也已經發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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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導入區塊鏈之應用場域與評估準則 

區塊鏈技術在 2016-2017 年左右，漸漸脫離總是與比特幣相連結的討論場域，開

始單獨以一項創新技術的姿態，慢慢被全球金融與商業世界認識、討論與重視。

新技術問世，總是讓各方充滿想像的熱情，認為區塊鏈可以顛覆非常多元的業務

領域，在各行各業點燃改革的火苗，配合漸漸開始熱門的 ICO 募資熱潮中天花亂

墜的白皮書，彷彿區塊鏈將成為改變一切傳統世界規則的神奇法物。然而，隨著

狂潮過去，激情冷卻，試驗失敗等等挫折，現在區塊鏈逐漸遠離大眾視野，卻開

始在企業領域逐步擴散，回歸理性探討一項具有高度潛力的技術發展可能。本章

首先探討區塊鏈應用場域與企業導入趨勢，其次探討企業導入區塊鏈之評估與決

策輔助準則。 

3.1 區塊鏈應用場域與企業導入趨勢 

一、區塊鏈應用場域綜觀 

如前引言所述，早期對於區塊鏈之研究報告，提及區塊鏈可能應用之潛在產

業類別時，往往羅列各式各樣的行業，令人眼花撩亂，卻似乎又很難懂到底區塊

鏈為什麼能夠用到這麼多應用領域，且不同報告提到的領域可能又不完全一致。

事實上，我們認為如果僅僅是由曾經出現過區塊鏈應用的領域來一一列出，是沒

有太大意義的事情。因為區塊鏈技術屬於水平式的泛用型科技，就像是網際網路

科技一樣，幾乎可能滲透到所有的產業應用領域裡去。這並不是說區塊鏈最終一

定會滲透到各行各業去，畢竟區塊鏈只是一種機敏性資料庫設計的新思維，要不

要採用此一思維，不能僅僅從技術觀點來評估，還會有太多其他的配合條件，例

如法規、業務領域數位化程度、業內競爭狀態、創新性設計思維是否存在等等。

比較適當的角度，應該是就業務活動性質層面來看待區塊鏈的應用潛力，用改造

業務流程的觀點，配合前述之分散式帳本的概念，來重新思考未來企業或組織之

數位化轉型。 

國際區塊鏈趨勢專家 Alex Tapscott 對於未來區塊鏈商業模式的八大預測，就

不是從產業別，而是從更具高度的一般性業務活動的基本性質來思考的，值得我

們參考，包括：1 

❖ 區塊鏈協作（Blockchain Cooperatives），創造真正的共享經濟； 

❖ 知識產權創造者（The Rights Creators），把內容變成資產； 

❖ 重新定義中間人（The Re-intermediators）減少佣金； 

 
1 “「殺死」中間人，區塊鏈革命的八種商業模式創造了哪些新商機？”，INSIDE，2018/07/23，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3635-blockchain-new-business-model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3635-blockchain-new-business-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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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塊鏈支援供應鏈（The Blockchain Supply Chain），實時同步數據； 

❖ 模擬真實世界（Animating the Physical world），不同設備完成互聯； 

❖ 平台創建者（The Platform Builders），擺脫對大公司平台的依賴； 

❖ 更多更好的數據（Big, Better Data），奪回用戶的數位資產； 

❖ 新的公共部門（The New Public Sector），改變從政治到社會服務的行事方

式； 

這八大領域，是從區塊鏈的技術特性，配合未來商業模式可能的典範轉移，

來加以論述的。但具體區塊鏈此一「不可篡改的分散式帳本」，經過這幾年的試驗、

擴散、思考與再造，也累積出不少可能造成較大改變的應用領域。這些應用場域

的描述，已較為具體，且可視為具有潛力能夠利用區塊鏈技術做出改變的地方。

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在國際機構中，算是對於區塊

鏈的應用最有研究的機構之一。目前他們在網頁上整理出一個顯示區塊鏈應用領

域的簡圖，我們認為值得在此檢視，以便對於整體區塊鏈可能應用的領域，有一

個完整而相對可靠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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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WEF 網站整理之區塊鏈應用領域類別2 

WEF 對於區塊鏈應用的介紹，是先區分六大構面，再透過六大構面關聯 34

個主要應用場域（不一定是一對一關聯，可能是一場域連結幾個構面）。以下我們

將按照六大構面來羅列各應用場域，如果單一場域關聯多構面，則我們主觀選擇

一條較主要的構面，作為此一場域之分類別，整理如下表： 

  

 
2 Ｗorld Economic Forum, “Strategic Intelligence - Blockchain”, Global Issue, co-curated with: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https://intelligence.weforum.org/topics/a1Gb00000038qmPEAQ 

資料來源：WEF 網站 

https://intelligence.weforum.org/topics/a1Gb00000038qmPEAQ?tab=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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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WEF 網站區塊鏈應用領域類別 

金融產品與服務 治理與法規 

❖ 金融與貨幣系統 

❖ 私募投資 

❖ 機構投資 

❖ 國際移民 

❖ 銀行與資本市場 

❖ 保險與資產管理 

❖ 慈善活動 

❖ 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3 

❖ 司法與法規基礎建設 

❖ 公共財政與社會保護 

❖ 全球治理 

❖ 勞動力與工作 

❖ 教育與技能 

❖ 公司治理 

去中心化資產管理 身份認證與個資管理 

❖ 物聯網 

❖ 創新活動 

❖ 第四次工業革命 

❖ 資訊安全 

❖ 數位經濟與社會 

❖ 網際網路治理 

❖ 公民參與 

❖ 政治腐敗問題 

❖ 全球健康議題 

❖ 數位身份 

❖ 零售、消費品與生活型態 

環境永續 經濟與社會結構 

❖ 循環經濟 

❖ 電力市場 

❖ 氣候變遷 

❖ 環境與自然資源安全 

❖ 價值形成 

❖ 國際貿易與投資 

❖ 永續發展 

❖ 供應鏈與運輸 

❖ 全球性風險 

我們從上表可以觀察到 WEF 對於區塊鏈應用領域的歸納，同時包括特定產

業或專業領域（domain），業務活動性質領域，甚至有一些比較概念性的應用領域。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金融、經濟、社會、環境與公共治理這樣寬廣的大類別，可

以看到物聯網、銀行與資本市場與電力市場這樣特定的產業領域類別，也可以看

到數位身份與資訊安全這樣特定的業務活動類別。這樣的整理彙總，顯示出區塊

鏈的應用潛力既具有特定性，也具有其廣泛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6 大類 34 類別的應用當中，其實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治理（governance），包括個人的、金融領域的，以及經濟社會環境與政治的

各項治理活動。事實上，區塊鏈本身就是一個連結多方的網路工具，其與治理背

 
3 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的概念來自於 90 年代軟體開發的敏捷概念，即透過包括程式設計師、專案

管理者、業務代表、客戶等參與者緊密的溝通與協作，以因應快速變化的需求之執行方法。其核心價值

為跨領域或跨團隊的有效地協調、分工，並以重覆檢視、修正以提升完成任務之時效性。敏捷治理即是

將此概念運用於政策形成、決策，以及政策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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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眾人管理眾人之事」的意涵十分吻合，也因此這一份領域分類才會篩選出

這麼多跟治理有關的領域別。 

二、企業導入區塊鏈之考量與趨勢 

區塊鏈熱潮在 2017 年開始快速攀升，於 2018 年加快擴散，來到 2019 年，

企業經理人們對於區塊鏈的態度、看法與觀察，歷經前兩年的非理性吹捧與盲目

投資風潮之後，現在的調查可能更能夠反應區塊鏈技術對於未來產業長遠發展的

潛在影響。國際知名會計公司 Deloitte 所發布之 2019 Global Blockchain Survey，

調查來自全球 11 個經濟體的高階企業經理人，其母企業年營業額在美國地區者

必須超過 5 億美元，非美國地區則超過 1 億美元。訪談對象都具備對於區塊鏈的

基本知識，並且對於公司未來投資營運計畫有夠的了解。以下我們將重點敘述此

一調查的結果，以便於呈現區塊鏈技術目前在全球企業的未來營運策略中所扮演

的角色，更有助於我們了解區塊鏈導入企業的熱門領域與關鍵議題。4 

此一最新調查發現，企業經理人們對於區塊鏈已經漸漸脫離研究、試驗、學

習的階段，他們開始詢問關於此技術更困難、更實際、更基本的問題，開始由「區

塊鏈是否有用」的詰問轉向「區塊鏈如何為我所用」，反映出區塊鏈技術在企業界

並未退燒，而是更被看重，更為深入探索與使用。金融科技仍是領先區塊鏈技術

應用的領域，但更多領域的企業或組織，如科技、媒體、電信、生命科學和醫療

保健以及政府部門等，2019 年以來都正在擴大其區塊鏈計劃，多樣化發展軌跡明

顯。 

 
4 “Deloitte’s 2019 Global Blockchain Survey”, https://www2.deloitte.com/insights/us/en/topics/understanding-

blockchain-potential/global-blockchain-survey.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insights/us/en/topics/understanding-blockchain-potential/global-blockchain-survey.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insights/us/en/topics/understanding-blockchain-potential/global-blockchain-surv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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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企業對於區塊鏈的重視程度 

調查顯示企業持續強勁投資於區塊鏈技術應用上。未來 12 個月內將在新區

塊鏈項目投資超過 500 萬美元的企業，比 2018 年上升一些，維持在 40%左右。

53%的受訪者表示區塊鏈技術在 2019年位於該企業重視之策略議題前五名之內，

比起去年增加了 10 個百分點。此外，83%的受訪者認為區塊鏈存在具有說服力的

商業應用空間，去年此一數字為 74%，這都顯示受訪者對區塊鏈的整體態度持續

向正面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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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企業經理人對於區塊鏈技術的看法 

在導入區塊鏈的組織障礙方面，前五大障礙都較去年下降或持平，包括首位

的「系統建置與取代問題」、「法規監管問題」、「潛在安全疑慮」、「內部技術能耐」

與「效益不確定性」。這顯示障礙越來越降低，包括企業內部議題以及整體環境方

面都是如此趨勢。第六大障礙則較去年突出，為「敏感性競爭資料揭露疑慮」。這

其實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區塊鏈深化的現象，企業已經開始認真考慮導入，使得企

業必須重新檢視內部資料的管理問題。 

此次調查顯示，受訪者對相對較不關心區塊鏈的一般性看法，而更關注於業

務優勢的變化，例如增加安全性和降低風險（23%），新的商業模式和價值鏈（23%），

以及生產或交付速度更快（17%）。也就是說，相對於技術能耐，企業更關注它可

能破壞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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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  擴大投資區塊鏈解決方案的障礙 

Deloitte 區塊鏈與加密貨幣諮詢顧問 Linda Pawczuk 就認為：「企業經理人們

應該停止詢問單向度的區塊鏈相關問題，而應該試著提問一系列的問題，來反思

區塊鏈能夠在其組織與業務流程中可以扮演何種角色。」例如： 

✓ 區塊鏈驅動之流程能夠如何改變本部門開展業務的方式？ 

✓ 區塊鏈能如何重塑我所在的行業？我們長期目標和戰略是什麼？ 

✓ 區塊鏈是否能創造全新的市場生態系，而我在其中又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 該如何利用區塊鏈特有之開源特質？ 

✓ 區塊鏈為共建新市場帶來了哪些機會？ 

✓ 我關於使用區塊鏈最大盲點何在？ 

關於區塊鏈的許多討論圍繞在該技術複雜性和進入障礙等等。其中最大的進

入障礙之一可能就是加入聯盟（consortia）：加入企業所在產業之水平或垂直生態

系統中的其他同業或上下游所組成的聯盟。通常這類的參與聯盟的決定都蠻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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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畢竟聯盟裡有許多同業競爭者。不過，企業需要轉變思維方式，找出企業自

身與生態系統內成員共同獲得利益的方式，即便那是你的競爭者。但這樣的心態

調整也需要企業內部的溝通與教育。 

聯盟自身的運作也有許多必須進一步思考的關鍵點，這些都會影響企業加入

的意願，例如： 

✓ 聯盟的目標是什麼（例如，擴大營業額或提升效率）？ 

✓ 成員的參與結構與治理模式要如何設計？ 

✓ 資金來源模式為何？ 

✓ 聯盟如何在公平投票、權力輪替或其他安排情境下作出集體決定？ 

✓ 誰擁有智慧財產權（例如協會，成員免版稅授權，公開標準或來源授權）？ 

✓ 聯盟的業務，技術和監管風險因素為何？ 

✓ 該聯盟可以提供哪些產品/服務來激勵其成員？ 

上面所提出的問題面向還可以繼續列下去，這解釋了為什麼聯盟很難形成與

管理，即使看起來組成聯盟似乎符合每個成員的利益。因此，今年關於聯盟的調

查結果顯示與去年類似的結果：聯盟並不像許可制私有區塊鏈這樣的模型受到關

注。 

 

圖 3. 5  企業對於參與區塊鏈聯盟的預期好處 



44 

不過，這並不代表區塊鏈聯盟不是未來的主流。絕大多數（92%）的受訪者

表示他們若非已經屬於一個聯盟，否則就是計劃在未來 12 個月內加入一個聯盟。

透過參與產業聯盟，可以確定獲得節省成本，加速學習和風險分擔等等好處。所

以，儘管要運作一個區塊鏈聯盟很複雜，但預計聯盟鏈型式的企業聯盟，將繼續

在較大型的區塊鏈生態系統中持續存在與發展。 

 

圖 3. 6  企業區塊鏈解決方案的類別 

在企業決定採用的區塊鏈類別方面，我們看到調查結果顯示私有鏈、許可制

區塊鏈以及公有鏈方案都有公司採用。多鏈整合的方案也受到歡迎。聯盟鏈雖然

僅有 29%表示會採用，但如前面所討論，這部分的解決方案也會在未來持續成長

的。 

企業在應用區塊鏈的最新相關業務類別領域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元應用

場景，包括以下： 

✓ 4 成以上：資料驗證，資料存取/分享 

✓ 3-4 成：身分識別保護，支付，數位貨幣，追蹤與溯源，認證，使用智慧

財產權 

✓ 2-3 成：紀錄對照，資產轉移，利潤分享，資產擔保代幣，股票代幣化，

資產代幣化 

✓ 1-2 成：時間戳記，資金保管 



45 

 

圖 3. 7  企業採用區塊鏈的業務別領域 

由以上的業務別活動來看，區塊鏈在企業應用，主要是跟資料處理、支付與

資產、權益的代表等面向。在數位化時代，資料的處理與保存甚至分享等，都與

企業運作緊密相關，而資產處理當然也是企業運作的核心重點。由此可以看到區

塊鏈深入企業經營的核心，事關重大，因此導入區塊鏈也需要小心謹慎。 

3.2 企業導入區塊鏈之評估與決策輔助準則 

在區塊鏈知識與概念日益普及之下，企業導入區塊鏈，也慢慢地從想法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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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進入概念驗證，再慢慢地轉變成為解決方案的選擇。當然，不可諱言，區塊

鏈的應用還是多半在投資與試驗階段為多，真正成熟且帶來明確穩定效益的案例

還不多見。但如前一節的調查所顯示的，目前還是朝向正面的發展方向。 

那麼企業是否應該導入區塊鏈，可能就成為各領域許多企業要開始反思的問

題。前面一節我們也看到企業若欲導入區塊鏈，勢必會對於企業核心業務與關鍵

流程造成很大衝擊，這也有賴於高層的決心與對組織的宣示。因此，此一決定會

是企業營運的重大調整，需要慎重以對。 

目前各界也提出許多企業是否需要導入區塊鏈的準則，但其性質與範圍各異，

因此，我們選擇了一些認為較可供參考的評估或決策輔助準則，予以分類後略作

介紹，除了供企業導入之參考之外，這些評估的內容，其實也對於我們更進一步

了解區塊鏈導入的關鍵因素之所在。 

在開始介紹之前，我們必須提醒，在一個組織內導入區塊鏈，跟導入一項創

新性的數位科技，具有類似的概念，都必須從技術、人員與組織的三角結構來思

考其互動影響；5或許區塊鏈技術之導入比起其他技術對於人員與組織的影響更深

刻，要求更高，但其基本的精神是類似的。這方面我們就不多加贅述，下面是特

別針對區塊鏈特性的各種面向的評估原則參考。 

一、概念性的整體評估 

這部份我們將先介紹一個評估區塊鏈導入前之環境數位成熟度的方法，再介

紹幾個針對區塊鏈本身特性的事前概念性評估方法。 

首先，無論是企業或任何組織，在其欲導入區塊鏈來解決其業務痛點之前，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先檢視衡量自己組織內部的數位化成熟度（digital maturity）

如何，才能對於導入區塊鏈解決方案是否適當有更好的評估依據。畢竟，區塊鏈

只是數位系統設計觀念的一環，如果數位化成熟度還不足，很難想像能夠順利導

入區塊鏈來有效推動變革。我們認為可以參考瑞典數位創新中心（Swedish Center 

for Digital Innovation）所開發的「公共領域數位化成熟度評估系統（DiMiOS）」

評估方法。6 

這套 DiMiOS 所謂的數位化成熟度主要分為兩個層面來評估，分別是數位能

耐（digital capability）與數位積累（digital heritage）。 

數位能耐是從效率（efficiency）、創新（innivation）、均衡（balancing）等三

個面向來進行評估，包括專案與檔案的管理、資訊安全與隱私、開放數據、創新

 
5 Holotiuk & Moormann (2018), “Organizational Adop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the Cas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6 IThome，「想成功擁抱區塊鏈得先衡量自己的數位成熟度，瑞典政府有方法能讓企業自評」，

2019.03.29,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9678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9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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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使用者體驗、收支管理、優先順序的劃分等，都是評分依據。數位積累則

是從此一組織過往之數位化歷程，來評估未來引入區塊鏈技術時可能遇到阻礙或

額外開發負擔，主要從組織（organization）、用戶（users）、科技（technology）等

三面向來評量，包括組織的綜合能力與工作環境、用戶滿意度與聲譽、基礎 IT 建

設和技術債（technical debt）7等。 

在此不介紹 DiMiOS 具體評估之方法，但我們從其關切的面向可以約略得知

企業組織在導入區塊鏈前對於自身數位成熟度的檢視應該關注在數位能耐或是

數位積累的哪些主要面向，數位化準備不足的企業，對於區塊鏈的導入，自然需

要更多審慎的考量。 

在針對區塊鏈導入的初步概念性評估方面，我們首先介紹創投專家 William 

Mougayar 所提出的 ATOMIC 口號，其內容很簡單，就是六項與區塊鏈相關的事

項，如果企業確實需要處理與這些相關的業務，才需要考慮是否採用區塊鏈： 

❖ A，Assets，資產。 

❖ T，Trust，信任。 

❖ O，Ownership，所有權。 

❖ M，Money，數位錢財。 

❖ I，Identity，身分識別。 

❖ C，Contracts，自動化合約。 

也就是說，如果初步評估導入時，沒有看到這方面的需求，則可能不用考慮

導入區塊鏈。此一口號很簡單地提出區塊鏈擅長處理的業務領域，適合對於區塊

鏈了解較少的企業作為初步評估思考之用。但也由於簡化，可能是十分適合比較

複雜的場景評估。 

第二個概念性評估原則，我們要介紹歐盟區塊鏈觀察小組在 2019 年 3 月所

發布之研究報告–《區塊鏈的可擴展性、互通性與永續性》中所提出的，在打造成

功的區塊鏈項目時的「四個必須」： 

1. 對於要達成的目標，必須要有清晰的願景。 

2. 對於使用區塊鏈技術必須要有明確的理由。 

3. 必須要有非常好的治理機制。 

4. 區塊鏈上的節點必須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並且努力維持區塊鏈的效能。 

 
7 技術債，是軟體開發工程中的一個比喻。意指開發人員為了提高軟體開發速度，而在該採取最佳方案

時妥協，改用能夠短期加快速度的解決方案，從而給未來帶來潛在之額外開發負擔。此類之技術選擇，

雖然馬上可以得到好處，但必須在未來付出額外的時間修復之前的妥協所造成的問題及副作用，或是全

盤進行重新作業等，因而有此一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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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也指出，與公有鏈相比，只需滿足特定用戶和針對特定場景的許可制區

塊鏈在應用上更為靈活。而許可制區塊鏈在設計的時候較公有區塊鏈自由，更能

提升性能與安全，應該會是比較早落地應用的區塊鏈類型。前面對於企業導入的

趨勢分析，似乎也印證了這一個觀點。 

第三個概念性評估原則，是由知名國際諮詢顧問公司 McKinsey 提出，其認

為區塊鏈技術還在發展的初期階段，是否能跨越新技術生命週期的下一階段還不

是非常明確，因此，他們建議企業採取謹慎為上的態度，因此提出最低要求的三

個條件，滿足這三個條件後，才有必要來加以考慮：8 

1. 必須找出明確要解決的問題：除非存在有效的問題或痛點，否則區塊鏈可

能不是一個實際的解決方案。此外，它必須是最簡單的解決方案才行。公

司必須誠實地評估他們的風險承受能力，知識準備水準和潛在好處。 

2. 必須有明確的商業應用與和設定之投資回報率：公司必須按照其市場地位

來支持其投資邏輯，並得到董事會和員工們的支持，而不必擔心遭到其他

公司併吞。公司應該認真地評估自身塑造生態系統的能力，建立標準和解

決監管障礙的能力，所有這些都將形塑其策略方法。區塊鏈的價值來自其

網路效應，因此大多數利益相關者必須保持一致。必須有一個治理協議，

涵蓋參與、所有權、維護辦法、法規遵循和資料標準。財務安排必須事先

商定，以確保為後續運作有足夠的資金。 

3. 公司必須同意授權並堅持導入的規劃。一旦選定了應用領域，公司就必須

評估其達成之能力。充足的資金和技術支持至關重要。如果能通過這些障

礙，下一階段是啟動設計流程並蒐集包括核心區塊鏈平台和硬體在內的影

響因素。然後，必須設定績效目標（交易量和效率）。同時，公司應該建

立必要的組織架構，包括工作組和通信協議，以便充分支持開發，配置，

整合，生產和營銷（以大規模推動採用）。 

我們從 McKinsey 的三原則中可以再次驗證導入區塊鏈是對於企業組織運作

很重要的策略決策。且其所牽涉的領域除了組織內部的跨領域之外，更要考慮與

外界的關係，例如發展生態系的能力以及解決監管障礙的能力等等。我們在此可

以看到 McKinsey 對於導入區塊鏈的態度是非常謹慎保守的，例如，畢竟很少有

公司能夠對於「解決監管障礙」這樣的工作抱持很強大的信心。 

二、較關注資料層面的技術性評估 

區塊鏈本質上還是處理資料的分散式資料庫，因此從資料處理的觀點是很能

夠抓住是否此一場景適合導入區塊鏈的角度。以下我們分享幾個涵蓋資料操作層

 
8 Blockchain’s Occam problem, 2019/01,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financial-services/our-

insights/blockchains-occam-problem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financial-services/our-insights/blockchains-occam-problem?cid=soc-app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financial-services/our-insights/blockchains-occam-problem?cid=soc-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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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評估準則。 

首先是一個簡化的區塊鏈決策準則，這是由 DHL 在探討區塊鏈應用於後勤

運輸領域時所運用的簡單準則，9其只包含6道問題，只要有一個問題答案是「否」，

則就需要重新評估導入區塊鏈，問題包括： 

❖ 是否需要一套共享的共同資料庫？ 

❖ 是否有多個利害相關方？ 

❖ 是否參與各方會有利害衝突情況或是相互不信任的情形？ 

❖ 針對這些利害相關方的治理方式是否有所不同？ 

❖ 是否需要一套客觀而無法更改的資料紀錄檔？ 

❖ 每次資料紀錄背後的處理原則是否很少更動？ 

這六道問題如果都很確定回答「是」，則代表區塊鏈可以派上用處的機會大

增。我們可以看到，資料與治理，就是區塊鏈的兩大核心內容，在此一準則內充

分顯露。 

其次，我們更進一步引述電腦科學家 Karl Wüst 與 Arthur Gervais 的文章所提

出之流程圖來提供各企業懂得業務流程的資訊專家們，一個簡單評估是否需要導

入區塊鏈的方式：10 

 
圖 3. 8  企業導入區塊鏈資料層面評估 

 
9 DHL Trend Research, 2018, “Blockchain in Logistics” 
10 Karl Wüst Arthur Gervais , 2017, “Do you need a Blockchain?”, https://eprint.iacr.org/2017/375.pdf 

https://eprint.iacr.org/2017/3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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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流程詢問關於此一資料庫是否有多單位寫入資料的需求，是否能夠利用

可信第三方（TTP）服務，是否能完全信任需要執行寫入資料的單位，是否資料

需要被公開檢視等等問題，將企業的資料庫需求指引向不需要區塊鏈、需要公有

鏈方案、需要公開許可制區塊鏈以及需要私有鏈等方案。我們再次看到區塊鏈的

使用場景基本上是多單位參與且信任度不足，又無法依賴第三方的情境。 

最後，我們分享一個涵蓋業務層面與資料處理層面的評估準則這是由我國財

經領域知名的臺灣網路認證公司策略長杜宏毅博士所提出區塊鏈導入的評估原

則，其選取首字母而成為「ABCDEFG」法則。11在區塊鏈考量之前，杜宏毅認為

應該先考慮一般性非僅適用於區塊鏈的商業法則來思考是否導入一項新技術，這

些原因不只適合用來判斷區塊鏈的應用，其實在其他產業的應用上也可以類推： 

◼ 換掉舊系統的誘因：舊系統帶給使用者足夠大的痛苦。 

◼ 開發新系統的動力：新系統具有足夠大的商業價值，帶來足夠大的商機。 

◼ 整個業界制定了新的標準或規範：所有廠商都必須遵循，可能是被迫或

自願，無論原本使用舊系統或新系統都必須置換。 

如果考慮這些原因後，認為可以考慮區塊鏈系統，則他認為進一步可以運用

「ABCDEFG」法則來評估： 

◼ A (Application)：是什麼應用或領域？面臨什麼問題必須解決？有那些參

與者？這個應用或領域的作業流程是否適合區塊鏈？ 

◼ BC (Block Chain)：這個應用或領域的那些資料需要被 Block Chain？為

什麼這些資料需要被 Block Chain？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 D (Distributed)：想要用分散式拓樸解決什麼問題？為什麼分散式拓樸可

以解決這個問題？如何使用分散式拓樸解決這個問題？ 

◼ E (Effective/Efficient/Economical)：使用區塊鏈是否使系統更具效能？更

有效率？更節省資源？與現有的那一種技術做比較？ 

◼ FG (Final Goal)：回顧一下當初討論的應用是什麼？想要解決的問題是

什麼？為什麼最後決定使用區塊鏈？這麼做只是追求熱門還是不得已？ 

我們可以看到此一評估原則整合了業務層面與資料處理層面的問題，適合做

為一般性的區塊鏈導入的評估準則。 

三、國際航運業採用區塊鏈之案例說明 

導入區塊鏈的評估必須由企業或組織來實際考量，但我們在此可以利用一個

比較成功的區塊鏈應用案例，航運業，以我們想像的答案來示範企業考量導入時

 
11 杜宏毅與宋倬榮，2018，「區塊鏈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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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估過程。由於前述有許多性質各異的評估方式，我們擇要選取一些比較關鍵

且可以回答的問題，作為我們假設中的評估準則問題。 

（一）場景與痛點 

全球化與科技進步，帶來了世界上最先進的交易網路、龐大且快速的船舶、

大量機器人操作裝卸貨的港口，以及大量的電腦資料庫 24 小時追蹤貨物。但是，

我們很難想像的是，當前全球貨運貿易的日常操作，仍需依賴數以百萬張的紙本

文件來有效運行。導入區塊鏈解決方案是否能夠解決這大量實體文件使用的情況，

並大幅提高處理效率，節省成本？ 

（二）評估準則問題 

1. 航運業內是否有多個互不信任、存在利害衝突且治理結構大不相同的參與

者？ 

回答：是。全世界有數十家航運公司以及數千家相關延伸企業，包括出口

之製造商、銀行、保險公司、經紀公司和港口海關當局等等，各式各樣性質各

異的企業或組織參與了國際航運的日常運作，卻因為要完成航運任務而彼此相

連，這其中的業務競爭很非常激烈，相關利益非常龐大。 

2. 是否需要一套客觀共享而無法更改的共同資料庫？ 

回答：是。現代航運流程是一項非常複雜的作業程序，當貨主預訂船上的

貨櫃空間時，貨運訂單就開始成立，進入系統內之流程初階段，貨物進入或離

開港口前，需要填寫、驗證並批准大量文件。這些文件目的都是為了在不停換

手的相關幾十個不同的代理機構、銀行、海關局和其他實體之間，確認貨物狀

態不被任意更動。 

3. 允許寫入資料庫的各方是否知道身分？值得信任？資料庫是否需要讓不特

定之第三方查閱？ 

回答：是，知道身分；否，不是都值得信任；否，不需要。參與航運的各

個公司都是必須確認過身分的，但即便如此，無法信任所有能參與的公司都不

會從事破壞。此外，航運資料庫僅僅是為了便利於所有參與航運運作的組織機

構，不需要開放給其他不相關人士查閱。因此，應採用許可制的聯盟鏈來實踐

此一區塊鏈系統。 

（三）結論 

以上簡單示範了導入區塊鏈的評估性準則可能的場景情形。根據 WEF 報導，

利用區塊鏈改善通訊和邊界管理，可望產生額外 1 兆美元的全球貿易。我們也看

到 IBM 與航運巨頭 Maersk 合作建立全球區塊鏈供應鏈平台 TradeLense，利用聯

盟式區塊鏈整合船運資料，來提高貨品來源和流向透明度。此外，全球第三大海

運公司法國達飛海運集團（CMA CGM）旗下的美國總統輪船（APL），與酒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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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時安海斯布希英博集團（Anheuser-Busch InBev）、埃森哲（Accenture），以及一

家歐洲海關組織和其他公司也聯合表示已經開始測試區塊鏈平台。 

3.3 小結 

本章探討了導入區塊鏈之應用場域與評估準則。在應用場域方面，區塊鏈技

術屬於水平式的泛用型科技，原則上是可能滲透到所有的產業應用領域裡去，我

們認為比較適當的角度，應該是就業務活動性質層面來看待區塊鏈的應用潛力。

WEF 對於區塊鏈應用領域的歸納，同時包括特定產業或專業領域（domain），業

務活動性質領域，甚至有一些比較概念性的應用領域，其六大構面包括金融產品

與服務、治理與法規、去中心化資產管理、身份認證與個資管理、環境永續，以

及經濟與社會結構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6 大類 34 類別的應用當中，一個非

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治理（governance），包括個人的、金融領域的，以及經濟社會

環境與政治的各項治理活動。另一個可以觀察區塊鏈應用趨勢的角度，是企業的

態度與採用情況，我們整理知名顧問公司Deloitte所發布之 2019 Global Blockchain 

Survey，其調查來自全球 11 個經濟體的高階企業經理人，可以發現以下的重點趨

勢：重視度持續提升，企業開始關注區塊鏈是否能提升內部資料運用與流程改造

問題，私有鏈型式仍受高度重視但較困難的聯盟鏈也仍在考慮中，應用場景主要

在資料驗證或存取以及身分驗證方面。 

至於企業導入區塊鏈該如何評估呢？概念性的整體評估方面，我們介紹了瑞

典 DiMiOS 評估數位成熟度的方式，William Mougayar 所提出的簡易 ATOMIC 原

則評估，歐盟區塊鏈觀察小組的「四個必須」以及 McKinsey 的三個條件等。在

資料層面的技術性評估方面，我們也介紹了幾個評估方式，基本上就是針對是否

需要一套共享的共同資料庫、是否有多個利害相關方、各方是否互不信任、是否

存在可信第三方、資料寫入規則是否常常變動等問題來考量。最後，以一個假想

中的國際航運業採用區塊鏈之案例來說明評估的過程。 



53 

第四章 區塊鏈導入於製造業及供應鏈之應用場域 

在 5G 和 AI 的基礎下，工業 4.0 結合區塊鏈技術發揮資料經濟的本質將產業推向

第四次工業革命 4IR（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4IR）。第四次工業革命硬體、軟體和

服務合為一體，運用個人帳本成就 Web 3.0 服務，企業協作達成 Society 的願景，

供需共創落實 C2B 逆商業新零售模式。製造與金流、物流和資訊流合而為一，與

創新服務共振、將朝著動態網格生態系演化與全面的創新應用。如何運用在供應

鏈上 9 萬億美金的流動資金的供應鏈金融將是創新應用與創新生態系的第一步。

我國身為國際村的一員，必須隨著國際潮流共舞以善用這個典範移轉的機會。 

本章以第四次工業革命 4IR 的來臨，說明區塊鏈於其中之重要性。然而因製造業

和供應鏈之範疇龐大，本章蒐集許多目前區塊鏈發展趨勢以供讀者參考，並以數

位製造、物流與生產履歷、供應鏈管理與供需協作、供應鏈金融與數位資產等方

向，探討國內外於製造業及供應鏈的區塊鏈應用實例，並進而介紹我國區塊鏈聯

盟及產業成形趨勢。而在介紹趨勢後，為讓讀者可更清楚了解實務內容，僅以「我

國生鮮農產品及食品供應鏈應用」1及「全球貨櫃船運區塊鏈平台應用」2說明區塊

鏈實務案例內容。最後針對我國於製造業及供應鏈應用區塊鏈提出推動策略建議。 

4.1 區塊鏈於製造業及供應鏈之應用趨勢 

當今產業歷經 1769 年瓦特發明蒸汽機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及 19 世紀末由

電力引發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及 1970 年由電腦和自動化起始的第三次工業革

命3（3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3IR）。3IR 除了運用 IT 與機器人使產線可以大量自

動化外，彈性製造系統4（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FMS）也是 3IR 的重要特

色，可使工廠在維持相同的稼動率下，消費者可以享用如快時尚5等較多樣性的服

務。 

 
1 本案例由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產業發展中心丁川翊副研究員整理提供 
2 本案例由台灣 IBM 徐文暉技術長提供資料，中技社黃玠然副研究員整理 
3 http://epaper.gotop.com.tw/PDFSample/AEN003900.pdf 
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88%E6%80%A7%E8%A3%BD%E9%80%A0%E7%B3%BB%E7%

B5%B1 
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AB%E6%97%B6%E5%B0%9A 

http://epaper.gotop.com.tw/PDFSample/AEN003900.pd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88%E6%80%A7%E8%A3%BD%E9%80%A0%E7%B3%BB%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88%E6%80%A7%E8%A3%BD%E9%80%A0%E7%B3%BB%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AB%E6%97%B6%E5%B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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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工業革命的演化6 

德國政府在 2013 年提出工業 4.07（Industry 4.0）的計畫，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和網宇實體系統8（Cyber-Physical System, CPS），從原料開始、將

整個製造流程（含製造方法）數位化，透過數據匯流，綜整不同機台的資訊之後，

運用大數據（Big Data）以及人工智慧的技術，提供主動偵測生產機台的障礙、人

機協同作業、甚至在設計前就可以運用數位模擬技術進行虛擬製造9（Virtual 

Manufacturing），以減少設計和製造的成本和時間，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多樣性。日

本經濟產業省將從 2019 年度開始分階段導入以人工智慧來取代現有化學物質實

驗與審查10就是數位製造最好的案例之一。 

 
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5%9B%9B%E6%AC%A1%E5%B7%A5%E6%A5%AD%E9

%9D%A9%E5%91%BD 
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4.0 
8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5%AE%87%E5%AF%A6%E9%AB%94%E7%B3%BB%E7%

B5%B1 
9 http://www.automateshow.com/filesDownload.cfm?dl=VanEvery-VirtualManufacturingSolutions.pdf  
10 http://technews.tw/2017/02/06/a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5%9B%9B%E6%AC%A1%E5%B7%A5%E6%A5%AD%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5%9B%9B%E6%AC%A1%E5%B7%A5%E6%A5%AD%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4.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5%AE%87%E5%AF%A6%E9%AB%94%E7%B3%BB%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5%AE%87%E5%AF%A6%E9%AB%94%E7%B3%BB%E7%B5%B1
http://www.automateshow.com/filesDownload.cfm?dl=VanEvery-VirtualManufacturingSolutions.pdf
http://technews.tw/2017/02/06/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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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工業 4.0 價值鏈（Value Chain）11 

以產品的趨勢來看，由於 IT 和數據分析科技的進步，產品、服務、生命週期

管理（Life Cycle Mangement）甚至產品演化（Life Cycle DevOps）已融合為一體。

以聲控經濟為例，智慧音箱的生態系已不再是樹狀結構，而是網格（Mesh）的結

構。穿戴式裝置日新月異，根據 2019 年 7 月的智慧手錶市場預測12，到 2025 年

就有 310 億美金的產值，年複合成長率達 16.2%。智慧手錶可以有生理量測、老

人走失、與手機連結等功能，橫跨醫療、保全和服務等產業領域。因為各個生態

系彼此牽連，所以未來裝置服務化跟生態系網格化（Mesh）及動態化（Dynamic）

是必然的趨勢。此外，產品的定義與生態系的結構必須隨潮流演化，而且產品硬

體、軟體和服務的界線不再清楚的劃分。所以在本文的所謂「製造業」不是單指

智慧工廠，也包含服務業、甚至「供需共創」。市調公司 Gartner 在 2018 年清楚

的指出數位無國界，未來的供應鏈是朝智慧數位網格（Intelligent Digital Mesh）

發展，以連結消費者、終端、內容、服務和企業13。 

從顧客的商業模式來看，全球已逐漸脫離大量製造，經由快時尚和小眾市場

（Coarse Grain/Niche Market）、逐漸往個人化或微眾市場（Fine Grain Market）邁

進。個人化 C2B 的新零售（New Retail）141516的更是目前產業追尋的目標。以台

 
11 http://4rvaesbr.com.br/aes/wp-content/uploads/RB-Industry-40-and-opportunities.pdf 
12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19/07/02/1877307/0/en/Global-Smartwatch-Market-to-

Garner-31-07-Billion-by-2025-at-16-2-CAGR-New-Study-of-AMR.html 
13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10-strategic-technology-trends-for-2019/ 
14 https://medium.com/@weilihmen/%E9%80%86%E5%95%86%E6%A5%AD%E6%99%82%E4%BB%A3-

%E6%96%B0%E9%9B%B6%E5%94%AE-%E4%B8%8A%E7%AF%87-o2o-b252ff796fef 
15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6%B0%E9%9B%B6%E5%94%AE  
1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96%B0%E9%9B%B6%E5%94%AE  

 

http://4rvaesbr.com.br/aes/wp-content/uploads/RB-Industry-40-and-opportunities.pdf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19/07/02/1877307/0/en/Global-Smartwatch-Market-to-Garner-31-07-Billion-by-2025-at-16-2-CAGR-New-Study-of-AMR.html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19/07/02/1877307/0/en/Global-Smartwatch-Market-to-Garner-31-07-Billion-by-2025-at-16-2-CAGR-New-Study-of-AMR.html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10-strategic-technology-trends-for-2019/
https://medium.com/@weilihmen/%E9%80%86%E5%95%86%E6%A5%AD%E6%99%82%E4%BB%A3-%E6%96%B0%E9%9B%B6%E5%94%AE-%E4%B8%8A%E7%AF%87-o2o-b252ff796fef
https://medium.com/@weilihmen/%E9%80%86%E5%95%86%E6%A5%AD%E6%99%82%E4%BB%A3-%E6%96%B0%E9%9B%B6%E5%94%AE-%E4%B8%8A%E7%AF%87-o2o-b252ff796fef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6%B0%E9%9B%B6%E5%94%AE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96%B0%E9%9B%B6%E5%94%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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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豪印刷雲端列印為例，其專做少量多樣訂單，所以工廠的機台亦大多自行設

計委託大廠生產。因為是新藍海，個人化的工廠生產設備的研發有相當高的門檻，

所以建豪公司員工由草創的 5 人增長到 2018 年的 700 人；2018 年底九合一大選

的文宣，全台有一半都由建豪包辦，員工可以拿到 26 個月獎金17。工業 4.0 的數

位製造相當適合少量多樣的商業模式，但新製造是為了成就新零售而建立的。新

製造，不但在工具機、產線及排程有很高的挑戰、在生態系協作、在物流的管理

亦然。 

 
圖 4. 3  C2B/新零售產業發展18 

個人的日誌與區塊鏈的帳本（Ledger）別無二致。越完整的個人帳本透過 AI

學習，才能越有效、越精準的提供 Web 3.0 個人化服務。越多異業帳本的的結合，

越能產生有效的產出創新應用，翻轉生態系的變革。生態系協作也是未來的供應

鏈發展的重要方向。聲控經濟19是近年最熱門的議題，也是將來產業的趨勢。我

們可以透過 Amazon Alexa 說「Alexa，幫我訂炒飯，今天有什麼特價口味？」來

訂購炒飯，非常方便。隱含在聲控經濟背後就是企業協作和服務串聯（Service 

Chaining）。 

 
17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106/1349488.htm 
18 資料來源：2018 科專首長會議簡報，資策會楊仁達 
19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page.aspx?id=34476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106/1349488.htm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magazine/Article_page.aspx?id=34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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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3D 列印的成熟，美國郵局 USPS 已在美國的轉運中心設立了數十個 3D 

列印中心20，以利「供需共創」的為眾市場的發展。以客製化眼鏡為例，名設計師

可以提供眼鏡設計、小設計師可客製化名設計師的設計、使用者可以針對自己的

需求成為創客（Maker），推出微眾市場的品牌。智財的保護及共享正是區塊鏈的

的強項之一21。以新能源的供應鏈為例，家家戶戶都可能是工廠和消費者，所以

在需量反應的電力負載管理就是供需共創，商業模式和誘因的設計會相對的龐大

和複雜。目前已有騰訊微眾銀行22、海爾冰箱我設計23等這種用戶參與設計的微眾

時代深層的客製化服務24。 

眾所周知，5G 和 AI 是未來產業發展的基石。而 5G 和 AI 深度應用正是資料

經濟25（Data Economy）的產業的濫觴。5G 及其物聯網蒐集資料，而 AI 分析資

料進而優化系統。但完整訓練資料（帳本）的呈現，卻是發揮 AI 效能的關鍵，區

塊鏈就是目前儲存帳本最好的基礎建設。 

我們常聽到資料如石油，會有很大的經濟效益。然資料經濟還在起始階段，

方興未艾。目前的資料經濟的應用仍停留在特定的垂直領域，因為要成就跨域的

資料經濟必須滿足下列的條件： 

⚫ 不能有資料霸主：誰有資料，誰控制資料，誰是霸主。有資料霸主，生態

系就不能資料共用，所以去中心化是成就數位經濟的啟動器（enabler） 

⚫ 不可被篡改性，是在這娑婆生態系資料分享的重要基石 

⚫ 親疏有別，擁有者可自我調適的資料揭露與授權以及允許資料加值，才

能將資料變成石油 

⚫ 資料價值與交易：創新技術、應用和商模都在跨領域整合，所以資料市

集是進入資料經濟不可或缺的技術和基礎建設，也成就資料即是石油。 

⚫ 資料驅動及其商模：如何成就資料交易利益分配商業模式以及推動資料

驅動（Data Driven）應用的平臺是關鍵 

⚫ 監管性：虛實連結、資料經濟運用的商業行為就必須有合理的監管機制 

目前最能滿足去中心化、不可被篡改性和可調適揭露的技術就是區塊鏈。在

區塊鏈的框架下，資料的累積與透明化產生了新興應用（Innovative Application），

 
20 https://www.theupsstore.com/print/3d-printing/locations 
21 https://www.bernstein.io/ 
22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1337/internet-companies-shake-the-banking-industry-the-case-of-tencent-

webank 
23 http://people.com.cn/BIG5/channel3/23/20001117/317096.html 
24 https://kknews.cc/zh-tw/tech/rz3y9yn.html 
2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ta_economy  

https://www.theupsstore.com/print/3d-printing/locations
https://www.bernstein.io/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1337/internet-companies-shake-the-banking-industry-the-case-of-tencent-webank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1337/internet-companies-shake-the-banking-industry-the-case-of-tencent-webank
http://people.com.cn/BIG5/channel3/23/20001117/317096.html
https://kknews.cc/zh-tw/tech/rz3y9yn.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ta_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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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26可加速企業的協作，數位資產（Digital Asset）27更

可將如 IPR、產品特性、生產技術等「資產」價值化，而代幣（Token）28除了代

表某種程度的金流外也是商業模式的設計，與智慧合約偕同維繫生態系的利益分

配。 

結合工業 4.0 和個人化的 Web 3.029以及生態系協作的 Society 5.030將是第四

次工業革命（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4IR）的架構和願景。與工業 4.0 不同，4IR

結合新零售（個人化）、去中心化可信任的資料、強調生態系的自動化協作，將製

造、金流、物流、資訊流、數位資產、商模和監管結合再一起。第四次工業革命

4IR31將會結合 5G、AI、Blockchain, Robotics、IoT、自動駕駛汽車、3D 列印以及

奈米科技等技術，落實資料分享（Data Sharing） 成就智慧產業（Smart Industry），

是「企業數位轉型」（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重要方向。 

4IR 可提高「生產力」和必須支援「即時經濟」（Real-time Economy）32。以

4IR 全數位化的本質，全然掌握材料、模組、機台、製造程式的特性，所以製造

良率必然提高。而生態系全協作，企業間合作緊密結合，所以稼動率也必然提高。

這生產力的提高對於氣候變遷的今日意義重大。而掌握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供需帳

本，需求預測的精準度也必然大幅提高。在 5G、AI 和 Blockchain 技術不斷進步

之下，支援即時經濟也變得可能。即時經濟影響層面廣大，如金融或其他高頻率

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等，等其精準度可能低於秒甚至毫秒（millisecond）。

大陸的盒馬鮮生33或京東的 7Fresh34在電商賣生鮮，坪效比無限大，對即時供需掌

握度是成功的關鍵。美國的傢俱電商 Wayfair 打敗了亞馬遜和宜家，其中 Wayfair

傢俱運送時間只需一周，僅是對手的一半為其關鍵因素。 

資料經濟市場廣大，歐盟資料市場預估在 2020 年即高達 774 億歐元。相對的

5G-related Network Infrastructure 在 2022 年僅有 260 億美元，是我們不能忽略的

市場。而 Blockchain 咸認為是資料經濟的基礎建設。所以富比世在 2018 年 11 月

說35第四次工業革命是架構在 AI 和 Blockchain 之上，而 5G 正是 4IR 的傳輸網路
36，藉這 5G 高頻寬（eMBB）、大連結（mMTC）甚至低延遲（URLLC）的功能

 
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mart_contract 
2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asset 
28 https://en.bitcoinwiki.org/wiki/Token 
29 https://hackernoon.com/web-3-0-will-be-powered-by-blockchain-technology-stack-626ce3f828c7  
30 https://www8.cao.go.jp/cstp/english/society5_0/index.html 
31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5%9B%9B%E6%AC%A1%E5%B7%A5%E6%A5%AD%E9

%9D%A9%E5%91%BD 
3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al-time_economy  
33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1077-freshhema 
34 https://cn.technode.com/post/2018-01-16/7fresh/ 
35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rrynpollock/2018/11/30/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built-on-blockchain-

and-advanced-with-ai/#3de19a674242 
36 https://apb-news.com/5g-is-the-backbone-of-4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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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8.cao.go.jp/cstp/english/society5_0/index.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5%9B%9B%E6%AC%A1%E5%B7%A5%E6%A5%AD%E9%9D%A9%E5%9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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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數百億個物聯網終端裝置，提供給 4IR 充足的資料。 

 
圖 4. 4  資料經濟的市場價值 

基於數位製造的工業 4.037，4IR 運用 5G 物聯網蒐集資料，以區塊鏈儲存帳

本，再使用 AI 與大數據分析資料，以利回饋控制。這種閉迴路控制（closed loop 

control）有別於過去沒有優化的開迴路控制（open loop control）38將把 4IR 領到

前所未有的境界。在未來的數位轉型的應用中必需運用 5G、AI 和區塊鏈，缺一

不可。4IR 將會是一個「巨大」的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甚至引領我們到赫

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39，不能不注

意。 

4.2 國內外於製造業及供應鏈的區塊鏈應用實例 

工業 4.0 是從材料到製程的完全數位化，運用 5G 連結所有的機台蒐集機台

Sensor 所有的資料，在透過人工智慧或大數據分析，以強化智慧工廠的生產力、

縮短產品的開發與製造時間。在製程的數位化及機台的智慧化，更能使智慧工廠

靈活化以支援微眾市場。此靈活化的智慧工廠加上有效的生態系協作更支援即時

經濟。然智慧工廠的製造帳本的交換，使上中下游製造協作變為快速，除了精進

製程外，對整個生態系的時間、品質管理，以及產品服務產品週期服務如召回等，

都有極大的助益。所以資料共用、生態系自動協作的技術與資料經濟的商業模式，

是 4IR 生態系整合的技術核心。由於生態系的全協作與金流和監管息息相關，所

 
37 , 
3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trol_theory 
39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9%BA%97%E6%96%B0%E4%B8%96%E7%95%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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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資產的數位化以及其監管機關的協作亦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靈魂。 

如前所言，成就資料經濟需有(1)去中心化、(2)不可篡改性、(3)可自我調適的

資訊揭露、(4)資料的價值與交換、(5)資料驅動及其商模的 Framework 與(6)與監

管單位的連結。在資料經濟的框架下、運用人工智慧，在這互不信任的娑婆世界

裡，創造一個可以被信任、可以被商業化的生態網格。這徹底演化過去實體經濟，

打造全產業的 Cyber Physical Industry, Society and Cluture。當然這個勇敢的新世界

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演化，不過全球產業已經啟動、已有先期的成果，我們

應勇敢的追尋創建這個不受箍制（Unbounded）的新世界。 

源自於 1982 年 Lesile Lamport 的拜占庭理論40，區塊鏈41運用分散式系統達

成資料的一致性（不可被篡改性）。區塊鏈系統相當強健，只有在短暫的時間更改

50%以上的分散資訊，才能破解區塊鏈資料的一致性。搭配可調適的資料揭露機

制在加上去中心化的特性，區塊鏈更有去資料霸主的優勢。搭配智慧合約機制，

區塊鏈亦是資料驅動應用的框架。在中國大陸42及美國43大力推動區塊鏈監管機制

的影響下，目前區塊鏈監管上升至全球各國的戰略思維44。在以上區塊鏈技術和

政策的演化下，區塊鏈咸認為是進入資料經濟最重要的技術。目前開源技術是區

塊鏈平臺技術的主流，較知名的有 IBM 的 Hyperledger45、Enterprise Ethereum 

Alliance（EEA）所支持的 Ethereum46，輕量級適合物聯網的 IOTA47，在金融領域

常用的 CORDA 48以及 Quorum 49，特別強調交易帳本的 Openchain 50，以及

Hyperledger Sawtooth, Hyperledger Fabric, Hyperledger Iroha, Stellar, NEO, EOS, 

Hedera, Hashgraph, MultiChain, Ripple, Credits, Elements 等。各個平臺各有其優缺

點和應用領域。但目前區塊鏈的執行速度（Transaction Per Second, TPLS）、延遲

時間（Latency）、耗能（Power Consumption）以及性價比（Cost Performance）等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所以目前全球產業都從建構高價值的應用如追蹤珍貴藥物
51以及願景高的應用如 Fintech52等起始。值得一提的是雖然 Lesile Lamport 的拜占

庭理論相當強健，但計算速度和駭客技術（e.g. DDos, Sybil attack）突飛猛進的今

 
4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yzantine_fault 
4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ockchain 
42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013/china-government-regulations-on-blockchain-startups 
43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829274431551.htm 
44 https://www.blocktempo.com/taiwan-crypto-blockchain-regulation-remain-uncertain/ 
45 https://101blockchains.com/hyperledger-blockchain/ 
4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thereum 
4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OTA_（%E5%8A%A0%E5%AF%86%E8%B2%A8%E5%B9%A3） 
4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3_（company）#Corda 
49 https://github.com/jpmorganchase/quorum/wiki/Quorum-Overview 
50 https://www.openchain.org/ , 
51 https://chronicled.com/  
52 https://golden.com/wiki/R3_（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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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51%區塊鏈攻擊及 Smart Contract-based 等攻擊仍是大家的隱憂5354。2018 年

中國大陸區塊鏈產業白皮書就談到 quantum-resistant 及量子金鑰分發（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QKD）強化區塊鏈的安全5556。 

表 4. 1  區塊鏈效能評比57 

 華為鏈 騰訊鏈 迅雷鏈 以太坊 EOS NEO 

運營註冊地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美國 美國 新加坡 

支持ICO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輸送量（TPS） 萬級 萬級 百萬級 20 百萬級 1000 

交易速度 秒級 秒級 秒級 14秒 3秒 15-20秒 

共識演算法 
SOLO 、

FBFT 

改 進 的

PBFT 

優 化 的

PBFT 

POS+PO

W 
DPOS DBFT 

傳統的供應鏈管理都是運用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電子數據交換）
58傳送發票、訂單等業務資料。EDI 是利用 Internet 傳送，運用在海關、銀行、保

險、運輸、法律、稅務、統計、旅遊、零售、醫療、製造業等諸多領域，並合乎

（Compliance）聯合國報文標準（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essage, UNSM）的信

息。相對於傳真或 Email、EDI 直接連結到 SCM（Supply Chain Management，供

應鏈管理）、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業資源計劃）等，不須人工重

新輸入。EDI 雖然有其便利性，但對於第四次工業革命有其相對不足之處如自動

協作。所以目前擬以區塊鏈取代 EDI，成為新一代產業協作的標準59。區塊鏈挾

其在支援數位經濟的獨特性，對製造業、零售業、物流業、服務業，在食衣住行

育樂、金融、公共治理甚至政府事務都有很大的助益。富比世在 2018 年的評論60

就指出以區塊鏈建構的「透明和信任的供應鏈」是下世代供需體系的基石。在傳

統供需體系有協作企業進度難以追蹤、多重利益相關者的衝突危機、反應速度慢、

合規等議題，所以商業爭端的和解曠世費時。引進區塊鏈，追蹤與互信就不是難

事，也就是說利益相關者的衝突機會可大量降低。而以區塊鏈日益精進的延遲時

間和執行速度，支援大規模的即時經濟也是指日可待。 

從近期來看，5G、AI 和區塊鏈所支撐的 4IR 創新應用有產品追蹤、合約管

理、數位元威脅、交易金融、物流倉儲管理、資料市集、資產管理、品質管理、

交易付款、合規合法、資料分享、勞務採購、交易推廣、價格透明、邊緣計算、

 
53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1/51-attack.asp 
54 https://blogs.arubanetworks.com/solutions/10-blockchain-and-new-age-security-attacks-you-should-know/ 
55 https://www.lijiaocn.com/%E6%96%B9%E6%B3%95/2018/05/21/blockchain-china-whitepaper.html 
56 https://hackernoon.com/quantum-computing-can-blockchain-be-hacked-19c2ec7bac85  
57http://www.sh-zhonghuan.com/static/upload/file/20181126/1543227105928778.pdf 
5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lectronic_data_interchange  
59 https://www.hpe.com/us/en/insights/articles/can-blockchain-replace-edi-in-supply-chain-1811.html  
60 https://www.forbes.com/sites/louiscolumbus/2018/10/28/how-blockchain-can-improve-manufacturing-in-

2019/#73d308a95d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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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保固、召回管理及碳交易等。這些應用的複雜度和布建時間如下圖。 

 
圖 4. 5  區塊鏈在供應鏈管理的應用61 

在以下小節，我們從(1)數位製造、(2)物流與生產履歷、(3)供應鏈管理與供需

協作、(4)供應鏈金融與數位資產，探討國內外於製造業及供應鏈的基於區塊鏈應

用實例及未來展望。唯篇幅限制，案例僅能百中擇一，未能盡述。此外，目前是

區塊鏈及數位經濟的起始期，中長期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應用場景請參閱 4.1 節。 

一、數位製造 

工業 4.0 或智慧製造，除了發展高靈活性的智慧機台及機器人、並結這些工

具機成為高度自動化的產線或工廠外，其蒐集和運用數位資料發展數位製造

 
61 資料來源：CAPGEMINI RESEARCH INSTITUTE, DOES BLOCKCHAIN HOLD THE KEY TO A NEW 

AGE OF SUPPLY CHAIN TRANSPARENCY AND TRUST? OC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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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Manufacturing）62成就如預測性維護（Predictive Maintainance）63的認知

製造（Cognitive Manufacturing）64。國際大廠早在數年前就已經有採用認知製造

的工廠，所以 Cognitive Manufacturing 是一個不算非常新的製造技術。數年前筆

者參觀美國的底特律的汽車公司時，發現其早已運用數位資訊做虛擬製造，其在

設計時就運用零組件數位資料模擬新型汽車的生產流程。數年前，汽車公司的引

擎工廠基本上是無人化，在技術上可以關燈作業。而當檢測出產品發現問題時、

就知道那個機台出問題。這種預測性維護基本上是蒐集機台的製造帳本加上 AI

或大數據分析即可達成。而把預測性維護在往上延伸，結合機台的數位資訊（稼

動率、維修紀錄、震動…等），加上引進數位化的「老師傅的經驗」（e.g. Learning 

by Example65），即產生了數位製造的數位孿生（Digital Twin）66，進而研發為數

位工人（Digital Worker）67 以減少停工、節省人力、增加生產力、跟提升客製化。 

沿著「數位線程」（Digital Thread）的思路6869，可協助公司管理設計、建模、生

產、使用狀態監控等。在 Digital Thread 的流程中，區塊鏈提供安全而且合乎商業

思維的資料交換。這些機台帳本如能在供需生態系交換，可使原料商、機台商、

製造商共振協作，演化下一代的原料、機台和製程，成為數位製造的 DevOps 或

life cycle management。CBInsights 認為未來工廠的情境如下圖，不但工廠智慧化

自動化，且是 On-Demand 的去中心化的的協作製造70。GE 公司也提出運用區塊

鏈在 Distributed Manufacturing 的願景71。IBM 和 SAP 佈局區塊鏈在其製造解決

方案內。日本 DMG Mori and Mitsubishi Electric 也導入區塊鏈在智慧工廠內72，

FANUC 更將區塊鏈運用在未來工廠的 On-demand Decentralized Manufacturing, 

Quality Assurance, Resource Tracking 等73 。 

在增加生產力方面，包括 SAP74在內，很多基於區塊鏈的數位孿生的技術和

產品正在發展中75。基於區塊鏈的預測性維護76也是重點之一：未來智慧工廠機台

感測器的資料將會存在區塊鏈上成為製造帳本。ChronoBank 運用區塊鏈打造

 
6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manufacturing 
6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edictive_maintenance 
64 https://www.ibm.com/blogs/internet-of-things/manufacturing-industry-4-0/ 
65 https://dl.acm.org/citation.cfm?id=2767731 
6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twin 
6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labor 
68https://www.industryweek.com/systems-integration/demystifying-digital-thread-and-digital-twin-concepts 
6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thread  
70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future-factory-manufacturing-tech-trends/  
71 https://www.ge.com/digita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_assets/MAN-087-Blockchain-for-Manufacturing-

The-Next-Wave-to-Secure-Digital-Business.pdf 
72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Business-trends/Japan-s-top-robot-makers-link-platforms-for-smart-factories 
73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future-factory-manufacturing-tech-trends/ 
74 https://news.sap.com/2017/05/sapphire-now-digital-twin-blockchain/ 
75 https://www.challenge.org/insights/blockchain-and-digital-twin/  
76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how-will-blockchain-make-predictive-analytics-accessible-d256d543081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manufactur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edictive_maintenance
https://www.ibm.com/blogs/internet-of-things/manufacturing-industry-4-0/
https://dl.acm.org/citation.cfm?id=276773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tw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labor
https://www.industryweek.com/systems-integration/demystifying-digital-thread-and-digital-twin-concep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thread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future-factory-manufacturing-tech-trends/
https://www.ge.com/digita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_assets/MAN-087-Blockchain-for-Manufacturing-The-Next-Wave-to-Secure-Digital-Business.pdf
https://www.ge.com/digital/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_assets/MAN-087-Blockchain-for-Manufacturing-The-Next-Wave-to-Secure-Digital-Business.pdf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Business-trends/Japan-s-top-robot-makers-link-platforms-for-smart-factories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future-factory-manufacturing-tech-trends/
https://news.sap.com/2017/05/sapphire-now-digital-twin-blockchain/
https://www.challenge.org/insights/blockchain-and-digital-twin/
https://towardsdatascience.com/how-will-blockchain-make-predictive-analytics-accessible-d256d54308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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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Worker 方案，使之能與遠方工作者如 Freelancer 互動77。Digital Twin/Digital 

Worker 是研發和製造帳本的帳本結晶，在未來的智慧工廠（尤其是產品服務化的

場景）十分重要78。 

 
圖 4. 6  CBInsights 未來工廠的情境79 

由於製造體系有上中下游的關係，但原材料的數位規格及製造技術的分享，

有其保密性、不可篡改性和價值性，故區塊鏈在數位製造就有其當然性。西門子

運用區塊鏈在智財保護和產品生命週期管理上80。超過一百家的日本製造大企業

也在 2019 年 6 月運用區塊鏈分享機敏資訊如產品的規格特性等81，預計在 2020 

Q2 可以完成所有的資料交換布建。這個計畫是由日本工業價值鏈聯盟 IVI

（Industrial Valuechain Initiative）所監管的，其會員有 Toyota,Nissan, Toshiba, Fuji, 

Denso, Fujitsu, Hitachi,Kawasaki,KYOCERA,Mazda, Mitsubishi, NEC, Oki, 

Panasonic, Sony, Yamaha 等大公司、數十家日本的中小企業及學研單位，甚至還

 
77 https://www.badcredit.org/news/chronobank-is-a-blockchain-based-digital-labor-platform/ 
78 https://www.digitalistmag.com/iot/2018/11/14/digital-twins-enabling-next-gen-manufacturing-06193361 
79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future-factory-manufacturing-tech-trends/ 
80 https://www.plm.automation.siemens.com/global/en/our-story/glossary/blockchain/53648 
81 https://medium.com/@CryptoBrowser/japanese-manufacturers-join-forces-in-a-blockchain-based-production-

data-platform-be592968b5c7 

https://www.badcredit.org/news/chronobank-is-a-blockchain-based-digital-labor-platform/
https://www.digitalistmag.com/iot/2018/11/14/digital-twins-enabling-next-gen-manufacturing-06193361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future-factory-manufacturing-tech-trends/
https://www.plm.automation.siemens.com/global/en/our-story/glossary/blockchain/53648
https://medium.com/@CryptoBrowser/japanese-manufacturers-join-forces-in-a-blockchain-based-production-data-platform-be592968b5c7
https://medium.com/@CryptoBrowser/japanese-manufacturers-join-forces-in-a-blockchain-based-production-data-platform-be592968b5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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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德國的西門子、美國的 HP、中國大陸的華為、我國的台達82。 

 
圖 4. 7  日本 IVI 會員83 

中國大陸在 2016 年起開始積極將區塊鏈應用在工業製造上。天心天思採用

區塊鏈技術對原有的「智慧工廠整體解決方案」重新進行設計和實施，以工業互

聯網為基礎，以生產過程運作管控為核心，以資料應用支撐管理為方向，加強生

產管控業務的智慧化、數位化、精益化的規劃設計，構建企業智慧製造體系84。中

航太科工集團與西門子合作，打造雲製造智慧工廠樣板間85。DIPNET86嘗試應用

在數位化共享工廠上，透過雲鏈混合，充分考慮技術可行性、資料安全性及成本

可控性，為企業提供不同的多方協同模式。工廠間多方協同最大的難點在於資訊

的安全，所以 IPNET 提供了不同安全等級的區塊鏈加密服務，對工廠間的重要資

料進行無仲介傳遞，保障各重要生產資料的加密安全。相對於代工，共享工廠再

利用工廠部分閒置的生產設備87。對以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代工生產）為主的我國，Shareing Manufacturing 或 Manufacturing as a Sevice 的商

 
82 https://iv-i.org/wp/en/about-us/memberlist/ 
83 https://iv-i.org/wp/en/about-us/memberlist/ 
84 http://www.elecfans.com/blockchain/1040578.html 
85 http://rhd361.com/special/news?id=a1be72e9f7174f728b33da5d063f89ad 
86 https://www.jinse.com/blockchain/233237.html  
87 https://kknews.cc/zh-tw/home/jk62bbq.html 

https://iv-i.org/wp/en/about-us/memberlist/
https://iv-i.org/wp/en/about-us/memberlist/
http://www.elecfans.com/blockchain/1040578.html
http://rhd361.com/special/news?id=a1be72e9f7174f728b33da5d063f89ad
https://www.jinse.com/blockchain/233237.html
https://kknews.cc/zh-tw/home/jk62bb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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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是值得關注的。VisionX88則透過跨行業的表面缺陷檢測影像識別資料庫，並採

用 Dataonomy 分類演算法持續發掘相關資料，完善通用人工智慧解決方案；通過

一站式快速部署，準確率達 95%以上，比競爭對手平均節省約 30%的成本。VisionX

的解決方法是建立由區塊鏈驅動的生態系統，以激勵多行業的參與；工業客戶可

貢獻資料集，由 VisionX 進行認證。VisionX 對行業資料進行排序、清理、註釋，

構建工業 X 基礎資料集、工業 X 基礎 AI 解決方案，並且可以針對特定客戶定製

化人工智慧解決方案。通過客戶資料可將通用方案準確率提高至 99.97%；同時，

去中心化的雲邊融合智慧計算架構，支援雲端大型深度神經網路的訓練和客戶邊

緣端的快速反覆運算。根據記錄在區塊鏈上的資料集貢獻，使用者獲得代幣獎勵

+利潤分紅。獎勵 VNX 代幣來激勵資料、解決方案和服務的貢獻者；AI 解決方

案銷售產生的利潤將分紅給資料貢獻者（15%）、解決方案及資料集構建者（65%）

和 VisionX 基金會（20%）。VisionX 基金會將把 20%的利潤分紅用以銷毀代幣，

最高至流通量的 50%。VisionX 像是 AOI as a Service 和 Data Marketplace 的混合

商模。 

 
圖 4. 8  服裝供應鏈資料市集平台89 

 
88 http://www.visionx.org/  
89 http://www.dip.network/statics/images/dipnet/tpyrced_ch.pdf  

http://www.visionx.org/
http://www.dip.network/statics/images/dipnet/tpyrced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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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工業區塊鏈（DIPNET）去中心化電商平臺90 

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工業網際網路三年行動計劃」明確將區塊

鏈的應用作為著力突破的核心技術標準91。江蘇經信智慧製造研究院所發布了「區

塊鏈—工業 4.0 新架構平臺白皮書」92。區塊鏈行業領導廠商嘉楠捷思與智慧製造

領域領先企業嘉益仕（Litins）達成合作，展開智慧工廠建設，通過 IT 與 OT 深

度融合，深化協同製造管控模式，優化企業製造運營管理（MOM）模式，低成本

管理93。海爾衣聯網平臺基於海爾物聯產品和服務，如洗衣機、衣物護理櫃、試衣

鏡等以及智慧店鋪和洗護工廠等服務，通過物聯設備以及可識別的穿戴標籤，將

識別的資料寫入區塊鏈，使衣聯網為之區塊鏈化94。海爾的做法是將硬體、軟體

和服務合而為一，但並未涉足創造新的生態系。 

著名的智庫 CBInsight 在其 2018 年的一篇「Indstrial of the Future」文章談到

未來工業的五大趨勢包含(1)電腦視覺、(2)生物+3D 列印、(3)從組裝線（Assembly 

Line）到模組線（Modular Line）、(4)CyberSecurity 和(5)EDGE+ Identity of Things；

其中也強調「Decentralized factory networks collaborating」的重要性。Deloitte 的

「智慧製造大解讀」寫得相當好，也強調與區塊鏈的連結，值得參考95。 

 
90 http://www.dip.network/statics/images/dipnet/tpyrced_ch.pdf  
91 https://kknews.cc/tech/5bjbkk3.html 
92 http://www.d1net.com/blockchain/industry/543746.html 
93 http://www.litins.com/infodetail.asp?i=217&s=44&u=4.56491708755493E+23 
94 https://img.jinse.com/2149386.pdf  
95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tw/Documents/manufacturing/tw-2018-smart-mfg-report-

TC.pdf  

http://www.dip.network/statics/images/dipnet/tpyrced_ch.pdf
https://kknews.cc/tech/5bjbkk3.html
http://www.d1net.com/blockchain/industry/543746.html
http://www.litins.com/infodetail.asp?i=217&s=44&u=4.56491708755493E+23
https://img.jinse.com/2149386.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tw/Documents/manufacturing/tw-2018-smart-mfg-report-TC.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tw/Documents/manufacturing/tw-2018-smart-mfg-report-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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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未來工業的新創公司96 

智慧工廠是端到端的聯網製造，不但在工廠機台都聯網，工具機的排程也是

從工廠的 MES 下載、工具機的韌體也可能根據需要在網上予以更換、此外也與

供應體系協作也經過 SCM、ERP 和 MES 傳遞生產資訊。因為連網製造，因為靈

活製造，所以 Cybercecurity 是智慧工廠的重大議題，網路攻擊如 DDoS、病毒攻

擊如 Malware、機台保護如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網路保護如無線干擾、以

及生產履歷資料保護等都是重要議題。區塊鏈在智慧工廠的資安議題有其所長。

如生產履歷的資料，機台的 configuration 或韌體都可以存在區塊鏈上予以保護。

如果運用區塊鏈保護工具機韌體，台積電產線中毒大當機97，損失 52 億元的慘事

就不會再發生了。供應鏈企業協作的資安威脅也可以大大降低98。所以我國 DIGI+

引用數位時代論述，認為「區塊鏈加速實現工業 4.0，供應鏈、資安成為切入點」
99。CPO 雜誌認為區塊鏈是未來防毒科技的技術100。而因為區塊鏈的不可被篡改

 
96 https://www.ge.com/ventures/sites/default/files/content_type_file/2018-

07/GEV%20Industrial%20of%20the%20Future_0.pdf  
97 https://www.ithome.com.tw/article/125106  
98 https://www.infosys.com/Oracle/white-papers/Documents/integrating-blockchain-erp.pdf  
99https://www.digi.ey.gov.tw/News_Content.aspx?n=0A9FCBFE358FBE72&sms=C5D097AE49AFEE4C&s=03

81F28341126CA4  
100 https://www.cpomagazine.com/cyber-security/blockchain-is-the-future-of-antivirus/  

https://www.ge.com/ventures/sites/default/files/content_type_file/2018-07/GEV%20Industrial%20of%20the%20Future_0.pdf
https://www.ge.com/ventures/sites/default/files/content_type_file/2018-07/GEV%20Industrial%20of%20the%20Future_0.pdf
https://www.ithome.com.tw/article/125106
https://www.infosys.com/Oracle/white-papers/Documents/integrating-blockchain-erp.pdf
https://www.digi.ey.gov.tw/News_Content.aspx?n=0A9FCBFE358FBE72&sms=C5D097AE49AFEE4C&s=0381F28341126CA4
https://www.digi.ey.gov.tw/News_Content.aspx?n=0A9FCBFE358FBE72&sms=C5D097AE49AFEE4C&s=0381F28341126CA4
https://www.cpomagazine.com/cyber-security/blockchain-is-the-future-of-anti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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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所以也是抑制惡意軟體 Malware 的技術之一。目前已有 OpenAVN101、

PolySwarm102、BlockAV103等基於區塊鏈的防毒軟體公司。 

二、物流與生產履歷 

物流的進步是成就今天 Amazon 和淘寶網打敗傳統零售業，翻轉商業模式最

重要的關鍵之一。直到 2018 年，阿里巴巴還再投資菜鳥物流千億人民幣104，建構

智慧物流。菜鳥物流的國家級智慧物流骨幹網，其目標為在大陸打造一個 24 小

時的貨運必達的網路，實現 5%以下的物流成本；其次是一帶一路的電子世界貿

易平臺（eWTP）在全球範圍內實現 72 小時到達。除了無人倉、無人機、無人車

研發為基礎，主打全自動倉儲外，菜鳥物流已經啟用區塊鏈技術提供物流追蹤、

上傳的物流全鏈路信息，供消費者查詢驗證105。 

如果物流資訊掌握越即時越精準，物流的優化就可以做的越好。目前物流最

頭痛的地方是人力成本太高以及追蹤不便106。運用區塊鏈，以 Smart Contract 直

接連結金流、節省大量的對帳人力。區塊鏈的物流，更可提供可信賴的追蹤。以

可信賴、Smart Contract、和物流追蹤為基礎，不但可自動化物流程序，更可衍生

的創新應用如 Fine Grain 的差異化物流服務、生命週期管理和物流金融等、可創

造很大的價值。京東物流、中國大陸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物流+區塊鏈技術應用聯

盟聯合發佈了「中國大陸物流與區塊鏈融合創新應用藍皮書」107，其指出在流程

優化、物流徵信、物流追蹤、物流金融等物流及物流金融的新方向。在流程優化

方面，著重在可信運單簽收、快運對帳服務及航運供應鏈存證等，這將大量減低

傳統物流業運用大量對帳人力的缺失。在物流追蹤方面，跨境供應鏈物流追蹤、

商品溯源、危險品運輸全程監管等新興應用，將可大大提高物流運送的價值。後

續本文將討論物流徵信和物流金融、航運供應鏈存證在國際貿易的應用。 

物流運用區塊鏈已經是目前國際既定的方向。區塊鏈運輸聯盟（Blockchain in 

Transport Alliance, BiTA）就是運用區塊鏈打造物流標準的組織，目前有 500 個會

員108，其包含國際主要的物流公司如 UPS 與京東109和其客戶如 Target，而會員每

 
101 https://www.openavn.org/  
102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3130602091205452710 
103 https://icobench.com/ico/blockav 
104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33856_33P7DPQP6XKRYH59SO346 
105 http://capital.people.com.cn/BIG5/n1/2018/0305/c417685-29848140.html 
106 https://medium.com/blockstreethq/optimizing-logistics-with-blockchain-technology-34a1ba83130 
107http://www.chinawuliu.com.cn/file/file/%E4%B8%AD%E5%9B%BD%E7%89%A9%E6%B5%81%E4%B8

%8E%E5%8C%BA%E5%9D%97%E9%93%BE%E8%9E%8D%E5%90%88%E5%88%9B%E6%96%B0%E

5%BA%94%E7%94%A8%E8%93%9D%E7%9A%AE%E4%B9%A6.pdf 
108https://zombit.info/fedex%E3%80%81ups%E5%92%8Cdhl%E5%91%BC%E7%B1%B2%E6%94%BF%E5

%BA%9C%E8%A6%81%E6%B1%82%E5%9C%8B%E9%9A%9B%E8%88%AA%E9%81%8B%E6%8E%

A1%E7%94%A8%E5%8D%80%E5%A1%8A%E9%8F%88/ 
109 https://www.odaily.com/post/513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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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wuliu.com.cn/file/file/%E4%B8%AD%E5%9B%BD%E7%89%A9%E6%B5%81%E4%B8%8E%E5%8C%BA%E5%9D%97%E9%93%BE%E8%9E%8D%E5%90%88%E5%88%9B%E6%96%B0%E5%BA%94%E7%94%A8%E8%93%9D%E7%9A%AE%E4%B9%A6.pdf
https://zombit.info/fedex%E3%80%81ups%E5%92%8Cdhl%E5%91%BC%E7%B1%B2%E6%94%BF%E5%BA%9C%E8%A6%81%E6%B1%82%E5%9C%8B%E9%9A%9B%E8%88%AA%E9%81%8B%E6%8E%A1%E7%94%A8%E5%8D%80%E5%A1%8A%E9%8F%88/
https://zombit.info/fedex%E3%80%81ups%E5%92%8Cdhl%E5%91%BC%E7%B1%B2%E6%94%BF%E5%BA%9C%E8%A6%81%E6%B1%82%E5%9C%8B%E9%9A%9B%E8%88%AA%E9%81%8B%E6%8E%A1%E7%94%A8%E5%8D%80%E5%A1%8A%E9%8F%88/
https://zombit.info/fedex%E3%80%81ups%E5%92%8Cdhl%E5%91%BC%E7%B1%B2%E6%94%BF%E5%BA%9C%E8%A6%81%E6%B1%82%E5%9C%8B%E9%9A%9B%E8%88%AA%E9%81%8B%E6%8E%A1%E7%94%A8%E5%8D%80%E5%A1%8A%E9%8F%88/
https://www.odaily.com/post/513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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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 1 trillion 美金總營收，影響力極大。BiTA 目前著重在物流追蹤的標準110、允

許運送無縫的追蹤111。以色列的貨櫃物流公司 ZIM 運用區塊鏈實證可減低超過

10%的單據資料錯誤112；美國國防部運用區塊鏈通過中心化管理的系統跟蹤物流

流程，這使得相關單位資料得以同步，可以跟蹤到最新的正確資訊以提高救援的

效率113；FeDex 運用分散式帳本提高合作效率及服務品質114。自從 2017 年，快桅

（Maersk）與 IBM 合作基於區塊鏈在海運方面的應用後，目前超過 31.8%海運公

司採用區塊鏈以提升貨物追蹤和通關的效率，甚至會翻轉如保險等的現有模式。 

2015 年，Chipotle 墨西哥燒烤連鎖餐廳爆發 55 名顧客因感染大腸桿菌而致

病，重創這商譽，營業額大跌，股價重挫 42％，哈佛評論即建議以區塊鏈優化供

應鏈115，可見追蹤與生產履歷的重要性。Walmart 與 IBM 共同開發食品安全的區

塊鏈解決方案。因此所有 Walmart 和旗下 Sam’s 的蔬菜供應商要在 2019 年 9 月

以前，將合規資料上傳到區塊鏈上116。在 FDA 鼓勵下，Walmart 也啟動藥品運送

追蹤的 Pilot117。新創企業 Everledger 上傳一百萬顆個別鑽石的獨特辨識資料，到

區塊鏈分類帳系統，以建立品質保證，並協助珠寶商遵守禁止買賣「血鑽石」的

法令規定118。美國的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發表區塊鏈為工廠的智慧製造，提供安全性及可追溯性119。

星巴克也用區塊鏈打擊假折價券120。由於區塊鏈的不可被篡改性、去中心化、和

未來可提供的即時性等功能，物流追蹤就成為生產履歷的重要基石。由於區塊鏈

物流追蹤的加值應用效益大也最容易實現，所以富比世戲稱 2019 年為 「The Year 

For Blockchain For Traceability?」121，但可能嗎？ 

生產履歷或產品的生命週期管理也是區塊鏈的的重點應用項目。區塊鏈在汽

車產業有很多應用，其中召回是重要項目122。MOBI（mobility open blockchain 

initiative）是一個基於區塊鏈的行動服務聯盟，會員包括 UC Berkeley, Hyperledger, 

Fetch.ai,IBM,IOTA 以及 BMW, General Motors,Ford,Renault, Bosch, Denso 等汽車

 
110 https://www.bita.studio/standards 
111 https://www.freightwaves.com/news/blockchain/bita-blockchain-standards-bring-the-industry-closer-to-

seamless-shipment-tracking 
112 https://www.e-zigurat.com/innovation-school/blog/blockchain-success-cases/ 
113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297572906640.htm 
114 https://blockgeeks.com/news/fedex-cio-calls-for-equal-standards-in-the-blockchain-industry/ 
115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7260.html 
116 https://technews.tw/2018/10/01/walmart-cooperate-with-ibm-food-safety-blockchain-2019/ 
117 https://www.coindesk.com/walmart-hedges-its-bets-with-2nd-drug-tracking-blockchain-trial 
118 http://www.smit.org.tw/ImgSmit/20190130143244.pdf 
119 https://nvlpubs.nist.gov/nistpubs/ams/NIST.AMS.300-6.pdf  
120 https://blocktrend.today/02-22-2019-blockchain-solve-industry-4-0-starbucks-problems 
1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stevebanker/2019/02/02/2019-is-the-year-for-blockchain-for-traceability-but-

will-it-have-legs/#717c39393dcc 
122 https://www.cryptotec.com/wp-content/uploads/2018/01/Blockchain_for_Automotive_CryptoTec_EN.pdf 

https://www.bita.studio/standards
https://www.freightwaves.com/news/blockchain/bita-blockchain-standards-bring-the-industry-closer-to-seamless-shipment-tracking
https://www.freightwaves.com/news/blockchain/bita-blockchain-standards-bring-the-industry-closer-to-seamless-shipment-tracking
https://www.e-zigurat.com/innovation-school/blog/blockchain-success-cases/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297572906640.htm
https://blockgeeks.com/news/fedex-cio-calls-for-equal-standards-in-the-blockchain-industry/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7260.html
https://technews.tw/2018/10/01/walmart-cooperate-with-ibm-food-safety-blockchain-2019/
https://www.coindesk.com/walmart-hedges-its-bets-with-2nd-drug-tracking-blockchain-trial
http://www.smit.org.tw/ImgSmit/20190130143244.pdf
https://nvlpubs.nist.gov/nistpubs/ams/NIST.AMS.300-6.pdf
https://blocktrend.today/02-22-2019-blockchain-solve-industry-4-0-starbucks-problems
https://www.forbes.com/sites/stevebanker/2019/02/02/2019-is-the-year-for-blockchain-for-traceability-but-will-it-have-legs/#717c39393dcc
https://www.forbes.com/sites/stevebanker/2019/02/02/2019-is-the-year-for-blockchain-for-traceability-but-will-it-have-legs/#717c39393dcc
https://www.cryptotec.com/wp-content/uploads/2018/01/Blockchain_for_Automotive_CryptoTec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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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廠123。2019 年 7 月，MOBI 發表了基於區塊鏈的 Vehicle Identity（VID）Mobility 

Standard，如果整個產業體系如零組件、系統廠、維修廠和監管單位都能運用區塊

鏈，汽車召回124以及整個行動生命週期管理就變得簡單和有效。身為國際產業鏈

一環的我國，支援基於區塊鏈的生產履歷或產品生命週期管理成為不可避免的行

動方案。因為生產履歷不似製造的自動化，需要接軌國際。在 20 年前因為人力便

宜，滑鼠生產的是不需買高價的修毛邊的自動化設備，大不相同。這是我國產業

必須面對的趨勢。 

三、供應鏈管理與供需協作 

供應鏈生態系的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是從原料、零組件、系統

廠、零售商、服務商一直將「貨物」傳送到用戶。如 Accenture 所說生態系管理基

本上是「Hall of Mirrors Effect」（鏡射廳效應）125的模式。當一個買家送出一個訂

單，除了回應這筆訂單外，賣家需安排時間生產（或從倉庫提出存貨），再安排物

流將貨物移動到買家方。不管是回應訂單、移動貨物、或甚是購買原材料、安排

物流、金流移動、送出收據等等都是一連串的反應「鏡射」回應在原始的訂單上。

優化鏡射廳效應難度相當高，是一個 NP-Hard 的問題126，很難求得最佳解。生態

系協作最好是能自動化，以減低人力的支出和供應鏈反應時間。而企業協作自動

化的前提是信任，傳統的 EDI 是不能完整解決信任、自動化、優化及透明

（Transparency）的議題。雖然我們不能解決 NP Hard 的困擾，但如何透通供應鏈

的資訊、簡化（Simplify）跟自動化供應鏈的運作，將運作複雜度（Complexity）

的常數（Constant）降到最低，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陳恭教授在「智慧合約的發展與應用」的文章127內提到區塊鏈智慧合約在物

聯網、發展 P2P 業務模式以及優化現行業務流程的多種應用。陳教授談到運用智

慧合約可在採買時自動產生折扣、線上音樂的自動化分潤以及農產品交易和保險

的創新應用如在天氣異常或班機延誤，農民可以獲得相對應的保險賠償、自動執

行貨到付款等「自動化供應鏈管理」的功能。智慧合約的全自動化功能可將企業

協作管理運作（Automating and Integrating the Supply Chain）複雜度的常數降到最

低。 

 
123 https://techcrunch.com/2018/05/02/the-mobility-open-blockchain-initiative-bmw-gm-ford-renault/ 
124 https://www.e-zigurat.com/innovation-school/blog/blockchain-automotive-industry/ 
125 https://www.accenture.com/_acnmedia/pdf-76/accenture-hall-mirrors.pdf 
12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9813013_Understanding_blockchain_technology_for_future_suppl

y_chains_a_systematic_literature_review_and_research_agenda 
127 https://www.fisc.com.tw/Upload/b0499306-1905-4531-888a-2bc4c1ddb391/TC/9005.pdf 

https://techcrunch.com/2018/05/02/the-mobility-open-blockchain-initiative-bmw-gm-ford-renault/
https://www.e-zigurat.com/innovation-school/blog/blockchain-automotive-industry/
https://www.accenture.com/_acnmedia/pdf-76/accenture-hall-mirrors.pdf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9813013_Understanding_blockchain_technology_for_future_supply_chains_a_systematic_literature_review_and_research_agenda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9813013_Understanding_blockchain_technology_for_future_supply_chains_a_systematic_literature_review_and_research_agenda
https://www.fisc.com.tw/Upload/b0499306-1905-4531-888a-2bc4c1ddb391/TC/90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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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  農產品交易和保險的應用128 

企業在應付臨時的需求（或小廠商）會採用 B2B 採購，如 Alibaba, DHgate, 

Global Sources, eWorldTrade, EC Plaza 與 Amazon 等129，而 B2B 的服務費相當高

昂。B2B 採購殊為重要，根據 Forrester Research 調查單單在美國線上 B2B 的採

購在 2018 年就有$9 Trillion 美金的營業額。由於商模的趨勢，Amazon 在 2018 年

推出 P2P 的 B2B 採購服務，但未採用區塊鏈。以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的特性，打敗

準中間人 Amazon B2B 成為一個熱門議題130。目前 GEP131與 Accenture 都推出區

塊鏈採購的顧問服務 132。RecoChaind 開發全世界第一套區塊鏈採購方案

（Blockchain Procurment）其特色為(1)以AI和Machine Learning挖掘最佳供應商、

(2)以「智慧合約」提供高度自動化的採購、(3)以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軟

體即服務）減低供需雙方的開發成本等133；IBM134與 SAP135在積極開發區塊鏈採

購方案；新創公司如 Everledger、Civic Ledger、Agridigital 都在投入在投入在區塊

鏈採購上136。在公共採購上運用區塊鏈已成為當今的時尚。首爾已經運用區塊鏈

在公共採購137；而亞洲開發銀行 ADB 更設計了政府採購區塊鏈框架（Global e-

 
128 https://www.fisc.com.tw/Upload/b0499306-1905-4531-888a-2bc4c1ddb391/TC/9005.pdf 
129 https://www.digitaldoughnut.com/articles/2017/july/b2b-platforms-to-help-your-business-grow-globally 
130 https://hackernoon.com/beating-amazon-with-blockchain-f46fa240c3e8 
131 https://www.gep.com/blockchain-procurement-supply-chain 
132 https://www.accenture.com/t20170103t200504__w__/us-en/_acnmedia/pdf-37/accenture-how-blockchain-

can-bring-greater-value-procure-to-pay.pdf 
133 https://rekochain.com/features/ 
134 https://www.ibm.com/blogs/blockchain/2018/04/digital-transformation-next-gen-procurement-and-supply-

chain/ 
135 https://www.ariba.com/zh-cn 
136 https://academyofprocurement.com/three-startups-on-a-quest-to-change-how-we-procure/ 
137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seoul-district-using-blockchain-for-public-procurement/ 

https://www.fisc.com.tw/Upload/b0499306-1905-4531-888a-2bc4c1ddb391/TC/9005.pdf
https://www.digitaldoughnut.com/articles/2017/july/b2b-platforms-to-help-your-business-grow-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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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seoul-district-using-blockchain-for-public-pro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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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Procurement Architecture us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138。 

 
圖 4. 12  區塊鏈採購流程 

採購、生產和物流都是供應鏈管理的一部份，其中有追蹤、透明、信任、共

用、去中心化、資料整合以及即時等議題。然，區塊鏈管理最耗時耗力是鏡射廳

效應 NP Hard 的企業協作管理（orchestration）議題。區塊鏈的智慧合約以其高度

自動化的特性、整合物流、金流和資訊流的能力，提供很好的平臺將企業協作管

理運作複雜度的常數降到最低。智慧合約是區塊鏈中一種制訂合約時所使用的協

議，主要用於驗證及執行智慧合約內所訂定的條款。智慧合約中內含了程式碼函

式，亦能與其他合約進行互動、引用 AI 做決策、及傳送數位資產（如臉書的

Libra139）；而代幣 Token 是商業利益分配模式的的新平臺，在供需共創的 4IR 也

很重要140，我們將在後續詳述數位資產和代幣。 

目前運用區塊鏈在供應鏈管理以在萌芽期。2018 年美國零售業的強者 Target

已 在 開 發 基 於 區 塊 鏈 Hyperledger Grid framework 141 的 開 源 軟 體 稱

ConsenSource142143，其運用 smart contracts 可提高企業協作的效率，支持資料透

明。ConsenSource 主要設計考量是誰能參與供需網格、誰能寫下一個區塊、運用

 
138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roject-documents/47192/47192-001-tacr-en_5.pdf 
139 https://www.blocktempo.com/facebook-libra-affecting-the-global-30-year-financial-system/ 
140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030-02330-0_9  
141 https://www.hyperledger.org/projects/grid  
142 https://news.yahoo.com/target-open-sources-blockchain-solution-153150626.html  
143 https://github.com/target/consensource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roject-documents/47192/47192-001-tacr-en_5.pdf
https://www.blocktempo.com/facebook-libra-affecting-the-global-30-year-financial-system/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030-02330-0_9
https://www.hyperledger.org/projects/grid
https://news.yahoo.com/target-open-sources-blockchain-solution-153150626.html
https://github.com/target/consen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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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 CP 值要能夠合乎商業考量、延遲時間為多少等。ConsenSource 主要運用

情境如下圖144，可以加速企業協作的時間。在 2019 年 4 月，Target 已在其自有平

臺開始在自有品牌測試區塊鏈供應鏈管理145。瑞士雀巢公司也在 2019 年測試區

塊鏈供應鏈管理的貨物追蹤146。聯想（Lenova）也用區塊鏈強化產品供應鏈上下

游管理147。Walmart 已開始在完整（full）食品鏈起始食品追蹤以利食品安全148。

Honeywell 運用區塊鏈於航空零組件交易149；波音公司投下重金在區塊鏈上150，

應用包括零組件的追蹤、航空資料保護、以智慧合約屏除資料的詐騙（Spoofing）、

機票和 Mileage、貨物、機組員跟各戶的登機記錄等。 

由於金流是供應鏈管理自動化的重要瓶頸，DTCC 與 15 家世界級銀行運用

分散是帳本在測試信用衍生（Credit Derivatives）產品151。世界各大軟體公司如 IBM, 

SAP, Microsoft, Oracle 等無一不積極開發區塊鏈供應鏈管理的方案。新創公司

Citizens Reserve 以 RFID 為物聯網，開發區塊鏈供應鏈管理系統152。新創公司

Provenance 致力於區塊鏈工廠生產履歷及供應鏈金融以及合規與詐騙避免等153。

雖然區塊鏈供應鏈管理前景看好，但牽涉報到整個供需體系的數位轉型，困難度

相當高。所以從 Gartner survey 推論出區塊鏈供應鏈管理(1)一定會有進展，但起

始其會很混亂，(2)食品供應鏈（Food Supply Chains）會先行，(3)由於 stackholder

多，整合監管單位和整個供需體系相當困難，再加上區塊鏈技術還未臻成熟，所

以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進入 Mass Market154155。 

 
144 https://www.slideshare.net/joelcrabb/blockchain-targetshare?from_action=save 
145 https://tokenpost.com/Retail-giant-Target-reveals-details-of-blockchain-supply-chain-project-2169 
146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nestle-reveals-blockchain-supply-chain-tracking-pilot-program 
147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8868 
14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YrwJWGKD8 
149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honeywell-blockchain-aircraft-spare-parts/  
150 https://discourse.skcript.com/t/boeing-invests-heavily-in-blockchain-and-what-this-means-for-aviation-

industry/1683 
151 http://www.dtcc.com/news/2018/november/06/dtcc-enters-test-phase-on-distributed-ledger-project-for-credit-

derivatives-with-markitserv  
152 https://techcrunch.com/2019/01/22/citizens-reserve-is-building-a-supply-chain-platform-on-the-blockchain/ 
153 https://www.provenance.org/news 
154 https://www.supplychaindive.com/news/3-predictions-for-blockchain-in-the-supply-chain-in-2019/546227/ 
155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12687/in-2019-blockchains-will-start-to-become-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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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tcc.com/news/2018/november/06/dtcc-enters-test-phase-on-distributed-ledger-project-for-credit-derivatives-with-markitserv
https://techcrunch.com/2019/01/22/citizens-reserve-is-building-a-supply-chain-platform-on-the-blockchain/
https://www.provenance.org/news
https://www.supplychaindive.com/news/3-predictions-for-blockchain-in-the-supply-chain-in-2019/546227/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12687/in-2019-blockchains-will-start-to-become-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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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3  ConsenSource 主要運用情境156 

交易（Transaction）或貿易（Trading）因為牽涉到監管或法規的議題，所以

傳統上在時間及人力資源消耗頗大，因為貨物過海關可能要蓋數十個章。所以政

府監管單位的參與與協作，是區塊鏈生態系管理的成功要素。在政府間關單位協

作方面，以中國大陸為例，目前北京、廣州、深圳、重慶、宿遷，貴州等城市提

通發票、營業執照、公證、稅收補貼等服務。不但提升政務效率，更可帶動產業

數位化。宿遷市工商局、京東商城、益世商服三方成功部署區塊鏈節點，並實際

應用於京東平臺商家入駐執照申領、稽核、變更等環節，實現資料保密傳輸、參

與方共用、同步更新、不可篡改等監管要求。其加速產商如融資 KYC，產業合作

等多樣新興服務。歐盟、愛沙尼亞、阿聯酋等國都致力於政務區塊鏈化，詳見 4.2.6

節。 

快桅/IBM 或菜鳥智慧物流都運用區塊鏈的不可篡改性和強化信任性，偕同

監管單位運用智慧合約可以大幅降低處理時間。WTO 估計貿易採用區塊鏈可增

加 5%全球 GDP 及 15%的貿易量157。HSBC Singapore 與 SAP、R3 合作，使用在

從阿根廷運送到馬來西亞的大豆貿易，通關時間從 5~10 天減低到一小時；聯合

國估在在亞太貿易使用區塊鏈可以減低 31%的成本，增加 2570 億的貿易158。IBM-

Maersk 區塊鏈聯盟聯盟宣稱可以減少 40%的海運時間159，殊為驚人。CitiBank 在

 
156 https://github.com/target/consensource 
157 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VOAPQGWX 
158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hsbc-ing-blockchain-trade-finance/ 
159 https://www.cnet.com/news/ibm-maersk-tradelens-blockchain-alliance-cuts-shipping-times-40-percent/ 

https://github.com/target/consensource
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VOAPQGWX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hsbc-ing-blockchain-trade-finance/
https://www.cnet.com/news/ibm-maersk-tradelens-blockchain-alliance-cuts-shipping-times-40-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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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宣稱其貿易金融平臺（Digital Trade Finance Platforms）可以減低 70~80%

的費用160。這個平臺運用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技術，打造一個幾乎無紙

化（Largely Paperless）系統。既然無紙化，所用的人力必然節約，自動化程度必

然高。CitiBank 的平台運用 AI 技術可以自動產出合約，令人咋舌。在這個平台，

IoT 裝置與流程自動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的連結161更能取代過去

需要人工檢查的成本。區塊鏈金融技術公司 Ideanomics162與 APEC 的亞太港口網

路模式163（Asia-Pacific Model E-Port Network, APMEB）合作區塊鏈通關164。FedEx、

UPS 和 DHL 呼籲政府要求國際航運採用區塊鏈通關165。2018 年底歐盟議會強力

建議歐盟政府在貿易與商業使用區塊鏈，極有可能在 2021 年實施166。台灣缺乏

如成衣廠的系統廠，如果沒有強有力的供應鏈管理支撐，在海運需要多花一星期

的壓力下，我國的隱形冠軍機能布廠可能要遷離台灣。這在「快時尚」產品生命

週期短的時代殊為重要。如果歐盟實施貿易要區塊鏈化，台灣產業不可能不配合。

但廠商區塊鏈化的前提是本身要數位化，這不是一蹴可幾的。企業數位化曠日廢

時，應及早準備。 

 
160 https://www.coindesk.com/bankers-tout-trade-finance-sweet-spot-blockchain 
16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otic_process_automation  
162 https://ideanomics.com/ 
163 http://www.apmenet.org/wp-content/themes/apmen/register-notice.php 
164 https://openledger.info/insights/blockchain-logistics-use-cases/ 
165 

https://zombit.info/fedex%E3%80%81ups%E5%92%8Cdhl%E5%91%BC%E7%B1%B2%E6%94%BF%E5%

BA%9C%E8%A6%81%E6%B1%82%E5%9C%8B%E9%9A%9B%E8%88%AA%E9%81%8B%E6%8E%A1

%E7%94%A8%E5%8D%80%E5%A1%8A%E9%8F%88/  
166 https://www.coindesk.com/eu-parliament-calls-for-action-on-blockchain-adoption-in-trade 

https://www.coindesk.com/bankers-tout-trade-finance-sweet-spot-blockcha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otic_process_automation
https://ideanomics.com/
http://www.apmenet.org/wp-content/themes/apmen/register-notice.php
https://openledger.info/insights/blockchain-logistics-use-cases/
https://zombit.info/fedex%E3%80%81ups%E5%92%8Cdhl%E5%91%BC%E7%B1%B2%E6%94%BF%E5%BA%9C%E8%A6%81%E6%B1%82%E5%9C%8B%E9%9A%9B%E8%88%AA%E9%81%8B%E6%8E%A1%E7%94%A8%E5%8D%80%E5%A1%8A%E9%8F%88/
https://zombit.info/fedex%E3%80%81ups%E5%92%8Cdhl%E5%91%BC%E7%B1%B2%E6%94%BF%E5%BA%9C%E8%A6%81%E6%B1%82%E5%9C%8B%E9%9A%9B%E8%88%AA%E9%81%8B%E6%8E%A1%E7%94%A8%E5%8D%80%E5%A1%8A%E9%8F%88/
https://zombit.info/fedex%E3%80%81ups%E5%92%8Cdhl%E5%91%BC%E7%B1%B2%E6%94%BF%E5%BA%9C%E8%A6%81%E6%B1%82%E5%9C%8B%E9%9A%9B%E8%88%AA%E9%81%8B%E6%8E%A1%E7%94%A8%E5%8D%80%E5%A1%8A%E9%8F%88/
https://www.coindesk.com/eu-parliament-calls-for-action-on-blockchain-adoption-in-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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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4  區塊鏈供應鏈管理與物流生態系167 

四、供應鏈金融與數位資產 

全球有 9 兆美金的流動資金在供應鏈上168，所以如何解放及再利用這 9 萬億

美金就成了眾家爭鳴的戰場。過去貨物的運送、倉儲存放的資產資料都缺乏公信

力。再者物流中的貨物必須資產化、價值化，所以數位資產成為數位轉型最重要

的技術之一。比特幣在 2018 年因為「缺乏主權貨幣的特徵」被 G20 定調為資產

而不是貨幣169。而且數位資產從某個角度來看也是金流。所以將物流上的貨物資

產化是再利用這 9 兆美金的重要工作。 

貨幣是一般「價值」的標準，目前國際上不乏數位法幣（Digital Crrency），

如丹麥布 2016 年全面取消現金交易170、荷蘭的電子錢包 Chipknip、比利時的 Proton；

此外加拿大、中國大陸、韓國、瑞典、瑞士、英國、俄國、印度、德國和厄瓜多

爾等政府都考慮採用數位法幣以利產業的發展。然而在數位經濟下，音樂、商業

 
167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digitizing-supply-chain-logistics-market-map/ 
168 https://www.scfbriefing.com/grasping-a-9-trillion-supply-chain-liquidity-nettle/ 
169 https://blockcast.it/2018/03/21/g20-cryptocurrency-is-not-currency-it-is-an-asset/ 
170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8/18/danmark-digital-currency/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digitizing-supply-chain-logistics-market-map/
https://www.scfbriefing.com/grasping-a-9-trillion-supply-chain-liquidity-nettle/
https://blockcast.it/2018/03/21/g20-cryptocurrency-is-not-currency-it-is-an-asset/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08/18/danmark-digital-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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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藝術品及其身分證171、軟體172等都是都有其重要的價值，所以數位資產應

運而生。數位資產管理（Digital Asset Management, DAM）就是創造、索引、流程、

版本控制以及存取管理數位資產。數位資產的 metadata 可以描述數位資產如

Rights、Permissions、Pricing、產品的規格、商業的程序、物品的設計等173。數位

資產 metadata 有很多標準174，如都柏林核心集（Dublin Core）175、醫藥的標準

MESH176、及藝術相關的標準 ULAN177和 AAT178。以房屋為例，紐西蘭財政部就

頒發了居家的 metadata 標準，內含 Condition、Repairs、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s、

Utilisation、Demand、Criticality、Risk、Resilience、Design Performance 和 Service 

Performance 等 schema 標準，也利房屋資產的管理和鑑價等。在「Selection of a 

data exchange format for industry 4.0 manufacturing systems」179文章中討論工業 4.0

資料交換格式。數位資產管理有利於夥伴間自動化的訊息流通、瞭解專案進度、

減低再檢視的開銷、消除重複的人力、加快產品的布建、減低風險、加快開放創

新等。換言之，運用數位資產管理可以提高生產力以及加速創新應用的開發，是

數位轉型的重要項目180。全球各大公司均投入數位資產管理，如 IBM 提供合規、

資產生命週期與用戶連結、強大的基礎建設及骨幹網路等功能181；而微軟的

Office365 更與資產管理連結。數位資產資產管理已在龍捲風市場，假以時日便會

普及到各產業，甚至弱鏈（weak link）182。 

數位資產的「交易」需要與相關的利益團體協作（Smart Contract），所以數位

資產通常會與智慧合約緊密結合。值得注意的是 Smart Contact 裡隱含了 Business 

Model，而 Digital Asset 與金流直接相關。不過國際間，代幣、與數位資產、或與

智慧合約常常混用或融合一兩項功能。在本文中，Digital Asset 只指有價值的資

產，Token 只代表商業模式、而 Smart Contact 則指企業協作（含交易和鑑識）。 

要能夠有效的確認貨物的行蹤，才能再利用這 9 萬億美金。然這需要智慧合

約來自動協作企業內部及生態系的運作。數位資產建模語言（DAML）是一個智

 
171 

http://www.aojie.biz/category/%E6%89%8B%E6%9C%BA%E4%BA%92%E8%81%94%E7%BD%91/page/2  
172 https://kknews.cc/zh-tw/tech/je562ry.html 
173 https://www.ibm.com/topics/digital-asset-management 
174 http://jennriley.com/metadatamap/seeingstandards_glossary_poster.pdf 
175 http://techserviceslibrary.blogspot.com/2011/04/dublin-core.html  
176 https://www.nlm.nih.gov/mesh/meshhome.html 
177 http://www.getty.edu/research/tools/vocabularies/ulan/ 
178 http://www.getty.edu/research/tools/vocabularies/aat/ 
179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Selection-of-a-data-exchange-format-for-industry-Peres-Parreira-

Rocha/6345301a5280b6eacd777b94b7d1f6a906b25bab 
180https://blog.spiralscout.com/increase-employee-productivity-with-a-digital-asset-management-system-

1232e816b48 
181 https://www.mediavalet.com/microsoft-office-viewing-editing/  
18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8031260_Are_You_the_Weakest_Link_in_Your_Company'_s_Sup

ply_Chain  

http://www.aojie.biz/category/%E6%89%8B%E6%9C%BA%E4%BA%92%E8%81%94%E7%BD%91/page/2
https://kknews.cc/zh-tw/tech/je562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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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chserviceslibrary.blogspot.com/2011/04/dublin-co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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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合約的程式語言183184，由 Digital Asset Holdings、LLC 公司所開發的是一個開

源軟體 DAML SDK185。從技術上來說，DAML 是一個類似 Haskel186的函數式語

言（Functional Language），其存在區塊鏈的帳本中有 Contract Data 和 Contract 

Choice。Contract Data 存放合約的主體，而 Contract Choice 在條件滿足的時候會

自動執行。與 Etherum 的智慧合約不同，DAML 的合約資訊只有被授權的人可以

看到。DAML 還內建合約的模式方便撰寫智慧合約，也提供驗證模式正確性的功

能187188。DAML 目前已大量為 Hyperledger、R3 與 AWS（Amazon）等所採用，

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行業標準（De Facto Standard）。如在金融方面就與 R3 聯盟

合作，使智慧合約真正與金流結合。R3 成立於 2014 年，主要業務是為銀行等金

融機構提供區塊鏈技術服務，並形成一個區塊鏈聯盟。R3 在 2016 年已有 42 家

知名銀行、總資產超過 6000 億美元加入聯盟，在 2019 年完成房地產試點，以試

點結果推估，未來全球房地產市場如果全面導入，每年將可節省 1,600 億美金189。

R3 也與即時支付結算（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 RTGS）公司 Ripple 緊密配合，

運用 XRP 加密貨幣，形成產業協作190，完備「數位金流」功能。除了 R3 外，

VMware 也採用 DAML 在其 Blockchain as a Service（BAAS）上191。Google 與

Digital Asset 合作，運用 DAML 推出區塊鏈工具包。此工具包通過 Google Cloud

服務的形式，提升企業協作的便利性192。DAML 還可以跨域在 Hyperledger、R3 

Corda 與 AWS193執行。 

根據 strategictreasurer 的 2019 年調查194，目前有一半的銀行以運用 Fintech 在

其供應鏈金融的服務；有 70%的銀行認為目前 KYC 的法規是其發展創新應用的

最大阻力；有 52%的銀行認為亟需一個更靈活的供應鏈金融的程序。物流和資訊

流的資產化的可信度、不可被篡改性、去中心化、和可調適的資訊揭露確實是運

用 KYC 在新興供應鏈金融重要的技術和商業考量。在強化 KYC 的可信度方面當

然用用區塊鏈是最佳選擇，但還需要考量物聯網裝置傳輸的資料是否可信、生產

的良率是否可信、在物流上的資產記錄是否可信、零售的銷售狀況記錄是否可信、

 
183https://hub.digitalasset.com/hubfs/Press%20Releases/DAML_Open_Source_Press_Release_4.4.19.pdf 
184 https://hub.digitalasset.com/hubfs/Documents/Digital%20Asset%20Platform%20-%20Non-

technical%20White%20Paper.pdf 
185 https://daml.com/  
18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skell_（programming_language） 
187 https://blockchain.unsw.edu.au/symposium18/HTML/slides/lippmeier.pdf 
188 https://101blockchains.com/daml/ 
189 https://www.blocktempo.com/barclays-rbs-r3-cut-property-transaction-times-in-blockchain-trial/ 
190 http://www.altnews.nu/xrp-ecosystem-blooms-as-the-year-ends-ripple-r3-leave-animosity-behind-and-more/ 
191https://www.theblockcrypto.com/tiny/vmwares-blockchain-platform-to-integrate-digital-assets-smart-contract-

language/  
192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3651-gcp-blockchain 
193https://www.blocktempo.com/digitalasset-announces-daml-integrations-with-hyperledger-fabric-r3-corda-and-

amazon-aurora/ 
194 https://strategictreasurer.com/files/2019-SCF-Survey-Summary-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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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的資產保溫記錄是否可信、貨到達時間的預估是否可信等。在 2018 年的

Deloitte 的報告談到區塊鏈金融目前還停留在一個「有趣」的技術的階段195，但如

果 Blockchain 使用的正確，資料蒐集的夠完整，被詐騙的機會會降低，透明度會

大增及風險會降低，所以 Michael Henke 認為區塊鏈可以「將」供應鏈金融帶到 

「Next Level」196。在整個供需體系的實地細部調查（Due Diligence）與完整調查

（Integrity）相當費時費力，所以 KYC 代價費非常高，以致 David Gustin 提醒要

仔細評估，否則 KYC 可能造成無可挽回的災害197。 

代幣設計與商業模式息息相關198。以比特幣為例，為了提供誘因給礦工挖礦、

儲存帳本，所以每次交易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創造誘因。目前代幣有多種形態，如

工作代幣 REP199、循環經濟的 POOLOGRAM200、物流代幣的 dexFreight201、提升

網路交換和認證（Verified）工作誘因的 Work Token202、促進生態系合作的 LABOR-

VALUE TOKEN203、資產代幣如 BitShares204和 DigixDAO205、以及社群知識分享

的代幣 Trybe206等。Inwara 的「Tokenomics - Most Comprehensive Guide」文章討

論很多代幣及其商業模式207,讀者可自行參考。 

區塊鏈供應鏈金融的案例相當多：2017 年，IBM 被包括匯豐銀行、德意志銀

行在內的 7 家歐洲銀行聯盟選中，打造一個基於區塊鏈的跨境貿易融資平臺；北

歐企業運用 SAP S/4HANA & Business Suite on HANA 投入供應鏈金融；R3 已投

入在區塊鏈供應鏈金融208；菲律賓與 IBM 在嘗試供應鏈金融的服務209；韓國

BOScoin 正投入汽車生命週期的服務210；新加坡 OneConnect 提供農業、健康照

護以及汽車的供應鏈金融的服務跟生態系211；IBM212, SAP213, Microsoft214, oracle, 

 
195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signals-for-strategists/value-of-blockchain-applications-

interoperability.html 
196 https://www.scfbriefing.com/why-blockchain-will-take-supply-chain-finance-to-the-next-level/ 
197 http://spendmatters.com/tfmatters/kyc-for-supply-chain-finance-is-an-unmitigated-disaster/ 
198 https://blocktelegraph.io/designing-token-economy-model/ 
199 https://www.augur.net/ 
200 https://www.waterssaver.com/wp-content/uploads/2019/08/WP-2.pdf 
201https://hackernoon.com/the-dexfreight-platform-business-model-and-triple-token-model-d35ea853a264 
202 https://workchain.io/worktoken 
203 https://labor-token.github.io/labor-value-token-2.html 
204 https://cryptobriefing.com/what-is-bitshares-introduction-to-bts-token/ 
205 https://medium.com/@Edward.Ward_53210/token-analysis-digixdao-dgd-df8d5635d051  
206 https://trybe.one/ 
207 https://www.inwara.com/research/299-tokenomics 
208 https://ctmfile.com/story/how-r3-is-tackling-challenges-of-supply-chain-finance  
209 https://www.ibm.com/blogs/blockchain/2019/02/blockchain-in-the-philippines-revolutionizing-supply-chain-

finance/  
210 http://www.chain-finance.com/ 
211 https://www.enterprisetimes.co.uk/2019/07/05/oneconnect-to-build-supply-chain-finance-ecosystem/  
212 https://www.ibm.com/blockchain/solutions/trade-finance 
213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nordic-enterprises-look-to-sap-s4hana-for-finance-and-supply-

chain-management-300902034.html 
214 https://tokenpost.com/Interswitch-Microsoft-launch-blockchain-based-supply-chain-financing-platform-in-

Nigeria-664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signals-for-strategists/value-of-blockchain-applications-interoperabil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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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fbriefing.com/why-blockchain-will-take-supply-chain-finance-to-the-next-level/
http://spendmatters.com/tfmatters/kyc-for-supply-chain-finance-is-an-unmitigated-disaster/
https://blocktelegraph.io/designing-token-economy-model/
https://www.augur.net/
https://www.waterssaver.com/wp-content/uploads/2019/08/WP-2.pdf
https://hackernoon.com/the-dexfreight-platform-business-model-and-triple-token-model-d35ea853a264
https://workchain.io/worktoken
https://labor-token.github.io/labor-value-token-2.html
https://cryptobriefing.com/what-is-bitshares-introduction-to-bts-token/
https://medium.com/@Edward.Ward_53210/token-analysis-digixdao-dgd-df8d5635d051
https://trybe.one/
https://www.inwara.com/research/299-tokenomics
https://ctmfile.com/story/how-r3-is-tackling-challenges-of-supply-chain-finance
https://www.ibm.com/blogs/blockchain/2019/02/blockchain-in-the-philippines-revolutionizing-supply-chain-finance/
https://www.ibm.com/blogs/blockchain/2019/02/blockchain-in-the-philippines-revolutionizing-supply-chain-finance/
http://www.chain-finance.com/
https://www.enterprisetimes.co.uk/2019/07/05/oneconnect-to-build-supply-chain-finance-ecosystem/
https://www.ibm.com/blockchain/solutions/trade-finance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nordic-enterprises-look-to-sap-s4hana-for-finance-and-supply-chain-management-300902034.html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nordic-enterprises-look-to-sap-s4hana-for-finance-and-supply-chain-management-300902034.html
https://tokenpost.com/Interswitch-Microsoft-launch-blockchain-based-supply-chain-financing-platform-in-Nigeria-664
https://tokenpost.com/Interswitch-Microsoft-launch-blockchain-based-supply-chain-financing-platform-in-Nigeria-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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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tsu215以及俄羅斯的新創216均在研發供應鏈金融方案217。供應鏈金融的標準也

在成形中218219。區塊鏈技術公司 Digital Asset 與 ISDA 合作，利用分散式帳本簡

化金融衍生品交易流程220著名的投資銀行 Spartan Group 與 IBM 合作數位元資產

管理以加速 On-Demand 的 Fintech 創新應用：如 KYC（Know Your Customer）保

險、KYC 信貸等；而 Coinbase, Kingdom Trust, Xapo, Bakkt, Volt, itBit, Fidelity 

Digital Assets, Bitg 和 Gemini 也投入基於區塊鏈的保管服務221。在供應鏈金融監

管方面，美國的替代交易系統（Alternative Trading System, ATS）管理辦法，採低

度管理，櫃買中心將另訂管理辦法規範222。Nasdaq and Citi 已在股票區塊鏈化啟

始全球金融整合223。 

 
圖 4. 15  供應鏈金融與協作224 

 
215 http://www.fujitsu.com/us/Images/Session2-skuchain.pdf  
216 https://www.gtreview.com/news/fintech/russian-blockchain-start-up-goes-live-with-supply-chain-finance-

platform/  
217 https://cloud.oracle.com/en_US/industrial-manufacturing/digital-supply-chain-blockchain  
218 https://www.tokenpost.com/Standard-Chartered-Linklogis-complete-first-blockchain-supply-chain-finance-

transaction-2916  
219 https://www.fxstreet.com/cryptocurrencies/news/uk-bank-standard-chartered-completed-it-first-supply-chain-

finance-with-blockchain-201908051936  
220 https://www.blocktempo.com/digital-asset-is-writing-code-to-help-isda-standardize-derivatives-data/ 
221 https://www.ibm.com/blogs/systems/spartan-group-helps-accelerate-demand-for-digital-asset-based-

products/ 
22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ternative_trading_system 
223 https://www.citigroup.com/citi/news/2017/170522a.htm 
224 https://strategictreasurer.com/files/2019-SCF-Survey-Summary-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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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  區塊鏈供應鏈金融生態系225 

在中國大陸方面，2018 年 10 月大陸銀行起始供應鏈金融服務如上海銀行

（BOSC）、中信銀行（ECITIC）、光大銀行等推出線上供應鏈金融產品。而上海

銀行推出線上供應鏈金融服務「供應鏈金融助力普惠金融業務方案」；中信銀行上

線全流程線上供應鏈金融平臺產品「信 e 鏈-應付流轉融通」；光大銀行發佈了「陽

光供應鏈」等；傳統銀行、金融科技公司紛紛在供應鏈金融上發力，為中小企業

企業的融資提供方便性，更解決中小企業無法自行開發金融平臺的窘境226。阿里

巴巴旗下螞蟻金服已拓展農業供應鏈金融產品。螞蟻金服通過與農業龍頭企業合

作方式、並引入保險公司增信等打造農業供應鏈金融市場，高風險的農戶貸款也

變為可控風險，同時將農戶採購流程透明化，提升了產品品質的可控性。大陸的

迪蒙227運用區塊鏈技術，全力打造的供應鏈聯盟鏈、安全資料鏈、發行數位票券

 
225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sk/Documents/finance-transformation/crunch-time-

blockchain-for-finance.pdf 
226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11/06/c_1123668064.htm 
227 http://www.dimeng.net/blockchain/gold.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sk/Documents/finance-transformation/crunch-time-blockchain-for-finance.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sk/Documents/finance-transformation/crunch-time-blockchain-for-finance.pdf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11/06/c_1123668064.htm
http://www.dimeng.net/blockchain/gol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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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產品，解決供應鏈上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在貴金屬方面228，

其主要應用在黃金、珠寶商品溯源，商品交易、商品評價，生產、銷售痕跡分析

等；在供應鏈金融方面229，其主要應用在應收帳款融資、倉單質押融資、存貨質

押、訂單融資、大宗商品交易、票據託管貼現等，非常完整，但還是不能和華為、

阿里、百度、騰訊和京東等大型公司相比。 

延續大陸互聯網+230成功經驗，京東、阿里、騰訊、百度、華為及電信運營商，

均大力投入區塊鏈技術研發及平臺和應用試煉。大陸現今有 615 家區塊鏈企業主

要分佈在基礎設施層、技術擴展層、行業應用層以及媒體社區層四大部分。2018

年投資金額高達 113 億人民幣。阿里巴巴規劃將區塊鏈溯源技術覆蓋到全球 63

個國家和地區，3700 個品類，14500 個海外品牌。連結大陸既有電商生鮮和醫療

照護服務，Web 3.0 個人健康服務蔚然成形231。中國大陸人民銀行 2019 年 8 月 22

日宣佈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劃（2019-2021 年三年規劃）232，鼓勵金融機

構探索區塊鏈233。中國大陸人民銀行的貿易金融區塊鏈平臺在 2019 年已處理了

超過 300 億元的外匯交易234。中國大陸信息通信研究院也早在 2018 年 10 月提出

區塊鏈與在供應鏈金融白皮書在鏈在供應鏈金融中的應用、區塊鏈+供應鏈金融

案例分析（含微企鏈供應鏈金融服務平臺、航太信息供應鏈金融支援服務系統、

聯動優勢跨境保理融資授信管理平臺、壹諾供應鏈金融平臺、易見天樹可追溯的

供應鏈金融平臺）、和區塊鏈+供應鏈金融應用政策建議都有詳細的描繪235。大陸

這些大企業的區塊鏈平臺相當完整，下圖為騰訊的區塊鏈系統架構、而大陸工信

部白皮書的塊鏈生態系及系統架構236，另百度、京東、華為、阿里等的區塊鏈白

皮書都非常值得參考，此外億歐的區塊鏈報告及其中國大陸區塊鏈產業生態系文

件237非常值得參考。此外，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大陸各城市共發佈 112 條區塊

鏈相關扶持政策238；而中國大陸區塊鏈專利申請領先美國企圖主宰下世代新興技

術的應用239。 

 
228 http://www.dimeng.net/blockchain/gold.html  
229 http://www.dimeng.net/blockchain/supplychain.html 
230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21162 
231 https://kknews.cc/tech/5roabgl.html  
232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8/22/c_1124909241.htm 
233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827737293699.htm  
234 http://www.bitecoin.com/online/2019/07/35231.html 
235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811/P020181101530141614382.pdf 
236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45/c6180238/content.html  
237 http://www.sh-zhonghuan.com/static/upload/file/20181126/1543227105928778.pdf 
238 https://www.bishijie.com/shendu_44814  
239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19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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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7  騰訊區塊鏈基礎框架240

 

由於區塊鏈徹底轉換全球信任系統的結構，茲事體大。所以 Gardner 公司認

為遊戲產業是區塊鏈最佳的先期創新應用試煉場。目前區塊鏈在遊戲產業已有很

多應用。法國遊戲開發商 Ubisoft 保護使用者的寶物（數位資產）防止駭客偷竊

外241； GGPC 更運用區塊鏈做 P2P 的寶物保護交換242；還有區塊鏈遊戲聯盟

（Blockchain Game Alliance, BGA）243 、全球區塊鏈遊戲聯盟（Global Blockchain 

Game Alliance, GBCA）244、Gaming Standards Association（GSA）245246、以及台灣

 
240 https://trustsql.qq.com/chain_oss/TrustSQL_WhitePaper.html  
241https://blockcast.it/2019/06/13/ubisoft-reportedly-plans-to-put-ingame-virtual-goods-onto-the-blockchain/ 
242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537972626157.htm 
243 https://blockchaingamealliance.org/  
244 http://gbga.net/#home 
245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18/02/12/1339277/0/en/Gaming-Standards-Association-

GSA-Creates-Gaming-Blockchain-Committee.html 
246 https://espeoblockchain.com/blog/blockchain-g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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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遊戲社群等投入區塊鏈及其標準247。這些聯盟除了自創區塊鏈遊戲的介面

標準或外，還包含了虛擬寶物的定義和交換市場（Virtual Asset Market）等重要項

目。遊戲代幣的標準有 ERC-20 和 ERC-721248等。EZ365 的代幣結合數位資產交

易，開發博弈、運動彩券和教育的創新應用。除了透明化和匿名化外，Token 的

交換跟兌現也是重點之一249。這些遊戲的標準250251包括錢包、公平的認證、系統

安全、代幣的管理、以及智慧合約自動化的協作等。此外，Tombola 也推出區塊

鏈博弈的標準252。ITAM 開發區塊鏈遊戲的 SDK、數位資產商店、數位資場市場

以利 Digital Asset 的搜尋、創造、購買及用戶的數位資產的歷史帳本。 

目前已有很多基於區塊鏈的遊戲253，如謎戀貓（CryptoKitties）就是創造及販

售百萬隻數位貓，每隻都是獨一無二254。每個玩家可購買、出售、馴養謎戀貓，

所有歷程過程皆為透明255；PS4 也在 2018 年引進區塊鏈，其瘟疫獵人（Plague 

Hunters）就是一款基於以太坊的角色扮演遊戲。以太世界（World of Ether）是基

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一款去中心化的怪物格鬥遊戲，其可收集購買小怪物、挖掘

寶物培育小怪物的能力以加強戰鬥力、使用以太幣購買怪獸蛋、出售和繁殖以太

幣、發掘數以百計的新怪獸等256；ETH.TOWN（以太鎮）：基於以太坊區塊鏈的模

擬經營遊戲；《MegaCryptoPolis》運用區塊鏈在微觀經濟中（Microeconomics）看

資源分佈257；Traps 是 Multi-PVP 遊戲258；MonsterEOS 是一款基於區塊鏈的妖怪

遊戲；機密王座（CryptoThrone）是一款基於區塊鏈打仗賺錢的遊戲。 

基於數位資產可計算性級智慧合約自動化的特性，我們可以打造虛實整合的

新寶可夢遊戲。新寶可夢可以有實際的寶物、虛擬的玩家和可計算的資產：玩家

可以運用資產可計算性、購買寶物打造自己無敵鋼鐵人；形成多人組成的新寶可

夢玩家對、根據玩家的各種強度組成可以打敗勇士隊的隊伍（戰略遊戲）；寶物可

實可虛、在對戰中實體的槍可根據寶物加強威力，也可用虛擬的寶物對付虛擬的

玩家，用 VR/AR 的技術讓新遊戲有臨場感，增加由遊戲的體驗。在新寶可夢遊

 
247 https://www.facebook.com/GBGA-Taiwan-

%E5%8F%B0%E7%81%A3%E5%8D%80%E5%A1%8A%E9%8F%88%E9%81%8A%E6%88%B2%E7%A4

%BE%E7%BE%A4-1876622699130848/posts/  
248 https://medium.com/mrblock-

tw/%E5%8D%80%E5%A1%8A%E9%8F%88%E9%81%8A%E6%88%B2%E8%88%87%E6%96%B0%E7%

9A%84%E4%BB%A3%E5%B9%A3%E6%A8%99%E6%BA%96-8b3017fd6cf3 
249 https://www.tombola.io/tombola_whitepaper_english.pdf 
250 https://www.showhand.io/ShowHand%20Whitepaper_Eng%20v1.1%201.26.2018.pdf 
251 https://espeoblockchain.com/blog/blockchain-gaming/ 
252 https://www.tombola.io/  
253 https://medium.com/@futureofgaming/the-50-best-blockchain-games-3454bfa77ec9 
254 https://www.cryptokitties.co/ 
25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yptoKitties 
256 https://www.linksfin.com/article/75018 
257 https://kknews.cc/news/4jv5jnv.html 
258 https://medium.com/@futureofgaming/the-50-best-blockchain-games-3454bfa77e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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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必須運用低延遲（射擊）、大頻寬（6DOF VR）以及大連結（實體寶物庫）。遊

戲產業運用區塊鏈、資產描述、智慧合約和代幣（Token）可將打造如一個玩家帶

著寶物跨遊戲好似穿越劇，創造無限可能的體驗。如果我們向前想像，武俠小說

的遊戲在 AR/VR、體感、5G、數位帳本、智慧合約跟代幣的加值下，我們可以有

如臨現場的武俠遊戲，可以遠方組織最佳的組隊攻山頭、殺妖怪、和取寶物。而

如果有寶物的數位資產等標準，我們可以攜寶物跨遊戲、攻山頭，豈不妙哉。 

4.3 我國製造業及供應鏈導入區塊鏈之案例分析 

我國在區塊鏈的技術研發整體來說大企業和法人相對於國際整體投入的資

源較少，目前是以學術界和新創公司投入為主。在學界方面台灣各大學有不少的

學者投入區塊鏈，是台灣區塊鏈的濫觴。近期全台 15 所大學「起義」包括台大、

政大、清大、交大、台科大、台師大、成大、彰師大、北科大、淡江、長庚、輔

仁、高科大、中國醫、東吳等共同創立「區塊鏈大學聯盟」。台灣人才優勢確是一

大著力點，以 IOTA 區塊鏈開源軟體為例，台灣學界就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台

大 OurChain 公鏈在效能等取得巨大的突破；成大致力於研發行動履歷、高科大投

入長照人力資源之應用、中國醫致力中藥的品管及生產履歷等259。 

我國區塊鏈新創公司有很高的比率投入在代幣和 Fintech 方面。AMIS 開發創

新金融科技，社群的支付系統；其運用區塊鏈技術，研發一個支付標準化的平臺，

並支援資料交換260。關貿打造供應鏈金融平臺，與信保基金，及輸出入銀行、兆

豐銀、星展銀、兆豐產險、三信商銀等金融業者共同簽署「供應鏈金融生態區塊

鏈」261。上海商銀已與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作，成為全國第一家完成金融區

塊鏈函證試營運銀行262。基於銀行區塊鏈聯盟 R3 所開發的 Corda 區塊鏈架構，

中國信託與七家國際銀行包括滙豐銀行（HSBC）、荷商安智銀行（ING）、渣打銀

行（Standard Chartered）、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國民西敏寺銀行（NatWest）、

瑞典北歐斯安銀行（SEB）、泰國盤谷銀行（Bangkok Bank）合作，透過區塊鏈技

術提升信用狀交易效率263。財金公司開始試行「函證區塊鏈」服務試點項目，並

與全球四大審計公司安永、勤業眾信、資誠、安侯建業，在聯合了台灣的 20 家銀

行合作研發後，開始試行區塊鏈服務，並進行上市公司的半年期財務報告的審計
264。普鴻資訊是 R3 在台唯一技術夥伴，看好純網銀商機265。鴻海集團旗下金融

平台富金通與中國大陸 P2P 借貸平台點融網合作推出區塊鏈平台「Chained 

 
259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860/3845147 
260 https://am.is/ 
261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221000358-260205?chdtv 
262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204657 
263 https://www.blocktempo.com/ctbc-financial-holding-ctbc-launch-blockchain-platform-voltron/ 
264 https://www.blocktempo.com/financial-info-cor-blockchain/ 
265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432/blockchain-r3-2019-provision-web-bank-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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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試驗利用區塊鏈簡化供應鏈的交易，並為供應商提供營運資金266。

COBINHOOD 被 ICORating 評選為全世界第二安全的 ICO 交易所267（但在 2019

年 8 月已經申請公司停業）。鑒真數位推出以區塊鏈為基礎的鑑識系統「區塊鏈

存證王」，利用數位指紋技術來確保證據的真實性和有效性268。 

我國是工具機大國，2018 年台灣工具機出口居全球第五大269，但是以中低階

為大宗270，而且缺乏 SI 多以單點為主不能構成產線。但是資通訊廠商已慢慢進入

整廠設計和管理：如佳世達擘劃智慧工廠藍圖，首先為生產流程全面性可視化管

理，其次是透過數據蒐集與分析持續檢視並改善效率271；研華也推出 Wise-PaaS

管控機台設備，還規劃提供預測性維護等功能272。科智公司致力於機台的互通互

聯，也接受鴻海集團的投資273。台灣的大型企業尚未大力投入區塊鏈的研發，但

進入評估階段。Foxconn 一直在試驗區塊鏈技術，利用先進的密碼技術和分散網

絡在供應商，合作夥伴，工廠和客戶之間建立信任關係，還探討了「鏈式財務」

的問題274。優仕智與英國廠商合作在製造業導入區塊鏈，將工廠標準化跟規格化

的數據加密後上傳區塊鏈，提升製造工廠管理效益275。 

在非製造業方面產業方面，奧丁丁致力於產履歷區塊鏈電商與服務應用平臺，

去年取得日本 SBI「八位數美元」投資、並規劃赴美上市276。師大黃冠寰教授新

創國際信任機器公司（ITM），主攻物聯網上鏈、可達千萬 TPS。ITM 也致力於電

池管理、智慧電表、智慧運輸、和 IC 中置入安全協定等277。Bitmark 發展有價數

位資產的所有權與產權：包括健康數據、藝術品、數位收藏、歌曲版權與醫療紀

錄278。BiiLabs 主推分散式帳本技術 IOTA 專攻物聯網應用，把自己定位成「區塊

鏈時代的紅帽（RedHat）」279；BiiLabs 與成大醫院、國泰保險合作資料歸戶、讓

病人出院後即可得到理賠280。FST Network 研發含資料管理的區塊鏈 PaaS 平臺

 
266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3762127 
267 https://meet.bnext.com.tw/articles/view/44388  
268 https://www.blocktempo.com/taiwan-blockchain-tech-company-developed-app-for-evidence-onchain/ 
269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26000385-260210  
270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id=0000357884_fb173y8198ix0b3iklbkf 
271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67045_ogd1dxi8329gkk6azkaf1 
272 https://wise-paas.advantech.com/zh-tw/ 
273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j1aq 
274 http://www.digorlon.com/home/post/137 
275 https://suntv.io/2018/10/31/%E5%B7%A5%E6%A5%A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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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4024/owlting-founder-talk-about-ipo  
277 https://itrustmachines.com/index_zh.html 
278 https://bitmark.com/zh-TW/about-us/mission 
279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39038_VH21WTCJ2HDY0E9SIG5LZ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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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艾旺科技、昶捷物流、洪福通運取得經濟部技術處 A+計畫補助，與資策會合

作研發全台第一個物流區塊鏈平臺「艾旺智慧物流區塊鏈平臺」282已正式上線。

Aetheras 打造遊戲業專屬公鏈「Agora」，解決不同遊戲寶物或儲存金幣的轉移問

題283。HTC 發表了 Exodus 區塊鏈手機、鴻海也代工區塊鏈手機284；富比世將宏

達電和鴻海共列全球區塊鏈 50 強285。趨勢、聯發科、華碩組資安聯盟，企圖解決

區塊鏈 51%資安危機286。Contentos 建構去中心化的全球內容生態系，以便打造貢

獻定價和權益回報287。阿里巴巴砸百億投資台灣新創 50 家技術團隊，其中包括

醫療區塊鏈與數位資產信託等領域288。此外，資策會服創所也在打造區塊鏈音樂

串流和供應鏈管理等技術，工研院也有少量的投入在區塊鏈研發上。台灣區塊鏈

生態系在 2019 台灣區塊鏈產業指南289有詳細的說明。 

 
圖 4. 18  台灣區塊鏈生態系290 

 
281 https://www.fst.network/#about 
282 https://www.iii.org.tw/Press/NewsDtl.aspx?nsp_sqno=2167&fm_sqno=14  
283 https://www.block123.com/zh-hant/nav/754590915955.htm  
284 https://www.blocktempo.com/sirin-lab-finney-vs-htc-exodus-1/  
285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61465  
286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0457/trendmicro-security-it-ot-mtk-asus-support-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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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方面，國發會於 7 月 12 日啟動「台灣區塊鏈大聯盟」並研議與國際

可信任區塊鏈應用服務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usted Blockchain 

Applications, INATBA）對接的策略。區塊鏈大聯盟由國發會主導結合國內區塊鏈

相關各界代表及金管會、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門以發展台灣區塊鏈

產業291。國發會主委陳美伶在啟動致詞中表示，區塊鏈被 WEF 譽為將成為繼網

際網路後第四波工業革命的潛力科技，數位經濟重要的驅動力，也將是臺灣產業

升級轉型最關鍵的力量。陳美伶主委特別提到台灣物聯網產值已破兆，要強化物

聯網上鏈。目前已有多個政府單位採用區塊鏈技術，包含教育部、農委會共同建

置的「校園團膳食材履歷」、教育部也推出「學歷證件認證」、財政部的「跨境貨

運通關業務」等292，而我國政府網際服務網 GSN 的骨幹網路 T-Road 也是運用區

塊鏈技術建置293。調查局研發「司法鑑定證據力－區塊鏈存證」，有效解決鑑定報

告紙本遺失及電子文書真偽難辨的問題294。新北市擬打造全世界最前瞻區塊鏈特

區295296，並與杜拜簽署 MOU，使新北市轉型為區塊鏈新都297。臺北市和 IOTA 簽

合作備忘錄，首推數位市民卡298。高雄也將推出功能性代幣（utility token）高雄

幣，讓高雄消費者與觀光客真正有感299。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Digi+）

引述數位時代的論述：「區塊鏈加速供應鏈、資安成為切入點實現工業 4.0」300。

中華軟協在 8 月 16 日的 2019 資訊服務產業策略會議中以數位轉型角度切入，聚

焦智慧製造、智慧醫療照顧等前瞻產業應用，其中衛服部建議在 personal heath 

record（PDR）採用區塊鏈301。雖然我國政府已在區塊鏈做了很多規劃，但還未能

像歐盟、日本、中國大陸等那樣的大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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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讀者更清楚了解區塊鏈在供應鏈之應用情形，以下分別國內生鮮農產品

及食品供應鏈之案例及國際貨櫃船運資訊平台之案例，分別舉例說明。 

一、我國生鮮農產品及食品供應鏈之案例 

（一）背景 

隨著消費通路結構以及飲食習慣的改變，臺灣農產品進入冷鏈物流體系的比

例越來越高，另外還有部分乳製品、農產加工品與食品，在保存方式及產品特性

上也都需要低溫冷藏或冷凍設備進行儲存和運輸。近幾年國內的物流供應鏈業者

已逐漸意識到冷鏈體系建置之重要性與必要性，然冷鏈物流系統之建置除了冷凍

冷藏設備等硬體的投入之外，若缺乏全程監管之機制或是溫度履歷資料不確實，

還是會造成生鮮產品品質劣變之問題，甚至影響農產品與食品之安全性。 

由於國內物流運輸資訊（包含貨況及溫度）一直是個不透明的黑箱子，以致

終端消費者無法得知整個物流過程的產品狀態以及各運送節點詳細的貨品溫度

變化，增加消費者對農產品或食品安全的疑慮。透過區塊鏈技術使資料不可篡改

之特性，導入農產品及食品物流供應鏈體系，將能有效監控貨況並掌握全程溫度

變化，改善冷鏈儲運過程的管理效能及維持產品品質，除能減少消費者對食安之

疑慮，也能提高產品之競爭力，增加物流業者與外銷貿易業者之實質收益。在此

即說明區塊鏈技術應用於生鮮農產品及食品供應鏈場域之案例。 

（二）區塊鏈在農業與食品供應鏈應用之全球趨勢 

由於區塊鏈技術可通過提高組織的決策能力來優化管理效能，近年來正在改

變全球的農業和食品部門，它在這些領域發展出幾個潛在的應用方式且其中有部

分已經開始被探索研發；主要應用包括產品的可追蹤性、溯源及透明性、支付與

結算、智慧合約、風險及合規管理（compliance management）等。目前這些應用

尚處於起步階段，供應鏈各環節對其所能帶來的好處仍缺乏足夠認識，這些好處

包括在緊急情況下可輕鬆且低成本的將問題產品批次召回；完整記錄農產品或食

品歷史狀態的實用性；更高的客戶信任、忠誠度與更公平更有效率的付款方式；

以及確認通過驗證的供應商與適當的合規管理。 

此外，由於消費者對供應鏈資料透明度的需求增加，預計區塊鏈市場將會持

續增長。根據 2016 年 Label Insight 的食品革命研究報告 94％的受訪者表示，向

願意充分提供產品資訊的製造商來進行購買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302。從

Marketsandmarkets 的統計資料顯示，預計 2018-2023 年區塊鏈在農業和食品供應

鏈市場應用的複合年均成長率將高達 47.8％，2018 年市場規模估計為 6,080 萬美

元，至 2023 年將達到 4.3 億美元。由於大型企業有足夠的收入和資金投資新技

 
302 Label Insight. (2016). How Consumer Demand for Transparency is Shaping the Food Industry. The 2016 

Label Insight Food Revolu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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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因此像是沃爾瑪（美國），雀巢（瑞士）和京東（中國）等行業巨頭正在測試

採用區塊鏈技術，期望能取得市場的主導地位。而中小企業預計到 2023 年將以

更高的速度發展（CAGR 49.3%），許多新創公司正在全球各地投資區塊鏈市場，

並了解這項技術所帶來的好處303。 

 
圖 4. 19  區塊鏈在農業與食品供應鏈市場之規模趨勢 

從地理分布來看，2017 年北美市場佔據區塊鏈在全球農業及食品供應鏈應用

的主導地位，味好美公司（McCormick）、都樂食品公司（Dole）及沃爾瑪（Walmart）

等食品和零售業巨擘的總部都設在美國，且該地區是參與食品和農產品貿易運輸

的主要區域，這也使得該地區採用區塊鏈技術的可能性更大。2017 年北美地區佔

全球區塊鏈農業和食品供應鏈市場的最大份額 41%，市場規模為 1,680 萬美元；

其次是歐洲地區佔 28%，市場規模為 1,160 萬美元。亞太地區雖僅佔全球 20%的

市場，但預計 2018-2023 年的複合年均成長率計是全球最高的 53.1%。 

 
303 Manepalli, N. (2018). Blockchani in Agriculture Market (And Food Supply Chain). Marketsand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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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  區塊鏈在農業與食品供應鏈市場應用之各地規模趨勢 

整體來看，區塊鏈在全球農業和食品供應鏈市場的應用正被進行大規模投資，

除了北美和歐洲市場等已開發國家之外，中國、中東國家和澳大利亞等發展中經

濟體也在區塊鏈技術方面展現出高度成長潛力；像是對食品原產地/出處的資訊需

求增加，以及在農產品與食品加工過程的各個參與者對採用區塊鏈技術的需求也

正在增加，這些都是帶動區塊鏈技術應用發展的因素。此外，經濟條件的發展、

人口的增長、糧食浪費問題以及各地區越來越多的食品詐欺事件，也將會是區塊

鏈應用在農業和食品供應鏈市場增長的重要驅動力。 

（三）案例說明 

為使區塊鏈技術能實質導入產業應用，以及從系統導入過程發現問題與及時

改善修正，本案取得國內一家低溫物流重要業者的合作意向，將其作為示範場域

進行區塊鏈在食品物流應用-溫度履歷資訊整合系統的導入與優化。該公司創辦於

1993 年，廠址位於桃園市觀音區，主要目標為提供客戶優良的低溫食品運輸配送

服務，使儲藏跟運輸能緊密結合，並強化與客戶間的合作關係；目前在桃園觀音、

雲林虎尾與高雄仁武已建置了北中南的低溫物流中心與低溫倉庫，也在桃園五股

與台東設置轉運中心，配送區域已涵蓋全國各地；2018 年全年度的配送物件超過

4,500 萬件，年配送重量達 26.4 萬公噸。 

首先，為解決傳統物流業的痛點：由於溫度、貨況資訊不透明且不及時，造

成客戶、供應商及物流業者耗費大量人力與時間仍無法及時有效勾稽比對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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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規劃藉由結合區塊鏈與物聯網技術，以區塊鏈之「不可篡改」、「不可否

認」等特性，將集貨、轉運、區配中心、配送車到客戶終端，所有過程中的貨況

追蹤、 

運輸車輛的車溫、續冷箱溫度、到達及離開目的地時間點等資訊均透過 IoT

設備上傳至區塊鏈系統，讓物流業者、供應商及客戶均可即時檢視並共同維護這

些資訊，如此共存系統可讓彼此取得互信，進而節省人力、提高作業效率。 

基於上述需求，為有效統整收集散佈於各運輸節點的物流資料及維持資訊內

容整體性（Integrity），遂規劃建置「區塊鏈應用於食品物流運輸之貨況及溫度履

歷資訊整合系統」，本系統包括平板電腦及手機 APP 系統、IoT 溫度感測管理系

統、區塊鏈雲端平台系統以及區塊鏈 WEB 資訊服務平台四大結構區塊，並於示

範場域實際進行系統導入與測試修正。此系統從集貨（西螺）、轉運（虎尾）、配

送（台中）的整段物流運輸各節點作業時，藉由物流士手持平板電腦上的 APP 連

結後台 WMS 倉儲系統及 TMS 運輸管理系統，串聯電子貨運單據，收集並掌握

運輸全程各節點的貨況和 IoT 感測的溫度資訊，並即時上傳至區塊鏈雲端平台系

統。此外，透過區塊鏈 WEB 資訊服務平台網頁設計不同的報表頁面，以可視化

圖表方式提供物流業、供應商及客戶即時和效率化的查詢機制，揭露儲存於雲端

區塊鏈平台上物流運輸的全程溫度及貨況追蹤資訊，建構出供應鏈上所有參與者

（供應商、物流業者、客戶）科技化物流的信任平台機制，藉此大幅減低參與者

的溝通成本，有效提昇整體物流的作業績效及終端消費者在物流食安的信心，進

而有機會增加供應商的銷售業績，使各方都能蒙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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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1  系統功能架構圖 

導入本系統解決問題與整體效益如下： 

1. 資訊透明且即時：解決了傳統物流業的貨況及溫度資訊不透明問題，區塊

鏈上的資訊公開且快速可比對勾稽，真實呈現無法篡改、無法否認（以往

必須用人工耗費時間去進行人工單據比對勾稽，且不一定能得到客戶相

信）。 

2. 降低溝通成本：透過區塊鏈 WEB 資訊平台即時查詢 IoT 感測溫度及貨況

資訊，可在數秒內（依查詢範圍而定）得到結果，取代以往可能因彼此不

信任而要花費數天的人工溝通及比對處理作業。 

3. 提高客戶信任度：由於區塊鏈內的資料具有不可篡改性、不可否認性，客

戶在導入使用一段時間比對確認無誤後會完全相信區塊鏈上的資料（勾稽

比對會以區塊鏈內的資料為唯一依據）。 

4. 實現無紙化電子單據科技化物流：平均計算，單一配送單全程會產生至少

5 張紙本單據，且上市櫃公司每一張單據至少要保存 5 年；假設某物流業

者有 300 個配送店家，一家店一天平均有 2 張配送單，一年配送 365 天，

則一年會產生超過 100 萬張單據且需要倉庫保存 5 年，容易有單據損害

與遺失的風險。導入區塊鏈後，可將以往紙本單據改成儲存在區塊鏈上的

電子化單據，讓單據勾稽與查核的儲存及時間成本都大量降低，估算可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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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約 30％的管理成本並提升整體物流效率至少 30%以上。 

5. 實現全程履歷追溯：透過區塊鏈技術在供應鏈及生產資訊的串接應用，將

能讓未來推展從產地到餐桌的全程履歷追溯成為可能。 

二、國際貨櫃船運平台之案例分析 

（一）背景 

在全球經濟中，每年有超過 4 兆美元的貨物跨越國際邊界，其中 80%以上的

貨物由海洋運輸業運載304。然而運送過程中，複雜的生態體系，包括進出口商、

貨運代理商、報關單位、港口碼頭、海關、路上貨運業者、金融保險機構等，多

透過傳統的資訊傳遞方式，如電話、郵件等來掌握貨物與金流之情形，形成許多

資訊傳遞與確認之成本。全球最大貨櫃船運公司快桅（Maersk）即表示從肯亞

Mombase 港運送一批酪梨到荷蘭阿姆斯特丹，中間必須經過 30 幾個不同的單位、

100 多個承辦及 200 多份獨立的文件交換，且其中絕大多數均為紙本作業305。處

理和管理相關貿易文件所產生的成本約可占總實際運輸成本的五分之一。世界經

濟論壇指出，透過減少國際供應鏈中的相關障礙，全球貿易可再成長 15%，進而

促進經濟發展並促進就業，如圖所示306。 

 
圖 4. 22  全球貿易規模與衍生之資訊交換成本 

（二）區塊鏈在貨櫃船運平台應用之全球趨勢 

有鑑於無效率的資訊交換導致貨運成本上升，2018 年 1 月快桅宣布與 IBM

合資成立公司並開發可供全球航運生態系統使用的貨櫃船運平台 Tradelens，2018

年 8 月正式運作並且對外開放其他業者加入此平台。截至 2019 年年底，全球前 6

大的貨櫃航運公司，已有 5 間加入使用 Tradelens，包括快桅自身、瑞士的地中海

 
304 IBM News Room(2018), Maersk and IBM to Form Joint Venture Applying Blockchain to Improve Global 

Trade and Digitize Supply Chains, https://newsroom.ibm.com/2018-01-16-Maersk-and-IBM-to-Form-Joint-

Venture-Applying-Blockchain-to-Improve-Global-Trade-and-Digitize-Supply-Chains 
305 Ledgerinsights(2017), Maersk outlines IBM joint venture,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maersk-outlines-

ibm-joint-venture/ 
306 IBM(2018), Digitizing Global Trade with Maersk and IBM, 

https://www.ibm.com/blogs/blockchain/2018/01/digitizing-global-trade-maersk-ibm/ 

https://newsroom.ibm.com/2018-01-16-Maersk-and-IBM-to-Form-Joint-Venture-Applying-Blockchain-to-Improve-Global-Trade-and-Digitize-Supply-Chains
https://newsroom.ibm.com/2018-01-16-Maersk-and-IBM-to-Form-Joint-Venture-Applying-Blockchain-to-Improve-Global-Trade-and-Digitize-Supply-Chains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maersk-outlines-ibm-joint-venture/
https://www.ledgerinsights.com/maersk-outlines-ibm-joint-venture/
https://www.ibm.com/blogs/blockchain/2018/01/digitizing-global-trade-maersk-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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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MSC Mediterranean）、法國的達飛航運（CMA CGM）、德國赫伯羅特（Hapag-

Lloyd）及日本新集運（Ocean Network Express）307。該平台每日所追蹤的貨櫃活

動已超過 150 萬、每年達 5 億、處理 500 萬個資訊交換，掌握約全球近半的船運

量308。 

 
圖 4. 23  Tradelens 運作規模現況 

除了吸引其他貨櫃船運公司加入外，Tradelens 也開放予其他相關單位，包括

進出口商、港口碼頭之營運商、第三方物流業者（3PL）及貨運代理商等，由 100

多個不同的組織共同組成生態系，如圖。而台灣部份由交通部航港局於 2018 年 9

月與 Tradelens 接洽，並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簽訂 Tradelens 雲端服務，台灣目前

已有 4 個商港提供資料。 

 
圖 4. 24  Tradelens 合作單位全球與台灣示意圖 

 
307 鉅亨網（2019），IBM 力推區塊鏈貨櫃追蹤平台 全球 6 大航商已有 5 家上船，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50751 
308 Tradelens, https://www.tradelens.com/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50751
https://www.tradel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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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全球前六大貨櫃船運公司中尚未加入 Tradelens 的中國遠洋海運

集團則另外組成聯盟，與法國達飛、德國赫伯羅特、和記港口集團、PSA 國際港

務集團、上海國際港口集團、東方海外共同組成「全球航運商業網絡」

（GlobalShippingBusinessNetwork, GSBN）之航運業區塊鏈聯盟309。GSBN 與

Tradelens 相似，旨在為所有航運供應鏈參與者提供平台，利用安全的資料交換平

台來提高成員間的信賴程度及作業效率，並且提供與如金融、保險等業者之網路

串接，達到跨行業的商業模式，如圖310。 

 
圖 4. 25  貨櫃船運既有現況與 GSBN 解決方案 

顯見在貨櫃船運行業，採用區塊鏈聯盟達到數據交換、共享及追蹤掌握貨櫃

流向與金流，已是行業共識。WEF 報告亦指出，對於運送貨物所衍生的運費單據

審計與支付時，區塊鏈平台可有效解決，如表。某一石油天然氣公司使用區塊鏈

的真實案例，實際採用後預期減少運費支出約 5%，最高達 1 億美元311。 

表 4. 2  區塊鏈如何幫助解決運費單據審計與支付 

痛點/機會領域 區塊鏈解決方案 

難以管理即時變動的費率 以單一且共享的來源所提供的訊息，確保

每個單位所接受到的費率等訊息均為一致 

不易掌握貨物移動狀況及裝運

地點 

確實掌握貨物地點並能迅速應對任何意外 

 
309 CargoSmart.ai(2019), CargoSmart and Maritime Industry Operators Commit to Transforming the Shipping 

Industry, https://www.cargosmart.ai/en/blog/cargosmart-and-maritime-industry-operators-commit-to-

transforming-the-shipping-industry/ 
310 CargoSmart.ai, https://www.cargosmart.ai/en/solutions/global-shipping-business-network/ 
311 World Economic Forum(2019), Building Value with Blockchain Technology: How to Evaluate Blockchain’s 

Benefits 

https://www.cargosmart.ai/en/blog/cargosmart-and-maritime-industry-operators-commit-to-transforming-the-shipping-industry/
https://www.cargosmart.ai/en/blog/cargosmart-and-maritime-industry-operators-commit-to-transforming-the-shipping-industry/
https://www.cargosmart.ai/en/solutions/global-shipping-business-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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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點/機會領域 區塊鏈解決方案 

運費金額容易因運送距離及時

間無法掌握精確數字而造成混

亂 

各單位不需要再確認資料之準確性，因數

據可自動收集並與每個單位共享 

需第三方稽核導致增加費用及

拖累運送速度 

使用區塊鏈和智慧合約依據預先設定的費

率及監測數據（運送距離、時間等）來自

動計算運費 

（三）案例說明 

在此以 Tradelens 為例再進一步說明。Tradelens 為快桅與 IBM 共同成立的貨

櫃船運追蹤區塊鏈平台。過去所有航運相關單位均須各自聯繫掌握物流金流狀況，

且須面對繁複的紙本作業與無效率的通關行政流程，並因此耗費許多時間、人力

與行政成本。Tradelens 為改善此狀況，擬將兩項核心功能商業化：一為建立運輸

資訊平台，使參與供應鏈的所有相關單位，可信賴及快速的掌握、管理供應鏈全

程的訊息；二是藉由文件電子化，使相關單位可透過此平台安全的提交、驗證和

批准電子文件，進而達到自動化處理，幫助減少清關和貨物運輸的時間及成本。

故透過 Tradelens，進出口商可透過單一畫面瀏覽貨運的現況及每個環節的資料，

海關得以提前獲取更完整的貨物到關資訊，提前為清關程序做準備；港務局也能

利用這些資料，將港口調度最佳化。IBM 表示，TradeLens 在一個把包裝材料運

送到生產線的例子上，將整體運輸資料透明化，省去 10 個步驟與 5 人關卡（如

打電話問我的貨在哪），這樣快速的溝通模式共節省了 40%的運輸時間。 

 
圖 4. 26  貨櫃船運既有現況與 Tradelens 解決方案 

Tradelens 採 Hyberledger 區塊鏈技術建置，為許可制的區塊鏈（Permissioned 

blockchain），將每個參與的單位均視為一節點（node），共同享有同一份帳本，視

權限可簽署上傳及檢視資料，並具有資料不可篡改及容易回溯保存之特質，達到

各單位信任之資料共享。TradeLens 由三個主體組成，包含一個追蹤全套運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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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讓第三方開發者創造平台新應用的 API，以及一套標準資料表格，讓不

同公司都能提供統一的資料數據，方便匯入系統。雖然區塊鏈技術主要應用在資

料紀錄與儲存，並不具備尋找錯誤資料的能力，但是 IBM 表示，當所有運輸資料

成為開放狀態、與多人分享，在多人檢閱資料的情況下，也更容易找出錯誤的資

料。 

4.4 區塊鏈於製造業及供應鏈應用之推動策略初探 

我國產業啟動區塊鏈時間較晚，數位化程度也較低。但面對幾乎是不可逆的

趨勢，區塊鏈之於製造業及供應鏈應用之推動策略草案建議如下： 

一、加速產業數位化 

運用區塊鏈的前提是工廠或公司的必須數位化（數位轉型），才能透過 AI 等

技術將資訊合規的上鏈、才能將智慧合約與生態系間的數位商業程式（digital 

business process）透過 RPA 自動連結。然整個供需體系的協作能力瓶頸是在於數

位化不足的弱鏈（weak link），通常是中小企業。目前資策會已啟動 ACE school

數位轉型學堂312，從集結產業、致力顧問服務，強化我國數位轉型的 readiness，

尤其是數化低的弱鏈中小企業。此外，應提供中小企業企業轉型的平臺，協助其

快速數位化。 

 
312 https://aceschool.iii.org.tw/ 

https://aceschool.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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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7  資策會 ACE school 數位轉型學堂313 

二、提升產業對區塊鏈的 Awareness 

台灣新創公司的主管一致認為的台灣產業對區塊鏈的 awareness 仍舊很低。

有一位主管講得明白「在歐洲工業 4.0 採用區塊鏈是常識、但在台灣就須花十倍

百倍的時間去教育那些大老闆」。艾旺經營物流區塊鏈平臺314，但說服物流那種傳

產的高層十分不易，更何況是從端到端呢！所以必須從推廣和 pilot 等下手以增

進產業的 Awareness。 

三、技術研發與系統整合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區塊鏈平臺挑戰很大，但市場也很大。在 supply site 資服

業、伺服器產業、晶片產業，及 demand site 企業協作等都有很大的商機。但我們

認為不管是自主或國際現有的區塊鏈底層技術，在第四次供應革命的數位轉型平

臺還是有「彈性鑄造」快速導入、「合規揭露」國際互通、「平臺優化」20K TPS？

（提高每秒交易量）、以及「商模創新」虛實商模等重大挑戰，如圖 4. 28。 

 
313 https://aceschool.iii.org.tw/Indroduce.aspx 
314 http://www.ioneit.com/bp.html  

https://aceschool.iii.org.tw/Indroduce.aspx
http://www.ioneit.com/b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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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8  區塊鏈的技術挑戰 

資策會已啟動區塊鏈市集（Blockchain Marketplace）的規劃跟研發。同 IVI，

資策會區塊鏈市集致力資料的交換，代幣、智慧合約、數位資產、以及支援即時

經濟共識技術的技術的研發。這個市集還提供鑄造式的 PaaS 和 SaaS 供各個行業

的資料經濟應用的快速開發。由於區塊鏈的雲端化，資策會也規畫基於 Intel 的 

Rack Scale Architecture 平臺，開發軟硬體解構（disaggregation）分散式 Web 3.0 的

儲存帳本如 IPFS 的系統平臺，以 RDMA 加速的技術，提升 Blockchain as a Service

的速度315。在國際大產致力於 BaaS 的潮流下，研發下世代的分散式 disaggregated

區塊鏈雲端系統（or Baremetal）對台灣雲端伺服器產業殊為重要。資策會區塊鏈

市集的架構如下。值得提醒的是，越是自動化資訊安全的威脅越大。資訊安全的

技術研發絕對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一部分316317318319320321。 

 
315 吳錦城，「Emerging Edge Cloud and Disaggregated Infrastructure - A market and business perspective「白

皮書 
316https://www.forbes.com/sites/willemsundbladeurope/2019/04/11/security-is-key-to-the-success-of-industry-4-

0/  
317 https://www.techradar.com/news/industry-40-suffering-major-security-issues  
318 https://www.infosecurityeurope.com/__novadocuments/380509?v=636385704751430000  
319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4/3-ways-digital-challenges-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cybersecurity-ai-artificial-intelligence/  
320 https://rbs.contentlive.co.uk/content/manufacturing-and-4ir-cyber-security  
321 https://www.symantec.com/blogs/expert-perspectives/cyber-security-and-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https://www.forbes.com/sites/willemsundbladeurope/2019/04/11/security-is-key-to-the-success-of-industry-4-0/
https://www.forbes.com/sites/willemsundbladeurope/2019/04/11/security-is-key-to-the-success-of-industry-4-0/
https://www.techradar.com/news/industry-40-suffering-major-security-issues
https://www.infosecurityeurope.com/__novadocuments/380509?v=63638570475143000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4/3-ways-digital-challenges-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cybersecurity-ai-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4/3-ways-digital-challenges-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cybersecurity-ai-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rbs.contentlive.co.uk/content/manufacturing-and-4ir-cyber-security
https://www.symantec.com/blogs/expert-perspectives/cyber-security-and-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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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9  資策會區塊鏈市集的系統架構 

四、沙盒城市 

導入區塊鏈、去中間人等對生態系是破壞性的創新、對現行的監管和法規有

很大的衝擊。使用者經驗是商模創新的重要根據。美國律師 Jeffrey Berns 投資三

億美金在內華達州建立 Sandbox city 的園區322，就是著眼於沙盒的管理以及使用

者經驗。此外，一旦試驗成功，法令即應即時修改，這是台灣產業普遍的心聲。 

五、連結國際 

華苓科技為一家商務軟體公司，今年推出 Lale 鏈的即時通訊上的區塊鏈服務
323。華苓運用物聯網和加拿大六域鏈聯盟的共鏈社區 SDChain324合作，在太湖的

8千的魚塘佈建生產履歷及打氧管理服務。物聯網的打氧管理節省了人力和財力；

而區塊鏈的生產履歷創造漁貨的價值和人力回流的社會效益，是大陸農村五大扶

貧政策的 Show Case。這個案例說明國際連結的重要性。我國物聯網終端的廠商

能與資料經濟結合，將會創造更大的價值和不可被取代性。數位無國界，所以標

準和法規也無國界，此是歐盟 Digital Single Market 的經驗與策略。身為地球村的

一員，如 walmart 要求生產履歷，台灣無可避免，所以要遵循國際的標準。此外

法規也要追隨國際，否則跨境電商無法實現。我們應在研發時候就與國際連結，

參加如歐盟的 Horizon Europe 的計畫，否則時空轉換時別人會說「我們利益已分

 
322 https://news.bitcoin.com/lawyer-invests-300-million-to-build-crypto-city-in-the-nevada-desert/  
323 https://ctee.com.tw/industrynews/technology/105110.html 
324 http://www.sdchain-iot.com/zh-en/ 

https://news.bitcoin.com/lawyer-invests-300-million-to-build-crypto-city-in-the-nevada-desert/
https://ctee.com.tw/industrynews/technology/105110.html
http://www.sdchain-iot.com/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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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完畢」。國際知名的行業標準（De Facto Standard）如物流的 Bita、金融的 R3、

數位資產的 DAML，我們必須選擇後加入陣營；尤其是我國破兆的物聯網產業，

必須仔細選擇和靠攏如微軟等物聯網的 Hub。 

六、鼓勵產業數位化及區塊鏈化 

數位化與區塊鏈化需要投資龐大的人力物力，所以我們應提供如 ABCDE 計

畫的足夠的誘因，以誘導產業及早數位化及區塊鏈化。 

七、培養 SME 進階為獨角獸 

不管從阿酋聯、愛沙尼亞、歐盟或中國大陸的政策來看，「培養 SME、進階

獨角獸」都是重點國家政策。培養 SME 進階獨角獸需要政策輔助，建構區塊鏈

沙盒城市和法規環境會有更大的助益。 

4.5 小結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區塊鏈化幾乎是不可逆的潮流，我們應該審慎以對。WEF

認為區塊鏈會增加$1 trillion 的世界貿易325；國際貿易組織 WTO 認為區塊鏈的建

置到 2030 年國際貿易會增加$3 Trillion326；思科 Cisco 認為到 2027 年區塊鏈會增

加$10 Trillion的國際GDP327；FUSION（FSN）公司預估區塊鏈將搶奪（taking over） 

300 Trillion 的金融市場328。如何再運用 9 萬億流動資金，如何變成地球村的一分

子等策略，我們都應該仔細思考。 

而在數位經濟、網路社會或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我們應該仔細思考甚麼是

這個破壞式創新契機下的企業資產和企業運作？易利信認為企業資產將重新定

義為使用者參與、資料、IoT、數位平臺及市場滲透；而企業運作將重新定義為生

態系協作、知識推衍、價值設定、新興應用及供需共創。 

 
325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09/blockchain-set-to-increase-global-trade-by-1-trillion/ 
326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report-blockchain-deployment-could-add-3-trillion-in-international-trade-by-

2030 
327 https://www.olypsis.com/industrywatch/blockchain-to-hold-10-trillion-of-global-gdp-by-2027-cisco/ 
3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o6bM6enMnc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09/blockchain-set-to-increase-global-trade-by-1-trillion/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report-blockchain-deployment-could-add-3-trillion-in-international-trade-by-2030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report-blockchain-deployment-could-add-3-trillion-in-international-trade-by-2030
https://www.olypsis.com/industrywatch/blockchain-to-hold-10-trillion-of-global-gdp-by-2027-cisc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o6bM6enM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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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0  網路社會將重新定義資產與運作329 

市調公司 Gartner 在 2019 年 9 月發表最新的區塊鏈 Hype Cycle 報告。Gardner

認為區塊鏈將在 5~10 年內翻轉多數的產業；其中銀行會持續對區塊鏈保持高度

的興趣；遊戲產業將是區塊鏈最佳的創新應用試煉場（a testing ground for 

innovative application）；如果能結合物聯網和人工智慧，從區塊鏈的追蹤和追蹤

（Track & Trace）將會永遠改變零售業的商業模式。不過還是有許多區塊鏈的負

面評論。如 WIRED 雜誌認為沒有好的理由去相信區塊鏈330，還有為數不少的的

評論討論加密貨幣或區塊鏈已死331332333334335。筆者認為全球高度關注和投入在區

塊鏈的發展，所以過度炒作是必然的現象，而且區塊鏈帶來的是產業的整個變革，

所以挑戰和阻力都會比其他科技來的大。所以建議樂觀以對，但認為我國要比現

在更積極投入和觀察區塊鏈產業的動向。 

 
329 https://www.ericsson.com/assets/local/policy-makers-and-regulators/transforming-to-a-networked-

society.pdf 
330 https://www.wired.com/story/theres-no-good-reason-to-trust-blockchain-technology/ 
331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top-5-crypto-tokens-pronounced-dead-nem-and-bcc-head-the-list  
332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ch/cryptocurrency-dead-good/  
333 https://thefinanser.com/2019/04/update-the-blockchain-hype-is-dead.html/  
334 https://medium.com/ethos-io/reflections-on-a-bear-market-is-blockchain-dead-1a46686cd93e  
335 https://medium.com/@albertsundjaja/is-blockchain-dead-is-blockchain-the-future-80f9998ff116 

https://www.ericsson.com/assets/local/policy-makers-and-regulators/transforming-to-a-networked-society.pdf
https://www.ericsson.com/assets/local/policy-makers-and-regulators/transforming-to-a-networked-society.pdf
https://www.wired.com/story/theres-no-good-reason-to-trust-blockchain-technology/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top-5-crypto-tokens-pronounced-dead-nem-and-bcc-head-the-list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ch/cryptocurrency-dead-good/
https://thefinanser.com/2019/04/update-the-blockchain-hype-is-dead.html/
https://medium.com/ethos-io/reflections-on-a-bear-market-is-blockchain-dead-1a46686cd93e
https://medium.com/@albertsundjaja/is-blockchain-dead-is-blockchain-the-future-80f9998ff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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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1  2019 區塊鏈 Hype Cycle336 

 
336 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19-09-12-gartner-2019-hype-cycle-for-blockchain-

business-shows  

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19-09-12-gartner-2019-hype-cycle-for-blockchain-business-shows
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19-09-12-gartner-2019-hype-cycle-for-blockchain-business-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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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區塊鏈導入於能源業之應用場域 

隨著越來越多區塊鏈應用於能源的案例產生，激勵了許多能源供應公司、新創業

者、技術開發商、金融機構、政府與學界的興趣。美國國會於 2019 年 8 月提出一

份研究報告1，探討與加密貨幣採礦有關的國際能源與國內的消費現狀，以及規範

能源密集型的採礦可能性，希望將區塊鏈技術整合到當前的能源系統中。而區塊

鏈整合於能源系統將有助於改變傳統垂直整合的電力設施，透過分散式帳本的能

源系統改變此慣例，提高行業的透明度、效率與提高能源生產商的競爭，同時也

增加消費者對於能源市場的選擇性。同年 4 月，美國能源部也提供 480 萬美元資

助大學用於研究與開發能源部門的區塊鏈使用案例2，種種資料均顯示，區塊鏈應

用於能源的潛力與可能性。另外，聯合國也在氣候變遷會議上主張，區塊鏈技術

的發展有助於氣候行動的持續，其應用層面包含透過區塊鏈提高氣候行動的透明

度、核實氣候行動的監測與報告、綠色金融的動員與激勵機制等3，顯見區塊鏈不

僅有助於能源業的發展，也有助於氣候行動的持續以及共同創造綠色金融。 

因此，本章節將從區塊鏈於能源業的應用趨勢談起，首先說明區塊鏈分散式帳本

的技術特性（例如防止資訊篡改等），並結合智慧合約應用，可提供電力交易系統

的點對點（P2P）能源交易和物聯網（IoT），具有商業可行性並可提升效率，同時

改變傳統能源交易系統的結構，創設新的能源交易型態，以及帶動綠能產業多元

化的應用趨勢。其次，國際間實際運作的電力交易平台說明區塊鏈應用於能源業

的實際狀況，最後嘗試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規劃一地熱發電為主的電力交易平

台，並提出分析與未來實施的建議。 

5.1 區塊鏈於能源業之應用趨勢 

區塊鏈基於數學運算法則，其核心以雜湊現金（Hashcash）、密碼學網路支付

系統（eCash）、橢圓曲線數位簽章演算法（Elliptic Curve 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等技術為基底，可確保資料上鏈難以被篡改，而具有高度的防偽性與安

全性。區塊鏈分散式帳本的技術特性，有別於過去傳統集中化的系統，在區塊鏈

網絡上的每個節點都具備完整的數據、權利與義務，並且由每個節點之間相互管

理整個區塊鏈運作，故具備去中心化的特色。而透過去中心化的設計可取代過去

傳統交易結構上需要由第三方做為中介，所有參與的節點都可在區塊鏈網路中檢

 
1 Bitcoin, Blockchain, and the Energy Secto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eeing as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863 (last visited 2019/9/28 ) 
2 Daniel Kuh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inds Potential Blockchain Uses for Energy Sector, coindesk, 

seeing as https://www.coindesk.com/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finds-potential-blockchain-uses-for-energy-

sector (last visited 2019/9/28 ) 
3 UN Supports Blockchain Technology for Climate Action,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seeing as 

https://unfccc.int/news/un-supports-blockchain-technology-for-climate-action (last visited 2019/8/4 )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863
https://www.coindesk.com/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finds-potential-blockchain-uses-for-energy-sector
https://www.coindesk.com/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finds-potential-blockchain-uses-for-energy-sector
https://unfccc.int/news/un-supports-blockchain-technology-for-climat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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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資料的正確性，強化使用者的信賴。而且資訊的驗證需要過半節點的共識決，

也確保分散式帳本底下的系統運作不易遭受篡改，確保整個系統的穩定與安全性
4。此去中心化的特性所影響傳統交易型態的改變，可由以下圖示表示： 

 
圖 5. 1  Centralised and distributed transactional platforms: a single trusted 

authority manages the ledger as opposed to every member holding a copy of the 

ledger5 

而將區塊鏈技術導入能源業的應用後，不僅讓過去傳統垂直的交易系統去中

心化，更是將本來電力交易的電流與金流改變為電流與資訊流，擴大了資產的價

值（資訊流包含本來的金流外，有更多資產價值）。參見圖示： 

 
4 Mattila J.,The blockchain phenomenon-the disruptive potential of distributed consensus architectures, IDEAS, 

seeing as https://ideas.repec.org/p/rif/wpaper/38.html (last visited 2019/10/07) 
5 Merlinda Andoni et al.，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energy secto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ESEVIER，P146 

https://ideas.repec.org/p/rif/wpaper/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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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  Transformation of market with blockchains according to PWC6 

另外，依照目前國際間的資料統計，區塊鏈的技術應用於能源領域中，有 33%

運用於去中心化的能源交易上，是區塊鏈在能源領域中應用最大宗，其次有 19%

應用於發幣募資，再其次則有 11%應用於物聯網、智慧合約與智慧裝置等。而此

三種特性都是未來電力自由化以及建立再生能源交易不可或缺的選項，足見區塊

鏈技術對於電力自由化與建立能源交易機制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6 Merlinda Andoni et al.，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energy secto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ESEVIER，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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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Blockchain use case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activity field: results 

derived from a study on 140 blockchain initiatives in the energy sector being 

pursued by a large number of companies, startrup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7 

區塊鏈於能源業上的應用，主要是有助於替代性能源的分配，以能源互聯網

的概念建立電力交易平台，解決能源銷售與共享數據時的資料儲存、運用、管理

等複雜性問題，確保開放、即時的能源價值交換，維護資產的完整性。同時，該

電力交易平台所連結的微電網可以包含智慧電能管理系統與雲端資訊中心8，透過

區塊鏈技術執行資料儲存與智慧合約的交易功能，增強消費者與供應商間的信任，

也促進服務供應商間的競爭，並降低服務的成本。除了電力交易本身、電能管理

系統與雲端資料庫的運作外，區塊鏈在能源業的應用上也有結合企業社會責任

（CSR）或是再生能源憑證（REC）的設計，更提高使用誘因與再生能源的推廣。

關於各項特性或是功能的說明，分述如下9： 

一、促進替代性能源的分配 

區塊鏈應用於能源也有助於替代性的能源分配。由於世界正逐漸從化石燃料

以及其他有害能源的依賴逐漸轉向，包含太陽能、風能、氫能等新的能源替代產

業正在蓬勃發展。透過點對點能源交易模型的設計（例如分散式能源網 DERs、

 
7 Merlinda Andoni et al.，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energy secto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ESEVIER，P156 
8 連結能源雲端資訊中心、 智慧建築電能管理系統（BEMS）、智慧家庭電能管理系統（HEMS）等，可

將各個項目將資料回傳至需量反應管理中心, 而電力公司配合需量反應機制及配電系統電能調度將控制

指令傳達至 HEMS, 或是各 HEMS 透過區塊鏈送到資料中心來進行電力調度 
9 感謝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士班熊哲賢博士生協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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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面板等等）10，讓能源的來源增加，讓這些來源與電網相連，讓能源消費者

兼具有生產者的角色，可以向電網出售多餘的電力，再加上區塊鏈技術、智慧合

約與智慧電錶的設計，確保了準確的交易紀錄，讓能源更有效率被運用，網絡間

的用戶也可以透明共享數據資料，增強能源使用的自主性。11 

二、能源互聯網的概念 

所謂能源互聯網的概念，是強調個體間對等的能源交易，即「消費者及生產

者」的概念。透過能源互聯網可以促進電力市場交易的自由性與公平性。同時，

結合智慧的電力設備與區塊鏈本身可加入智慧合約的功能進行自動化執行，可確

保並加速執行交易。 

三、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時出錯率與糾正錯誤的時間 

區塊鏈的技術本身因為具備去中心化的功能，可以取代第三方的中介角色，

運用在能源交易上，可以讓生產者與用戶直接交易，提高效率。同時，透過即時

交易的功能，可以快速識別交易中的錯誤與並且節省糾正錯誤所花費的時間。例

如英國的 BTL 公司12主要致力提供安全的資訊平台，過去歐洲能源交易商曾對於

該公司設計的區塊鏈進行為期 12 週的測試，目標是在即時交易平台上運作石油

與天然氣的交易，經測試後證明，該系統可有效識別交易中的錯誤、節省糾正錯

誤所花費的時間，提高效率並確保交易系統免受駭客與交易詐欺等13。 

四、維護資產完整性 

區塊鏈於能源的應用多與物聯網結合，透過物聯網所蒐集的數據（例如從設

備與其他資產上的感應器所取得的數據資料），加上應用程式的設計，可以開發預

測事件的模型並實現預期規劃、或是識別缺陷防止損失，確保資產的完整性與安

全性14。 

五、創建電力交易平台 

整合上述特性，利用區塊鏈技術提供分散式的能源交易系統，有可能翻轉傳

統集中式電力市場交易模式，國際間亦有多間新創公司與能源公司合作，投入開

發區塊鏈能源交易平台並進行示範計畫。依照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主要是著重於

 
10 TREVIR I NATH, The Economics Of Solar Power, Investopedia, seeing as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61115/economics-solar-power.asp (last visited 2019/09/29) 
11 Denise Quirk, How Blockchain is Contributing to a More Energy-Sufficient World With its Revolutionary…, 

Hackernoon, seeing as https://hackernoon.com/how-blockchain-is-contributing-to-a-more-energy-sufficient-

world-with-its-revolutionary-51a4debd6bd0  (last visited 2019/09/29) 
12 BLT 公司 https://www.btl.com/ 
13 BP, Eni deepen blockchain trading in European gas, Reuters, seeing a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bp-

eni-blockchain/bp-eni-deepen-blockchain-trading-in-european-gas-idUSKBN18W1N2 (last visited 2019/09/28) 
14 Stevan Mcgrath, Resolving IoT Security Issues with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ckernoon, seeing as  

https://hackernoon.com/resolving-iot-security-issues-with-blockchain-technology-3ffb36357094 (last visited 

2019/09/28)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61115/economics-solar-power.asp
https://hackernoon.com/how-blockchain-is-contributing-to-a-more-energy-sufficient-world-with-its-revolutionary-51a4debd6bd0
https://hackernoon.com/how-blockchain-is-contributing-to-a-more-energy-sufficient-world-with-its-revolutionary-51a4debd6bd0
https://www.btl.c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bp-eni-blockchain/bp-eni-deepen-blockchain-trading-in-european-gas-idUSKBN18W1N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bp-eni-blockchain/bp-eni-deepen-blockchain-trading-in-european-gas-idUSKBN18W1N2
https://hackernoon.com/resolving-iot-security-issues-with-blockchain-technology-3ffb36357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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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能源系統的基礎建設、結合智慧合約實現能源銷售的自動化交易、透過區

塊鏈代幣追蹤電力來源與紀錄電力的相關數據資料，或是單純對於再生能源的項

目進行代幣募資等功能，創建電力交易（power trading and crediting）的虛擬經濟

網絡。 

六、將區塊鏈應用於微電網的基礎建設 

區塊鏈技術應用於微電網的基礎建設，可讓社區內部透過網路進行點對點交

易，住宅用戶可將自宅的再生能源電力（例如屋頂架設的太陽能板）透過系統出

售，亦可透過系統設定購買電力價格、來源、種類的偏好，並結合智慧電能管理

系統，以智慧合約進行自動化交易，有效提高效率與降低執行成本15。目前著名

的案例包含英國能源公司 Centrica 投資美國紐約的微電網公司 LO3 Energy 的示

範計畫，架設 TransActive Grid 平台、澳洲新創公司 Power Ledger 與日本關西電

力合作展開日本示範計畫等。以 LO3 Energy 做為說明，該公司於 2016 年在紐約

布魯克林選定一小型社區架設微電網控制器並連結電力交易平台，並透過乙太坊

（Ethereum）設定智慧合約，藉區塊鏈技術平衡微電網的供需電力、透過智慧電

表追蹤電流紀錄，住戶可將多餘電力銷售給鄰近住戶，亦可在需要電力時選擇是

否購買鄰近住戶所產生的較便宜電力16，該計畫當時有 130 多棟綠色建築加入該

計畫，形成了運用區塊鏈技術的小型再生能源社區。 

透過這樣的設計，可整合許多分散在各處、連接不同裝置容量的能源，統一

進行調度、提高能源效率，這也是目前所稱虛擬電廠的概念。2019 年 LO3 Energy

又跟日本消費性電子廠京瓷公司合作，團隊透過多個太陽能板與儲能系統生產電

力，由 LO3 Energy 區塊鏈系統進行電力管理，以太陽能的電力儲存與管理測試

虛擬電廠的運作17。 

七、區塊鏈於能源業的其他多元化應用趨勢 

透過區塊鏈上的代幣紀錄電力的來源，可作為電力的識別。此一功能可讓人

們分享再生能源的產出，並增加再生能源項目在融資市場的流動性（以德國的永

續能源公司 Swytch 為例18），此一運用不只是再生能源的發電，也包含追蹤電動

 
15 Cassie Bowe,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Energy Impact Partners, What blockchain technology means to the energy sector, Windpower Engineering & 

Development, seeing as https://www.windpowerengineering.com/business-news-projects/what-blockchain-

technology-means-to-the-energy-sector/ (last visited 2019/09/30) 
16 Hubertus Breuer, A Microgrid Grows in Brooklyn, Siemens, seeing as 

https://new.siemens.com/global/en/company/stories/research-technologies/energytransition/a-microgrid-grows-

in-brooklyn.html (last visited 2019/09/30) 
17 EMILIANO BELLINI, Kyocera uses blockchain to test virtual power plant based on solar and storage, pv 

magazine, seeing as https://www.pv-magazine.com/2019/02/25/kyocera-uses-blockchain-to-test-virtural-power-

plant-based-on-solar-and-storage/ (last visited 2019/09/27) 
18 德國的永續能源公司 Swytch https://swytch.io/(last visited 2019/09/30) 

https://www.energyimpactpartners.com/
https://www.windpowerengineering.com/business-news-projects/what-blockchain-technology-means-to-the-energy-sector/
https://www.windpowerengineering.com/business-news-projects/what-blockchain-technology-means-to-the-energy-sector/
https://new.siemens.com/global/en/company/stories/research-technologies/energytransition/a-microgrid-grows-in-brooklyn.html
https://new.siemens.com/global/en/company/stories/research-technologies/energytransition/a-microgrid-grows-in-brooklyn.html
https://www.pv-magazine.com/2019/02/25/kyocera-uses-blockchain-to-test-virtural-power-plant-based-on-solar-and-storage/
https://www.pv-magazine.com/2019/02/25/kyocera-uses-blockchain-to-test-virtural-power-plant-based-on-solar-and-storage/
https://swytch.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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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充電與登記為綠色資產、天然氣批發等潛在區塊鏈技術的應用19，如果此應

用可與再生能源作社區性的規劃，更可帶動周邊綠色產業的興起。而利用區塊鏈

紀錄再生能源發電的紀錄，如兌換為綠色憑證或碳權等，這些憑證可再進行交易

或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再創造衍生的綠色金融市場。 

此外，區塊鏈所紀錄的資訊，例如電量價格的變化與使用者習慣等等，這些

資料庫所記錄的數據，不僅可用於優化能源交易，若結合商業模式的設計，透過

數據共享或交易亦將創造更大的價值。 

5.2 國外於能源業的區塊鏈應用實例20  

有鑑於目前國際間能源業在區塊鏈應用已有諸多實例，本章節將以 5.1 中所

提到的區塊鏈應用於能源產業的特性與重要功能，挑選三個國際間能源業的區塊

鏈應用實例，建立讀者對於區塊鏈應用於能源業的整體概念。第一個 Restartenergy 

Platform（RED-P）強調區塊鏈應用於電力交易平台的整合過程與區塊鏈代幣運用

的設計；第二個 TerraGreen 的設計特色是以區塊鏈開發電力交易平台時所規劃的

四個發展階段，說明電力交易平台如何逐步連結生產者、輸配電業、消費者與平

台建立的過程；第三個 LO3 Energy 則著重於區塊鏈應用於電力基礎設施的設計

與能源系統軟硬體設備介紹。由於篇幅有限，以下主要針對其個案特色進行說明： 

一、Restartenergy Platform（RED-P）設計： 

RED-P 的目標是建立全球分散式能源供應的電力交易平台，公司於 2015 年

註冊於羅馬尼亞，目前在該國境內擁有 30,000 多名客戶與 5000 個企業合作夥伴，

依照 2019 年的報導指出，該公司的年收入約為 2000 萬美元21。 

該平台整合區塊鏈技術、智慧合約與當地能源發電業者（Restart Energy 公司

與發電業者或能源供應商簽訂協議，購買能源），直接將終端消費者與生產者連

接，整合電力配置與交易系統。該電力交易平台利用區塊鏈技術，紀錄電力交易

中相關資料，包含從電廠供電開始的電力類型、用電比例、用電時間配置、到用

戶端不同智慧型的電器用電紀錄，並且經由供電及用電資料的分析進行數據資料

的紀錄，建立一個智慧型供電網，確保供電穩定，並提供消費者對於電力來源的

選擇與更換自由。其次，該平台提供給發電業者、能源供應商與終端消費者使用，

其平台服務包含(1)能源供應；(2)智慧 wifi 電表服務；(3)電力預測程式；(4)點對

 
19 Cassie Bowe, What blockchain technology means to the energy sector, Windpower Engineering & 

Development, seeing as https://www.windpowerengineering.com/business-news-projects/what-blockchain-

technology-means-to-the-energy-sector/ (last visited 2019/09/30) 
20 整理自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107 學年度下學期科技法律專題實作課程之研究報告，由陳詩諺、林

重達、李昱恆、廖苑辰、劉境棠、高婉云、段婧茹、江沂璇、蘇雍竣、黎昱萱等十位同學共同完成。 
21 Revoltoso, Restart Energy and MWAT token, Medium, seeing as 

https://medium.com/@elrevoltosolibre/restart-energy-and-mwat-token-f4d6dafcd121(last visited 2019/09/30) 

https://www.windpowerengineering.com/business-news-projects/what-blockchain-technology-means-to-the-energy-sector/
https://www.windpowerengineering.com/business-news-projects/what-blockchain-technology-means-to-the-energy-sector/
https://medium.com/@elrevoltosolibre/restart-energy-and-mwat-token-f4d6dafcd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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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P2P）電力交易；(5)綠色憑證，共五樣服務內容。 

對於發電業者或能源供應商而言，使用平台服務必須購買平台發行的代幣

（類似取得會員制的資格），而且該平台依照持有代幣的數量，依照可以銷售的範

圍與量區分為不同權限的經營者；對於消費者而言，則可透過購買平台發行的代

幣支付所消耗的能源，進行即時 P2P 交易，同時，透過平台的應用程式服務，消

費者亦可即時查看家中的能源消耗與歷史消耗量，管控用電量。 

在區塊鏈應用的電力交易平台上，將發行 ERC20 的代幣 RED MegaWatt

（MWAT），該代幣是定位為功能型代幣，透過代幣可以進入平台經營能源供應

（發電業者或能源供應商）或是使用該平台的程式（消費者）。理想情況下，該平

台可以連結全球各地，讓使用該服務的能源消費者和生產者能夠在全球範圍內發

送和接收能源。透過區塊鏈技術的使用，可以在 RED 平台上交易的標記化能源，

也讓電力自由化國家的業者可以更快啟動與經營自己的電力公司。其次，該平台

所紀錄的數據資料也將匯入區塊鏈中進行運算並加密，加密及解密將由礦工協助

分擔，也會將代幣提供給礦工作為激勵機制。 

在電力系統上，區塊鏈結合無線智慧電錶的設計，可以測量現時產生和消耗

的電量，並使用 WiFi 連接將數據即時發送到 Restart Energy 服務器和 RED 平台，

依照電量使用的高峰與低峰時段，調配注入電網的電量與出售的電量，讓消費者

可以用划算的價格購電並進行即時 P2P 交易。此外，該無線智慧電錶的智慧計量

系統透過大數據資料庫（如陽光和太陽輻射的歷史趨勢，不同時間和地點的日照

量等）亦可估算隔天的發電量，該預測系統有助於預測能源產出，並將使能源交

易，結算，供應和貿易的效率提高 30％。 

除了電力交易平台與電力系統外，供應再生能源的部分也會跟綠色憑證系統

結合，只要再生能源電廠持續發電，透過電量的生產紀錄，將不斷產生綠色憑證。

透過平台與國家綠色能源監管認證單位的合作，平台提供國際間認可的綠色憑證

與憑證的交易服務，而購買綠色憑證的消費者將綠色憑證繳交至各國或是世界減

碳監管機關均可進行核銷，可用於抵消碳排放的需求，或是做為企業社會責任的

憑證。而經核銷後，綠色憑證將消失。 

二、TerraGreen 的設計： 

TerraGreen 的前身是 2015 年開始的生質能能源汽化研發計畫，並於 2018 年

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公司，並設立電力交易平台
22
。其特色主要是將電力交易平台

的建立與開發規劃為四個發展階段，透過階段性的規劃，逐漸開發代幣功能、架

設平台、連結輸配電業與消費者，分別為：(1)創建代幣、(2)平台開發、(3)擴展能

 
22 TerraGreen 電力交易平台 https://icoholder.com/en/terragreen-28096 

https://icoholder.com/en/terragreen-2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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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預計在第三階段將代幣上架至交易所）、(4)整合。而該計畫的另一特色便是

初期雖然以地熱為主，但計劃本身不限於特定的能源種類，充分發揮再生能源可

替代性資源的功能。 

在第一階段中，產業鏈相對簡單。這個階段主要致力於建立地熱發電廠，為

投資者提供一種輕鬆支持綠色能源的方式，投資者可以通過交易平台投資新的綠

能項目。依照發電廠的能量輸出和大小發行代幣，投資者透過購買代幣參與可再

生能源生產並獲得投資回報。此時的電力交易平台先與發電業簽訂電力購買協議，

購買發電業者的電量並發行代幣，購得的電量則與能源配銷業者合作，而消費者

向能源配銷業者購買電力，由能源配銷業者輸電給消費者。 

在第二階段的部分，主要是讓交易平台佔據更多的能源市場，讓平台與能源

配銷商建立夥伴關係，並接受以平台發行的代幣作為消費者的支付對價。也就是

說，消費者可以從交易平台上直接購買表彰一定電量的代幣，而且這些代幣代表

再生能源的電量。雖然此階段能源供應者與消費者尚未直接連結、代幣的價格也

取決於當時的能源市場價格而非直接與當地的電力生產與使用掛勾，但消費者可

以透過代幣的購買進而確保使用的電量來自綠色能源。 

第三階段將結合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功能，電力平台將與各國的輸配電業

簽訂契約直接合作，並讓消費者購買的能源代幣價格對應再生能源發電廠的電量

生產與使用，並且讓該代幣上架至交易所。也就是說，投資者按照他們設定的價

格出售能源代幣或是購入代幣，消費者可透過購買代幣使用能源。此時的代幣價

格與電力交易的價格連動，具有一定的價值。 

在交易平台最後的第四階段，能源平台串聯發電業、輸配電業者，並且由平

台直接對消費者，如此將大幅簡化支付過程，並直接向消費者提供再生能源。同

時，平台也會加入不同種類的再生能源，並依照不同再生能源提供不同的代幣類

型，讓消費者透過不同代幣取得想要的再生能源類行，並可利用區塊鏈系統即時

追蹤能源的創造、傳輸和使用量。 

三、LO3 Energy 的設計（著重於區塊鏈應用於電力基礎設施與能源系統軟硬體

設備介紹）： 

承 5.1 所提及，美國紐約的 LO3 Energy 微電網公司，是由英國能源公司

Centrica 投資的示範計畫，並架設 TransActive Grid 平台。該公司主要是區塊鏈技

術的運用，並與其他不同類型的公司合作開發電力交易平台所需的各種技術，包

含與德國機電大廠西門子（Siemens）合作23，西門子相當看好區塊鏈在能源交易

的應用，認為 LO3 Energy 的區塊鏈技術將提高能源管理的效益，因此西門子提

 
23David Z. Morris, Siemens to Invest in Blockchain-Based Smart Grid Builder LO3, FORTUNE, seeing as 

https://fortune.com/2017/12/24/siemens-blockchain-lo3/  (last visited 2019/09/25) 

https://fortune.com/2017/12/24/siemens-blockchain-l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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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網管理、數據分析等技術，協助 LO3 發展業務24，將區塊鏈技術用在微電網

電力交易，讓參與再生能源社區的用戶可以透過智慧電表的安裝，結合 LO3 

Energy 的智慧合約，以加密貨幣進行交易，將用戶屋頂的太陽能電力銷售給社區

其他居民。其次，也有跟日本消費性電子廠京瓷公司的合作，發展智慧家庭電能

管理系統（HEMS）與虛擬電廠，將分散式的能源集成，統一調度以提升能源使

用效率25。以下將就 LO3 將區塊鏈應用於電力交易平台的能源系統軟硬體設備作

一介紹，主要包含個人智慧電表、分散式能源控制設備與應用程式三種： 

 
圖 5. 4  LO3 Energy 的能源系統軟硬體設備介紹 

（一）個人智慧電表 

1. 在電力自由化下，智慧電表可根據需求充電，綜合各種情形加以判斷充電

的時間及充電量。例如，電動車預計在六點出發，且需要長達兩小時與預

計 50 公里的行程，則智慧充電就會選擇在下午三點開始充電，並充合適

瓦數的電力。 

2. 將數據轉換成實際價值：由於電力的價值會依照不同時間的需求而有價格

波動，因此智慧電錶便會依照需求電量計算所需的充電時間及「最佳價格」

進行購電與充電。 

（二）分散式能源控制設備 

1. 將物理上的電量轉換為系統可判讀的訊息，並將訊號轉換為物理設備可控

制傳輸的訊號，以支援市場所需的電力生成、存儲和智慧設備操作功能。 

2. 提供設備控制所需的演算法，並且兼容其他廠商的設備。 

3. 區塊鏈中的節點不僅可計算電量並進行分散式運算，亦可結合智慧合約。 

4. 區塊鏈技術的優化，有別於早期的加密專案團隊的技術與技能。 

5. 利用區塊鏈的分散式電網特性與網路技術的進步，可將高精準度和測量頻

 
24 LO3 energy, SIEMENS TO INVEST IN BLOCKCHAIN-BASED SMART GRID BUILDER LO3, seeing as 

https://lo3energy.com/press/siemens-invest-blockchain-based-smart-grid-builder-lo3/ (last visited 2019/12/09) 
25 KYOCERA, KYOCERA and LO3 ENERGY to Demonstrate Blockchain-Managed Virtual Power Plant, 

seeing as https://global.kyocera.com/news/2019/0204_jgdf.html (last visited 2019/12/09) 

 

https://lo3energy.com/press/siemens-invest-blockchain-based-smart-grid-builder-lo3/
https://global.kyocera.com/news/2019/0204_jgd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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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 PMU（power management unit）安裝在高壓電線的電網中，降低設備

成本。 

（三）應用程式的設計 

1. 利用應用程式的設計激勵新客戶的招募，例如免費代幣贈送。 

2. 網路參與者只需要智慧手機並下載 app、加入會員並通過認證後即可參與

電力市場交易，不需要符合標準的設備，使初期的進入門檻大幅降低。 

3. 該程式可提供給第三方設置微電網，而且該微電網可與其他能源相容，提

高使用者的誘因，並拓展商業模式之效益。 

5.3 我國再生能源領域應用區塊鏈之規劃 

我國近年來配合電業法的修正，在電力自由化後的電力市場將產生如下的變

動26： 

 
圖 5. 5  台電電力系統流程圖27 

 
26 張維君，電力調度走向廠網分工，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參考資料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publications/contents.aspx?&SiteID=1&MmmID=2000&MSid=1034721005

103464177 (last visited 2019/09/28) 
27 工研院，電力調度走向廠網分工，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 327 期 2019 年 03 月號。https://reurl.cc/alGgn9 

（最後造訪日期：2019/10/05）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publications/contents.aspx?&SiteID=1&MmmID=2000&MSid=1034721005103464177
https://www.itri.org.tw/chi/content/publications/contents.aspx?&SiteID=1&MmmID=2000&MSid=103472100510346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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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電業法修正後台灣電力市場架構與運作28 

對比電業法修正前後，可以發現未來的電力市場結構上，發電業的部分增加

綠能發電廠，由綠能發電廠產生的綠電可由台電購回售電、綠能售電業分配、台

電代輸或是進行綠電直供。而近年來政府也在能源轉型白皮書中提倡公民電廠的

概念，所謂的公民電廠便是強調公民參與，由地方民眾共同推動綠能發展並享有

綠能的收益，促進能源轉型29。 

而本章節除了說明修正後可能面臨的電力自由化與電力結構改變後，由於區

塊鏈在國際間有超過三成的比例用於能源業上，且諸多案例顯示區塊鏈對於改變

傳統的交易結構以及電力自由化（例如生產者即消費者、生產者可直接與消費者

交易、消費者對於電力交易的自由度等等），均有許多優勢。因此，儘管目前台灣

尚未有區塊鏈應用於能源業的實例，本章嘗試參考國外區塊鏈應用於能源業的重

要應用的功能及案例，並結合公民電廠的概念，擇定一種再生能源作為區塊鏈應

用於能源業的標的，並針對所有能源業可能應用到的區塊鏈功能提出一整體性的

假設結構（包含電力交易平台、基礎建設、募資工具以及其他帶動的周邊綠能產

業），惟區塊鏈功能十分多樣，未來參考時不需整體適用本假設，亦可採模組化的

方式，挑選需要的部分（例如僅採用電力交易、或是僅採用募資功能等）再進行

深入研究亦可。 

 
28 工研院，電力調度走向廠網分工，工業技術與資訊月刊 327 期 2019 年 03 月號。https://reurl.cc/alGgn9 

（最後造訪日期：2019/10/05） 
29 能源轉型白皮書中提到的公民電廠概念：「…公民電廠係以公民為主體，自主性設立相關組織，透過

集體出資、付出勞力、物資或資源等方式，取得一定所有權或股權，並參與電廠之營運…」，參考資

料：https://energywhitepaper.tw/ 

https://energywhitepaper.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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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章節考量太陽光電發展多年，已有固定的商業模式、風力發電目前

尚有爭議未解，而且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均有間歇性能源的特性，無法持續供應

電力。而地熱既未有穩定的商業模式與發展，亦為穩定持續的基載電力，故選擇

以地熱為標的，簡單從地熱技術、募資、設廠到電力管理平台結合區塊鏈進行設

計，針對我國再生能源領域應用區塊鏈的構想，提一初步規劃，並就區塊鏈應用

於電力管理平台的設計作主要說明。分述如下： 

一、區塊鏈應用於電力管理平台之整體規劃 

區塊鏈應用於電力管理平台之整體規劃共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將設立公

司負責進行兩階段的傳統募資，並協助溫泉業者申請設立小型地熱示範電廠與第

二階段的籌備。第一階段的傳統募資，例如：設立公司的初期以自持與天使投資

為主要營運資金，中期開放少部分股份予市場認購，開始降低天使投資之持股比

例。晚期往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之型態邁進；其次，申請政府的獎勵補助，包含再

生能源發電補助、地熱設備申設裝置補助與偏鄉發展再生能源的補助等（本階段

中，公司團隊將準備地熱發電的相關資料提供於投資人，包含器材折舊率與維護

週期、場址附近地脈與地震相關資訊、施工期間工安與污染防治措施、開發案對

地貌環景之評估等相關資訊。）；第二階段則以區塊鏈的應用為主，包含募資與發

行通證（Token）、設立地熱發電廠，並設計區塊鏈為主的電力交易平台及其所需

的基礎設施，以及利用區塊鏈發行的通證發展周邊觀光業的商業模式。本章節主

要說明第二階段的設計： 

（一）區塊鏈應用於電力管理平台的整體規劃 

區塊鏈應用於電力管理平台的整體規劃，將以一電力管理公司為主導，進行

三部分的規劃，依序為針對申設 2MW 以下的地熱示範電廠進行募資、設立區塊

鏈技術為基礎的電力交易平台與相關基礎設施，並利用區塊鏈發行通證發展週邊

的觀光業與其它類型的再生能源發展。而針對電力交易平台的部分將設立電力管

理平台公司，希望利用區塊鏈的應用提供不同的能源發電和配電系統，建立投資

者、發電業、配電業與消費者間的信任。 

1. 以證券型代幣募資申設 2MW 以下的地熱示範電廠 

本計劃初期籌資建立地熱發電廠屬於示範性質，故預計申設 2MW 以下的

地熱電廠。如法規許可，將以 ERC-1400 的標準（或自有公鏈的同級標準），進

行證券型代幣的募資，所募集資金則用於建設地熱發電廠。以現階段的草案而

言，分潤型或債務型的兩種通證均可能為發行標的。對於電力管理公司而言，

透過區塊鏈與代幣交易所募資將加快募資的速度，並且獲得有別於傳統募資的

資金來源（例如年輕族群、區塊鏈地熱社群、非在地居民等），也擴大公民電廠

參與的概念；對於投資者而言，將資金透過區塊鏈投入電力交易公司，可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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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可再生能源的生產並獲得投資回報（依照代幣類型與公司營運狀況收取紅

利）。 

2. 設立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電力交易平台與相關基礎設施 

為了讓電力管理公司擴展能源市場的經營，應與能源配售業建立合作夥伴

關係，並設計區塊鏈技術應用之電力管理平台。此部分將分為區塊鏈應用之電

力管理與交易平台設計，以及區塊鏈應用至電力管理平台基礎設施兩部分。 

在區塊鏈應用之電力管理與交易平台部分，主要提供電力交易紀錄與儲存

綠色電力憑證兩項主要的功能。電力交易包含自有再生能源（初期以地熱發電

為主，之後可增加不同再生能源發電來源）提供、其他發電業者與一般社區（例

如社區自行發電或是向鄰近社區購買）出售再生能源給平台，並由平台與消費

者締約，透過輸配電業提供電力。而在電力管理與交易平台上，對於售電業與

平台間、平台與消費者間的電力紀錄，均由區塊鏈提供分散式的安全交易紀錄

並且由智慧合約控制能源網路，包含連接電網、記錄發電量與電量來源（是否

為再生能源）並追蹤價格，透過前述紀錄，有助於儲存電力交易後所產生的憑

證（例如：綠色能源憑證或是碳權）。 

在此設計中，區塊鏈的代幣將有兩種類型，第一為電力交易間做為支付功

能的支付型代幣，負責電力交易間的支付功能。電力交易平台初期是連接可再

生能源發電並與各種電網、輸配電路公司簽訂輸配電契約，後期電力平台將與

輸配電業者結合，直接向購買電力的消費者提供綠色能源，並由消費者向平台

業者購買代幣以完成能源支付，此一過程透過區塊鏈技術追蹤能量、傳輸、使

用與費用支付，完成能源平台的優化。此外，支付型的代幣將有助於此區域間

自有經濟的形成，包含任何電力間的交易以及後續規劃週邊的綠色產業，均可

以此代幣支付，如果上架到交易所進行買賣，亦可協助發展交易所功能與代幣

的流通，該代幣可再與發行於交易所中的虛擬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幣）或是

法幣進行兌換。在技術的選擇上，以自有公鏈發行，例如以太坊中的以太幣，

將有助於完整的區域自有經濟產生，但缺點是成本較高，如果選擇從其他鏈上

的代幣進行支付，優點是成本大幅降低，但是區域自有經濟較難以形成（較無

會員制的概念），但如果允許常見的比特幣或以太幣持有者參與，將大幅降低使

用者的門檻，吸引加密貨幣的持有者參與；第二為根據能源開發計畫的能源輸

出和規模，依照能源發電廠的電力輸出量與大小發行的功能型代幣，主要是連

接電網、記錄電量並追蹤價格，具有憑證的性質。 

在電力交易的部分，透過區塊鏈技術與智慧合約的設定，發電業者也可以

對於自己發電所生的電網代幣設定價格以出售能源，而使用者在使用再生能源

電力時，亦可使用當時最便宜的電力。此重點即在於區塊鏈技術在基礎設施的

應用上，主要是能源系統軟硬體設備的應用，也就是以區塊鏈為基礎的能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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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包含個人智慧電錶、分散式能源控制設備與分散式應用程式（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DAPP）的設計。 

在個人智慧電表部分的應用，智慧電表可根據需求充電，綜合各種情形加

以判斷充電的時間及充電量。例如，電動車預計在六點出發，且需要長達兩小

時預計 50 公里的行程，則智慧充電就會選擇在下午三點開始充電，並充預計使

用的電力即可。同時，其數據可轉換成價值計算，對於不同的時間提供的不同

費率進行計算，依照需求量與當時的電量價格進行充電，也就是透過「充電時

間」與「最佳價格」進行效率最大化的能源運用；其次，在分散式能源控制設

備上，可將物理上的電能轉換為系統可判讀的訊息，並將訊號轉換為物理設備

可控制傳輸的訊號，以支援市場所需的電力生成、存儲和智慧設備操作功能。

此一設備需要設備控制演算法以兼容其他廠商的設備，並且在區塊鏈上的設計

不僅是計量和分散式運算節點，也具備資產控制開關的功能，以及高精準度和

測量頻率的 PMU（power management unit）安裝在高壓電線中，但因為電網分

散，加上網路的進步，使得低成本的設備成為可能，並得以用於電網之中（國

外案例顯示，此技術可能需要近期的加密技術而非早期的加密技術可完成）。第

三，分散式應用程式部分，可透過前述的支付型代幣進行規劃，包含藉由代幣

贈送以激勵新客戶的招募。例如：網路參與者只需要智慧手機並下載 app、加

入會員並通過認證後即可參與電力交易平台的交易。 

3. 利用區塊鏈發行代幣發展週邊的觀光業與其它類型的再生能源推廣 

由於本電力交易平台也同樣適合於其它新能源產業之發展，如氫能、生質

能發電業甚至是電動車與碳交易市場，其工作原理與前述階段類似，只要將平

台用於連接發電業者，輸電業者與消費者，並結合智慧合約的使用，串聯所有

交易資料，累積的再生能源發電量換取綠色能源的憑證。 

同時，在推廣電力交易平台使用時，可結合當地綠色產業的發展並且定期

推出綠色消費的折扣。例如，當地的電動車必須使用與電力交易平台相同的代

幣、在當地社區使用代幣可獲得商店折扣等等。進而，讓綠色產業的發展也逐

漸串聯，包含透過電動車的旅遊、連結當地再生能源的觀光等等。 

二、區塊鏈應用於電力管理平台的在地化分析與建議 

由於區塊鏈應用於電力管理平台仍為新興議題，故就本計畫提出的構想提出

進一步的分析與建議： 

（一）電力交易平台應深化思考電業與電業營運的本質 

由於本計畫的電力交易平台是以再生能源為主，必須要從電業與電業營運的

角度，針對再生能源的部分再進行深入的規劃，包含再生能源發電後電力的電力

排碳係數為何？是否符合電力排碳係數的規範？；其次，如要經營電業，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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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合適的供應端與消費端並且提供足夠的誘因？因為一般來說，台灣的業者希

望獲得躉購費率的補貼，甚至在發展初期，躉購費率是重要的投入誘因。如果以

區塊鏈應用於能源，再加上發展公民電廠的構想，從找到案場、進行募資、設立

電廠等，其成本是否符合效益？又，能否提供人民優惠的電力或是購買再生能源

電力的誘因？；再其次，區塊鏈的分散式帳本技術，勢必要搭配儲電設施，但儲

電設施的成本非常高，是否有一併納入成本考量？ 

（二）民眾對於代幣的負面觀感是否會影響以區塊鏈應用於能源的設計？ 

由於一般民眾是從比特幣開始認識區塊鏈，以目前而言，比特幣大多帶給民

眾負面的印象，如果將有負面觀感的技術應用於再生能源的發展，是否合適？ 

（三）對於區塊鏈應用於能源所產生的交易市場，如碳權、綠色憑證等，提出

1.技術上設計的建議；2.法規上設計的建議： 

1. 技術上設計的建議： 

透過再生能源發電所生的碳權或是綠色憑證，依照用途與目的，如果是以

區塊鏈的代幣作為表彰，該代幣應設計註銷的功能。其次，區塊鏈用於能源交

易平台，如果是針對支付型代幣的設計，擁有自有公鏈的優勢是易於創造區域

型的經濟，但缺點是成本高；如果利用現有的公鏈例如以太坊（歐洲有使用

Hyperledger 的實例），已有適用於電力交易平台的支付型代幣的功能與實例，

可大幅降低成本，但缺點是未來較難發展區域型的經濟。 

2. 法規上設計的建議： 

以個案來看，如果是單純透過區塊鏈想發幣募資，以目前金管會的規定來

看，就是只能發兩種類型的代幣（分潤型與債務型）。其他類型的話，可能視為

未來商品預售，涉及群募（crowdfunding）也就是消費者保護的規定。其次，如

果是資產證券化發通證（token），這個前提應該是發幣的資產是否確定？如果

資產有不確定性（例如地熱資產應如何評估？），可能會有涉及詐欺的問題（空

氣幣）（例如過去 ICO 多以尚未實現的計畫進行募資，就涉及有價證券的相關

規定）。其次，就衍生性的商品例如碳權或是綠色憑證的部分，資產性質為何？

資產來源的方法論是否被認可？是否有明確的監管單位與認證？如果這些都

不確定的情況下，發幣有法規上的風險。目前市場上也有碳權代幣化的概念，

應注意個案欲發展的到底是碳權證券化？還是碳權的次級市場價值被證券化？ 

（四）區塊鏈的耗能程度與實際上的運作，是否真的有助於節約能源？ 

就目前區塊鏈的耗能程度而言，一次比特幣的交易，VISA 可以做 15,000

次，以及，實際上區塊鏈的運作仰賴龐大的資安團隊持續的維護。因此，不論

是能源的消耗或是團隊的營運成本，都應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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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是以地熱資源作為再生能源發電的來源，關於地熱資源、地熱技術

的評估有哪些參考數據或是資料？以及，發展地熱的應注意事項？ 

1. 目前地熱資源有國際的地熱資源評估標準，可供地熱資產募資或是證券化

作為評估依據； 

2. 其次，對於初期要設立的 2MW 示範電廠，其地熱發電成本約在 4 到 6 億

新台幣、20MW 的成本則估算為 20 億。 

3. 由於地熱發電所需的土地規模較大，建議應結合一群地主一起探勘，形成

比較有經濟規模的地熱案場。若涉及多人地主，土地價值不一，此時亦可

利用區塊鏈結合智慧合約的優勢，讓地主在保有隱私的條件下協助案場的

開發。 

4. 就環境發展與促進地熱資源利用的角度而言，發展地熱尚需注意抽取的水

量、有地熱資源的地方是否缺乏饋線（投資饋線需要 10MW 以上），以及，

地熱發電後續是否有其他產業利用的可能性（例如：餘熱利用、作為乾燥

或冷凍的能源來源、製造氫氣變成儲存能源等）。 

5.4 小結 

基於區塊鏈的分散式帳本技術，對於所有參與的節點而言，具備防止篡改的

特性，有助於強化交易安全與用戶信賴。其次，區塊鏈允許在點對點（P2P）的網

絡中自動執行智慧合約，增加交易的彈性與便利。在國際上的能源業中，上述特

性已被廣泛的應用，主要是在電力交易系統中設計點對點（P2P）的能源交易並結

合智慧合約在物聯網（IoT）的應用，提升商業可行性並提升能源效率。現階段配

合台灣推行電業自由化的階段性發展以及推動再生能源與公民電廠之政策，本文

假設在電業自由化的情境來模擬區塊鏈應用的空間，自能源永續與促進綠色產業

發展的角度，提供關於募資、電力交易系統與平台，以及基礎設施的設計，可配

合未來能源業應用區塊鏈技術時，取個別功能或模組化方式搭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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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區塊鏈導入於公共領域之應用場域 

6.1 區塊鏈於公共治理之應用趨勢 

現代民主國家中，所謂良善的政府治理（good governance）所欲實現的價值，

包括了政府的課責性（accountability）、公平性、透明度、政府效率與效能、公民

滿意度、公民參與以及公民信任度等等。其中，「課責性」是非常核心的要素之一，

一般對於課責性的解釋多偏向於如何讓組織內的成員，受到更完整的監督而必須

為其作為負責的面向，不過這與它的英文字源 account（帳本或報表）的連結性並

不強，而且單單有人負責受罰，並不一定能改善治理。但如果從政府與民眾之間

普遍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角度來看，就不難得出透明化是改善政府治理的重要前

提之一，要對政府課責首先得有充足且真實可信的資訊，使民眾與監督者理解現

在及過去政府運作上的問題，據以提出改善的方案。這些資訊必然來自政府部門

的各種 accounts，從這些 accounts 提出愈詳盡的資訊說明治理作為，accountability

愈高，愈有助於監督與改善治理。所以 accountability 可視為透過真確資料的蒐集

與揭露來改善治理的一種機制過程。 

試想，區塊鏈帳本裡紀錄的不是虛擬貨幣的交易紀錄，而是政府的預算、公

共政策與各項施政紀錄之類的資訊，透過區塊鏈的分散式共享帳本技術，正可以

從 accountability 的角度，協助政府提升施政透明度，精進公共治理效能，因此，

「透明度」的價值也能夠同時提升。首先，區塊鏈內紀錄的資料只能新增，不能

修改，可以協助防止機關外部與內部的惡意篡改。其次，區塊鏈網路內的眾多節

點共享資料，促進資料流通，也因都保有一致的帳本資料，可避免單點毀損的問

題。再加上以分權共識的方式紀錄與管理資料，可以避免少數單位獨攬資料權的

問題。最後，搭配智慧合約的程式邏輯，區塊鏈可以提供資料管理所需的彈性邏

輯，以及權限控管與稽核軌跡。有助於保存完整的資料異動與移轉紀錄，協助政

府機關有效執行監管工作。 

採行區塊鏈來推行公共治理，也就隱含了數位化的治理手段，對於「政府效

率與效能」也有潛在不小的提升空間。「公平性」與「公民參與」問題，可能主要

在於消弭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方面。而「公民信任度」，透過區塊鏈的透明

與信任創造特性，在此技術接受度提高後，也可能可以有效提升。 

以下我們將就三個與公共治理較為相關，且區塊鏈擅長解決的主題，包括電

子文書存證、跨機關資訊共享互用、數位身份識別等，分別說明如何運用區塊鏈

技術精進政府的數位服務與公共治理，並搭配適當之國內外案例予以說明。 

一、電子文書存證 

政府機關的一項重要職責是維護有關個人、組織、資產和活動的可信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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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紀錄，包括出生和死亡日期或有關婚姻狀況，商業許可，財產轉移或犯罪活動

的紀錄等等。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各項業務的電子化，非常多的文書資料與紀

錄都已轉為數位形式儲存，若進一步搭配區塊鏈技術，將這些數位化的文書與紀

錄存證於區塊鏈，由於區塊鏈內資料具有不可篡改的特性，任何發生在區塊鏈上

的資料異動都會被紀錄下來，可以溯源追蹤其變革歷程，當民眾與機構需要對一

些電子文書求證時，就可以很方便也很放心地透過區塊鏈應用系統查詢電子文書

的真確性。例如：醫事人員、律師、會計師等專業證書都可以電子化，並存證於

區塊鏈，開放大眾網路查詢，透過這樣的數位化服務，也可節省了發證機構提供

查詢服務的成本。 

區塊鏈技術能夠紀錄的資訊，顯然不限於一紙證書，學習歷程中的各種成就

證明，都可以保存起來。像目前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所使用的備審資料，在 108 課

綱實施之後，將由學習歷程檔案取代，每學期結束時，上傳至教育部建置的資料

庫。學習歷程檔案的內容項目，包括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自傳、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和其他資料。我們會看到，老師的角色除了登錄修課成績，還新增對學

生的實作作品、書面報告等課程學習成果進行認證的機制，以提升審查資料的公

信力。而學校或校外機構，則負責登錄幹部經歷、競賽成果、檢定證照、志工服

務這些多元表現。這樣的資料庫，其實是區塊鏈技術可以應用的地方，換句話說，

全國的高中可組成一個聯盟區塊鏈，確保當中學生資料檔案的存證不可塗改、可

追溯且可共享。 

但是，一旦採用了開放共享的區塊鏈技術，會不會讓學生的個人資訊有外流

的疑慮？實務上，所謂的使用區塊鏈存證電子文書，並不是將文書內容直接儲存

於區塊鏈內，而是保存經安全雜湊函數對文書內容計算出來不可逆向回推的一串

雜湊值，用以日後審查文件時，進行查證文件之真確性用，各種文書仍舊儲存於

原保管機構或學生手上。換句話說，大專院校的招生科系，等學生自主匯出學習

歷程的各項內容後，即可藉由同一安全雜湊函數得出文件的雜湊值去和區塊鏈的

存證比較是否相符，以確認文件真偽。而擔負起認證課程學習成果與多元表現這

一職責的老師和校內外機構，亦可用他們的私鑰將審查結果以電子簽章方式存入

區塊鏈內，供大專院校查證學生學習成就文件時檢驗。如此一來，認證者和查證

者之間的資訊流通，也是透過區塊鏈平台提供。 

個案：瑞典政府以區塊鏈試驗土地登記 

土地所有權登記，在全球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仍是一件管理方式

非常傳統的公共服務。直到今日，仍有很多國家採用紙質書面文書的記錄方法，

來登記土地所有權情形。若是直接把這些權益文件鎖在檔案櫃裡面，那麼只要一

場嚴重的自然災害或是火災，這些文件就會被銷毀，造成市場交易大亂。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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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以時日，書面文件也可能會褪色，又或者意外遺失等等。何況，在管理制度不

佳的地方，掌握此一資料文件的官員，會有不小的動機去上下其手，作為貪汙腐

敗的一種手段。 

因此，具有不可篡改特性的區塊鏈資料庫，成為新一代可能可以解決這類問

題的技術關鍵。2016 年 6 月起，瑞典政府土地管理局 Lantmateriet 與區塊鏈新創

企業 ChromaWay、諮詢公司 Kairos Future、SBAB 銀行、Landshypotek 銀行合作，

測試私有鏈是否可以作為進行產權交易的方式。 

該機構 Lantmateriet 的開發主管人員 Mats Snall 表示，瑞典土地產權登記方

式流程相當的保守，多半仍由書面工作等構成，因此其探索區塊鏈技術是否可以

改變這個流程，重塑土地產權登記方式。Lantmateriet 被區塊鏈潛在可能帶來的公

開透明的潛力所吸引。「土地產權應該是公眾的、公開的、透明的、安全的、穩妥

的」。Lantmateriet 以私有鏈測試探索如何讓土地的買家、賣家、銀行、政府機構

用數位方式追蹤交易全程，而不是採用書面紙質合約，從而使追蹤更簡單、透明

性更好。 

當然，除了技術探索之外，變更土地產權登記系統的最大障礙可能反而來自

於存在多年的法律和監管問題。根據 Lantmateriet 的試驗經驗，如果按照當前法

律的解釋，瑞典所有土地銷售、購買和所有權的贈與契約必須要用紙筆簽訂。因

此，如果希望把這一套流程數位化，就須要修改法律或相關的法律解釋。 

此外，瑞典 Lantmateriet 的經驗也向國際擴散，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政府

也於 2019 年完成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土地登記系統概念驗證試點專案。這項概念

驗證試點專案是由新南威爾斯州土地註冊服務局和前述之瑞典區塊鏈新創公司

ChromaWay 合作進行的。 

二、跨機關資訊共享互用 

政府組織由於分工關係，各種業務都有專屬的主管機關負責，民眾的資料皆

會由業務主管機關集中管理與維護。這樣固然有責任清楚，個別效能彰顯的好處，

但難免也會因為機關之間的整合不良，出現穀倉效應（the silo effect），時而必須

投入額外的資源，協調各方與同步資料，增加溝通與人力成本，並影響對外的服

務品質。畢竟從民眾的立場來說，政府的服務是整體的，跨機關的障礙不應存在，

曾經建檔過的資訊，可以按個人意願由一間機關攜帶轉移至另一處去利用，並且

能全程在線上處理是最方便的。對此，區塊鏈技術的特性確實非常適合用來提升

政府機關資料治理的品質與作業效率，尤其是在跨部門之間的資料統整、流通與

運用方面。區塊鏈可作為各方之間協作的資訊基礎設施，提供可信賴又安全的資

料共享與管理機制，協助發展多主管機關的一站式整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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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技術具有多方共同管理、分享資料、動態更新的特性，可有效整合不

同部門間的資訊，提升政府機關資料治理的品質與作業效率，提供可信賴、安全、

真確的資料搜集與訊息揭露機制，改善不同組織間橫向的資料流通問題，並可進

而打破穀倉效應，發揮資料共享的效益。 

具體而言，區塊鏈內紀錄的資料只能新增，不能修改，可以協助防止機關外

部與內部的惡意篡改。其次，區塊鏈網路上眾多節點都保有一致性的帳本資料，

可避免單點毀損的風險。再者，若搭配智慧合約的程式邏輯，可以提供資料管理

所需的彈性邏輯，權限控管與稽核軌跡等功能。例如，除了紀錄資產所有權外，

也可以執行資產移轉的交易管理，保存完整的資產溯源紀錄，協助政府機關有效

執行監管工作。 

例如：我們到不同的醫院、診所看病，如果病歷資料沒有互通，某些檢驗恐

怕就得重複又執行一遍，既耗費資源也影響時效性。近年衛福部建置了電子病歷

交換中心（EMR Exchange Center, EEC），就是要解決民眾跨院就診時，調閱電子

病歷的問題。病人若於甲醫院簽署好紙本授權書，即可授權該院醫生，藉索引系

統查詢調閱自己在乙醫院的病歷資料。雖然透過這個 EEC 服務，民眾可以調閱他

院電子病歷，但紙本授權書的使用仍有許多不便之處，造成管理成本之負擔。如

果將這個紙本授權書作業改由區塊鏈作業取代，即可達到全面的電子化作業。此

一實際之公共治理案例，我們將在下一節中予以詳細探討。 

個案：我國財金資訊公司之「金融函證區塊鏈服務」 

自 2018 年 7 月起，我國金融領域負責跨機構資訊與帳務交換協調之財金資

訊公司開始試行區塊鏈金融函證服務試點計畫，1並與全球四大審計公司包括安永、

勤業眾信、資誠、安侯建業等，聯合台灣 20 多家銀行進行合作研發後，開始試行

區塊鏈金融函證服務，並進行上市公司半年期財務報告的審計工作。2 

此一本區塊鏈試驗計畫將透過這些銀行的企業聯盟，與四大會計事務所簽約

進行財報簽結。挑選多家知名的上市公司在今年的「半年報」進行「函證區塊鏈」

之試驗工作，並預計推廣到國內約 1500 家上市公司全面進行財報函證的區塊鏈

化。 

財金公司表示，本試點旨在解決以往審計相關流程一般要花上兩週至一個月

的時間，而引入區塊鏈技術將有助於大量簡化此一流程，在最佳情況下「將時程

 
1 「函證係會計師查核企業財務報表時，向金融機構發送詢證函以獲取並評估查核證據之程序。以往需

由查核人員先將紙本詢證函遞交企業用印後，再寄送企業往來金融機構之總行或分行，由於金融機構多

以人工方式填覆後再回寄給查核人員，過程不僅耗時費力，內容亦有人工填具疏漏錯誤之可能，且若未

以掛號交寄，恐衍生企業印鑑及財務資料外洩、詢證函遺失及遭篡改、變造等作業風險。」 
2 Blocktempo 網站，『財金公司首創，金融函證區塊鏈服務上線後：證交所、27 家各大銀行、超過五百

家企業已響應』，2019.1.16 



129 

縮短到一天之內」。截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為止，一共有國內 27 家主要銀行、超

過 100 多家會計師事務所，以及證交所、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等 500 多家企業共

同參與。 

根據財金公司之發布新聞稿指出：「經過 107 年 7~11 月的試營運發現，結合

區塊鏈與 API 技術雙效出擊，函證查詢時間可由平均半個月縮短到一天。除了節

省作業時間及成本外，以往受查企業動輒須用印數十件、甚至數百件的企業授權

書，只要以工商憑證、證期共用憑證等電子簽章進行一次線上授權即可輕鬆完成，

大幅提升人員工作效能。」 

此外，財金公司也表示該項服務除了提供會計師事務所及銀行 WEB 網頁操

作介面外，也支援 API 介接，以達到系統全自動之效益。在未來，詢證函將支援

inline 的 XBRL 格式，使查核單位之運用更加多元及彈性，顯著提升審計作業之

效能。 

此一試驗內容，除了直接大幅節省函證流程的人力、物力與時間成本之外，

透過區塊鏈的導入，其實也提升了流程數位元元化的程度：能避免紙本遺失的風

險，能提升企業財務報表透明度，同時還能保障投資人對上市公司的權益。 

此舉為我國領先全球之作為，財金公司自 2016 年起便與我國主要大型銀行

共同成立《金融區塊鏈研究暨應用發展委員會》，歷經 2 年多區塊鏈技術探索與

實作驗證後，領先全球推出此一金融區塊鏈函證服務。 

三、數位身份識別 

許多公部門提供的網路服務中，最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就是確認服務對象的

網路身份識別。一般的網路應用系統多採用帳號密碼來辨識使用者，但若涉及當

事人的重大權益，例如網路報稅，單單靠帳號密碼進行身份辨識，資安風險過高。

所以目前公部門是採用安全層級較高的自然人憑證來管理網路身分認證，民眾使

用一張內含個人身分資訊與公私鑰的實體晶片卡，搭配讀卡機，就可以直接透過

網路使用政府數位服務，而不必臨櫃辦理。 

然而，自然人憑證所達到的數位化還是有些限制的，因為身分資訊是存放在

一張實體的卡片，而非完全透過數位化的方式認證使用者的身分。也就是說，設

備與讀卡機的連結就限制了可供應用的場景。如果說公私鑰和政府單位認證過的

身分資訊，改為存放至民眾的手機等裝置裡，即所謂的可攜式個資，並將個資存

證到區塊鏈內，便可更徹底地藉數位化方式去驗證網路服務使用者的身分，使用

者還可自主管理自己的個資，選擇性授權給第三方進行讀取確認，擴大應用範圍。 

我們的數位身份識別可以有多重面向，基本個資只是其中一個最基礎的面向，

政府部門不同的機關也有可能可以提供其他面向的認證與背書。例如：交通部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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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關就可以在我們的數位身份憑證內加註關於駕照的訊息，並存證於區塊鏈。

換句話說，我們的數位身份中的內容，並非由單一機關主管，而是由各機關分別

確認與存證於區塊鏈的，但由我們自主管理，視需要而揭露。 

個案：瑞士 Zug 市之數位身分系統 

國際上，率先實驗區塊鏈之數位身份識別系統的是瑞士的楚格市（Zug），此

一小城市在國際區塊鏈與加密貨幣圈非常有名，被稱為「加密谷」（Crypto Valley），

有許多區塊鏈新創公司進駐，城市科技相關聚會人數統計為歐洲之冠，許多世界

級的區塊鏈公司或相關組織都在這裡登記設立或是開展活動。楚格市的成功跟瑞

士國家整體對於區塊鏈的支持有很大關係，瑞士在國際金融領域具有非常特殊的

地位，國家一直聚焦於制訂有助於推動該國金融創新產業的法規，尤其也十分關

注加密貨幣與區塊鏈領域，其積極與主動監管，使得瑞士在區塊鏈方面的成長領

先於歐盟各國。 

楚格市政府在 2017 年宣佈推出基於以太坊技術為主的分散式數位身分系統

Zug ID，是採用基於 uPort 協議的方案，符合歐盟 GDPR 規則，市民下載專用 App，

填寫資料後，在區塊鏈內存證民眾的個資，接著將網路識別憑證（含民眾個資與

公私鑰）儲存於民眾的手機內，由民眾保管與使用。在公部門對民眾身份進行臨

櫃認證之後，民眾毋須攜帶卡片讀卡機，即可透過手機 App 認證，使用特定的政

府網路服務。此外，由於個資是存放於民眾的手機 App 內，在進行驗證身份時，

民眾可以選擇性揭露，不必要的欄位不必揭露。例如：如果儲存於 App 的個資也

包含有父母親的姓名，但在進行網路身份認證以使用政府服務時，視該服務的性

質，未必都需要提供父母親的姓名。3 

擁有數位身分系統之後，基於此一系統要推行其他便利的公共服務就變得非

常容易，例如，楚格市就在 2018 年中，成功完成了瑞士第一次的電子投票作業，

即是採用此一區塊鏈身分系統來進行的。 

個案：美國西維吉尼亞州通訊投票系統 

民主政治裡，投票活動是非常重要的表達民意的手段，在選舉時的投票，更

是要求投票的過程具有公開透明的特性，但個人投票內容則應加以保護。因此，

區塊鏈技術應用於選舉投票部分可能場域時，確實有其潛力。不過，由於區塊鏈

周邊的相關配合措施尚未完備，民眾普遍對於數位化方案作法信任度還不夠，在

全球範圍內，真正採用區塊鏈系統來投票的案例還很少。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經過

2018 年 5 月完成在兩個郡的實驗後，繼續在 2018 年 11 月的期中選舉，採用了以

區塊鏈為基礎，由投票應用程式的公司 Voatz 開發的通訊投票方案，開放讓 24 個

 
3 參考 Digitimes，「瑞士 Zug 測試透過區塊鏈進行投票」，201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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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在海外軍事基地服務的人員以手機 App 進行不在籍的通訊投票。使用者必須先

拍攝政府頒發的身分證以及他們的自拍相片進行註冊，待臉部辨識技術確認兩張

相片是同一個人，並搭配多因子認證後，即可進行投票，選票將匿名記錄在區塊

鏈上。投票完成後，州政府會印出紙本，用來稽核選票是否有效。 

由於通訊投票方式主要是考慮到派遣在國外的軍人可以行使其公民權，因為

他們若要按照傳統方式進行通訊投票往往需要郵寄選票。因此，並不是整個西維

吉尼亞州都用這種方式進行投票，而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遠距投票者。即便如此，

此一方案仍然遭遇到不小的反對聲浪，擔心安全與被操弄的問題。雖然此次投票

是正式且具有效力的，但是仍在幾項條件下才出現的：(1)非取代性，選民仍有其

他非區塊鏈方案的投票方式可以選擇；(2)適用對象僅為少數遠距選民；(3)傳統已

有的通訊投票系統在選前遭受攻擊，因而改採區塊鏈方案。就以上之討論看來，

未來基於區塊鏈技術的投票若要能更加普及，可能還需要不少時日。 

6.2 公共領域導入區塊鏈之案例：我國健康福祉整合照護示範場域計畫 

本節將透過深入介紹我國衛福部「健康福祉整合照護示範場域計畫」中利用

區塊鏈技術導入來實現整合照護資料分享自主控管，在提高資料流通以利公共利

益的同時，並考量個人隱私資料保護。將先就此一應用場景進行介紹，再說明其

資料架構如何利用區塊鏈技術，最後討論此一系統所帶來的效益。 

一、導入區塊鏈之公共應用場景介紹 

本個案是以衛福部「健康福祉整合照護示範場域計畫」中關於導入區塊鏈的

部分為核心來闡述公共領域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實際應用。此一衛福部計畫是以社

區為基礎、家庭為核心整合，並且探討跨民政、社政、衛政之三方需求，針對不

同角色的使用者與單位，探討各角色間的需求與資訊應用範疇，並針對健康福祉

科技整合照護重點發展項目及智慧化服務模式中，各角色及資料交換的模式分析，

提出對未來推動照護的政策與發展基礎，以發展全人健康與落實偏遠地區長照責

任為目標，整合各種醫療、保健、照護、社工及福祉資訊，透過優化照護網絡與

建構示範場域，發揮健康福祉科技整合照護網絡綜效，設計具可行性與可負擔性

之健康福祉科技整合照護與跨體系的溝通合作，建立完善的照顧示範模式。本計

畫示範地區首先選定離島連江縣。整體計畫概念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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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  「健康福祉整合照護」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此一健康福祉整合照護體系，具備跨域整合，參與者多元且異

質，資料保護與正確性十分重要等採行區塊鏈所適用的場景特徵，因此，以下就

該計畫內與區塊鏈技術導入相關的部分進行說明： 

（一）整合照護之必要性 

在醫療與照護體系中，不同機構、醫療服務提供之服務與個案問題日益多元，

常會出現一件個案有多位工作人員提供服務的現況，導致每件個案都需要重述多

次自身問題，造成資訊間的重複提供，同時工作員有可能因為訊息分散，無法掌

握全面的資訊，以至於評估不完整，變相形成資源上的浪費。針對個案或家庭進

行服務時，若能將通報、療育、就學、醫療等資訊串接，讓每一階段之服務提供

者可由系統之整合資訊瞭解個案，透過資訊之整合得知個案曾經發生過的問題以

及接受過的服務，可有效避免重複性敘述，並減少服務的重複提供，以更具全面

性的評估提供最適合的資源來協助個案，提供更全人式的照顧。 

整合照護系統同時可增進跨資源單位照護整合的能力，以滿足民眾的多元需

求，本研究設定以社區為基礎、以家庭為核心做整合，探討橫跨民政、社政、衛

政之三方需求，針對不同角色之使用者與單位，以及彼此資料交換之模式分析，

整合各種醫療、保健、照護、社工及福祉資訊，提出對未來推動照護之基礎架構，

以發展全人健康與落實偏遠地區長照責任為目標。 

（二）示範場域建構 

由於發展完整適當之整合照護系統並非易事，不僅需要科技的支援，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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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組織的磨合與合作，宜採分階段逐步推展。因此，依衛福部之規劃，本計畫首

先選定連江縣為建置示範地區，透過建置連江示範地區整合健康照護之營運模式，

利用過去政府相關專案：(1)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IDS）；(2)電子病歷交換中心（EEC）為基礎，針對社政、衛政、民政各職權角

色之需求進行資料模式等定義，從中發展出跨體系與跨醫療院級的方式，其發展

重點將提供一跨單位之管理平台，服務功能將透過區塊鏈技術整合相關服務，並

結合各領域專業單位執行整合性服務，執行醫療遠距照護、長照服務，協助完善

連江縣之全人照護需求。 

（三）授權、存取控管與區塊鏈技術之應用 

各體系之資訊整合與共享有其存在之必要性，但由於開放資訊共享將牽涉到

民眾們較為注重的合法性授權問題，過去以紙本方式讓民眾授權的方式，雖然安

全，但不僅耗費紙張，也有簽署授權的時間與場域的限制。授權紀錄改為數位形

式應該是必然的趨勢，但其中更涉及到個資法、電子簽章、資料交易及資料交換

標準，民眾普遍會擔心過去的看診紀錄可能有被非法調閱的疑慮，萬一過去之授

權資訊被有心人士更動，則看診資訊就有被非法查看的風險。而區塊鏈技術具有

匿名性、資料不可篡改與非中心化共識決等特性，近年來許多研究機構進行區塊

鏈相關的研究及探討區塊鏈可行的應用，發現評估使用區塊鏈時必須根據實際遭

遇的狀況，找到適當的關鍵點引入區塊鏈技術，以充分發揮出區塊鏈的特性。舉

例來說，如果要做大量資料儲存相關應用的話，區塊鏈就並非是一個合適的平台。

以本計畫而言，民眾的醫療照護資料數量眾多，也有隱私保護需求，各醫療照護

機都已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建置安全的儲存與管理設施，不僅無法，也不宜大

幅更動現有架構，將醫療照護資料存入區塊鏈內。但以區塊鏈技術來滿足民眾自

主授權與共享資料存取控管的關鍵需求，就十分適當，因為民眾的授權分享資料

的紀錄必須完整與正確，也需要在不同的醫療機構間分享，這些正是區塊鏈技術

可以發揮所長之處。 

二、整合照護資料共享之授權平台 

本計畫設計之整合照護資料共享授權平台，主要設計原包括：(1)盡可能不改

動各醫療機構現有的照護資料的儲存與管理設施，採外加方式，以具開放性與擴

充性的架構建置授權平台；(2)以集中方式管理本平台的使用者與各機構的資料索

引；(3)應用區塊鏈技術開發使用者授權系統，包含使用者授權 App，提供以區塊

鏈交易為依據的自主授權與查詢功能；(4)將共享資料分類與階層化，並以角色區

分資料調閱人員，以提供細粒度（fine-grained）資料存取控管功能；以下分幾個

面向來說明此一授權平台如何利用區塊鏈技術實現。 

（一）整體系統架構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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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是由參與之九家機構中，選取其中較具規模的五個機構，包括連江縣

立醫院、萬芳醫院、北市聯醫、亞東醫院與三軍總醫院，每個機構設置 1 台閘道

器，擔任(1)機構內部與外部照護資料交換傳遞之中介角色與(2)本平台區塊鏈網路

之節點（Node），共同負責運行本研究之區塊鏈網路。後續亦規劃衛福部加入本

平台，並納入此區塊鏈網路。本研究之區塊鏈網路屬聯盟鏈性質，其運作方式與

比特幣等所採公開區塊鏈架構大不相同，主要差異為：(1)以許可制運作，網路中

的節點有資格限制，無法任意加入新節點；(2)參與之網路節點數量少，彼此間有

一定程度之信任基礎；(3)節點之間的共識較有效率，不必採用費時費資源的挖礦

法。本平台底層係採用以太坊區塊鏈，但以聯盟鏈方式建置，並採用高效能的 PoA 

（Proof of Authority，權威證明）共識法（clique），由選定節點輪流定時生成區塊，

其餘節點僅能同步帳本，共享與共管民眾對照護資料的調閱授權紀錄。優點為只

需一次性的節點建置成本，不需日常耗費資源又慢的挖礦共識成本。 

此一平台各機構的資訊網路都是以健保的 VPN 來相互連接，屬於內部網路

性質。因此，各閘道器，包含區塊鏈網路等的運作都相對安全。在對外部溝通部

分，則是透過設置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的外部網路與內部網路緩衝區（DMZ 隔離

區）內的應用伺服器來進行內外溝通。此外，該院之閘道器亦配備較多資源，同

時擔任整體服務入口角色，提供(1)使用者註冊智慧合約讀寫；(2)使用者授權紀錄

的寫入與查詢；(3)資料庫服務等功能。 

總結而言，本授權平台基於參與醫療機構現有照護資料之儲存與交換設施，

透過外加閘道器與區塊鏈網路來實現後端使用者管理與資料共享的控管功能。未

來若有新的機構要加入此一平台，只需要增加閘道器與安裝搭配的軟體即可，在

擴充上相對容易。 

 
圖 6. 2  資料授權與調閱運作概要圖 

前端使用者的照護資料授權與資料調閱之運作模式概要如圖 6.3。使用者區

分為一般民眾、身份見證人與包含醫療照護人員的服務提供者。民眾註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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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見證人進行審查，方可啟用本研究開發之手機 App，進行照護資料的共享授

權與查詢。民眾授權紀錄透過區塊鏈交易儲存，作為照護資訊分享的控管依據，

如此將可確保民眾個人醫療資訊的分享是由民眾所掌握，照護人員要調閱民眾其

他機構資料，都必須通過區塊鏈授權系統驗證方能進行調閱。 

（二）結合區塊鏈技術的使用者管理模式 

本授權平台以集中方式管理使用者，使用者註冊成為會員後，還需取得一組

內含公私鑰的區塊鏈帳號，方能執行區塊鏈的寫入交易功能，完成資料授權。因

此，本平台的使用者管理功能結合了區塊鏈公私鑰技術，提供使用者執行資料共

享授權的交易。 

具體而言，使用者先下載本研究開發之照護資訊授權 App 後，進行個人資料

註冊與設定 App 專屬密碼，本平台會替使用者創建一個區塊鏈帳號（以太坊區塊

鏈平台帳戶地址），包含公私鑰一組，以提供使用者執行授權資料寫入時所需數位

簽章之用，簡稱此一以太坊帳戶與公私鑰為「區塊鏈憑證」，憑證經加密後儲存於

手機內之安全區域。授權 App 的專屬密碼除登入本平台外，也可用於啟動區塊鏈

憑證之私鑰，進行授權資料數位簽章之用。此外，本平台會替使用者部署一個專

屬的智慧合約於區塊鏈，用以紀錄其授權紀錄，並將使用者之身份證字號與其區

塊鏈帳號與智慧合約連結，以利後續作業。 

使用者註冊完後，必須等待「身份見證人」之驗證，才能啟用其區塊鏈憑證

進行照護資訊授權。身份見證人扮演類似 PKI 架構中的 RAO（Registration 

Authority Officer，憑證註冊審驗人員）角色，並由各醫療機構管理者所指定之人

員擔任。本平台藉由引入身份見證人的機制來實質審查註冊者之真實身份，讓會

員帳戶具備真實性與唯一性。身份見證人是預先經過各個醫療機構認可，可以進

行新會員審查的特定管理人員。本平台針對身份見證程序，也開發一個「見證人

App」，供具身份見證角色之人員使用。身份見證人之實質審查是一次性的，一旦

通過審查就代表本平台接受該使用者手機內專屬的區塊鏈憑證，凡是該憑證所數

位簽署的授權資料，就可以寫入本平台之區塊鏈，作為照護資料共享之控管依據。

使用者除新增授權外，也可修改已授權之內容與查詢過去之授權紀錄，實現個人

資料自主管理之目的。 

（三）結合區塊鏈技術的資料共享授權運作模式 

本平台整合多個機構多類型的醫療照護資料，提供照護人員取得經授權之資

料共享服務。設計原則之一是盡量不更動各機構現有的醫療照護資料管理系統，

所以若照護人員要查閱的資料屬於同一機構之資料，平台並不介入資料的存取控

管，而是交由原資料管理系統控管；只有在進行跨機構的資料查閱時，本平台的

區塊鏈授權功能才介入，查詢平台區塊鏈內，存放於民眾專屬智慧合約的授權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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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執行控管的功能。換言之，民眾透過授權 App 所設定的資料共享授權，是針

對跨機構查閱資料的請求。 

（四）照護資訊之索引與授權 

民眾完成註冊與會員審查後，可透過授權 App 進行照護資訊之檢索與授權功

能。首先，民眾可以查詢自己在各參與機構的照護資訊索引，平台會透過位於北

市聯醫的閘道器，連結其他的閘道器，將民眾在各機構的照護資訊紀錄以索引方

式回傳，並以分類階層式供民眾瀏覽。資料分為 4 大類：健康促進、醫療照護、

長期照護、社家安全，部分類別還可細分為子類別等。民眾可選擇全部或部分資

料進行授權，例如：單一大類別、子類別或單筆，支援細粒度的資料授權範圍；

授權內容還包含授權對象及授權期間，授權對象可區分機構與角色別，包含 6 種

角色：行政人員、居家服務人員、社會服務人員、長照服務人員、醫療照護人員、

健康管理人員。授權期間分為 1 天、1 週、1 個月、1 年或永遠。 

勾選完成後，App 會將授權內容規格化，生成以太坊區塊鏈之寫入交易，並

要求使用者輸入其 App 密碼以啟動私鑰，對交易進行數位簽章，再傳送至後端，

紀錄民眾於區塊鏈上之專屬授權合約內，最後並透過區塊鏈的同步機制，分享給

區塊鏈網路上的各個節點。民眾隨時可透過 App 隨時查詢及改變授權內容。 

（五）照護資訊之調閱查詢 

醫療照護人員可隨時隨地透過本平台調閱病患的醫療照護資料，包含在診間，

或是外出進行居家照護。因為調閱屬於單純的資料讀取動作，不牽涉到資料的寫

入動作，所以此部分功能不須使用區塊鏈帳號。 

由於必須透過部署在區塊鏈上的民眾專屬授權智慧合約來調閱資料，因此任

何調閱紀錄（包含調閱者所屬機構、調閱者身份、調閱病歷之唯一辨識值）將會

被儲存在區塊鏈的紀錄（Log）內，作為軌跡稽核之用。區塊鏈對於寫入之資料具

有不可篡改的特性，未來若有任何資料調閱的爭議時，此保存之調閱紀錄都可以

用來作為處理爭議之依據。 

三、綜合討論 

跨醫療照護機構之間的資訊整合與共享，可以協助照護人員提供更優質的照

護。目前許多機構的資訊都已電子化，但機構間的資訊整合與共享卻不如預期，

其中一項關鍵因素是如何提供民眾便利又安全的資料授權方式。傳統的紙本授權

書的作法，不僅有執行上的時空限制，還有可觀的儲存與管理的成本負擔。本計

畫示範了可應用區塊鏈技術取代紙本作業，建構數位化的共享資料授權平台，提

供民眾不受時空限制的授權功能，也方便照護人員即時取的更全面的資訊，提供

優質的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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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整合照護資料共享的授權平台的主要特色有(1)資料分散儲存於參與機

構的內部，沿用既有的資料管理設施，降低整體建置成本；(2)集中管理使用者與

各機構的資料索引，安全與效能有保障；(3)基於區塊鏈技術的使用者資料分享授

權系統，提供醫療機構防篡改與自動分享的數位授權紀錄；(4)具分類與階層化的

照護資訊，提供基於角色的細粒度資料分享控管；(5)透過閘道器（Gateway Server）

介接使用者，區塊鏈與既有資料管理設施，降低擴增參與機構數量的單位成本；

(6)開發使用者授權 App，提供以區塊鏈交易為依據的自主授權與查詢功能，確保

授權紀錄之真實性與防篡改。 

醫療照護資料，既是牽涉個人隱私的敏感性資料，又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資

料流通共享性，以便於不同機構間之醫護人員與照顧人員之專業服務提供，更進

一步地說，這些資料的使用也可能具有公共效益或是能夠產生商業上的運用價值

等。因此，環繞在資料的管理跟授權方面的設計，引入區塊鏈技術後，確實能夠

在尊重個人擁有資料的權利下，有效提升相關醫療照護資料之運用效率，進而提

升政府在提供一般民眾醫療照護之公共服務方面的公共治理效率。 

6.3 小結 

本章探討區塊鏈於公共治理之應用趨勢。關於政府公共治理，「課責」

（accountability）與「透明」（transparency）是其兩項核心要素，運用區塊鏈有助

於這兩項要素的提升：課責性可以透過對於政府行為的不可篡改紀錄來提升，而

區塊鏈資料庫本身就是具有透明度的，但人為制度層次的治理，是否能配合此一

技術應用，則仍有賴政府高層的決心與認識。而目前公共治理的應用領域，大致

上包括：(1)電子文書存證例如學歷證書、土地產權等等，略述了瑞典政府以區塊

鏈試驗土地登記的案例；(2)跨機關資訊共享互用，以我國財金資訊公司之「金融

函證區塊鏈服務」為個案說明；(3)數位身份識別，則以瑞士 Zug 市之數位身分系

統以及美國西維吉尼亞州通訊投票系統為案例說明。最後，以我國衛福部「健康

福祉整合照護示範場域計畫」案例來詳細說明，如何利用區塊鏈技術導入來實現

整合照護資料分享自主控管，提高資料流通以利公共利益，並同時考量個人隱私

資料保護之應用場景、系統與其所帶來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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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區塊鏈對法規制度之影響 

本章節將從區塊鏈導入社會的整體制度面的角度，就其技術特性導入社會後對於

社會整體性的影響，探討包含跨國界治理與管轄權（cross-border governance and 

jurisdiction）、安全議題（security）、道德議題（ethical Issues） 與監管議題（regulatory）
1。其次，從實定法角度，分成從總論與各論探討法規制度的影響。總論部分從實

定法的角度探討區塊鏈對於法規的影響，先參考瑞士對於區塊鏈的法規制度2，說

明區塊鏈進到社會後會衝擊哪些法律：包含民法（例如通證的法律地位、智慧合

約的成立與否等）、金融市場相關法規、洗錢防制等。對比瑞士的狀況探討目前台

灣可能面臨的狀況，探討關於公法（以個人資料保護為核心）、民法（以智慧合約

為核心3）與其他法規（包含財產法，例如智慧財產；刑法，例如洗錢防制以及證

據保全等程序面）的議題。（其中金融監理因為全球關注，因此獨立一個章節探討

國內外狀況，並針對我國狀況提出建議）。在各論部分，則以重要的特定產業會面

臨的法律問題進行探討，包含健康照護與供應鏈的產業。 

7.1 區塊鏈導入社會對於整體制度面的影響 

一、區塊鏈的安全議題（security） 

初始的區塊鏈系統是由分散式帳本（Distributed Ledger）、安全雜湊演算法（演

算法的輸出值稱為雜湊值4）與點對點技術（P2P）5等基礎技術構成。而透過區塊

鏈的網路會記錄使用者（User）的交易資訊，並將所有交易紀錄儲存在區塊中，

達到記錄交易資訊以及資料儲存的功能，經礦工打包交易記錄並行使記帳權後封

包（挖礦，Mining），經驗證後鏈結於前一區塊（上鏈），並在每個節點中複製相

同的區塊與鏈結序列，就是區塊「鏈」與分散式帳本的概念。而在分散式節點上

如欲更改資料，需要超過 51%以上的節點同意，故具備難以篡改的特性。惟，區

塊鏈技術這樣的設計，在公鏈上是公開性質，容易遭受駭客攻擊，當駭客具有超

過 50%以上的區塊鏈算力時，就會成為區塊鏈網路的大多數，甚至進而控制整個

區塊鏈，對於規模較小、礦工較少的區塊鏈來說，風險更高。因此，在區塊鏈技

術的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議題就是資訊交換的安全性，也涉及資產交易的部分。

 
1 DAN PRICE, 5 Blockchain Problems: Security, Privacy, Legal, Regulatory, and Ethical Issues, Blocks 

Decoded, seeing as  https://blocksdecoded.com/blockchain-issues-security-privacy-legal-regulatory-ethical/ 

(last visited 2019/9/27 ) 
2 Legal framework for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and blockchain in Switzerland, Federal Council report, 

seeing as https://www.newsd.admin.ch/newsd/message/attachments/55153.pdf (last visited 2019/9/27) 
3 Birgit Clark, Blockchain and IP Law: A Match made in Crypto Heaven?, WIPO, seeing as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18/01/article_0005.html   (last visited 2019/9/29) 
4 雜湊值就是 Hash 值 
5 由點對點技術傳送資料，並在多個不特定節點(Node，可能是 PC 或是伺服器)間建立通訊，參加 P2P

的所有節點既可請求檔案傳送、亦可回傳檔案，是對等關係。 

https://blocksdecoded.com/blockchain-issues-security-privacy-legal-regulatory-ethical/
https://www.newsd.admin.ch/newsd/message/attachments/55153.pdf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18/01/article_0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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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加密貨幣的使用上，通常採取冷儲藏（cold storage）的方式，也就是離線的

資料庫或錢包，藉以保障使用者資料的安全性。而區塊鏈技術用於交易所、涉及

金流時，此時駭客入侵就會涉及加密貨幣的安全性，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 2018 年

日本 Coincheck 交易所被駭走相當於 159 億台幣的多種虛擬貨幣，當時是由

Coincheck自行賠償所有用戶的損失6、而2019年身為全球加密貨幣交易所Binance 

幣安也曾被盜 7000 多枚比特幣，也是由幣安全額賠償用戶損失7。惟駭客風險是

加密貨幣必須面對的安全問題，加密貨幣的交易所跟傳統的金融機構不同，其資

金、整體制度受到監管的程度也不同，當面臨資產被盜時，交易所是否有足夠承

擔風險的能力、是否有替用戶的資金做防護措施（例如，是否有資金信託）？甚

至，政府是否有必要把關交易所的品質、民眾是否對於交易所的風險有足夠的認

識、資訊是否充足？都應列為重要的安全議題。 

其次，交易所的負責人如果掌管交易所大部分資產的冷錢包私鑰，而該負責

人失蹤或突然死亡，因為私鑰遺失導致存放於交易所的資產無法提領，用戶該怎

麼辦？在 2019 年加拿大交易所（QuadrigaCX）即發生此一案例8，由於該平台在

當地並未受到政府監管，用戶的權益求償無門。 

有關於區塊鏈的安全議題上，除了金管會監管特定類型的證券型代幣（STO）

外，其餘代幣、交易所尚未有明確對應的監管機制，亦無類似金融機構管理規範

的通報義務。而主管機關未明下，當異常事件發生時，多半僅由用戶下載的交易

所應用程式 APP 發出警示通知（例如幣值劇烈下跌），似有不足。 

二、區塊鏈的跨國界治理與管轄權（cross-border governance and jurisdiction）

以及監管議題（regulatory） 

就司法管轄權的角度來看，區塊鏈上的節點（Nodes）並無國界之分，因此區

塊鏈的運作可能會跨越不同的司法管轄界限。舉例來說，要確定區塊鏈頭端交易

的位置已屬不易，而且該交易的成立行為地是頭端節點的位置、礦工打包成功的

位置，或是資料上鏈後在每個節點都儲存資料後，每個節點都是行為地？尚無定

論。此時，各國對於金融機構的監理、民法上交易的詐欺或是錯誤意思表示認定

亦不一致，將導致後續法律上的爭議更加複雜。 

從區塊鏈金融治理的角度來看，可以發現目前全球對於比特幣的管制並不一

致，若以合法開放、管制與違法三類進行區分，可以發現有 123 個國家

 
6 區塊勢，如何挑選比特幣交易所？參考資料 https://blocktrend.today/07-16-2019-how-to-choose-crytpo-

exchanges (last visited 2019/9/27) 
7 區塊勢，黑客緊盯幣圈交易所：5 家被擊垮，8 家成「老賴」，參考資料

https://blockcast.it/2019/05/10/insight-on-cryptocurrency-exchange-hacks/ (last visited 2019/9/27) 
8 Danny Lin，遺失私鑰的加拿大交易所疑點重重，輿論開始認為創始人「詐死！」，動區動趨，參考資

料 https://www.blocktempo.com/blockchain-analysis-ties-5-bitcoin-addresses-to-quadrigacx-exchange/ (last 

visited 2019/9/27)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0966
https://blocktrend.today/07-16-2019-how-to-choose-crytpo-exchanges
https://blocktrend.today/07-16-2019-how-to-choose-crytpo-exchanges
https://blockcast.it/2019/05/10/insight-on-cryptocurrency-exchange-hacks/
https://www.blocktempo.com/blockchain-analysis-ties-5-bitcoin-addresses-to-quadrigacx-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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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regions）是將比特幣視為合法（legal）、部分國家則是管制（restricted）

比特幣，如中國等、另有部分國家將比特幣視為違法的（illegal），例如孟加拉的

警方逮捕了比特幣的持有者，還有巴基斯坦、伊朗、馬其頓共和國等均視比特幣

為違法9。由於區塊鏈的特性結合金融應用，實加速跨國界的金流與無歧視性

（Anti-Discrimination）的交易，然而，金流的跨境交易在各國監管缺乏一致性的

規範下，易與國家主權之行使有所牴觸。另一方面，完全缺乏監管的市場也會產

生市場操縱的問題，許多報導認為，2017 年 ICO 的風行便是交易所與發行商合

作操縱的結果，也是欠缺交易規範的直接結果。就監管層面來說，因為區塊鏈的

設計具有難以更動的特性，即使符合現今規範運作的區塊鏈，未來如果法規修正

必須面臨調整，該區塊鏈是否真的能配合調整？如果不行，又該如何處理？此外，

近期（2019）有許多交易所因為配合洗錢防制的規範，進行自我審查後大量下架

代幣，引發一波幣值下跌，包含韓國加密貨幣交易所（Upbit）在今年 9 月 20 日

公告將於月底下架六種匿名幣，理由是不符合 FATF 今年 6 月發布的準則10；而

台灣交易所（MAX）也在今年 9 月 24 日宣布將於 10 月 14 日下架九種代幣，亦

是代幣審查不符的緣故11。惟，在此情況下，是否會產生類似操縱價格、內線交易

的情況發生？是否應有對應的資訊揭露義務、監管機制或是類似防止操縱價格與

內線交易的相關規範呢？ 

而區塊鏈除了在金融治理的應用涉及各國監管規範與跨境交易的議題外，技

術應用也是蓬勃發展，例如在醫療上的電子病歷、智慧合約的應用（購買線上音

樂、汽車租賃等）、身分認證、學歷證書、物流與供應鏈、結合人工智慧的應用等

等，範圍相當廣泛。而當這些跨國流通數據已成常態，國際社會應如何協力完善

其作業與規範環境？此類議題主要涉及隱私的相關規範，國際間包含歐盟 GDPR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美國加州關於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法案，要求連接 IoT 設備的製造商必須為 IoT 設備配備合理的安

全防護措施，藉以維護 IoT 設備資訊的安全性，避免未經授權的存取、破壞、修

改或洩漏等12，均為區塊鏈技術應用時應關注的規範內容。而商業的對應上，面

對跨國界的交易或認證時，可以採取聯盟鏈的方式開放權限，邀請願意採取同一

 
9 Coin Dance, Global Bitcoin Political Support & Public Opinion, seeing as https://coin.dance/poli 
10 區塊客，韓國交易所 Upbit 跟風下架匿名幣：同樣為了迎合 FATF 新規，參考資料 

https://blockcast.it/2019/09/23/upbit-delists-six-privacy-coins-due-to-new-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fbclid=IwAR1r123HbdrX9iFSm7yEVVHEsXQJ52G0R26j_XaSDvOmvxfOtyhsxihywQQ  (last 

visited 2019/9/28) 
11 Lee Michael，台灣交易所 MAX 進行代幣審查：下架大量代幣、關閉 USDT 與台幣外的交易對，留

下寶島金融，動區動趨，參考資料 https://www.blocktempo.com/max-delist-9-coins-and-listing-controversial-

coin-fmf/ (last visited 2019/9/28) 
12 Adi Robertson, California just became the first state with an Internet of Things cybersecurity law, THE 

VERGE, seeing as https://www.theverge.com/2018/9/28/17874768/california-iot-smart-device-cybersecurity-

bill-sb-327-signed-law (last visited 2019/9/25) 

https://coin.dance/poli
https://blockcast.it/2019/09/23/upbit-delists-six-privacy-coins-due-to-new-international-regulations/?fbclid=IwAR1r123HbdrX9iFSm7yEVVHEsXQJ52G0R26j_XaSDvOmvxfOtyhsxihywQQ
https://blockcast.it/2019/09/23/upbit-delists-six-privacy-coins-due-to-new-international-regulations/?fbclid=IwAR1r123HbdrX9iFSm7yEVVHEsXQJ52G0R26j_XaSDvOmvxfOtyhsxihywQQ
https://www.blocktempo.com/max-delist-9-coins-and-listing-controversial-coin-fmf/
https://www.blocktempo.com/max-delist-9-coins-and-listing-controversial-coin-fmf/
https://www.theverge.com/2018/9/28/17874768/california-iot-smart-device-cybersecurity-bill-sb-327-signed-law
https://www.theverge.com/2018/9/28/17874768/california-iot-smart-device-cybersecurity-bill-sb-327-signed-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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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企業參與，或是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區塊鏈認證標準，都是未來可能的解決

方式。 

三、區塊鏈的道德議題（ethical Issues） 

對於區塊鏈的道德議題，主要有兩個值得討論的疑慮。第一、對於環境的影

響；第二、促進犯罪活動的進行。 

首先是環境議題，由於區塊鏈是透過算力驅動，讓資料上鏈儲存，而算力的

提供又來自能源的消耗。目前區塊鏈網路的運作所需的算力不容小覷，在 2018 年

的統計上提出，比特幣區塊鏈一整年的運作，相當於整個阿根廷國家所消耗的電

力。另有英國能源比較服務公司（PowerCompare）表示，比特幣區塊鏈的年用電

量已超過 159 個國家，並佔有全球用電量的 0.6%，其耗電量不容小覷。對於目前

節能減碳意識高漲的全球趨勢上，開發人員應盡快找到更有效驗證交易的方式，

藉此降低排碳量。惟國際間對此亦有不同面向的考量，由於區塊鏈技術理論上有

助於簡化作業提升效率的應用，故於全球氣候變遷會議上，聯合國秘書處也提出

應支持發展區塊鏈科技，該技術亦有助於節能，端看如何及是否能善用技術。 

第二是促進犯罪活動的進行。以暗網為例，犯罪份子多以比特幣進行交易，

利用比特幣的匿名性，可以購買毒品、武器與其他禁用物品，而且透過比特幣的

交易更難以追蹤金流的去向，甚至有犯罪份子專門進行比特幣的洗錢。依據統計，

一筆錢如果能洗 5000 次，即無法追蹤出源頭。而近期更多使用比特幣支付犯罪

的對價，例如香港綁架案件、勒索郵件等，更甭提層出不窮的交易所駭客攻擊，

都是因區塊鏈技術而驅動的犯罪行為。 

7.2 受到全球關注的金融監理問題 

目前區塊鏈應用的產業範圍相當廣泛，但監管規範以區塊鏈於金融領域的應

用最為具體。而國際間對於區塊鏈於金融領域的應用，其規範的建立大多需要加

入技術面的考量，故對於區塊鏈導入法律制度的創新思維上，本章節將以金融領

域的監管規範為主，先提出瑞士、美國與新加坡等國家，對於區塊鏈應用於金融

的思考、代幣分類以及相關制度，再回頭檢視我國探討目前金管會所提出的「證

券型代幣發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s, STO）監理規範」，透過法律結合科技的

角度，提出新的切入觀點。 

一、瑞士對於區塊鏈發行的代幣分類 

依照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FINMA）於 2018 年 2 月所公布的指導方針

認為13，金融市場的法律監管規範可能無法一體適用所有的代幣發行，應將發行

 
13 FINMA publishes ICO guidelines, Finma, seeing as https://www.finma.ch/en/news/2018/02/20180216-mm-

ico-wegleitung/(last visited 2019/04/12) 

https://www.finma.ch/en/news/2018/02/20180216-mm-ico-wegleitung/
https://www.finma.ch/en/news/2018/02/20180216-mm-ico-wegl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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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幣的性質分為支付型代幣（Payment Token）、功能型代幣（Utility Token）以及

資產型代幣（Asset Token），由於不同種類的代幣具有不同的性質可能衍生不同的

應用場景，規範也會有所不同。其次，依照不同種類的代幣發行，則分為支付型

代幣的 ICO （Payment ICOs）：具有支付功能但尚不被視為證券，必須遵守洗錢

防制的相關規範；功能型代幣的 ICO（Utility ICOs）：則應判斷是否已可存取、使

用特定的服務或是應用程式，否則仍可能被視為證券；而資產型代幣的 ICO（Asset 

ICOs）：則被 FINMA 視為證券，認為應該符合證券法規的相關規範。其次，依照

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FINMA）的定義，尚未有特定服務的功能型代幣以及

資產型代幣均可能具備有價證券的性質，尤其是資產型代幣表彰區塊鏈以外的實

際經濟資產（real economic assets），並且可包含承諾公司未來的收益或資本份額，

依據其經濟功能，具有股票、債券或衍生金融工具等類型，屬於有價證券範疇並

受到證券法規的規範與金融監管機構監管。 

從瑞士對於區塊鏈發行的代幣分類可以觀察出，判斷代幣的種類應以代幣具

備的功能以及其所用的場景為判斷依據。其次，代幣所具備的功能須從底鏈與其

提供的原始碼進行判斷。因此，如要判斷代幣的分類，勢必須有技術人員的轉譯。 

二、美國對於區塊鏈發行的代幣分類與監管規範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 2019 年 7 月 11 日批准 Blockstack 公司以 Reg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 2019 年 7 月 11 日批准 Blockstack 公司以 Regulation 

A+14發行代幣15，此為美國第一個通過 SEC 審核的代幣個案（the First SEC-

Qualified Offering）。由於目前美國並無類似瑞士針對代幣分類的官方文獻，因此

透過 SEC 批准的首例，意味著目前美國將代幣發行至少分為證券型代幣與非證

券型代幣兩種。如果屬於 STO，應通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審核與註冊

程序、並遵守特定法律的規範豁免部分註冊程序16，並且被認定為有價證券的豁

免證券。 

就發行的監管部分，美國著重面向如下：發行者的發行義務，包含特定財務

規範、是否依照監管機管的要求提出投資說明書，而且申請程序的各項文件必須

提交外部審計，查核公司實際的狀況，相關資料必須是比 ICO 白皮書更詳細的募

資說明書（prospectus），並且提交有指定格式的季度或年度的財務報告；其次，

依照募資金額的額度，對於投資者資格、投資金額、閉鎖期亦有一定的限制；在

申請程序期間，亦有相關的輔導機制，包含經紀自營商（Broker_Dealer）協助進

 
14 Regulation A+是基於 1933 年美國《聯邦證券法》所制定的豁免法規，需經 SEC 批准，流程與 IPO 類

似。 
15 Blockstack Token Sale Becomes the First SEC-Qualified Offering in U.S. History, seeing as  

https://blog.blockstack.org/blockstack-token-sale-sec-qualified/ 
16 如反洗錢（AML）以及（KYC）法規、以及 Reg S/CF，Reg D 的 506（c），Reg A +…等 

https://blog.blockstack.org/blockstack-token-sale-sec-qua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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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及外部專業意見，例如律師、會計師、金融分析師以及 STO 顧問均會參與

程序的進行，結合跨領域專家的綜合認定，確保 STO 有比 ICO 更安全、更值得

信賴的監管機制17；在交易市場上，則是在通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與申請

程序後，可在監管下認可的另類交易系統（alternative trading system, ATS）18進行

交易。也因為美國納管的機制具備主管機關的實質審核機制並符合市場專家的認

定，讓投資者權利受到法律的實質保護，亦提供需要增加公司資本的籌資者多一

種籌款途徑。 

三、新加坡對於區塊鏈發行代幣的監管規範重點 

依照新加坡數位貨幣的發行指南（A Guide to Digital Token Offerings）與證券

及期貨法（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SFA）的規定19，其監管規範有幾項特點，包

含認為 STO 發行的數位貨幣可能態樣包含包含股份、債券、衍生金融商品、集資

計畫、信託資產權益等；符合屬於證券期貨法下的證券/資本市場產品，被視為有

價證券，需經專家獨立審核（如律師）；符合特定條件下不需提供募股說明書；限

定於專業投資者。另外，為了鼓勵金融創新服務，將推出快捷沙盒（Sandbox Express）

服務，讓原訂須進入沙盒實驗的企業與產品比原定期程更快進入沙盒（無須通過

現有審批流程）而作的設計，用更快的速度引入這些金融創新服務進行市場測試，

並提高上市與受到國際青睞的機會。與美國相比，新加坡一樣將 STO 納入證券相

關法令，並且借重專家意見審核相關文件，以及具有專業投資者的資格限制，而

新加坡比美國更為詳細的部分，則是列舉了 STO 可能的態樣，並且在鼓勵新創事

業的發展上，設計更快、更彈性的機制。 

四、金管會所提出的「證券型代幣發行監理規範」 

我國目前的發展現狀下，金管會認為證券型代幣具有投資性及流動性，視為

有價證券，應納入證券交易法規管。同時，經參酌各國規範及案例，研訂我國證

券型代幣的規範，並核定特定類型的證券型代幣（分潤型、債務型）為證券交易

法之有價證券，並規劃分級管理，依照募資金額新臺幣（下同）3,000 萬元為標準，

3,000 萬元（含）以下豁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申報義務，3,000 萬元以

上則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申請沙盒實驗，通過實驗者再依相關規

定辦理。惟，目前金管會所提出的草案，產業界仍有許多不同意見，希望政府放

寬及鬆綁現行法規之建議，發展普惠金融。相關建議包含應再放寬投資人資格限

制（專業投資人的自然人有 30 萬小額購買的限制）、交易所代幣上架的規定過於

 
17 FinSMES，5 Processes That Distinguish STO from ICO，seeing as: http://www.finsmes.com/2018/12/5-

processes-that-distinguishes-sto-from-ico.html (last visited 2019/04/09) 
18 泛指既有交易所以外的各種證券交易平台，須遵守 ATS(Regulation ATS)交易法規 
19 Cnplaw, Security Token Offerings in Singapore, seeing as https://www.cnplaw.com/security-token-offerings-

in-singapore/ (last visited 2019/04/09) 

http://www.finsmes.com/2018/12/5-processes-that-distinguishes-sto-from-ico.html
http://www.finsmes.com/2018/12/5-processes-that-distinguishes-sto-from-ico.html
https://www.cnplaw.com/security-token-offerings-in-singapore/
https://www.cnplaw.com/security-token-offerings-in-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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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苛（證券型代幣交易所第一年只能募集一檔代幣，待其交易屆滿ㄧ年後，始得

再次辦理）、自營商資格與資金限制（交易所必須取得證券自營商的資格、最低實

收資本額為 1 億元，營業保證金 1,000 萬元。）、發行人金額與幣種的限制（募資

金額累計不得逾 3,000 萬元，且幣種限於新臺幣）等。 

綜觀國際間對於證券型代幣發行的相關監理規範，主要的規範均從技術面出

發，透過技術角度辨識並轉譯區塊鏈技術的內容，對發行代幣的實質內容進行判

斷與歸類，由交易所對代幣上架進行初步的把關，並且定期審核白皮書的內容。

同時，因為區塊鏈技術應用於金融領域屬於跨領域的知識，包含發行人的申請、

交易所的審核，均借重不同領域的專家意見作為協助。例如，新加坡要求發行人

提交的文件需由律師背書、發行前需要專業機構進行輔導等。 

回到我國來看，我國如欲建立相關規範，亦應從法規科學建立驗證標準作起

（可參考藥品查驗領域的法規科學作業實務經驗，建立區塊鏈技術應用之驗證標

準，目前金管會對於證券型代幣並無技術審查的相關規定），並要求發行業者負有

提供資訊的義務、平台業者建立審核機制，以及導入專家意見之方式來落實主管

機關的監管機制。僅擇要說明如下： 

（一）借重法規科學之應用來辨識區塊鏈技術並建立驗證標準，以利正確的識

別並對應區塊鏈技術所衍生的應用型態，透過判別標準的建立，進而完

善相關適用的法規範： 

法規科學（Regulatory Affairs），係以數據資料與科學證據建立可供法律查核

的技術標準規範。以藥品查驗的法規科學為例，透過科學的技術標準建立對於藥

品的安全與有效性的認定，也就是透過標準作業方式的制定，建立可供法律查核

的技術標準規範。區塊鏈的法規科學亦可參照之。 

以目前的金管會提出的 STO 監管架構來看，似乎未能反映實際上處理加密

貨幣的案件。金管會雖然針對特定的代幣型態進行規範（分潤型與債務型），但似

乎在整個規範架構中未提出代幣型態的判斷標準、交易所審核代幣的上架標準、

代幣的現有功能與其底鏈實際表彰功能差異應如何處理等。如果能夠納入法規科

學的方法來定性，包含代幣類型及其審核標準，將減低衍生後續納管不明的疑慮。 

其次，在交易所審核 STO 的上架標準部分，可參考目前美國大型交易所

（Coinbase）的判斷標準與積分表，例如，該代幣發行是否使用開放透明的公有

鏈？其技術是否已能實際運作？是否有任何投資的宣傳行為？種種標準的設計

需要跨領域的綜合判斷以及判斷後所代表的積分，透過整體評估判斷是否為證券

型代幣，並非僅繫於募資計畫白皮書的內容。 

再其次，代幣功能會隨底鏈程式碼的撰寫而有變化，就算通過目前的審核上

交易所發行，代幣的性質仍可能隨區塊鏈技術與應用的場景不同、是否依照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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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白皮書的規劃運作，判斷的結果會有所更動。舉例，目前區塊鏈上所發行的

代幣可能為證券型代幣，僅具有投資與募資功能，但隨著區塊鏈應用場景的增加，

代幣不再僅限於持份表彰而可使用服務，若是如此，是否准許代幣同時具有證券

型與功能型代幣的兩種性質？此一性質的爭議也代表稽核區塊鏈的代幣性質，其

實是持續性的工作，一方便確保代幣的性質是否合於上架交易所的性質，另一方

面也是確保代幣的運作符合募資白皮書的規劃，保障投資人的權益。 

小結來說，對於區塊鏈技術應透過法規科學建立驗證與稽核的標準，建構加

密資產的整體性的法律規範，讓法規科學創造技術與法律的溝通平台。若能納入

這方面的設計，將有助於未來金管會納管其他類型的代幣例如股權型代幣。同時，

建立此套標準確認代幣性質，不僅有助於有價證券的判斷，對於是否落入刑法詐

欺、洗錢防制規範或是一般商品為消費者保護法的範疇、是否要進入監理沙盒等，

均能有所助益。 

（二）櫃買中心應以完善區塊鏈產業供應鏈的角度，來制定業者提供資訊的規

範與建立平台業者的審核機制： 

現階段的規範要求櫃買中心對於發行人的資訊揭露、交易查核以及平台業者

是否適用券商管理法規應另訂規範等，這些相關規範均須借重法規科學建立判斷

標準，讓發行者可以依循審核基準準備申請資料、了解自身的相關義務，預見可

能須要補強的技術基礎、說明事項或是找專家輔導；另一方面，平台業者的審核

機制也會有明確的判斷標準，避免誤觸相關法令。對於非技術背景的投資者，其

權益也會獲得保障。 

（三）參考美國與新加坡經驗，導入跨領域專家協助監管、輔導產業發展之機

制： 

在監管機關的監管設計上，例如判斷白皮書的資訊與程式碼設計是否符合

（轉譯功能）、代幣發行是否涉及投資宣傳的行為等，均涉及不同領域專業的驗證

與審核，建議可參考國外的作法，仰賴跨領域專家意見的協助。例如美國在發行

者申請發行的程序中，要求自營商協助輔導，要求如律師、會計師、金融分析師

以及 STO 顧問的參與，另外，新加坡在申請發行期間也需要專家獨立審核（如律

師）並提供意見。 

其次，建立專業人員的資格要求也有助於產業朝向專業化發展，例如，要求

出具法律意見的律師需要什麼資格、輔導的自營商應具備什麼執照等。代幣發行

前應通過上市前的輔導機制，例如發行人募資計畫白皮書的完整性評估與專業諮

詢。政府除了鼓勵新創產業的投入，也應建立區塊鏈產業供應鏈的專業服務，建

構良好的區塊鏈產業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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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從實定法角度探討區塊鏈對於法規制度的影響 

由於瑞士是分散式帳本技術（DLT）發展領先的國家，且其聯邦委員會在 2018

年 12 月通過關於「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技術法律框架」報告，其報告內容由瑞士

聯邦議會提議、經瑞士聯邦委員會核準成立，隸屬於財政部的區塊鏈工作小組所

提出，該報告亦經瑞士聯邦司法辦公室及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所聯合組成之指導

委員會協助評估而成，具有相當完整的規劃與說明。該報告指出，對應區塊鏈技

術的發展，應著手起草民法與破產法、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的相關修正草案，而

且應將加密貨幣的分散式交易平台納入洗錢防制的規範。其中，在民法上需要探

討的部分包含代幣的性質與合約成立與否的認定、刑法上則探討洗錢防制與打擊

恐怖主義融資等。 

區塊鏈導入產業應用具有幾項重要的技術特性：(1)資料之寫入與保存：意即

透過所有鏈上的使用者參與記錄、驗證資料，形成集體維護的帳本；例如部分公

有鏈上的資料保存與驗證；(2)資料或訊息保存的去中心化與難以篡改性：由於區

塊鏈具有共享性，以及在每個節點上都有驗證與資料傳遞之作用，讓資訊不需依

賴集中管理，再加上資料的寫入須透過共識機制驗證，難以自行篡改，可確保透

過區塊鏈流通的每筆資料與頭端輸入的資訊相符；(3)資料或訊息的可追溯性：雖

說區塊鏈的私密性極強，然當應用於交易時，該科技反而因其在去中心化的每個

節點上都會保留傳遞軌跡，使其內容具備可追溯性。本諸上述的區塊鏈技術特性，

最大的特點就是利用區塊鏈進行資料儲存，再加上各類交易可進一步搭配智慧合

約（smart contract）的簽署，將交易各方當事人導入自動化執行的環境。而實際

上，許多安全性需求高且有賴於公開透明與效率之企業模式，也可以利用區塊鏈

技術，納入可用技術的選項以達成特定目的。不過，資料儲存與智慧合約自動化

執行的這兩項功能，恰也是最容易產生法律爭議的部分。在個別產業應用上，亦

會因為產業特性不同而衍生不同的爭議。以下將分為兩部分，用總論先點出共通

性的法律問題，再由各論的產業應用提出個別性的法律問題。 

一、以個人資料保護為核心的公法相關問題（資安問題） 

區塊鏈技術的本質是一去中心化的資料庫，其中關於提供使用者進行資料上

鏈的部分，因此不論是公有鏈、聯盟鏈或是私有鏈的運作，都勢必涉及資料的管

理、歸屬與運用等問題，而且大部份的資訊傳輸會再涉及跨境傳輸的議題，需考

量地域性的法規制度。而且，在眾多資料種類中，如果是涉及個人資料的部分，

則必須判斷是否屬於敏感性資訊20，並討論是否有隱私與個資保護的問題。因此，

本節將先討論一般資料的管理、歸屬與運用在區塊鏈上可能涉及的法律問題，再

就個人資料的部分探討區塊鏈應用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20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對於敏感性資訊的定義規範於本法第六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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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的管理、歸屬與運用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主要使用的區塊鏈種類是聯盟鏈，涉及企業間跨業資訊

交換、追蹤、數據服務等範圍，而這些的使用上主要是以私契約進行規範，界定

資料的所有權、限制讀取資料的權限或是使用的規則，這部分較無疑義。惟，對

於公鏈上所蒐集的資料，其資料的所有權與管理應如何規範？其權利歸屬應為區

塊鏈設計者？智慧合約設計者？或是運作智慧合約的服務商等等，均有待進一步

的釐清。以及，使用者如欲退出該區塊鏈的服務，資料是否能刪除？如前述提及，

資料儲存與難以篡改是區塊鏈的重要特性之一，如果資料未能刪除，是否涉及使

用者對於資料的自主權限，例如，區塊鏈的使用者對於其資訊是否有類似歐盟的

被遺忘權可以主張（規範在 GDPR 的第 17 條中21）。 

（二）涉及跨境傳輸的資料管理議題 

隨著 2016 年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法後的全面執行，以及 2018 年號稱最嚴格的

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的正式實

施，如今國發會也將再度因應歐盟的 GDPR，針對國內法規調適與產業需求再次

推動修法22。值得注意的是，依照 2019 年 9 月份歐盟最高法院的見解，如果在歐

盟以外的區域，並無被遺忘權的適用23。 

對於資料跨境傳輸的議題上，主要考量跨境蒐集資料時，所蒐集的資料種類

為何、涉及的區域有哪些、當地法規是否有限制。例如歐盟的 GDPR、美國 2018

年的加州物聯網法案等。 

以 2018 年正式實施的 GDPR 來看，其規範的主體包含在歐盟設點的企業、

監測歐盟公民網路行為的業者、對於歐盟公民提供產品或服務的營收占有顯著比

例的業者或是合約或資訊鏈涉及歐盟公民個資者（包含因為跨境傳輸，直接或間

接蒐集、處理、利用資訊等），均需遵守其規範。而大多數在台灣的區塊鏈業者，

最有可能面臨的就是因為經營區塊鏈、或是在區塊鏈上設有智慧合約時，直接或

間接蒐集到歐盟居民的資料，其對於資料相關的蒐集、處理、利用，均需符合規

範。惟，依照 2019 年 9 月份歐盟最高法院的見解，被遺忘權僅適用於歐盟境內，

因此，使用者如果主張適用 GDPR 的被遺忘權要求刪除區塊鏈上的資料時，最先

要判斷的問題會回到管轄權的部分，判斷區塊鏈的運作是否超越歐盟邊界。然而，

因此，對於聯盟鏈上的跨境傳輸問題，或許可以用特約約定，但是在公鏈（如以

太坊上）的智慧合約設定，如果有歐盟居民使用時，其資料的管理責任則可能落

 
21 Art. 17 GDPR Right to erasure (‘right to be forgotten’)，seeing as https://gdpr-info.eu/art-17-gdpr/ 
22 聯合新聞網，推動 GDPR 適足性認定 國發會：已啟動個資法修法作業，參考資料: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063035(last visited 2019/09/23) 
23 BBCNEWS，Google wins landmark right to be forgotten case，seeing as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9808208 (last visited 2019/09/23) 

https://gdpr-info.eu/art-17-gdpr/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4063035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49808208


149 

在公鏈的設計者、智慧合約的設計者、或是應用程式經營的業者，或是連帶責任。

而這些問題仍待進一步的釐清。 

其次，在智慧城市的政策推廣以及物聯網（IoT）規模擴大的情況下，我們的

生活無處不是物聯網相關的裝置，這些裝置不僅記錄我們的資訊與生活軌跡，也

有可能相互傳輸。然而，這些物聯網所連接的裝置間，是否有共同的規範或是統

一的資安標準來管理我們的資訊呢？以 2018 年美國加州物聯網供應鏈資訊隱私

安全管理法案為例，此為美國第一個與物聯網裝置相關的資訊隱私法案

（Information Privacy: Connected Devices），該法案就是規定 IoT 裝置的製造商必

須提供合理的安全功能，明確規範任何可自區域網路之外登入的連網裝置，必須

設有一定的密碼功能供使用者的身分認證。在這個法案的設計下，如果台灣的區

塊鏈平台加入了加州的供應商，我們的技術本身是否也有符合對應規範呢？以及，

針對資安的考量上，針對現有規範是否有修法必要呢？ 

二、以智慧合約為核心的民法問題24 

在瑞士「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技術法律框架」研究報告上，對於民法的核心

問題包含對於區塊鏈代幣的法律性質、智慧合約成立的時點、要件與合意的認定

等等進行討論。本節主要會從傳統民法上的觀點，討論區塊鏈上智慧合約應用的

核心問題。 

區塊鏈上智慧合約的設計是由程式碼組成，以法律上合約成立的要件來看，

合約標的須合法、妥適、可得確定，締約時雙方了解合約內容並且意思合致，合

約才會成立。首先，一般使用者是透過網站或應用程式的介面了解智慧合約內容，

惟智慧合約的設計係以程式碼編寫，一般使用者僅透過介面的說明間接了解智慧

合約的內容，在沒有監管規範與標準審核智慧合約的情況下，應如何確保合約標

的之可得確定與適法性？該部分在瑞士的研究報告也有指出，關於契約當事人對

於內容的理解與傳統定義上可能不相同，有重新提出檢討的必要，未來可能也是

我國須要注意的地方，而且有可能涉及跨國的契約合意，有準據法適用的問題。

其次，如果介面說明與程式碼運作不相符，或是該智慧合約的程式設有銷毀的程

式，而使用者並不知情，諸如此種情況導致使用者權益受損，應如何歸責？得否

依消費者保護法進行求償？如果就保障使用者（消費者）角度來看，主管機關似

應負擔監管責任、平台亦應有平台管理人的責任。此問題不僅顯示出既有法規的

不足，亦突顯轉譯程式語言與法律契約用語之專業跨領域人才的重要性。 

其次，從區塊鏈整體架構來看，智慧合約的服務顯示內容可能只是程式碼的

一部分，而且該合約又只是區塊鏈上的某一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該區塊

 
24 Birgit Clark et al.,Blockchain and IP Law: A Match made in Crypto Heaven?, WIPO, seeing as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18/01/article_0005.html(last visited 2019/09/23)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18/01/article_0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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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的管理者與智慧合約的管理者並不一致時，如果是因為區塊鏈運作不良導致智

慧合約產生錯誤時，區塊鏈的管理者或是設計者是否應承擔責任？諸多問題都值

得持續關注。 

三、以洗錢防制為核心的刑法問題 

在瑞士「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技術法律框架」的報告上，關於洗錢防制的部

分探討了幾個核心議題，包含釐清「虛擬通貨」之定義，依照「防制洗錢金融行

動小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的規範制定相

關措施，再依據虛擬通貨之特性制定防範洗錢風險之區塊鏈技術安全標準，最後

由監管機關確認虛擬通貨交易的各方責任。以下將嘗試以此討論次序對應我國現

況： 

在國際上，有關加密貨幣有各種類似的詞彙，包含「虛擬資產（Virtual Asset）」、

「加密資產（Crypto Asset）」、「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數位資產（Digital 

Asset）」與「虛擬通貨（Virtual currency）」等，不同的詞彙也代表各國對於加密

貨幣實質內容的認定，影響著對於法律上的地位、法規適用與稅收等問題。以日

本為例，日本是最早承認比特幣合法的國家、也是全球大型的加密貨幣市場，根

據日本金融廳（FSA）的數據顯示，該國擁有約 350 萬名加密貨幣交易者，年交

易金額超過 970 億美元25，在 2018 年底，FSA 決定將比特幣與其他加密貨幣歸類

為「加密資產（Crypto Asset）」，也就是不具備貨幣性質，避免民眾混淆。而依照

我國央行的見解，比特幣非官方發行、不具法償效力，並非貨幣，是「虛擬通貨

（Virtual currency）」，依照央行定義下，虛擬通貨非由中央銀行、存款機構及電子

支付機構所發行，係屬 P2P 網路之去中心化系統，乃數位形式表示其價值之「虛

擬商品」26。此外，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將將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納

入，並適用有關金融機構之規定（第 5 條 II）「…辦理融資性租賃、虛擬通貨平台

及交易業務之事業，適用本法關於金融機構之規定…」，而行政院也決定由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擔任虛擬通貨業依《洗錢防制法》納管後的主管

機關，因此會再由金管會訂定相關子法。 

而「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小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為在虛擬資產的系統中建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且為防堵濫用虛擬資產所

進行的洗錢、恐怖主義融資以及擴散融資等犯罪行為，於 2019 年 6 月 21 日發布

的「有關區塊鏈技術洗錢防制監理的第 15 號建議報告書（Interpretive Note to 

Recommendation 15，INR.15）」中，添加何謂「虛擬資產」（VA）和「虛擬資產服

 
25 Jamie Redman，FSA Study Reveals 3.5 Million Cryptocurrency Traders in Japan，Bitcoin.com，seeing as 

https://news.bitcoin.com/fsa-study-reveals-3-5-million-cryptocurrency-traders-in-japan/ 
26 105.3.25 央行會後記者會資料，參考資料：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632510582671.pdf 

(last visited 2019/09/27) 

https://news.bitcoin.com/fsa-study-reveals-3-5-million-cryptocurrency-traders-in-japan/
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6325105826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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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供商」（VASPs）的定義，並對各國及虛擬資產等實體提出建議的監理辦法27。

具體措施有三： 

1. 發布虛擬資產和虛擬資產服務反洗錢指南：主要是要求各國重新評估並設

法減輕由虛擬資產及相關服務商所帶來的風險。對於已受國家許可及註冊

提供服務的提供商，應由國家直接進行管制與監督、而非機構自律。此外，

如果服務供應商怠於履行義務時，國家亦應給與制裁並採取強制措施； 

2. 要求各國及相關服務提供商配合實施 FATF 所提之各項措施：配合實施

FATF 建議的全面反洗錢/打擊恐怖融資（AML / CFT 監管）之預防措施，

包含實施客戶盡職調查、交易記錄保存、可疑交易的通報等措施。FATF

將監督各國與相關服務提供商的實踐情況，為加速推動，亦將在 2020 年

6 月，對各國及機構進行為期 12 個月的審查。 

3. 建立與私部門的對話窗口：由於 FATF 在建構 INR.15 及最新反洗錢指南

的過程中發現，透過與私部門的對話使 FATF 獲益良多，除了讓 FATF 了

解虛擬資產的基礎技術、類型和相關業務模式外，更有助於加強反洗錢、

打擊恐怖融資等犯罪行為之防堵，並就現有技術所能進行的有效監管辦法。

職是，FATF 將建立一個與私部門的對話窗口，以期能繼續有效地對應風

險，保護國際金融體系免受濫用28。 

以上述三點的具體措施對應我國現況，目前我國的政府部門正在持續落實關

於反洗錢/打擊恐怖融資（AML / CFT 監管）之預防措施，而國內的交易所近期也

逐一審查代幣並針對不合規的代幣進行下架，正逐步配合 FATF 實施相關措施。 

儘管我國尚未有明確的主管機關直接監督與管制虛擬資產及相關服務商，但

立法部門已在探討關於虛擬通貨的洗錢防制議題、金融機構也不斷加強反洗錢/打

擊恐怖融資（AML / CFT 監管）的相關措施，對於客戶開戶、資金流向等相關文

件都有仔細要求，並配合產業自律機制，應有相當程度的減輕風險。而最後一點

關於私部門對話機制的建立，不論是金融制度或是洗錢防制的部分均有相當大的

需求，誠如前述，此為跨領域的新興科技議題，技術與商業模式日新月異、法規

更是需要配合實務發展，公部門在制度建立上，勢必須要長期、緊密的與業界建

立對話機制，才能與時俱進。 

再次，虛擬通貨如需制定防範洗錢風險之區塊鏈技術安全標準，近期我國已

有許多優秀的新創企業針對 FATF 的規定推出許多解決方案，並有國際級的水準，

 
27 FATF，Public Statement on Virtual Assets and Related Providers，seeing as http://www.fatf-

gafi.org/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documents/public-statement-virtual-assets.html (last visited 

2019/09/27) 
28 清華大學區塊鏈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要聞共賞】FATF 關於虛擬資產及相關服務提供商的公開聲

明，參考資料:http://blpc.web.nthu.edu.tw/files/15-2046-159713,c14960-1.php?Lang=zh-tw 

http://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documents/public-statement-virtual-assets.html
http://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documents/public-statement-virtual-assets.html
http://blpc.web.nthu.edu.tw/files/15-2046-159713,c14960-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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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應配合前述的私部門對話機制，邀請國內優秀的實務技術專家共同協助制訂。 

最後，關於虛擬通貨的交易上，主要涉及錢包提供者、交易平台與交易所三

類。在錢包提供者的部分，若託管錢包提供商有保管客戶之私鑰，擁有處置第三

方資產之權力，應相當於一般金融機構受到監管，並進行盡職調查；而交易平台

分為集中式交易平台與分散式交易平台，如果是集中式交易平台，因為通常是以

自己的錢包為客戶存放資產，也有客戶之私鑰，有權處置第三方資產，應同前述

的錢包商受到監管，並進行盡職調查。而分散式交易平台通常沒有直接處置第三

方資產的權限，就 FINMA 的建議認為，分散交易平台的虛擬通貨交易是透過智

慧合約進行，這些平台原則上應受洗錢防制法的規範（因其可以透過確認、批准

或阻止訂單來處置第三方資產），如果交易平台僅有交易者的連繫功能，但交易未

經智慧合約處理，是分散的交易，該平台僅為純粹中介，不受到洗錢防制法的規

範
29
。最後是交易所的部分，目前虛擬通貨的交易所多與銀行合作，客戶直接存放

在交易所的資金較少，惟交易所與客戶間仍存有購買與銷售虛擬通貨以換取傳統

貨幣或其他加密貨幣的關係，仍應受洗錢防制法的相關規範。 

四、其他 

區塊鏈尚有其他重要應用，本節將討論關於智慧財產法涉及的智慧財產保護

與證券化、程序法上證據保全（資料庫）的應用所涉及的法律議題。 

以智慧財產保護的應用來看，區塊鏈的分散式帳本可提供智慧財產從研發、

申請註冊、是否授權轉讓、何時市場化等各階段的紀錄，讓智慧財產的生命週期

得以被追蹤，有效解決對於智慧財產的審計問題，還可以簡化公司併購時所需的

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並且解決智慧財產持有者的保密問題（因為所有修正、

移轉資訊的過程都會紀錄），而這些應用，也被 WIPO 稱為智慧的智慧財產權利

（“Smart” IP rights）。其次，可在產品上添加可掃描與區塊鏈連接的標籤，區塊

鏈的戳記可提供防偽功能（Anti-counterfeiting），紀錄從生產地、原料來源、製造

過程等詳細訊息，讓用戶能驗證產品的真實性，為企業、保險公司等提供保證，

也有助於相關權責機關（如海關）驗證的便利性。此一功能甚至可與政府的認證

標準結合使用，強化消費者信心與政府管理。例如，環保標章等。（除了防偽功能，

也是重要的供應鏈的應用，詳見後述）。 

而智慧財產的商業應用上，還包含以智慧合約自動執行交易並帶有智慧財產

證券化的性質。例如 Machi X30將創作者將歌曲放置區塊鏈的交易平台，消費者可

直接在平台付款交易，該交易的標的除了歌曲本身，也包含區塊鏈上的代幣（表

 
29 參考自：Legal framework for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and blockchain in Switzerland, p.138. 
30 Machi X, seeing as https://machix.com/intro?gclid=EAIaIQobChMIpPiT-

sqL5QIVSqaWCh22GgBQEAAYASAAEgIKoPD_BwE (last visited 2019/09/23) 

https://machix.com/intro?gclid=EAIaIQobChMIpPiT-sqL5QIVSqaWCh22GgBQEAAYASAAEgIKoPD_BwE
https://machix.com/intro?gclid=EAIaIQobChMIpPiT-sqL5QIVSqaWCh22GgBQEAAYASAAEgIKoP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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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著作權的持份）。而隨著歌曲的收入、版權收益、分潤，都會再回饋給代幣的持

有者。惟，目前我國在智慧財產證券化的市場與相關制度並未成熟，但相關的商

業模式運作都有持續受到討論，或許藉著區塊鏈的應用，將有助於相關議題的興

起與制度的建立。 

其他智慧財產的應用還有 Muzeum31，針對創意產業提出去中心化的著作權

系統資料庫的技術框架，進行點對點的授權與版權分潤，此一資料庫的建立強調

創作者與權利的同一與標準化，並且將創作人與創作資料的登記查詢、合作、授

權與交易集中於同一平台發生，提高人才媒合與資料處理的效率。 

另外，關於區塊鏈上的資訊紀錄亦可作為證據使用一途，以智慧財產來說，

就是包含對於權利持有者的紀錄、市場上使用該權利的紀錄，例如將商標在貿易

或商業中實際使用的次數與頻率記錄在官方的區塊鏈上，提供可靠的時間戳記，

有助於訴訟上證據資料的提供。甚至是對於某些無法取得著作權的設計（例如該

著作類型在該國並非著作權法的保護標的），原創者可透過區塊鏈來紀錄關於創

作的訊息，對於，可證明其概念、用途與創造性，有助於智慧財產的管理。目前

我國亦有業者進行專業存證的業務，例如 BIP 區塊鏈驗證中心32；如果是以刑法

上的證據的應用，以我國調查局建置的區塊鏈應用於數位證據系統為例，將證據

資料（如指紋）納入鑑定報告並上傳，院檢或辯護人可使用手機應用程式直接查

詢，既可驗證報告、證據資訊，亦防止篡改，可強化證據資料的保存與促進雲端

取證資料的功能33。 

7.4 特定產業應用上的法律問題 

本節針對特定產業領域面臨的法律問題進行討論，主要選定目前應用範圍較

大的健康照護與供應鏈應用（包含溯源、防偽、稽核），進行討論。 

一、區塊鏈導入健康照護的應用 

國際間對於區塊鏈應用於健康照護的範圍相當廣泛34，包含醫療紀錄儲存與

資料應用，包含對於患者出院後的照護情況、所需的護理費用預測，甚至結合保

險機制；救災時透過區塊鏈管理與追蹤物療，讓物資有效分配；從藥物的臨床試

驗到藥品的生產製造，均以區塊鏈記錄，讓藥物的資訊得以充分揭露；以及，我

國目前已有實例的病歷資料儲存與管理35。 

 
31 Muzeum, seeing as https://medium.com/@muzeumprotocol/white-paper-2cee4b0f2205 (last visited 

2019/09/23) 
32 BIP 區塊鏈驗證中心，參考資料: https://blockchainip.net/ (last visited 2019/09/27) 
33 全球首創！調查局以區塊鏈保護司法鑑定及雲端取證資料證據力，資料來源: 

https://www.mjib.gov.tw/news/Details?Module=1&id=440 (last visited 2019/09/27) 
34 Bryan Weinberg, 10 Major Real Use Cases of Blockchain in Healthcare, Openledger, seeing as 

https://openledger.info/insights/blockchain-healthcare-use-cases/ (last visited 2019/09/23) 
35 王宏仁，北醫轉診病歷區塊鏈應用上線，小診所也能即時查詢病患全病歷，IThome，參考資料: 

https://medium.com/@muzeumprotocol/white-paper-2cee4b0f2205
https://blockchainip.net/
https://www.mjib.gov.tw/news/Details?Module=1&id=440
https://openledger.info/insights/blockchain-healthcare-use-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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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區塊鏈在健康照護上需要特別關注的法律議題，主要是與病歷蒐集相關的

個資問題，以及病患對於病歷的資訊自主權與隱私權部分。目前醫療病歷導入區

塊鏈的應用，其設計目的是透過區塊鏈難以篡改的資料庫特性，依病人之自主意

願將病患的病歷資料儲存上鏈，有助於醫療體系間快速完成病歷資料的授權使用，

簡化轉診時辦理手續之繁複，甚至是保險公司如獲得存取病歷資料的權限時，也

將大幅降低辦理理賠時的查驗成本。由於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六條中有提到，病

歷屬於敏感性資料，非經法律規定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36，因此，實際執行上，

包含病歷資料的上鏈、醫療體系轉診時對於病歷的授權、如有醫療照護或是保險

的延伸服務時，為了保障病患的資訊自主權與資訊隱私權，在病歷資料上鏈前，

均應有病患書面授權的同意。惟因為區塊鏈本身的技術特性，若當病患欲退出使

用該區塊鏈的服務時，關於資料刪除的部分是否能確實執行？儘管目前在聯盟鏈

上已有相對應的機制，惟在公鏈上的資料記錄似乎無法完全刪除。 

二、區塊鏈導入供應鏈的產業應用 

談區塊鏈導入「供應鏈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的運用，最為廣泛

的應為利用區塊鏈技術做產品溯源與認證的功能。 

所謂的產品溯源系統，是指追蹤完整的生產流程，透過將產地、生產與製造

過程、運輸過程、大盤商到零售業的配銷過程上鏈，提供消費者公開透明的產品

資訊，增加消費者對於產品的信任度，進而購買產品與使用服務。以食品溯源系

統為例，目前的產銷履歷強調從畜牧產地、飼育過程、屠宰過程、冷凍與運輸至

銷售地點的完整紀錄，可提供消費者清楚資訊。對於特定飲食習慣的消費者，如

有機食品、友善生態、穆斯林對於清真肉的特殊屠宰需求、確保全程低溫配送保

障肉品新鮮度等等，均可透過食品溯源系統提供消費者安心的保障。 

美國在 2018 年曾爆發蘿蔓萵苣疑染大腸桿菌的議題，而食品汙染往往需要

盡速溯源並下架，但過去商業食品鏈對於處理食品溯源與追蹤往往需耗費數月甚

至無法找到來源、或是無法精確追蹤，故只能整批召回一次銷毀，造成浪費。而

IBM 的 Food Trust 區塊鏈平台即是透過區塊鏈技術追蹤食品來源，保障顧客利益

並兼顧效率，同時也成立食品的治理委員會，確保加入 IBM Food Trust 區塊鏈平

台的業者能公平競爭。此外，IBM Food Trust 的區塊鏈是採取聯盟鏈的制度，邀

請食品供應端業者加入，以許可制的功能限制使用者資料存取的權限，兼顧資訊

隱私的需求。 

除了食品外，工業上也有相當多的應用，例如鑽石供應鏈的區塊鏈平台「Tracr」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5609  (last visited 2019/09/24) 
36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六條，資料來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6 (last visited 2019/09/23)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560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50021&flno=6


155 

37，從礦場到零售業之間供應鏈的紀錄、IBM 與多家貴金屬業者聯手推行區塊鏈

平台「TrustChain Initiative」38，追蹤鑽石以及黃金產地以及成品製造商，除了提

供消費者資訊、增加供應鏈資訊透明，同時也提供貴金屬的防偽功能。此外，近

來也有汽車業者與區塊鏈業者合作，針對電池原物料供應鏈結合區塊鏈技術的功

能。由於汽車鉛電池的生產、使用、回收的歷程，涵蓋原物料採礦、加工成組件

製成電池，到提供給供應商、次級供應商、再進入汽車生產線安裝上汽車、以及

回收原料等，如能使用同一系統進行紀錄，有助於了解跨境供應鏈中的原物料採

購、生產與管理、交易路徑、回收等等的合法性，也有助於提供消費者品質的保

證39。 

而區塊鏈應用於供應鏈管理儘管具備有效追溯產品來源、降低中間成本，並

有助於跟產品認證系統的結合。惟建置初期所需支出的成本、後續的維護（尤其

是資訊安全的維護），仍需仔細評估。 

在法律層面上，主要是資訊隱私與稽核制度的建立。在資訊隱私上，大多數

的商業應用會採取聯盟鏈的方式，取得使用者同意並限制取得資料的權限，需要

注意的則是關於使用者退出後，資料能否刪除的問題。目前此一特性是與區塊鏈

技術有衝突的，在無法刪除資料的情況下，可能是仰賴技術設計提供無法讀取或

搜尋該筆資料的方式；另一方面，稽核制度的建立則有許多改善空間。目前資料

上鏈仍多以「人為」方式輸入資料，然而，區塊鏈技術確保的是「輸入後的資訊

會被完整保存、難以篡改」，而不是頭端資料的正確性。而人為輸入不論是有意或

是無意，均有可能輸入錯誤資訊。因此，如何「稽核」資料的正確性，則為供應

鏈系統能否成功的關鍵。對此，在工業 4.0的技術進步下，亦有技術是採取機器

對機器輸入資料，降低人為輸入的錯誤。舉例來說，農場設有時間、溫度與濕度

的測量器，對於植物監測直接取得數據並紀錄在區塊鏈上，即可確保資料的正確

性。惟在此情況下，又將衍生如何確定該資料的紀錄便是該批農產品？有人提出

可在該農作物上貼上條碼辨識，或是特定產地的檢測（例如，葡萄酒商對於不同

酒莊出產的葡萄有甜度、色澤的檢測分析）。而一連串的衍生措施，勢必又需評估

其花費的成本是否符合經濟效益。 

 
37 凌郁涵，〈區塊鏈大應用〉全球最大鑽石採礦商 Alrosa 加入 De Beers 鑽石供應鏈區塊鏈平台測試，

anue 鉅亨新聞網，資料來源：https://news.cnyes.com/news/id/4228154 (last visited 2019/09/23) 
38 雷佳宜，DIGITIMES 科技網，IBM 利用區塊鏈辨識鑽石及黃金真偽，DIGITIMES 科技網，資料來

源：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10&cat2=10&id=0000531022_Y0Z144ON1CZU3

C350Y1KL (last visited 2019/09/23) 
39沈勤譽，PCissue，區塊鏈翻轉汽車產業！三大應用搶先跑，汽車履歷、數據共享、供應鏈管理超吸

睛，PCissue，資料來源： https://fc.bnext.com.tw/blockchain-resume-buying-vehicle-insurance-safety/ (last 

visited 2019/09/28)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228154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10&cat2=10&id=0000531022_Y0Z144ON1CZU3C350Y1KL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10&cat2=10&id=0000531022_Y0Z144ON1CZU3C350Y1KL
https://fc.bnext.com.tw/blockchain-resume-buying-vehicle-insurance-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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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小結 

有關區塊鏈對法律制度的影響，我們可以分別從社會整體面探討關於安全、

跨國界治理與管轄權、監管與道德等議題；金融監理的部分，則因為基於分散式

帳本之技術應用，有別於傳統金融服務與金融機構的中心化管理，需自保護金融

市場與客戶並同時兼顧科技創新的角度，思考是否針對現行制度結合法規科學完

善適用的法規範，並強化洗錢防制與打擊恐怖主義的相關規範；而實定法的角度

應考量包含，個資保護相關的公法議題、智慧合約為主的民法議題，包含代幣性

質與契約的認定與傳統民法是否相符、洗錢防制的刑法議題，以及區塊鏈所涉及

智慧財產法與程序法問題；最後，針對個別產業應用面，需因應產業的特殊性做

各自的考量，例如：醫療病歷關於病患的資訊自主與隱私權、供應鏈上關於物聯

網的相關規範等。 

在本文的結論上，以瑞士報告所提出的修法架構作出樹枝圖為基礎，並整理

文章中所探討的各類議題，製作修法評估的表格。本表格標示目前國際/國內所發

生的相關議題，並就我國產業現況，列舉目前已知的應用場域與案例，再對應政

府監管是否有疏漏、可能的權責機關有哪些，並針對現況可能產生的議題（已經

發生、即將發生以及潛在問題）做修法急迫性與否的評估（已發生議題有改正需

求、可能發生則需預先改善、未發生則需關注），並以高中低對應（用高代表急迫

立法需求、中是要開始掌握問題與觀察走向、低就是未來值得關注的議題），謹此

提供我國未來法制上如有修法需求的優先次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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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  綜整區塊鏈於台灣產業主要應用現況以及政府監管角度之修法建議評估表 

法規 
國際/ 

國內議題 

台灣現況 政府監管 修法

建議 已知應用場域 產業案例 監管漏洞 說明 （可能）權責機關 

金融

監理 

代幣發行相

關 

金融業、資訊

服務業 
ICO/STO 等 

O 

持續發生 
台灣推動 STO 草案中 金管會 高 

公法 

個人資料保

護 

一般企業與公

部門（例如供

應鏈相關產

業、醫療產

業、戶政事務

所、醫院等） 

北醫病歷區塊鏈 O 涉及國際規範與敏感性資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 

高 

資料管理 

一般企業（如

供應鏈相關產

業、食品業、

國際貿易、海

運業等） 

台中霧峰光正國小

畢業證書、Walmart

與 IBM 開發藥物追

蹤、Food Trust 系

統、家樂福採用

IBM 區塊鏈技術讓

消費者掃描 QR 

Code 查看生產履歷

等 

Ｘ 
企業多透過聯盟鏈運作並以私

法自治形式 
低 

跨境傳輸 Ｘ 

企業多透過聯盟鏈運作並以私

法自治形式，未來可能涉及管

轄權議題 

低 

民法 智慧合約 一般企業 
I-PATH 行動履歷

（成大、永豐金） 
△ 

與傳統民法定義不同，需因應

新型態科技開始關注問題 
一般法院？ 中 

刑法 洗錢防制 交易相關 -- 
O 

持續發生 
為國際組織規範重點 法務部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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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國際/ 

國內議題 

台灣現況 政府監管 修法

建議 已知應用場域 產業案例 監管漏洞 說明 （可能）權責機關 

其

他 

智

慧

財

產

證

據

保

全 

保護 一般企業（例

如著作權集管

團體、音樂產

業等） 

KKFar「Muzeum」

區塊鏈 
△ 

區塊鏈能否應用在傳統智財權

利（例如登記制度）？需因應

新型態科技開始關注問題 

智財局 中 

商業應用 

（如授權） 

KKFar「Muzeum」

區塊鏈 
△ 

區塊鏈能否應用在傳統智財權

利（例如登記制度）？需因應

新型態科技開始關注問題 

智財局 中 

證券化 
一般企業（例

如音樂產業） 
Machi X 

△ 

（類討論代

幣時會面臨

的議題） 

與傳統智財法、金融法定義不

同（證券化），需因應新型態科

技開始關注問題。 

智財局、金管會 中 

司法實務應

用 
調查局 

司法鑑定及雲端取

證資料上鏈 
Ｘ 

主要討論實務在程序關於證據

保全的執行與效力的認定 
法務部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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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區塊鏈對經濟層面之影響 

本章共分為四個小節說明區塊鏈對經濟層面的影響。第一節介紹區塊鏈所帶動的

邊緣運用與社群態勢，整理歸納了近年來各國區塊鏈發展趨勢與政策推動狀況、

全球重要區塊鏈技術發展組織的領域應用與商機，繼而提出台灣推動區塊鏈方向

的機會與挑戰；第二節從經濟信賴革命議題談起，探討區塊鏈所面臨的 Big Data、

AI、Fintech 結合性與關聯性的轉型考驗，與垂直應用市場暨跨領域產業的衝擊，

繼而剖析區塊鏈在法律層面具體衝突危機下的角色與定位，提出區塊鏈大潮之下

的金融規管思惟；第三節探討區塊鏈與環境、社會公益，和公司治理的相關議題；

第四節對區塊鏈的設計概念、發展趨勢、轉型衝擊進行總結，對社會、產業、政

府提出經濟層面建議。 

8.1 區塊鏈所帶動的邊緣運用與社群態勢 

一、各國政府之區塊鏈發展重點與趨勢 

近年來，區塊鏈儼然成為全球一個熱門議題，全球各國紛紛意識到區塊鏈的

技術本身以及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的融合，帶來的龐大市場與各不同領域

的潛在應用商機。各國政府也開始進行區塊鏈政策推動，支持國家區塊鏈技術研

究與應用發展，來厚植國家的競爭力。相繼而來的區塊鏈對全球經濟的潛在衝擊，

包含了隱私與網路安全的課題延燒，如何有效的運用區塊鏈擴大包容性成長，來

強化政府治理及執行、以及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等，顯見區塊鏈所帶動驚人的

數位經濟力。 

區塊鏈的本質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帳本。從技術進展上來說，區塊鏈正

經歷了從 1.0 時代發展到 2.0 時代，走向 3.0 時代的過程。區塊鏈 1.0 時代的代表

成果是伴隨著比特幣的橫空出世而誕生的各式數位貨幣，它能夠實現無需第三方

的點對點間的直接交易；區塊鏈 2.0 時代是數位貨幣和智慧合約的有效結合，如

有條件合約的金融交易可以透過區塊鏈編程語言（智慧合約）自動完成；區塊鏈

3.0 時代則是技術的垂直落地，包括在文化、娛樂、醫療等領域的擴展等，並將逐

步擴展到公共服務、供應鏈等領域當中。另一方面，區塊鏈因其「無法修改已發

生事件」的技術特色，而有相當邊緣應用潛能，WEF（2018）1指出，區塊鏈可應

用於協助人類因應環境挑戰，並依各項特點而有其合適的邊緣應用方式，如下列

所示： 

1. 讓供應鏈更為透明：記錄整個供應鏈的交易資料，建立無法被修改的產品

流程，讓消費者能完整追蹤產品從原料到商店成品的整個過程。如：

 
1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competitveness-repor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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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coin 開發出可交易的代幣鼓勵漁民提供所捕獲的漁獲資訊，且這些資

料將隨著供應鏈被不斷移轉，最後至消費者手中。 

2. 以去中心化與永續的方式管理資源：透過區塊鏈進行電力交易，讓消費端

能直接與發電端交易，不須透過中心式輸配電網絡，以減少輸配損失。如：

LO3 Energy 與西門子數位電網正推動 Brooklyn Microgrid 計畫，讓參與製

造消費者（Prosumer）能利用其屋頂的太陽能電力，在紐約 Brooklyn 市場

以近乎即時性的方式與顧客進行自主性交易。 

3. 作為永續金融的募資管道：區塊鏈能管理複雜的融資環境，並整合各方的

利害相關人，讓計畫與群眾募資的創投專案具有可行性，透過將金融投資

代幣化（tokenization）能降低更多利害關係人參與計畫的門檻，且不須透

過第三方。如：Clean Water Coin 利用區塊鏈平台迅速且有效率地向全球

募集到潔淨水（clean-water）專案的資金。 

4. 提供循環經濟的誘因：透過提供誘因予個人、企業與政府，將能讓目前被

視為無經濟價值的物品被賦予新的金融價值，並驅使行為改變以實現真正

的循環經濟。如：Plastic Bank 已建立社會企業來提供加密代幣作為獎勵

蒐集海洋可回收塑膠容器的行為，代幣則可用於交換商品 

區塊鏈市場發展現況，以全球競爭力、布局產業生態系為重點。從市場面來

看：2018 年全球區塊鏈支出預算約 15 億美元，是 2017 年的 2 倍 2022 年增加至

117 億美元。也就是說，CAGR 從 2017 至 2022，將上升 73.2%。從區域面來看：

2018 年北美地區為主要支出市場，占 36%。西歐為第二大區域，其次是中國和亞

太地區（不含日本）。其中亞太市場最具潛力。從資金面來看：自 2016 年 1 月起，

超過 250 個區塊鏈團隊完成 ICO（Initial Coin Offering）眾籌，其中逾 55%團隊是

在 2017 年 7 月後完成募資。 

WEF指出，區塊鏈是一種顛覆性的「通用型科技」（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GPT），如同昔日在工業革命的蒸汽機、電力、網際網路相同，影響了整體社會經

濟結構變化，更牽涉到社會秩序與法規監管的制定。而 OECD「2017 數位經濟報

告」指出，區塊鏈與 AI 人工智慧，會將大幅改變現代人的商業消費與經營型態

以及生活方式，成為影響未來全球經濟力最重要數位科技。隨著區塊鏈技術的進

步以及日漸普及，各國政府對區塊鏈的潛在商業應用價值，也對科技風險認知不

斷的提升，紛紛積極地強化法規監管制度，來推動創新科技雙向的包容互動2。 

英國則為最典型的代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其「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

機制。英國政府十分重視區塊鏈技術對金融科技以及政府治理的重大影響，領先

 
2
 Nair, M., & Sutter, D. (2018). The Blockchain and Increasing Cooperative Efficacy. Independent Review, 22(4), 

52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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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布首個全球區塊鏈政策白皮書。2015 年 3 月，英國商業創新與技能部（BIS）

科學辦公室（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發布《金融科技未來─英國作為世界

金融科技領導者》（ FinTech Futures: The UK as World Leader in Financial 

Technologies）白皮書3，書中建議英國政府聚焦在虛擬通貨以及區塊鏈的新興技

術上，以促進各大金融機構服務轉型，尤其是在客製化金融服務特別重視。並建

議英國政府運用「監理沙盒」機制，打造出一個同時兼顧金融科技創以及監管的

安全空間。BIS 的科學辦公室緊接著在 2016 年 1 月，發布《分散式帳本：超越區

塊鏈》（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Beyond Blockchain）4白皮書，希望透過支

持區塊鏈的新興生態系統、早期試驗，及定位英國成為區塊鏈全球領導者這三個

面向，提升英國政府的當責。英國政府並於 2016 年 4 月正式啟動全球首個監理

沙盒機制，提供區塊鏈新創企業安全創新環境區塊鏈應用在政府的公共服務，將

有助於減少成本、增加透明度、提升普惠金融，及促進經濟成長。可以用以強化

國際救助系統、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就業及退休金部門、歐洲增值稅，並減少經

濟市場摩擦，讓區塊鏈技術趨於成熟。英國政府也放眼拓展全球視野，將區塊鏈

在建立全球合作夥伴信任關係、強化社群協作具有應用潛力，有助於處理像避稅、

洗錢、非法貿易等全球性議題，以及公司與分散式帳本技術相關，包括：發行自

動債券或股權、提供保險服務等。 

愛沙尼亞政府則是數位科技進展速度最快，應用範圍最廣的國家。早在 2007 

年，愛沙尼亞為了強固資訊安全防護，就運用了類似區塊鏈的安全加密技術，在

原有的電子簽章系統基礎上，開發了加密簽章以及無鑰簽章基礎設施（Keyless 

Signature Infrastructure, KSI），來強化愛沙尼社會上公共領域的資訊安全網，並提

供許多先進的社會公共服務，其中包含：電子報稅（e-Tax）、電子健康管理（e-

Health）、電子投票（i-Voting）、電子內閣（e-Cabinet）、電子教育（e-Education）、

電子公司管理（e-Business）、電子警察（e-Police）等。愛沙尼亞也是全球首個推

出跨國性「數位公民」（e-residency）策略的國家。2014 年愛沙尼亞透過發行公民

電子身分證，來號召線上商務移民。擁有愛沙尼亞數位公民身分者，可以合法在

愛沙尼亞開立銀行帳戶，亦可進行線上的商務支付以及轉帳，更能簽署具愛沙尼

法律效力的數位文件，也包含申報與繳交稅賦。最重要的是，透過愛沙尼亞的公

民電子身分證，可以在歐盟進行商務的貿易往來，也同時享有歐盟成員的一切相

關優惠，將數位科技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此一代表性策略提出，不僅填補了

愛沙原有的尼亞商務投資以及勞動力的不足，更加速了愛沙尼亞與全球科技發展

 
3 Great Britain.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2015), FinTech Futures: The UK as a World Leader in Financial 

Technologies. 
4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BIS),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2016),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Beyond 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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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並對產業創新產生了強大的鏈結。愛沙尼亞進一步在 2017 年 6 月，與盧

森堡簽署區塊鏈技術相關協議，設立全球首座的「數位大使館」（e-Embassy），將

愛沙尼亞的國家發展與資料管理總體戰略，邁向重要的一步。透過數位大使館可

以在海外設立具有正式國際大使館地位的海外資料中心，更可以備份國家的重要

資料，例如：社會保險、財政、地籍資料等。以防止在國內的數據資料產生突發

的事故時，數位大使館仍然可以繼續提供資料，來確保國家的正常運作。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於 2016 年 10 月提出「杜拜區塊鏈戰略」（Dubai Blockchain 

Strategy），並在 2018 年 4 月又宣布「阿聯區塊鏈戰略」（UAE Blockchain Strategy），

將區塊鏈的技術提高為更高層級的國家整體戰略，由「政府效率」、「產業創造」、

「國際領導地位」三大支柱，在 2020 年前打造成為全世界首個將公共服務以及

相關交易全部使用區塊鏈技術的政府。可能受惠產業包括不動產、金融科技與銀

行業務、智慧能源、健康照護、都市規劃、觀光、運輸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並

邀請 27 國共同參與促進全球旅遊，讓國際旅客可使用遊程出發前檢驗通過的護

照、簽證與安全檢查，進行快速通關，強化杜拜在中東的商業領導地位。而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的目標是在 2021 年前將 50%的政府交易都運用區塊鏈技術來完成。

2017 年共計推出了 160 個包括：車輛管理、學術證書認證旅遊服務等地區塊鏈應

用專案。阿拉伯聯合政府認為，區塊鏈的技術將大大節省進行各種政府交易的時

間與資源5。 

以下將國際區塊鏈發展的主要國家，如：英國、中國、日本、美國之區塊鏈

推動的目標、發展重點，整理成表 8. 1。 

表 8. 1  各國政府區塊鏈政策推動 

國家 目標 發展重點 

英國 

 

保持全球金融

科技地位為目

標。 

1. 英國以產業全球競爭力為考量。 

2. 發布「分散式帳本技術：超越區塊鏈」。 

3. 重新定義政府與人民資料共享、透明度和

信任機制。 

4. UK Digital Strategy 2017 指出未來區塊鏈

將用於行銷、健康照顧和創意產業。 

中國 佈局區塊鏈產

業，搶占市場先

機。 

1. 「中國區塊鏈技術和應用發展白皮書

（2016）」指出區塊鏈為國家級戰略。 

2. 「信息技術區塊鏈和分布式帳本技術參考

架構」對產業選擇、開發和應用具重要參考

 
5
 Campbell, V. M. (2019).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Section on Blockchains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Global 

Networks, 19(3), 28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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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目標 發展重點 

 

價值。 

3. 「2018 年中國區塊鏈產業白皮書」。 

4. 2019 年預計完成區塊鏈國家標準。 

日本 

 

積極找回世界

交易中心地位。 

1. 經濟產業省（METI）發布區塊鏈平台的評

估機制。 

2. FSA 開發以區塊鏈為基礎的平台，讓客戶

在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即時共享個人

資訊。 

3. 加速制定 ICO 指導方針，期望將大量資金

引入日本 

美國 

 

審慎實證數位

貨幣和區塊鏈

應用。 

1. 2015 年起，歐巴馬政府參與區塊鏈聯盟，

開始重視區塊鏈技術。 

2. 國土安全部 SBIR 計畫深入了解區塊鏈技

術，應用領域包含匿名身分的適用性管理、

密鑰管理和國土安全等。 

3. NIST 發佈區塊鏈新手指南（Blockchain 

Technology Overview）。 

資料來源：各官網、工研院 IEK Consulting，本研究表格整理。 

二、世界科技大廠拓展區塊鏈新商機 

在全球重要區塊鏈技術發展組織的領域應用部分，R3 CEV 著重金融服務；

HyperLedger 強調跨領域應用；EEA 以開源方式推動以太坊的各種企業級應用；

IOTA 以物聯網為主。茲將上述區塊鏈發展組織之目標、技術、應用領域、成員，

整理成表 8.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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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  全球重要區塊鏈技術發展組織 

組

織 
R3 CEV HYPERLEDGER 

ENTERPRISE 

ETHEREUM 

ALLIANCE 

IOTA 

 

   
 

目

標 

推動Concord計

畫，制定銀行業

區塊鏈技術開

發的產業標準，

透過測試案例，

找出最適於金

融產業的創新

應用。 

HyperLedger 計

畫，制定跨產

業、開放的分散

式帳本技術平

台，致力拓展不

同產業的區塊鏈

應用。 

以開源協作的

方式，打造企業

級區塊鏈解決

方案，使其成員

更容易遵守基

於其行業的各

種監管要求。 

專門為物聯網而

設計的、去中心

化的、開源的分

佈式帳本。 

技

術 

分散式帳本平

台 Corda，與區

塊鏈技術最大

差別在，沒有

hash 區塊及採

礦，也不共享所

有資料，可受監

管，專為金融服

務設計。 

區塊鏈採點對點

交易形式的分散

式帳本技術

（Distributed 

Ledgers），可用於

跨領域。 

以以太坊為基

礎，創建一系

列關於最佳實

踐、安全性、

隱私權、擴容

性。 

採用輕量級、模

塊化的 Tangle 核

心架構，記帳的

方式和區塊鏈的

方式完全不同，

但相同的都是在

驗證交易（或驗

證資料）以避免

資料被篡改。 

應

用

領

域 

金融應用為

主。 

除了金融領域，

也可應用於製

造、保險、銀

行、物聯網等跨

領域產業。 

著重於多元、

跨領域應用。 

物聯網應用為

主。 

成

員 

包含花旗集團、

荷蘭國際集團、

滙豐集團、微

軟、華為、AWS、

NEC、Oracle、

NTTData 等 200

多個合作夥伴。 

包含 IBM、

Intel、Cisco、

Ripple、Nokia、

CME 

GroupHitachi、華

為、新創公司，

如 Blockstrea、

Bloq、itBit 等，

以及 R3 等。 

包含摩根大通、

桑坦德銀行、微

軟、埃森哲、湯

森 路 透 、

ConsenSys 、

IC3、Intel、台灣

富 邦 金 控 、

AMIS 帳 聯 網

等。 

包含微軟、富士

通、博世、埃森

哲、EWE、大眾、

三星、思科等。 

資料來源：各官網、工研院 IEK Consulting，本研究表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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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廠拓展區塊鏈新商機，涵蓋了物流管理、供應鏈金融、個人隱私等應

用多元。例如：IBM 與全球最大貨櫃航船運業者 Maersk 合作，推出 TradeLens 平

台以加快全球航運生態系的效率，預計 2018 年底讓全球運輸業者進行商用 SAP

與西班牙 Alastria 聯盟和貨車運輸業區塊鏈聯盟 BiTA（Blockchain in Trucking 

Alliance）合作，前者強化其歐洲區塊鏈生態系統和網路、後者有助於拓展貨運代

理服務和運輸管理。2018 年 Facebook 成立區塊鏈部門，可能研究運用區塊鏈解

決用戶隱私和線上支付議題；Apple 同年也宣布投入區塊鏈計畫，評估以太坊平

台與 Apple Store 差異，思考未來 ios 的運用方向。 

雲端服務大廠則布局 BaaS 解決方案，方便 SMEs 快速進行區塊鏈雛型測試。

例如：Amazon 旗下雲端平台 AWS 與區塊鏈新創 Kaleido 合作，提供區塊鏈解決

方案（BaaS）給企業客戶，讓客戶更容易將服務部署在區塊鏈，滿足其業務需求

或創造新價值 Google Cloud 與 Digital Asset 合作，推出區塊鏈開發工具，加速開

發者測試和開發區塊鏈應用程式的速度；同時，也與 BlockApps 合作，協助企業

快速打造企業區塊鏈平台。目前科技大廠布局區塊鏈技術，例如：IBM、Oracle、

Amazon、Google、Microsoft、SAP 等皆在雲端服務提供區塊鏈技術平台6。 

區塊鏈專利技術，仍以資料加密/儲存/運算能力技術、網路與通訊協定技術

（DLT/共識）為主，市場顯示底層技術尚未統一。區塊鏈應用（智慧合約/商業邏

輯）技術與場域應用有關，專利數較少，亦顯示正處於 POC 至 POB 階段。 

依全球趨勢分析，至 2030 年區塊鏈潛力市場應用，在垂直領域市場部分，主

要為金融、供應鏈/物流、零售/電商、以及健康照護。在跨領域市場部分，主要為

身分管理、IOT/安全。在國際標竿國家政策分析部分，歐美國家（英、美）以國

際競爭力和保持全球領先地位為考量，並將區塊鏈、AI 和大數據做為全球數位化

策略的關鍵技術之一，對區塊鏈的驗證皆以公部門應用為主（如食安、國防）。亞

洲國家（中、日、韓），中國因內需市場大且資金雄厚，傾國力推動區塊鏈產業，

亦是為全球市場競爭力做準備；日韓政策則希望透過區塊鏈創新應用帶動經濟活

絡。從專利布局分析，美國和中國為前兩大積極布局區塊鏈技術的國家，技術研

發以布局底層技術為主，且金融應用為最熱門，顯示底層技術尚未統一，非金融

領域的技術研發仍有發展潛力7。 

三、台灣產業區塊鏈的推動方向 

現今台灣區塊鏈的技術，正處於運用萌芽發展初期。而台灣政府部門已經積

極地在擴大區塊鏈在公共服務部分的可能性，並防範各種可能的潛在風險。央行

 
6 Adam Greenfield (2017) (1st Edition). Radical Technologies: The design of Everyday Life. Verso Books. ISBN：

978-1784780432.  
7 Campbell, V. M., & Goguen, M. (2019). Blockchains, trust and action nets: extending the pathologie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Global Networks, 19(3), 30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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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管會也著手分析數位貨幣對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的影響。國家發展委員會對

於區塊鏈發展，也是相當的重視。台灣區塊鏈未來的發展則產生以下機會與挑戰。 

（一）機會部分 

1. 管理議題：了解使用者的需求、企業可以對送貨人員進行行為約束與指正、

減少不當的中介者、提升安全性、使用者可以掌握自己的資訊。 

2. 責任歸屬：當帳務/食品發生問題，可即時追蹤；當發生物品毀損、失竊

時，可協助釐清責任歸屬。 

3. 口碑效益：打造安全且開放式系統，針對不同產品屬性，揭露產銷流程，

提升優質廠商能被大眾知道。 

（二）挑戰 

產業應用區塊鏈未來所要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如何與現實世界的資產相

連結？因此透過其他資訊技術如身分管理、AI、生物辨識、IoT 設備等進行資訊

源連結與紀錄格外重要。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是 IT 投入成本是否大於實際營收？此時思考投入

必要性則特別重要。而區域鏈未來面臨的問題與投入技術考量建議，如下圖 8.1

所示。 

 

資料來源：Medium、工研院 IEK Consulting 

圖 8. 1  區域鏈面臨的問題與投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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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美伶在「2018 年亞洲區塊鏈高

峰會」（2018 Asia Blockchain Summit）致詞時，提出政府未來推動區塊鏈發展的

四大方向：一、鼓勵區塊鏈新創產業發展，協助各產業導入區塊鏈技術，加速產

業轉型升級。二、完善國內區塊鏈經濟監管法規的制定與詮釋，為區塊鏈產業發

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三、檢視區塊鏈技術及服務與國際間個資保護相關要求

的接軌。四、儘速將區塊鏈技術導入公共治理解決方案。茲將台灣未來推動區塊

鏈發展的四大方整理如下表 8. 3 所示。 

表 8. 3  台灣未來推動區塊鏈發展的四大方向 

方向 內容 

✔ 鼓勵區塊鏈新創產業

發展 

✔ 協助各產業導入區塊

鏈技術 

✔ 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 未來政府將加大政策上的支持力道，除透過充

裕早期資金等措施持續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 

✔ 加快開放資料工作，以增加大數據的產業應用 

✔ 繼續鼓勵產業對區塊鏈的加值應用，針對實際

問題提出創新解決方案，產生更具競爭力的服

務和產品 

✔ 完善國內區塊鏈經濟

監管法規的制定與詮

釋 

✔ 為區塊鏈產業發展提

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 為讓「企業廣泛受益、公眾普遍受惠」，政府必

須維持創新與監管的動態平衡與風險控管 

✔ 政策重點將強調提供服務而非管制，期許能做

到「法律沒有禁止的，原則上就是可以」，讓區

塊鏈產業的自律精神與創業家精神都有更大的

發揮空間 

✔ 檢視區塊鏈技術及服

務與國際間個資保護

相關要求的接軌 

因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部分規定與

區塊鏈架構有所衝突，目前國發會已成立個人資料

保護專案辦公室，後續將就相關議題進行研議規劃 

✔ 儘速將區塊鏈技術導

入公共治理解決方案 

未來國發會將透過舉辦臺美與臺歐盟數位經濟論

壇，持續引入美國與歐盟最新與最佳的推動經驗與

措施，做為臺灣推動數位公共治理的借鏡 

8.2 區塊鏈對各領域應用層面的衝擊 

一、區塊鏈的信賴協定革命 

泰普史考特集團（Tapscott Group）執行長 Don Tapscott 指出，區塊鏈將是全

球新經濟的基礎建設。區塊鏈將大幅的改變商業經濟運作的邏輯、並翻轉全球各

國經濟風貌。名列全球最有影響力管理學大師前五名的 Don Tapscott，強調區塊

鏈並不等同於金融科技的一部分，反過來說，金融科技只是區塊鏈應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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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可以應用在各行各業8。 

第一次的工業革命，是蒸汽機驅動的。第二次的革命，是電力。第三次的革

命，是電腦，產生出個人電腦、網際網路、社群媒體、行動通訊、大數據與雲端

計算等軟硬體產品。但真的會改變經濟運作模式、撼動大機構組織的，只有區塊

鏈。 

區塊鏈最重要的概念：P2P 交易無須中介機構。區塊鏈經濟的七大設計原則，

包含：網路化誠信、分散式權力、把價值作為激勵、安全性、隱私、權力保護、

包容性。Don Tapscott 認為區塊鏈將開啟震撼的第二階段的網路世代，以鮮明的

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可追溯、無可篡改的重要特性，為使用者更進一步的提升

了效率，並節省成本，讓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失去存在的傳統利基。茲將區塊鏈

經濟的信賴協定革命議題9，整理成表 8. 4。 

表 8. 4  區塊鏈經濟的信賴協定革命議題 

信賴

協定

議題 

原則說明 
有待解決的

問題 
突破性進展 

網 路

化 誠

信 

區塊鏈它是

分散在成千

上萬的電腦

中，並且不

依賴於任何

一個特定成

員。一經寫

入帳本所有

的互動都是

不可篡改的

並且可隨時

稽 核 的 紀

錄。 

在互聯網上，

人們一直無

法直接進行

金錢交換，因

為金錢本質

上和其他可

複製的信息

產品或知識

產權是不一

樣的，這涉及

到雙重支付

的問題。 

中本聰利用現有分散式點對點網路及一些

聰明的密碼學技術創建了一套共識機制，

來解決雙重支付的問題。 

中本聰不僅希望去除中央銀行的印鈔發行

角色，也希望去除有關事實記錄的含糊及

互相衝突的解讀方式。 

為了達成共識，比特幣網路採用了 POW

「工作量證明」機制。 

其他的區塊鏈技術例如以太坊 1.1 版的開

發人員則想改用 POS「權益證明機制」。以

改善交易效率。 

對區塊鏈經濟的影響：我們不用再依靠大

公司和機構來驗證人們的交易與身份，為

他們的聲譽進行擔保了，取而代之的是我

們可以運用信任網路。 

 
8

 Halaburda, H. (2018). Economic and Business Dimensions Blockchain Revolution without the 

Blockchain?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61(7), 27–29.  
9 Don Tapscott, Alex Tapscott (2016) (1st Editon). Blockchain Revolution: How the Technology Behind Bitcoin 

is Changing Money, Business, and the World. Portfolio. ISBN：978-039956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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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

協定

議題 

原則說明 
有待解決的

問題 
突破性進展 

分 散

式 權

力 

系統通過一

個分散式網

路來分配權

力，而不再

由中心單點

控制。 

在第一代互

聯網中，任何

擁有龐大用

戶基礎的大

型機構，都在

進行用戶數

據收集，互聯

網路變得越

來越中心化，

個人隱私資

料濫用的問

題越來越嚴

重。 

 

中本聰採用的工作量證明機制需要用戶進

行大量運算來維護網路運作，從而鑄造新

幣。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下載比特幣協議，並

且保留一份區塊鏈副本。 

中本聰也通過將帳本中新區塊的創建過程

與比特幣發行連接起來的方式，將鑄幣權

分發出去，從而將鑄幣權放到了對等網路

中的每一個節點中。通過這種分散式的帳

本，各式數位資產與資料將能夠被編碼應

用，貨幣與資料應用權力回歸到個體，也能

夠讓網路更去中心化。 

把 價

值 作

為 激

勵 

系統把所有

利益相關者

的獎勵都結

合到一起。

比特幣或者

其他有價代

幣都是這個

系統的一部

分，也與信

譽 是 相 關

的。 

看看金融危

機的案例，大

型銀行對金

融系統的利

用已經超出

其負荷能力，

因為那些為

信貸與理專

所設計的獎

勵架構，必然

會鼓勵風險

的不斷增長。

大型企業用

各式獎勵來

換取用戶的

訊息，同樣也

面臨了資料

中本聰希望參與者能夠在符合自身利益的

原則下行事。 

按照慣例，區塊上的第一筆交易是一個特

殊交易，它會創建一種由區塊創建者所持

的新幣。 

中本聰希望那些有計算機運算資源的人作

為其經濟組織。 

價值儲存方面的另一項突破就是被編碼到

軟體中的貨幣政策。 

對區塊鏈經濟的影響：第一代互聯網錯過

了這一切。現在的平台中，人們，甚至是物

品，都擁有適當的資金獎勵，以鼓勵大家參

與到有效合作中去創造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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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

協定

議題 

原則說明 
有待解決的

問題 
突破性進展 

外洩風險。 

安 全

性 

由於區塊鏈

的分佈式特

性，因此其

資訊系統不

會出現單點

故障。它們

不僅保證機

密性，而且

保證所有活

動的真實性

以及不可抵

賴性。 

黑客攻擊，身

份竊取，詐

騙，網路欺

凌，網路釣

魚，垃圾郵

件，惡意軟體

以及勒索軟

體 —— 這些

都會破壞社

會個體的安

全。 

中本聰要求參與方使用公開金鑰基礎架構

（PKI）來保證只有擁有私鑰密碼的接收者

才能解碼。除了公開演算法之外，區塊鏈的

安全主要得益於其歷史的軌跡相對成熟性

以及其建立的位元組幣龐大用戶與礦工基

礎上。時間越久，入侵這種區塊鏈就越來越

困難，其攻擊成本也會增加。 

對區塊鏈經濟的影響：在數字時代，技術安

全很顯然是社會個人安全的前提條件。 

隱私 人們有控制

自己的數據

的權利，他

們可以自主

決定哪些身

份信息，在

什麼時候，

以 何 種 方

式，透露多

少 給 其 他

人。 

隱私是人類

的基本權利，

也是自由，這

是一個社會

的根本基礎。 

中本聰沒有為網路層設置身份認證要求，

這意味著在下載並使用區塊鏈網路的時

候，所有人都不需要提供姓名，電子郵件地

址或其他個人數據。 

區塊鏈的平台可以提供相對靈活的選擇和

匿名證明的形式。 

對區塊鏈經濟的影響：那個虛擬的你會保

護你的個人信息，只有在社交或者經濟交

易中得到你同意的前提下才會透露部分所

需信息，並確保只要你的數據給別人帶去

了價值就能收到一定的補償。這是從中央

化大數據到私人數據的轉變，可以將這稱

為「自主式數據」。 

權 利

保護 

權利與自由

是明確且可

執行的，因

為這是區塊

鏈 的 一 部

互聯網社會

使得資訊效

率大幅度提

升了，但合法

權利卻遭到

智慧合約作為一種商業邏輯原則，只有在

達成預定條件的情況下，才能進行交易。 

以智慧財產授權為例，作品本身就是智慧

合約，作者可以對智慧財產的使用者進行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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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

協定

議題 

原則說明 
有待解決的

問題 
突破性進展 

分。 了侵害，尤其

是智慧財產。

網路資訊充

滿了許多不

確定性，從供

應鏈到假新

聞。 

此外，在經營管理學領域，全體共治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行動方案——組織成員會先規

定需要完成的工作，再分配權力及職責，然

後分頭行動，各司其職。 

普 惠

性 

經濟發展的

最佳狀態就

是它能兼顧

到所有人，

也就是說，

要降低對參

與者設定的

門檻，從資

源分配轉變

為人人都可

參與的區塊

鏈經濟。 

有待解決的

問題：全世界

有 20 億成年

人沒有銀行

帳戶，用傳統

金融搭建銀

行的成本非

常高，每年轉

帳手續費加

起來高達 250

億，許多發展

中國家更有 7

成企業無法

獲得信用貸

款。 

中本聰設計的系統在互聯網頂層運行，但

是如果有需要的話，它也可以脫離互聯網

運行。 

區塊鏈技術的使用將可降低搭建銀行所需

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匯款等資金傳輸的

成本，並降低銀行開戶，信用獲取以及業者

投入的門檻。而且區塊鏈還會支持人們創

業並參與到全球貿易中。 

對區塊鏈經濟的影響：第一代互聯網為西

方國家帶去了繁榮，但是貧富差距越來越

大，大多數人的生活卻並沒有提高，這說明

互聯網還存在很多問題，繁榮的基礎是普

惠，而區塊鏈能夠協助實現。 

我們需要明白，普惠包含了很多方面，它包

括了監管與治理模式的改變。這可能是區

塊鏈經濟中最有影響力的部分。 

上一個由網際網路開啟的世代，對世界運作的影響有限，還是有許多大型中

介機構存在，音樂、投票、文化、商業與資產管理等運作模式都沒有太大改變，

跟以前沒什麼不同。區塊鏈帶來第四次產業革命，與之前的幾次產業革命相比，

有本質上很大的不同。區塊鏈是全新革命式的的交易平台，人們可透過其中的「信

任協定（trust protocol）」互相信任，進行「點對點」（P2P）的交易，無須中介機

構。區塊鏈是第二階段的網路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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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塊鏈的轉型考驗 

（一）Big Data  & AI  與區塊鏈之結構關係 

BIG DATA & AI 與區塊鏈之可能的潛在市場龐大。未來十至二十年以內，

AI&Big Data，以及區塊鏈，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巨大挑戰。未來這些技術所賦能的

產業，會大量產出新創，獨角獸和生態系會逐漸出現，這些技術概念也會更加深

入人心。從概念上來說，AI，即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是研究開發於

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慧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的，由不同領域的各

個學科組成，整體上屬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技術科學三向交叉學科。換句話

說，AI 就是透過機器學習，對人的思維進行模擬。AI 的概念大都奠基於一項基

礎的關鍵技術「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機器學習技術，就是讓機械擁有

自主學習的能力，而其中進展最快速的一項關鍵技術，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詳的──

「深度學習」。演算法及硬體條件的大幅躍進提供了機器學習發展的優良條件，再

加上數位化聯網的蓬勃下帶來的「大數據」，引爆了科技大廠爭相投入深度學習技

術的浪潮。目前不管是 NVIDIA 這類的晶片商，或擅長演算法的 Google、Facebook

等軟體商，最常提到從事的機器學習的主流技術，就是深度學習。只要數據越豐

富完整，機器就越能夠提高一切辨識的精準度，以加強判斷能力。10因此，要能讓 

AI 靠「深度學習」發展思考能力，很大程度是依賴 Big Data 所賜。區塊鏈的本質

是一個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帳本，現在正逐步滲入金融、電子商務、物聯網、醫療

健康、徵信系統、文化藝術、房地產和公共服務等各個場景之，專注於區塊鏈服

務的企業，都正在透過這種廣泛的價值共識，實現虛擬資產的流通，完成智慧交

易的達成，從而讓整個產業鏈的流程，變得更加智慧化，真正實現透明的集體監

督。總結 Big Data & AI 與區塊鏈之結構關係：「對 AI 而言：將大幅減少人類重覆

運作，提高生產力；對 Big Data AI 而言：將賦予萬物傳遞資訊的靈魂；對區塊鏈

AI 而言：將交易生態帶入信任機制。」 

2018 年區塊鏈衍生性商品市場規模約 544 萬億美元（Forbes, 2018）、2017 年

專業管理的全球房地產投資市場規模為 8.5 萬億美元（MSCI, 2018）、2017 年藝

術和收藏品市場規模為 2 萬億美元（Deloitte, 2017）、2018 年全球數位廣告市場

規模為 2,203 億美元（Dentsu Aegis Network, 2018）、2017 年全球遠距醫療市場規

模為 296 億美元（Research & Markets, 2018）、亞洲公路貨運外包每年支出費用約

1,500 億美元，高於空運和海運 （OpenPort, 2017），至 2023 年，全球運輸和物流

市場預計成長到 15.5 萬億美元（MRRSE, 2016）。11 

 
10 William Mougayar (2016) (1st Edition). The business blockchain: Promis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Next Internet Technology. Wiley. ISBN: 78-1-119-30031-1. 
11任仲文編。區塊鏈：領導幹部讀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8 年初版。ISBN：978-752080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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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塊鏈與 Fintech 之關聯性及結合性 

新一代的區塊鏈平臺除了提供分散式帳本（資料庫）的功能外，也支援在它

們上面發展各式各樣的區塊鏈應用程式，這類程式常被稱為「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s）。「智慧合約」一詞是由 Nick Szabo 於 1990 年代初期所提出來的，倡

議可以將交易的條款透過電腦化來落實。但是當時並沒有得到太多的回響，接下

來也進一步的發展。直到這幾年來，智慧合約才隨著區塊鏈技術的興起而逐漸流

傳開來。2015 年中推出的以太坊（Ethereum）區塊鏈平臺，其白皮書名為「A Next-

Generation Smart Contract and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Platform」，強調智慧合約

為其平臺特色，更是一舉將智慧合約這個名詞推到一個新的層次，讓大家開始注

意到其重要性，甚至視其為「區塊鏈 2.0」的主要技術與應用。簡言之，區塊鏈平

臺提供多方可信任的網路共享資料庫，智慧合約使用這些共享資料執行應用程式，

進行交易與資產移轉。12 

智慧合約程式一旦部署到區塊鏈平臺上後，當合約所設定的事件發生時，一

些條件就會成立而觸發了合約的指定功能，開始執行程式，執行的結果通常就會

引發資產的移轉。這樣的智慧合約其實已經超越了尼克·薩博當年所倡議的智慧合

約，它不僅僅只是紙本合約的電子化或程式化，重點是在於跟區塊鏈技術的結合，

得以在一個受信任的平臺上執行。因為傳統合約的電子化，可能還是依照一個強

大中心的模式來執行合約邏輯的，像是 Amazon 電子商務平臺，它所執行的許多

程式也像是在實現合約的條款與條件，只是這些程式都只有一份，而且在它的中

心伺服器上執行。但現今的這些智慧合約是部署在區塊鏈平臺上，會自動複製到

網路中的每個節點，不僅不能篡改，也會在每個節點上執行。區塊鏈的技術確保

各節點執行相同的程式邏輯，產出一致的帳本異動；進而在交易的兩造雙方間建

立信任，有效支援它們直接交易，毋須中間機構來對帳。13 

例如，供應鏈的上下游廠商，對於供貨量多寡所對應的折扣數，可能都訂有

合約，以特定的條款來規範；但多半是各自還是會自行記帳，使用各自的應用程

式來管理進出貨。如果採用了區塊鏈與智慧合約來管理雙方的交易帳務，雙方不

僅會有一致的帳本，用來異動帳本內容的應用程式也可透過智慧合約的機制而一

致化，這樣就不必雙方都有自己的系統、自己的帳，因而可以省去許多人工或程

式對帳的成本。 

基於區塊鏈與 Fintech 之關聯性及結合性，未來區塊鏈具有相當潛力之應用

情境。範圍包含：金融、健康照護、供應鏈與物流、身份管理、零售與電商等。

 
12楊永強、蔡宗輝、劉雅卓著。區塊鏈+大數據：突破瓶頸，開啟智能新時代。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 年

初版。ISBN：978-7111626336。 
13 Brownsword, R. (2019). Regulatory Fitness: Fintech, Funny Money, and Smart Contracts. 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20(1),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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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區塊鏈與 Fintech 在金融的結合情境範圍：包含金融服務、保險和金融科

技等領域。應用於跨境支付、股票交易、證券、理賠管理、衍生性商品、

公共和私人的資產保管、貨幣等處理。 

2. 區塊鏈與 Fintech 在健康照護的結合情境範圍：包含醫療數據管理、藥物

開發、索賠和計費管理，效益效益：預計至 2030 年市場價值達 1,340 億

美元。 

3. 區塊鏈與 Fintech 在供應鏈與物流的結合部分：因供應鏈管理複雜，根據

不同產品，可跨越數百個過程、多個地理位置、大量發票和付款方式、涉

及多個個人和關係人，並延續數月之久，預計 2030 年將顯著改善交易與

運輸過程的複雜性和缺乏透明度。 

4. 區塊鏈與 Fintech 在身份管理的結合部分：雖然身分管理雖然不是一個垂

直市場，但可應用在許多垂直市場之中。透過區塊鏈進行身分驗證和自主

存取管理，可分散資訊安全風險，除了能核實身分，更賦予使用者可自行

決定數據的授權時間、範圍或撤銷訪問權限等，保障個人隱私，預計至

2030 年商業價值達 2 千億美元。 

5. 區塊鏈與Fintech在零售與電商的結合部分：包含的應用範圍有貿易促銷、

P2P 市集、支付、智慧合約、供應鏈和其他應用。可達到的效益則是使企

業更了解客戶的需求和使用行為，提供雙方可信賴的交易。預計 2030 年

市場價值為 1,640 億美元。 

（三）全球區塊鏈的垂直市場應用 

現今全球區塊鏈的垂直市場應用，主要行業別為金融產業、供應鏈和物流產

業、零售和電商產業、健康照護產業、廣告與媒體產業、能源和電力產業、政府

和公部門，以及電信產業。15 

1. 金融產業部分：主要的區塊鏈垂直市場應用，使用在與銀行之間的清算及

結算、跨境支付，及高效的徵信模式。預計 2030 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4,737

億美元，代表廠商為 Mastercard、Bank of America、IBM、R3、Coinplug。 

2. 供應鏈和物流產業部分：主要的區塊鏈垂直市場應用，使用在優化貨物運

輸路線和排程，以及貨品追蹤與安全。預計 2030 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3,158

億美元，代表廠商為 IBM、Accenture、上海唯鏈科技、Everledger、skuchain。 

 
14李億豪著。區塊鏈+重新建構新世界。中國商業出版社。2018 年初版。 ISBN：978-7511553898。 
15

 Sawa, T. (2019). Blockchain technology outlin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field of power and energy 

system.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 Japan, 206(2),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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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零售和電商產業部分：主要的區塊鏈垂直市場應用，使用在追蹤電商商品

位置、商品管控作業流程，以及確保資料的完整性和正確性。預計 2030

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1,640 億美元，代表廠商為 Walmart、Cosco、雀巢、

Revelator、OpenBazaar、Slock.it。 

4. 健康照護產業部分：主要的區塊鏈垂直市場應用，使用在藥品防偽、個人

健康紀錄管理，以及自動化保險理賠。預計 2030 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1,340

億美元，代表廠商為 Alibaba、Gem、Medicalchain、MedRec。 

5. 廣告與媒體產業部分：主要的區塊鏈垂直市場應用，使用在數位廣告交易

透明化、了解目標客戶的需求，以及依實際客戶看廣告時間付費。預計

2030 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1,053 億美元，代表廠商為 Thomson Reuters、

nChain、BAT、DATA、Prochain。 

6. 能源和電力產業部分：主要的區塊鏈垂直市場應用，使用在彈性能源確保

供電平衡、配電最佳化，以及能源和電力交易平台。預計 2030 年市場規

模將達到 1,053 億美元，代表廠商為中國國家電網、Vattenfall、LO3、Energy、

Power Ledger、Electron、Gsy。 

7. 政府和公部門部分：主要的區塊鏈垂直市場應用，使用在公共資源配置，

以及合規監管。預計 2030 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789 億美元，代表廠商為

IBM、nChain、Credits、Hashed Healthcare。 

8. 電信產業部分：主要的區塊鏈垂直市場應用，使用在 OSS/BSS（營運支援

系統/業務支撐系統）解決方案，以及身分管理。預計 2030 年市場規模將

達到 789 億美元，代表廠商為 AWS、IBM、中國聯通、Filament。 

（四）全球區塊鏈跨產業市場應用 

現今全球區塊鏈的跨產業市場部分，主要應用為身份管理、IOT 與安全，以

及合規與治理。16 

1. 身份管理部分：主要的區塊鏈跨市場應用，使用在數位身分認證、身分自

主權，以及了解客戶。預計 2030 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2,000 億美元，代表

廠商為 Accenture、北京布比網路技術、深圳達闥科技、Civic、SecureKey、 

Sovrin Foundation（與 IBM 合作）。 

2. IOT、安全部分：主要的區塊鏈跨市場應用，使用在數據可追溯與真實性、

資料傳輸安全、訪問控制管理，以及設備生命週期管理。預計 2030 年市

場規模將達到 1,316 億美元，代表廠商為 IBM、NTT、Microsoft、SAP、

 
16 《區塊鏈將如何改變世界》編寫組著。區塊鏈將如何改變世界：黨政幹部一本書讀懂區塊鏈。東方出

版社。2019 年初版。ISBN：978752070626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219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china/?pubid=00000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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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Telecomm.、Rivetz、Chainalysis、Guardtime、IOTA、Filament、

Chronicled。 

3. 合規與治理部分：主要的區塊鏈跨市場應用，使用在自動化合規查驗、防

止授權篡改、資料安全和完整，以及詐欺偵測。預計 2030 年市場規模將

達到 526 億美元，代表廠商為 KYCLegal Authenteq KYC-Chain Auditchain  

Bitrated、Cambridge Blockchain。 

三、區塊鏈的前景衝擊 

（一）區塊鏈的具體衝擊與危機 

區塊鏈所帶來最明顯的商業模式改變在於大規模的去中心化，以及以公有區

塊鏈（public blockchain）技術為基礎，但是目前多數試驗性計畫多以私有或混合

的區塊鏈措施為目標，雖能改善交易週期之時間與成本或拓展新客源，但尚無法

根本性改變參與機構的商業模式，且目前許多人對於區塊鏈的治理機制仍不清楚，

消費者對於去中心化的商業生態系統與加密貨幣的接受度仍不明朗，且區域間仍

缺乏協調性。 

區塊鏈技術其中一個主要的發展趨勢是符合企業應用需求的區塊鏈平臺。首

先，比特幣或以太坊都是以公開、去中心又無監管的方式運作，一般稱為公有鏈

（public）模式。但是對於民間企業，甚或是政府機構而言，區塊鏈的使用必須要

有某種程度的管控與監理；像比特幣區塊鏈這樣公開不設限，又完全去中心的運

作方式，在實行上是有困難的。所以對企業使用而言，區塊鏈平臺必須要提供會

員管理機制，限制可參與的成員，支援所謂的私有鏈或聯盟鏈（consortium 

blockchain）的運作方式。一般而言，可將區塊鏈的運作模式依開放性參與（open）

或限制性參與（permissioned）為主要分類依據，概分公有鏈及私有或聯盟鏈，而

聯盟鏈與私有鏈的差異僅在於參與者是否有跨組織或僅限同一組織內。除了會員

身份認證與權限管理外，企業應用對區塊鏈平臺的需求大致上可以下列項目說明

之17。 

高效能的共識記帳機制部分：比特幣區塊鏈的工作量證明（PoW）共識記帳

法，平均 10 分鐘才完成一個區塊，換成每秒平均交易量還不到 10 筆；以太坊在

這方面雖有改進，但也不能滿足企業區塊鏈對交易速度的要求。實務上，企業區

塊鏈網路的節點規模比公有鏈要小的多，沒有必要採用大規模節點適用的 PoW 共

識記帳法，反而是採用像分散式系統中著名的拜占庭容錯共識法（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 BFT），就可以大幅提高每秒平均的交易數量，因此各企業區塊鏈平臺

積極研發不同的高效能共識法。 

 
17
 Eenmaa-Dimitrieva, H., & Schmidt-Kessen, M. J. (2019). Creating markets in no-trust environments: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smart contracts.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35(1), 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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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資料的隱私保護部分：比特幣與以太坊的帳本內容是完全公開的，企業

應用上通常需要對交易資料有所保護，限制僅有與交易相關的成員或監管與稽核

單位可以檢視交易的內容。所以新一代的企業區塊鏈平臺必須要提供參與成員能

保護交易資料隱私性的功能。 

目前正在發展中的企業區塊鏈平臺，最知名的當屬 Linux Foundation 下的

Hyperledger 計畫的 Hyperledger Fabric 平臺，以及 R3 聯盟下的 Corda 平臺。這兩

個區塊鏈平臺都是針對企業組織所設計的，對參與者採認許制，可以私有鏈或聯

盟鏈方式運作，而且都不支援任合的原生數位貨幣。以太坊社群去年底推出的

Quorum 平臺，主要的特色就是修改以太坊平臺，提供非 PoW 的共識記帳功能，

以及可保護交易隱私的私有交易機制。2017 年年初成立的企業以太坊聯盟

（Enterprise Ethereum Alliance, EEA）也是要聯合開放源碼社群的力量，發展適合

企業使用的以太坊區塊鏈平臺18。綜上述，本研究將區塊鏈的 SWOT 分析，如下

所示。 

表 8. 5  區塊鏈 SWOT 分析表 

優勢 劣勢 

⚫ 去中心化網絡 

⚫ 分散式的彈性與控制 

⚫ 開放式的原始碼 

⚫ 明確資產來源 

⚫ 動態價值交換 

⚫ 安全現代的加密技術 

⚫ 顧客對技術不熟悉並缺乏使用經驗 

⚫ 分類帳本缺乏互通性 

⚫ 缺乏戶操作性之帳本管理 

⚫ 智能合約程式編碼模式的限制 

⚫ 缺乏對新技術提供者的信任 

⚫ 缺乏強化安全的測試技術 

機會 威脅 

⚫ 減少詐欺 

⚫ 減少系統風險 

⚫ 減少交易成本 

⚫ 加速商業流程與效率 

⚫ 協助新型態商業模式 

⚫ 分類帳的衝突與競爭 

⚫ 管理制度與系統不良 

⚫ 法規管轄的障礙 

⚫ 政治與政府的敵對角色阻礙 

⚫ 結構性採用的障礙 

（二）區塊鏈在個資法及 GDPR 環境下之角色及定位 

歐盟認為可透過應用區塊鏈技術改善政府、企業與組織的業務流程，以及略

過中介商，直接進行個人對個人交換業務與互動模式。2017 年 10 月歐盟高峰會

 
18
 Liu, L., Li, B., Qi, B., Qin, Q., Sun, Y., Chen, S., & Zhu, C. (2020). Reliable interoperation of demand response 

entities considering reputation based on blockchain. IEEJ Transactions on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5(1), 10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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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uncil）中提及區塊鏈為迫切需要因應的新興趨勢之一，因而在 2018

年 2 月成立歐盟區塊鏈觀察站論壇（EU Blockchain Observatory and Forum, BOF），

以因應區塊鏈發展。其主要工作包含彙撰歐洲及其他地區的政策措施、監測與分

析發展趨勢及處理新興議題、成為區塊鏈的知識中心、推廣歐洲行動方案及加強

歐洲與多個利害相關人的接觸、作為歐洲地區重要的交流管道，並透過擬定國際

願景與目標，以對歐洲有益的案例來激發成員國間的共同行動。 

另一方面，為強化歐盟成員間的合作，歐盟會員國在 2018 年陸續簽署同意

建立歐洲區塊鏈合作夥伴（European Blockchain Partnership, EBP），並合作建立歐

洲區塊鏈服務基礎設施（European Blockchain Services Infrastructure, EBSI），將提

供具隱私性與安全性的跨邊界數位公共服務，目前已有 27 個會員國簽署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此外，為發掘區塊鏈技術對社會創新的效益，歐盟資訊社會暨媒體總署（DG 

Connect）轄下的歐洲創新委員會（European Innovation Council, EIC）推出 500 萬

歐元的社會公益區塊鏈（Blockchains for Social Good）競賽，主要目的在於尋找開

發可擴張、有效率與具高影響力的分散式解決方案。另一方面，歐盟已提供 8,300

萬歐元資金予區塊鏈開發計畫，預計 2018-2020 年將提供 3.4 億歐元以支持區塊

鏈相關的發展計畫（European Commission, 2018）。目前歐盟資助的區塊鏈專案計

畫，主要包含 CAPS （Collective Awareness Platforms for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Innovation）、D-Cent （Decentralised Citizens ENgagement Technologies）、DECODE 

（DEcentralised Citizen-owned Data Ecosystems） 與 MHMD（MyHealthMyData）
19。 

自 2018 年成立區塊鏈發展工作小組，小組內成員定期舉辦會議探討政府在

區塊鏈發展的角色，以及發展區塊鏈應具備的基礎框架與可能涉及到的法律議題。

其中，歐洲區塊鏈創新報告指出，目前歐洲各國已推出的相關政策與規範，如法

國通過的企業成長與轉型法案（PACTE），其中一條與 ICO 有關的法條，不僅將

代幣予以明確定義，更要求發行者應獲得官方批准，且在募資之前必須由法國金

融監理機構（Autorité des marchés financiers, AMF）授權。此外，德國政府更明確

地表示，應該開發完整的區塊鏈策略並協助提供合適的法令架構，讓加密資產與

或貨幣能在歐洲與全球使用20。 

目前歐洲發展區塊鏈主要面臨的挑戰包含法規的定義與適用性、歐盟 GDPR

與區塊鏈間的衝突、商業模式面臨挑戰、技術與研究的方向是否正確，以及去中

 
19
 Allon, F. (2018). Money after Blockchain: Gold, Decentralised Politics and the New Libertarianism.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33(96), 223–243. 
20

 Savelyev, A. (2018). Some risks of tokenization and blockchainizaition of private law.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34(4), 86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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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化帶來的社會挑戰，本研究彙整目前區塊鏈面臨到的法規與制度方面的議題，

詳如表 8. 6。從中可發現，技術創新往往帶來法規框架無法適用的問題，另一方

面，日趨嚴謹的 GDPR 也可能限制區塊鏈與其他新興技術的發展，公部門必須考

量推動技術創新與保護人民之間的平衡。 

表 8. 6  區塊鏈在個資法及 GDPR 環境下之議題 

釐清個資法之法令與規範 GDRT 與區塊鏈的衝突 

企業擔憂開發出的產品不符合規定，

可能使其面臨財務或刑責方面的懲

罰。雖然歐洲各國已有部分規範，但

各國的規範存在許多差異。  

2018年生效的GDPR與區塊鏈的去中心

化有所衝突，一般來說，區塊鏈上的資

料通常僅能增加，無法移除，但 GDPR

則要求個人有權修改或消除個人資料。 

加密資產的會計與稅則仍相當模糊，

以及在電腦程式碼中規定各方協議之

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的法定地位

（legal status）仍有疑慮。 

對公鏈來說，難以辨識 GDPR 提及的資

料控制者（data controller），即應對資料

使用權負責的最終個體或機構。 

因為去中心化的本質，許多區塊鏈計

畫較偏向公共基礎設施，而非利益導

向的私人區塊鏈，對於私人企業的區

塊鏈規範是否適用於公有區塊鏈仍有

待釐清。 

GDPR 要求，只有在資料移出地點能提

供相同程度的資料保護規範，才能將資

料轉移給第三方，但是許多公鏈是開放

給所有人使用，對於地點並未設限。 

資料來源：EU Blockchain Observatory and Forum（2018）；本研究整理。 

四、區塊鏈大潮之下的金融規管思惟 

政府部門將區塊鏈技術導入公共服務的考量，主要是基於區塊鏈的兩種特性，

首先是可確保與分享重要資料與紀錄，如個人身分識別與資產登錄；其次為改善

市場的監管與管制，減少政府在資料蒐集時，與市場參與者產生摩擦的機會，並

能減少稅務詐騙以及縮短租稅資料計算與蒐集的成本。不過在利用區塊鏈技術取

代某些既有方式之前，應持續利用試驗性計畫，了解技術可行性與應用區塊鏈帶

來的經濟與社會衝擊。 

為了讓區塊鏈能運作，EU BOF 也建議政府單位應該建立合適的基礎設施，

個人數位身份識別與數位版本的國家貨幣是政府應著重的基礎構成要素，表 5 將

說明政府運用區塊鏈技術時，可預先建立的關鍵基礎設施。 

針對區塊鏈技術與法規框架、關鍵基礎設施的探討，EU BOF 也提出諸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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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規管思維，以供歐盟政府參酌與採用，詳述如下：21 

1. 制定合適的基礎架構，確保此架構能夠讓政府機構輕易且快速地以符合成

本效益與互操作性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應用程式。 

2. 釐清、採用與執行與現行架構相關的法規生態系統，確保推動的政策與規

範能適用於區塊鏈技術的應用。 

3. 優先提供一般大眾、企業家與公務人員相關教育訓練。 

4. 歐盟應適時推動具高度影響性的計畫，如透過會員國與公私鏈合作。 

區塊鏈已連續數年被 Gartner、WEF 及其他國際智庫列為未來最具影響力的

重大科技之一，若此技術能被廣為應用，將對社會經濟帶來顛覆性的影響。雖然

現階段的技術發展仍有許多待突破之處，法律規範與相關的基礎建設也有待公部

門積極規劃，但許多國家與創業團隊紛紛將區塊鏈應用在許多面向，然而目前社

會大眾對區塊鏈技術應用的接受度尚不明朗，合適的商業模式亦未可知，但是提

供所有參與者經濟價值卻是影響區塊鏈發展的主要因素。 

區塊鏈技術的主要特點是利用加密方式讓網絡中的所有參與者共享交易記

錄，其不可撤銷、公開透明性、去中心化及可追溯性等技術特點，讓區塊鏈技術

具備相當高的發展潛能，除了一般常見的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幣等，其應

用範疇尚包含生產供應鏈、資產管理、身份識別、醫療資料管理、公民投票，甚

至是作為交易或募資管道等等，顯見其技術影響力與應用潛力。 

為了推動區塊鏈技術的應用，歐盟已在 2013 年開始投入相關的專案計畫，

2018 年則進一步擴大投入區塊鏈技術應用的相關計畫。此外，歐盟執委會並於同

年成立區塊鏈工作小組，分別針對法規制度與基礎環境進行研析。在法規方面，

著重於探討各國在區塊鏈的法令不同、公鏈與私鏈的特性不同是否可一體適用、

智慧合約的法定地位，以及區塊鏈與 GDPR 間的衝突問題。在基礎環境方面則偏

重研析區塊鏈應用所需的基礎設施，包含確定身分識別是主要基礎，以及平台建

立等。22 

綜上所述，區塊鏈技術具備巨大且長期的影響力，而在全球經濟成長放緩的

時空背景下，科技創新被賦予促進經濟發展的使命，但科技創新帶動的快速變革

往往會破壞整體社會經濟結構的平衡，過多的負向效益或將讓科技創新就此埋沒，

因此，公部門須審慎處理平衡議題，並透過跨部門協調完善法規框架與基礎建設，

以利在促進科技創新的同時，也能維持社經結構的長期發展。歐盟採用小規模多

 
21

 Eyal, I. (2017). Blockchain Technology: Transforming Libertarian Cryptocurrency Dreams to Finance and 

Banking Realities. Computer (00189162), 50(9), 38–49.  
22徐明星、田穎、李霽月著。圖說區塊鏈：神一樣的金融科技與未來社會。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初版。ISBN：978-750867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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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推動試驗計畫的方式，同時探討可能涉及到的法規，以及相關基礎設施是否符

合發展需求，或許值得台灣金融規管單位參考。 

8.3 區塊鏈與 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 

一、區塊鏈與環境 

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是地球面臨到最大的問題，這甚至已經超越了各國間的

利益，許多有關組織也不斷努力解決這個問題，而 WEF 則將區塊鏈技術視為救

命稻草。眾所周知，區塊鏈技術可持續增長和創造價值，WEF 的報告中根據上述

特點，探討了利用區塊鏈改變環境資源的管理方式，並列出 8 大「創新者的致勝

法則」，而其選擇基於以下基礎23： 

1. 轉型影響：它可完全顛覆或改變當前的方法。 

2. 採用潛力：顯著的潛在用戶規模。 

3. 區塊鏈對解決方案的重要程度：區塊鏈需為解決方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4. 系統影響：創新者可以真正將技術轉移到人類系統上。 

5. 可實現的有效環境，包括政治和社會：可被識別和支持的有效環境。 

區塊鏈技術在未來，將會為環境保護帶來 8 大創新者的致勝法則，如下表 8. 

7 所示。 

表 8. 7  區塊鏈為環境帶來的八大保護法則 

 制勝法則 說明 應用舉例 

1 
透明供應

鏈 

為環境產品創建原產地記錄，以確

保可追溯性的完整度和透明度，從

而強化問責制。這也改善了供需管

理，旨在實現可持續的產出、物流

和消費。 

非法捕撈業，使用基於

區塊鏈的透明供應鏈來

幫助遏制這些破壞環境

的非法行業。 

2 

去中心化

和可持續

的資源管

理 

這方面基本上討論了資源管理的

去中心化平台，尤其是考慮到集中

管理系統為單點系統，一個故障點

可能導致多重障礙。但是，通過去

中心化的設置，可以更有效匹配供

需。 

去中心化電網系統、去

中心化水源管理系統。 

 
23
 Fowler, M. D. (2018). Linking the Public Benefit to the Corporation: Blockchain as a Solution for Certification 

in an Age of “Do-Good” Business.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 Technology Law, 20(3), 88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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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勝法則 說明 應用舉例 

3 

新型可持

續性金融

來源 

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方

面，每年的資金缺口在 5 至 7 萬億

美元之間。若引入基於區塊鏈的融

資平台，將推動新投資者和大眾市

場開放這些項目的範圍，這有助於

縮小資金缺口的差距。 

區塊鏈用於資助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區的太陽能

項目。 

4 

具備激勵

機制的循

環經濟 

人們可用行動換取加密貨幣激勵，

並強調未來需要更多此類項目，以

徹底改善多年來的環境狀況。 

塑料銀行在存放從海洋

收集的塑料容器、罐子

和瓶子時，發放加密貨

幣作為獎勵。 

5 

轉變碳排

放和其他

環境相關

的市場 

減少碳排放是實現環境改革的最

大步驟之一。區塊鏈平台可以導入

現有的碳交易基礎設施中，以衡量

碳交易的影響，並為系統帶來更多

透明度。 

「碳信用管理平台」已

在中國上線，由 IBM 與

Energy-Blockchain Labs

合作開發。 

6 

下一代可

持續發展

監測、報告

和核查 

現代商業模式不僅需要自行持續

發展，還需要環保。投資者、消費

者、政府和監管機構都在向企業施

加壓力，要求它們更加環保。因此，

企業需要確保他們以準確的方式

報告其環境績效。 

區塊鏈技術能改進可持

續發展的報告和保證。 

 

7 

自動預備

災害和人

道主義援

助 

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災難，而且需

要大量資源才能做好準備。通常，

這是一項巨大的開支，一些發展中

國家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才能恢

復原有的生活，就像災難發生前一

樣。然而，區塊鏈技術也可以用於

人道主義的救濟，並能提供透明化

的資金流向證明。 

IBM和美國紅十字會正

致力於「Call For Code」

計劃，一款旨在幫助人

們和社區更完善應對自

然災害的應用程式。 

8 
地球管理

平台 

為了跟蹤、管理和記錄地球環境的

重複性行為，區塊鏈能在「地理數

位帳本」中，整理、監控和管理大

量地球空間的系統數據。 

基於區塊鏈的地理空間

平台正處於早期探索階

段，可以監測、管理和

啟用保護全球環境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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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勝法則 說明 應用舉例 

的市場機制，從陸地的

生命到海洋的健康。 
資料來源：WEF（2018），Building Block（chain）s for a Better Planet 。本研究表格整理 

二、區塊鏈與社會公益 

「社會公益」領域的區塊鏈應用，包含：民主與治理、土地權、慈善與援助、

健康、農業、普惠金融以及能源與環境。他發現大部分的應用是在健康領域，佔

了總數的 1/4。區塊鏈正被應用於創建新的醫療記錄格式以及藥物追蹤。舉例來

說，新創公司「Modum.io」即利用區塊鏈追蹤藥物的供應鏈，以證明藥品在運送

途中以正確的方式保存。 

區塊鏈除了在健康領域被廣泛運用之外，普惠金融也是另一大應用範圍。如

獲蓋茨基金會（The Gates Foundation）資助的「Mojaloop」——一種開源代碼，

旨在降低發展中國家電子支付成本；或是「BanQu」一個金融科技公司，用區塊

鏈技術整合個人身份、錢包與經濟紀錄，幫助那些仍然沒有銀行帳戶的數十億人

進行經濟活動。 

而能源領域與區塊鏈的結合，則被認為具備極大的潛力。未來，將能創造新

的電網形式，無需公用事業的介入。不過要實踐這樣的網絡可能至少還需要兩年，

因為建立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需要很長的時間。像「Grid Singularity」和「Power 

Ledger」等公司雖早已投入營運，其中可能有超過一半的專案須等待至少兩年才

能發揮影響力24。 

未來區塊鏈的運用範圍將持續地顛覆我們既有的生活習慣，這場科技革命仍

持續進行中。 

三、區塊鏈與公司治理 

Token 類比股權的話，那麼，股權就是一種可能被記錄、流動、估值、交易

的資產（或者說權益）並能以 Token 形式呈現的權證，如果我們能有效地把股權

拆解成 Token 機制。傳統的公司法，就是一套類 Token 的設計機制，推動主體的

活動，出資人以契約精神形成的共識，成為股東，成為公司的投資的節點，經營

者以智慧與勞動成為運營的節點，外部客戶或債權人與公司進行資源交換，而以

上所有的全部基礎是法定貸幣。而 Token 機制的公司資源交換模式會出現重大變

革。 

區塊鏈達成共識，是核心，共識比技術本身還重要。共識機制形成，才有更

 
24徐子沛著。數據之巔：大數據革命、歷史、現實與未來。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2 版。

ISBN：978-988828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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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資產與資源要素，上鏈交易，每個要素都可以轉化為 Token，各類所有權使

用權可以有效記帳，透明確認價值，分佈式記錄資產流通的過程，從而更廣泛的

調動公司內外部資源，信任機制擴展了公司的縱深與橫向的資源整合能力。Token

模式可以替代股份制。 

區塊鏈技術、Token 會在以下方面改變公司的股權治理： 

（一）股東價值存在的傳統邏輯將會被部分抽空 

按照科斯的產權理論與交易成本理論認為，以及公司股權與合夥誕生的商業

邏輯起點看，合夥與股權合作，就是為了外部成本內部化，提高交易效率，降低

交易成本，並承載股東的共同價值觀與理想。區塊鏈的出現，會徹底改變公司價

值承載的技術邏輯，公司成本有內部化轉為外部化，即如果基於區塊鏈，公司外

部交易成本小於內部組織成本，效率更優。那麼，公司的組織形式會徹底改變。 

股權背後承載的利益的確認、記帳、轉讓、分配的權利與財務思想。但股權

承載的東西還是稍微複雜了點。區塊鏈的思想基礎，除了去中心化，還有一個是

共識機制為核心價值觀。那麼，只要有共同的價值觀與共識，利益與機制、確權

與交易，都轉化成為技術問題，而技術已經成了標配。 

消費者、上下游供應商、公益組織、社群參與者、媒體、專家顧問、物業所

有者等等，公司外圍的資源主體，都可以基於區塊鏈技術，眾籌股權得以真正全

面實現，以共識機制鏈接在一起，共建、共享、共制一家公司的使有權、佔有權、

處分權、受益權，並成為常態。 

（二）公司法的權義內容將被改寫 

大股東靠信息不對稱或者控制權侵害公司利益不再能成為普遍現象、中小股

東不需要出資證明、股東的查帳權不需要法律的諸多條文予以明確保障。基於區

塊鏈技術分佈式的記帳、透明化的價值傳遞的機制、智慧合約機制，公司實際控

制者的行為，永遠會在曝光燈下被人看得見，權利行使的機制與手段，也更加有

效與有力。 

（三）傳統司法救濟的權利將大大減少 

從司法角度看，諸多股權以確權為主的糾紛將被不復存在。公司相關利益主

體之間的糾葛與矛盾，都集中在權利的確認、出資、資格、知情、變更等環節，

而這些糾紛將在區域鏈技術應用被大面積避免。區塊鏈技術在公司工商登記方面

的應用，將會有利於簡化公司工商登記的流程並提高其可靠性。行政登記法規可

能因此發生變化。 

智慧合約的應用將導致公司治理的內容變更。股權變更的去人工化，公司股

東、董事的選舉以及股東會、董事會的決議也可以寫入區塊鏈進行可靠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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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需要對用區塊鏈技術進行工商登記以及記錄公司決議等方面的效力進行

確認。 

8.4 小結 

區塊鏈對全球經濟的潛在衝擊，主要為隱私與網路安全問題，以及如何有效

運用區塊鏈來強化政府治理及執行、以及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等。各國政府對

區塊鏈的潛在商業應用價值，積極地強化法規監管制度，來推動創新科技雙向的

包容互動。區塊鏈專利技術，仍以資料加密、儲存、運算能力技術、網路與通訊

協定技術為主，市場顯示底層技術尚未統一。區塊鏈應用智慧合約與商業邏輯的

技術與場域應用有關，專利數較少，亦顯示正處於 POC 至 POB 階段。美國和中

國為前兩大積極布局區塊鏈技術的國家，技術研發以布局底層技術為主，且金融

應用為最熱門。非金融領域的技術研發仍有發展潛力。在垂直領域市場部分，主

要為金融、供應鏈/物流、零售/電商、以及健康照護。在跨領域市場部分，主要為

身分管理、IoT/安全。從專利布局分析，台灣政府未來推動區塊鏈發，應鼓勵並

協助各產業導入區塊鏈技術，加速產業轉型升級。其次，完善國內區塊鏈經濟監

管法規的制定與詮釋，為區塊鏈產業發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再來，檢視區塊

鏈技術及服務與國際間個資保護相關要求的接軌。最後，儘速將區塊鏈技術導入

公共治理解決方案。 

區塊鏈最重要的概念，為 P2P 交易無須中介機構。七大區塊鏈設計原則，包

含：網路化誠信、分散式權力、把價值作為激勵、安全性、隱私、權力保護、包

容性。區塊鏈是全新革命式的的交易平台，人們可透過其中的「信任協定」互相

信任，進行「點對點」的交易，無須中介機構。基於區塊鏈與 Fintech 之關聯性及

結合性，未來區塊鏈之潛力應用情境，包含：普惠金融、健康照護、供應鏈與物

流、身份管理、零售與電商等。其中區塊鏈的垂直市場應用，主要行業別為金融

產業、供應鏈和物流產業、零售和電商產業、健康照護產業、廣告與媒體產業、

能源和電力產業、政府和公部門，以及電信產業。而全球區塊鏈的跨產業市場部

分，主要應用為身份管理、IoT 與安全，以及合規與治理。區塊鏈技術帶動的快

速變革往往會破壞整體社會經濟結構的平衡，過多的負向效益或將讓科技創新就

此埋沒。因此，公部門須審慎處理平衡議題，並透過跨部門協調完善法規框架與

基礎建設，以利在促進科技創新的同時，也能維持社經結構的長期發展。 

區塊鏈技術可持續增長和創造價值，並基於轉型影響、採用潛力、區塊鏈對

解決方案的重要程度、系統影響、以及可實現的有效環境（政治和社會），鏈改變

環境資源的管理方式。社會公益領域的區塊鏈應用，包含：民主與治理、土地權、

慈善與援助、健康、農業、普惠金融以及能源與環境。而能源領域與區塊鏈的結

合，則被認為具備極大的潛力。未來，區塊鏈將能創造新的電網形式，無需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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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的介入。而其運用範圍，將持續地顛覆我們既有的生活習慣。最後，區塊鏈

技術、Token 會改變公司的股權治理。包含：股東價值存在的傳統邏輯將會被部

分抽空、公司法的權義內容將被改寫、傳統司法救濟的權利將大大減少，且智慧

合約的應用將導致公司治理的內容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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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長久以來人們社會的運作機制，不論是產業活動亦或者公共治理，均為中心

化模式，導致當區塊鏈此種去中心化的資料儲存方式問世後，讓人們在未來應用

發展上有許多的想像及討論空間。有鑑於此，本報告期望從釐清區塊鏈的本質出

發，介紹目前區塊鏈應用的準則、趨勢及案例，再到對各領域的可能衝擊做分析。

在此彙整本報告中各章節主要論述的結論與建議摘列如下。 

9.1 結論 

（一） 區塊鏈之本質、特色及應用導入應有之思維 

2009 年比特幣網路所採用的技術可說是區塊鏈 1.0，係以密碼學、演算法、

加密技術等組合而成，具有去中心化、安全交易、公開透明等特點。而區塊鏈 2.0

則以 2015 年以太坊（Ethernet）為代表，其引入智慧合約（Smart Contract）概念，

可進行邏輯運算，讓區塊鏈從單純的支付工具系統擴增各種應用場域。此外，除

了比特幣與以太坊此類可開放式公有鏈外，將區塊鏈按資料存取的許可模式分類，

也發展出私有鏈及聯盟鏈，雖然犧牲了部份去中心化之特性，但因此提升了規模

化的可能及安全性，也促成更多可導入之應用場域，成為近來企業的偏好方案。 

對於企業是否應導入區塊鏈及如何導入，資誠會計師事務所（PwC）調查來

自全球 11 個經濟體的高階企業經理人後發現，大家對區塊鏈的重視度持續升高，

且從「區塊鏈是否有用」的詰問轉向為「區塊鏈如何為我所用」，關注於區塊鏈是

否能用以提升內部資料運用與流程之改進上。至於在區塊鏈技術對於產業或領域

之影響上，世界經濟論壇（WEF）歸納當前區塊鏈應用上的六大構面；包括金融

產品與服務、治理與法規、去中心化資產管理、身份認證與個資管理、環境永續，

以及經濟與社會結構等。然而不論是此六大構面或其他本報告整理的產業或應用

場域，其中最重要被導入的概念就是治理（governance）；包括個人的、金融領域

的，以及經濟社會環境與政治的各項治理活動，均屬之。 

最後，本報告係針對企業考量如何導入區塊鏈應用之需求，整理了數種概念

性或技術性的評估方式供企業參考；其評估重點包括：若從資料處理之觀點來檢

視，是否需要共享的共同資料庫？是否有多個利害相關方？是否參與者會有利益

衝突情況或是相互不信任的情形？這些利害相關方的內部治理方式是否有所不

同？是否需要一套客觀而無法更改的資料紀錄檔？每次資料紀錄背後的處理原

則是否很少更動？上述問題如果都很確定回答「是」，則代表區塊鏈技術對於該企

業或有高度應用價值，值得引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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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塊鏈於製造業、供應鏈、能源業與公共治理之應用趨勢 

首先，在製造業及供應鏈領域，在 5G 和 AI 的基礎上，工業 4.0 結合區塊鏈

技術將能發揮資料經濟的效用，將產業推向第四次工業革命。其次，透過區塊鏈

應用，將硬體、軟體和服務合為一體，用於個人帳本以成就 Web 3.0 服務亦屬之。

此外，在支持企業協作達成社會願景、促進供需共創落實 C2B 逆商業新零售模式

部分，均有賴去中心化的聯盟鏈、供應鏈的普遍使用。目前各大零售、物流公司

紛紛與技術公司組成聯盟，並希望讓上下游供應商及同業加入平台，期能共同降

低其繁複行政作業所衍生之成本。 

另外區塊鏈於能源業上之應用，首先有助於替代（再生）能源的配置，其次

導入能源互聯網的概念來建置電力交易平台，將有利於解決能源銷售與共享數據

時的資料儲存、運用、管理等複雜問題，並有助於確保開放、即時的能源價值交

換，以維護資產的完整性。其後，應用區塊鏈建置的電力交易平台，將能在所連

結的諸多微電網中納入智慧電能管理系統與雲端資訊中心，透過區塊鏈技術來執

行資料儲存與智慧合約的交易功能，這將能大幅提升消費者與供應商間的信任，

同時促進服務供應商間的競爭，而降低服務成本。 

最後，在政府公共治理要素中，區塊鏈的應用有助於「課責」（accountability）

與「透明」（transparency）此兩項核心要素的提升；按課責性部分可以透過區塊鏈

的不可篡改性，來提升政府行為紀錄的可信度。在透明度部分，由於區塊鏈資料

庫本身就具有高度透明度，足可支應公共治理之需求。但畢竟人為制度層次的治

理能否全然配合區塊鏈在技術層面上能發揮之效用，仍有賴政府高層的決心與認

識。目前在我國公共治理的應用上，大致係以電子文書存證（學歷證書、土地產

權等等）、跨機關資訊共享互用（個人醫療病例），及數位身份識別（數位身份證）

為主，這對信任與安全產生了價值保障。 

（三） 區塊鏈對法規制度及公司治理應考慮之面向 

區塊鏈本身不可篡改、公有鏈去中心化或聯盟鏈相對去中心化的特性，對目

前社會普遍為中心化之運作機制，將對法制、經濟等面向產生衝擊。參酌瑞士所

提出之區塊鏈法律框架報告，本報告盤點國內因導入區塊鏈而受影響之法律，而

有鑒於台灣目前已推動 STO 規範（草案），謹建議應同時加速金融監理相關法制

之修訂；其他同樣有急迫立法需求者，則以涉及國際規範與敏感性資訊的個人資

料保護相關法制、及國際組織規範納為重點的洗錢防治相關規定為是。 

至於在其他社經影響，由於區塊鏈技術帶動的快速變革往往會破壞整體社會

經濟結構的平衡，過多的負向效益或將讓科技創新就此埋沒。因此，公部門須審

慎處理平衡議題，以利在促進科技創新的同時，也能維持社經結構的長期發展；

對於私人企業來說，區塊鏈之代幣技術會改變公司的股權治理，包括股東價值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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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傳統邏輯將會被部分抽空、公司法的權義內容將被改寫、傳統司法救濟的權

利將大符減少，且智能合約的應用也可能導致公司治理的內容變更。 

9.2 建議 

（一） 建立評估區塊鏈應用機會之基礎能力 

1. 提升對區塊鏈特性及其在數位系統內作用之認識：區塊鏈技術持續發展中，

各界之定義與理解方式不一，不論公私領域，欲評估是否能導入區塊鏈，

建議應先強化學習其系統特性、類別特性以及其與自身業務邏輯之可能關

聯，並檢視組織之數位化程度。 

2. 建立評估導入區塊鏈之原則：區塊鏈本質為分散式資料庫，可參考前述結

論所提從資料處理之觀點，評估考量特定某運用場域是否適合導入區塊鏈。 

（二） 導入區塊鏈時代之公共治理新思維 

1. 強化對數位體系之基礎性與跨領域研究：有鑑於區塊鏈「制度型科技」之

特質，建議政府強化對於嵌入區塊鏈思維數位體系之相關基礎性研究與跨

領域綜合研究，尤其是加強軟體技術領域與商業運作、公共治理、經濟學

等社會科學等之聯合研究，以為未來國家全方位數位轉型策略之知識預備。 

2. 探討監理科技以利公共治理數位轉型：建議政府加強對於 Regtech

（Regulatory Technology）之探索，其中包括許多可能可以利用區塊鏈延

伸政府公信力之場景，以便轉型數位化時代的公共治理新格局。 

3. 建立跨部會區塊鏈共享實驗平台：建議政府建立公部門的區塊鏈共享實驗

平台，協助各部會集中發展實驗項目，一方面可促成部會之間的技術交流

與經驗分享，另一方面也可藉此發展監管運作與風險控管等機制，提升對

區塊鏈平台維運與管理的能力。 

4. 參考國際經驗將區塊鏈應用於公共治理：建議參考國際經驗估將區塊鏈技

術導入數位化公共治理之解決方案。透過舉辦臺美與臺歐盟等跨國數位經

濟論壇，持續引入最新與最佳的推動經驗與措施，做為臺灣推動數位公共

治理的借鏡。 

（三）鼓勵區塊鏈產業發展並評估以之提升整體企業競爭力 

1. 鼓勵區塊鏈產業發展：建議政府在政策上加強支持力道，以鼓勵區塊鏈新

創產業發展。可透過補助開發資金等措施優化投資環境，協助各產業評估

導入等。以區塊鏈加速開放資料，增加大數據之產業應用。鼓勵產業對區

塊鏈之加值應用，加速轉型升級，產生具競爭力的服務和產品。 

2. 以區塊鏈協助中小企業加強集體競爭力：建議政府號召企業，加快共同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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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研析「產業鏈」是否能夠利用區塊鏈賦予之不變可信資料庫，來加強我

國中小企業之間的協作、鏈結與聯繫，以在未來智慧製造體系中發揮集體

力量，強化競爭力。 

（四）打造區塊鏈友善之法規環境並與注重與國際接軌 

1. 完善區塊鏈監管法規：建議政府完善國內區塊鏈經濟監管法規的制定與詮

釋，來維持創新與監管的動態平衡與風險控管讓區塊鏈產業有更大發揮空

間，讓企業受益，公眾受惠。 

2. 與國際相關制度接軌：建議檢視國內現行之區塊鏈技術及服務，與國際區

塊鏈標準及個資保護相關要求的接軌，以利研發共通性技術與區塊鏈管理

架構。由於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部分規定與區塊鏈架構有

所衝突，目前國發會已成立專案辦公室，後續可持續研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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