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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與緣起
No state or corporation can put bricks around the Bitcoin blockchain or
whitewash its record. They can’t shut down the truth machine, which is exactly why
it’s a valuable place to record the voices of human experience, whether it’s our love
poem or our cries for help. This, at its core, is why the blcokchain matters.
- Paul Vigna and Michael J. Casey,
The Truth Machine: The Blockchain and the Future of Everything

故事開始於約旦的敘利亞難民營，多數在這裡的人們因為戰亂流離失去銀
行帳戶與各種證明文件，在傳統的金融和法律體系內，他們失去了身份。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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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技術成為難民回歸正常生活的關鍵，這是首次區塊鏈運用於人道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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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糧食計劃署用例如虹膜掃瞄等生物辨識，確認難民在聯合國數據庫的數
據，重新還原身份以分發糧食或提供協助。難民在營地工作所得到的工資，雇
主亦可匯至工作者的帳戶，讓他們在手機上使用電子錢包。區塊鏈減少跨境支
付的交易費用、提供可追蹤的各項資產轉移紀錄，亦使得捐給難民的善款做最
大程度地使用。有了身份的確認，這些人便和世界經濟重新接軌，可以工作接
受薪資、購買物品、證明學歷甚至借貸創業，區塊鏈成為幫助他們追求安全與
福祉的核心技術。
區塊鏈是一種將加密方法與分散式計算結合的資訊技術，利用計算機網絡
協作以維護和共享資訊，比集中式的儲存更安全且更不容易被竄改。不只做為
資料庫，自動化的程式也可以在區塊鏈中檢驗條件以執行結果，這十年來區塊
鏈技術與在其上的各種加密貨幣，從默默無聞到成為熱門的投資標的以及企業
應用。本書是區塊鏈技術與發展的科普讀物，由兩位經驗豐富的資深金融記者
撰寫，他們同時也曾寫過一本比特幣的介紹書。作者以敘事的方式將加密貨幣
與區塊鏈技術，用最簡單的語言書寫，並闡述複雜細節背後的內在邏輯。本書
提供了區塊鏈技術與產業應用的最新快照，作者也檢視了區塊鏈對政府、科技
業和金融業的種種挑戰與風險，以及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如何可以透過區塊鏈
實踐。

貳、本書核心論述
一、從比特幣、以太幣到第三代區塊鏈的興起
比特幣與區塊鏈可以視為會計分類帳的革命，但其影響力卻遠不僅只於
此。分類帳是對所有權的記錄，定義誰擁有什麼與交換什麼，有了清楚可信任
的分類帳後，交易和經濟活動才得以產生。分類帳通常由政府與企業靠法律制
度維持，商業行為遇到紛爭時，也往往是由這些公權力機關裁決或強制執行。
這種集中式處理資訊的方式，在速度和效率方面具有許多優勢，但這也意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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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必須信任中介機構，讓渡權力交給這些集中式機構協調管理，同時不斷努
力限制這些機構過度膨脹它們的權力。
區塊鏈在分類帳紀錄中增加時間的屬性，資訊由一串區塊組成，每個區塊
都是一個已加密的數據紀錄，其內容可以是各種文字、圖片或其他訊息，通常
人們將資產轉移的紀錄放在區塊中，加密使得這些資訊難以被竄改。在區塊鏈
網路系統內的計算機，可以透過解一組需要大量隨機測試的數學問題，驗證一
個區塊所需數值，並廣播該區塊資訊至系統內的所有計算機，永久記錄於區塊
鏈上，這組幫助成功驗證區塊的計算機，也得到例如比特幣等區塊鏈代幣的財
務獎賞。從 2009 年初起，比特幣區塊鏈內每十分鐘就產生這樣的區塊，區塊
間彼此連接，按照正確的線性時間排列。區塊鏈的時間相依特性使得這些資訊
不能被刪除，如果一個區塊被更改，系統內所有計算機上的區塊鏈需要同時被
更改，這有助於保障數據的正確。更重要的是，在開放的區塊鏈環境中，任何
計算機可以自行加入區塊鏈，通常不需要被系統預先許可，促進計算世界中真
正的民主與去中心化。
在區塊鏈上的訊息傳輸使用公私鑰加密，公鑰是一個隨機的長數字串，是
區塊鏈上的一個地址。私鑰像是公鑰的密碼，擁有者可以任意處置其中資金或
進行交易。公鑰與私鑰相聯，任何人都可以用接收者的公鑰地址加密資訊，但
加密的消息只能用接收者的私鑰解密。通過這種方式，只需要保密私鑰，公鑰
可以在不影響安全性的情況下公開分發。如果想在比特幣區塊鏈上獲得資金，

個地址，再用自己的私鑰解鎖得到比特幣。
第一代的區塊鏈雖然可以記錄點對點的價值交換，卻不支援應用程式所需
的條件判斷與迴圈等高階運算，或者稱為不具有圖靈完備性，無法執行複雜的
應用程式。但在短短數年內，第二代的以太幣區塊鏈便可構建應用程式，本質
上它是分佈式的虛擬計算機，可以使用系統內所有計算機執行程式。以太幣區
塊鏈關鍵技術創新之一就是開發智能合約，智能合約是存儲在區塊鏈內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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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一個類似電子錢包的軟體創建一個公鑰，讓匯款者把比特幣發送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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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代碼，區塊鏈編碼形成協議與自動判斷條件執行的合約，消除了合同成員之
間對可信第三方的需求。智能合約既由計算機代碼定義，又由程式自動執行，
允許合約成員自治，決策無需依賴傳統權力集中的權威決定，更有自由、快速、
無法被竄改等優勢。
然而按照字面意義自動執行的程式存在非常大的爭議，這些自動執行的合
同服從於具有明確指令的規則，但這其中有許多設計者無法預見的情況產生。
例如 2016 年以太幣區塊鏈便發生去中心化的組織被沒有違反程式字面意義下
的駭客攻擊損失慘重，造成社群分裂擁護不同版本的以太幣。比特幣也曾因社
群成員對區塊容量大小等版本議題引起熱烈辯論與形成不同分支。區塊鏈治理
更增加了市場機制的考量，依舊要協調成員利益和取得平衡，就算是去中心化
的組織，系統內的規則制定和政治角力仍然是重中之重。
第三代的區塊鏈在區塊鏈基礎設施未臻完善下百家爭鳴。目前區塊鏈雖已
跨國界與去中心化，但成本太高且系統無法處理大量即時交易，用比特幣買一
杯咖啡的錢所需支付的手續費遠超過咖啡價值本身。另外比特幣內的許多區塊
鏈在驗證區塊時需要耗費大量運算資源與電力，不環保且不具效率。因此例如
使用共識決的權益證明區塊鏈、半官方的私有區塊鏈、分層實現的快速區塊鏈、
各種類似區塊鏈技術的分散計算機系統等，許多革新的解決方式應運而生。如
果區塊鏈的核心價值是全球分佈式的雲計算，那最後勝出具有速度和經濟效率
的版本或許會跟目前區塊鏈的樣貌非常不同。

二、區塊鏈經濟與下一波工業革命
供應鏈是區塊鏈應用的主要領域之一，通過創建數據庫和記錄物品流動以
改善協作，不同利害關係人可以在同個平台上自動化檢驗標的、協作、進行身
份驗證，解決了協作上最困難的信任問題並減少詐欺的可能性。通過區塊鏈技
術記錄諸如從食物、藥品、電子商品到汽車、飛機等物件所有從產地、原物料、
生產加工到零售的各種運輸及轉賣數據，人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整個商業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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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區塊鏈的帳目與其相應的被寫入時間，使得人們可以準確記錄各方在資產
生命週期內完成了什麼，讓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能取得並信任這些數據，包括最
終用戶在內的每個人都可以知道，誰在何時在哪個地理位置上擁有哪個資產，
許多耗時且成本高昂的查核可以自動化，個體間的信任度上升，整個供應鏈因
此變得更加透明與具有效率。
透過自動化信任和建立市場，區塊鏈技術將提供全球經濟前所未有的可能
性，搭配普及的通訊與物聯網，世界各地的人和組織，包括被傳統金融體系排
除於外的群體、可自動判斷執行交易的程式，無論認識與否，將直接連接到相
同的平台建立協議。在不依賴集權的平台或其他中介機構下，進行交易和價值
交換。在一個支付可以像點對點一樣簡單地發送電子郵件的世界中，信任和交
易是自動處理的，轉移資金就像更新區塊鏈中的兩條紀錄一樣簡單。區塊鏈同
時納入全球經濟的會計系統，更多交易標的被納入區塊鏈網絡中，在分佈式對
等的計算機間進行交換，從而大幅擴大市場的可能性和範圍。
標記化是將資產轉換為記錄在區塊鏈上的標記單元的過程，在區塊鏈經濟
中，無論是有實體的自然資源資本，或是沒有實體的社會資本，任何具有經濟
價值的資源都可以被標記化轉變成代幣，這些代幣可以是信用代幣、食品代幣、
運輸代幣、社交代幣、能源代幣、投票代幣等，代幣經濟也讓不同價值體系間
的資源更快速被轉換，活絡各種前所未見的價值交換。價值交換也不需要事先
得到許可，這些點對點的活動沒有國境限制，以極度分散的方式協調更多的人

另外通過預售代幣的群眾募資引導社群發展的首次代幣銷售，也成為代幣
經濟下區塊鏈企業募資的重要工具。在首次代幣銷售中，一定數量的加密貨幣
以代幣的型式分配給投資者，換取法定貨幣或其他加密貨幣。當區塊鏈企業的
項目真正啟動時，這些代幣將成為該區塊鏈使用的貨幣，而投資者可以以早期
較便宜成本取得。但由於代幣的功能和種類繁雜，某些區塊鏈代幣功能類似證
券且涉及群眾募資，其中更充滿詐騙風險，首次代幣銷售在各國一直有法規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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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的管轄權和監理議題。
隨著平台經濟的興起，區塊鏈正在改變我們在整個組織和社會中生產、消
費、募資、協作的方式。代幣經濟學改變工業時代企業的結構，因為它具有以
全新方式整合利益相關者的潛力。區塊鏈網絡和代幣經濟是分佈式的，它們沒
有集中的組織，因此我們不能用傳統的自上而下的方法發展經濟，而是必須與
市場動態相結合。又因為沒有集中協調，組織內成員依靠市場來預測未來，例
如期貨市場價格反映商品資訊，並決定如何分配資源與應對變化。另外，隨著
物聯網的普遍和資訊技術的進步，數以億兆計的設備互聯通訊，參與價值交換
的主體也可以是自動執行的程式，結合數據科學與系統工程等知識，設備與設
備間以動態協調分配資源滿足最終用戶的需求。

三、從政治與社會的角度看區塊鏈
區塊鏈的驗證技術對於公民而言，對個人身份資訊上有更好的掌握，在政
治上的直接結果便是促進選民的政治參與。傳統投票遭遇的許多困難，可以用
區塊鏈的科技改善：分散化儲存資料使系統結果不容易被網路攻擊竄改、選民
利用生物識別工具的身份驗證更多元準確、電子投票縮短等待時間、投票的隱
私性得到保證，以及透明和可檢驗的規則減少被操弄的可能，選民對投票機制
的信任提升、參與程度提高，提升民主化程度。區塊鏈使資訊更容易被追蹤掌
握，同時讓政府的其他部分受益，不僅僅是選舉，一旦將其納入其他政府機構
和職能部門，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將更加直接和安全。
由於區塊鏈的帳目可以公開透明並被驗證，所有交易和資金流動將更容易
被追溯與難以竄改，增加被審核的能力，減少貪污的可能。如同區塊鏈企業可
以要求確認客戶身份，選民也可以反過來要求各政黨，更清楚揭露其海內外資
產及往來資金流向、選舉和非選舉期間各項經費所得與支出，以及背後所支持
的財團資訊，無法被竄改的公共紀錄使政治中的暗盤交易更行困難，選民和民
意代表有更多監督政府和政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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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去中心化的網絡，代幣經濟可以用來推動社會組織的管理和發展。在
區塊鏈經濟中，不需依賴集權組織來定義社會內部的價值。因為記錄價值的這
些數據庫的維護，已經轉移到市場經濟的資訊網絡，任何人或團體可以自行
定義他們訴求的理念，為了相同願景而努力。除了組織本身願景等傳統號召公
民行動的力量外，自動化驗證大幅加強網絡協作的能力，在區塊鏈上獲取加密
貨幣也能夠給予組織正向回饋。雖然點對點或局部群體的合作長久以來一直存
在，但區塊鏈的技術將解除組織許多例如地區性與信任的約束，群體以分散和
自願的方式結合與共同行動，強化這種以理念結合的社會群體的行為與治理能
力。若個體對群體信仰的價值做出正向貢獻，例如照顧流浪動物、關懷社區獨
居老人、清理公共區域等，經由認定後可以得到代幣的經濟報酬，任何個人或
團體將有更大的動機，讓自己的作為與組織理念趨於一致，這是一個重新賦予
個體和組織權力的過程。這種行動不需要預先得到國家或地方政府的許可，在
法律的框架內，只要社會組織對於作為與認證有清楚定義，從行動到激勵機制
一切可以自動被裁決、記錄與執行。不必依賴國家的武力或權威，挑戰政府的
權力疆界，區塊鏈的信息與技術配合更開放自由的市場機制，將實現個人與社
會組織更完整的自主性。
另外，傳統的社交網絡透過上癮機制獲得個人資訊投放廣告的商業模型也
將受到挑戰。人們將因為共同信念在去中心化的社交網絡交流，區塊鏈可以提
供更安全的溝通環境及隱私通訊，沒有企業在平台上擷取個人資訊，參與者共

容甚至轉發宣傳將獲得獎勵，利用信用評分機制，聲譽或貢獻高的個體將有更
多影響力，社群網絡的規則也會不斷藉由個體的決策演化以適應環境變遷與未
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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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評論
本書寫於加密貨幣市場急速膨脹的 2017、2018 年間，各產業區塊鏈的最
新應用不斷出現，究竟這些市場挑戰者是破壞性創新還是曇花一現，甚至是一
場詐騙炒作，其中存在太多需要被時間檢驗的因素。本書精彩描繪加密貨幣在
十年間的演變、區塊鏈的潛力以及許多區塊鏈企業的成功案例，或至少是理念
訴求。從知名加密貨幣從何而來、它們想解決哪些問題、有哪些技術規格上的
紛爭，或遭遇哪些市場和法令挑戰等，這本書提供很清晰的論述。或許因為篇
幅限制、讀者選擇取向或區塊鏈發展本身仍然有高度不確定性等因素，本書沒
有著重討論許多區塊鏈具體的技術細節、詳細探討區塊鏈企業會如何失敗的各
種潛在風險，以及各國政府如何監管這種沒有疆界的技術創新，是其可惜之處。
然而若想了解加密貨幣與區塊鏈的整體脈絡與可能未來，這本書是非常好的入
門書籍。除了從技術、商業層面檢視其發展外，作者將區塊鏈的擴張視為公民
為了挑戰國家與大企業階層化的控制，做出對身份的保護、自由意志的展現與
個人主義的延伸，作者切入區塊鏈的視角多元與充滿理想性，是本書的另一特
色。最後，或許區塊鏈技術仍在快速變遷與逐漸導入市場，目前尚未有從政治
學、社會學等角度出發的區塊鏈專業學術書籍，多數暢銷書仍從商業或技術出
發，著重觀察、猜測或技術講解，鮮少區塊鏈應用於政治或社會學的理論得以
建立。除了資訊技術外，區塊鏈的研究需要整合不同領域，例如在全球最大的
計算機網絡中個體與系統如何互動反饋、加密貨幣價格與集團的運算能力如何
影響彼此競爭或合作關係、如何設計考量不同公平性的投票區塊鏈、區塊鏈規
則如何隨市場變化調整、個體和企業又該如何以最佳策略因應，可以預見區塊
鏈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結合將應用複雜系統與賽局理論等學科知識，期待未來有
更多區塊鏈相關社會科學理論得以被建構與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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