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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虛擬貨幣到區塊鏈 

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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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的基本理念就是 …… 

1.  比特幣 (Bitcoin) 沒有實體的物件 

2.  「所有權 」的確認 以及「支配權」的行使 

都是以「記帳」的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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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 …… 
時間 給錢的人 收錢的人 多少錢 

2015/11/13 資產登錄 老杜 1,000,000 

2015/12/31 資產登錄  AK 35 

2016/01/12 資產登錄 小貝 37,895 

2016/03/19 資產登錄 周大頭 750,000 

…… 

2016/02/02  AK 老杜 12 

2016/07/22 小貝 周大頭 95 

2016/12/21 老杜 小貝 2,000 

2017/03/21 老杜 周大頭 10,000 

2017/03/21 老杜 周大頭 10,000 

所有參與者 

都必須在帳簿上 

開一個帳號 

將資產登錄於 

帳簿中 

所謂的資產轉移 

就是在帳簿中 

登錄一筆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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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誰來「建置/管理」這個 

 超級大帳簿的系統呢？ 

2.  這套帳簿系統 還必須 

 提供以下幾項功能… 

• 所有權  的確認 

• 支配權  的行使 

• 清算結算 的計算 

• 資訊記錄 的確認 

但是 問題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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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誰來「建置/管理」這個 

 超級大帳簿的系統呢？ 

2.  這套帳簿系統 還必須 

 提供以下幾項功能… 

• 所有權  的確認 

• 支配權  的行使 

• 清算結算 的計算 

• 資訊記錄 的確認 

但是 問題是 …… 在網路上 

有一個自稱 Satoshi 的人 

將幾項電腦演算法整合起來 

嘗試著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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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誰來「建置/管理」這個 

 超級大帳簿的系統呢？ 

2.  這套帳簿系統 還必須 

 提供以下幾項功能… 

• 所有權  的確認 

• 支配權  的行使 

• 清算結算 的計算 

• 資訊記錄 的確認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 

帳簿系統 

internet 

提供服務的伺服器 

稱之為「節點 (Node)」 

終端使用者 (End-user) 

下載/使用電子錢包 (e-Wallet)  透過 internet  與伺服器連結 

錢 
包 

Satoshi 說： 

大家一起來建構這個機制吧！ 

我寫了一套伺服器 (Server) 軟體 

願意共襄盛舉的人 

自備軟硬體系統及網路 

下載伺服器軟體、安裝設定後 

就可以提供大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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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所有的節點 

組合成 

一個服務群組 

提供 

超級帳本的服務 

依既有協定 

自動運作 

終端使用者 

透過 internet 

連結任一個伺服器 

均可上線 

取得帳簿服務 

所以 當許多志願者願意成為節點, 替大家服務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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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 錢 
包 

周大頭 

錢 
包 

AK 錢 
包 

小貝 

錢 
包 

一項交易將透過 
溢散式 (Propagation Casting) 
的傳遞方式 
擴散到整個生態系 

伺服器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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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一下思緒…… 

比特幣的基本理念就是 …… 

1.  比特幣 (Bitcoin) 沒有實體的物件 

2.  「所有權 」的確認 以及「支配權」的行使 

都是以「記帳」的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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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級大帳簿的觀念 

• 每個人在帳簿上都有一個帳戶 

• 支付或是資產的移轉, 就是在帳簿上增加一筆紀錄. 

2.  Satoshi 提供了帳簿建置與管理的程式 

• 任何人都可以下載/安裝/設定這套程式 

成為提供帳簿服務的志願者 (稱之為「節點 Node」) 

3.  生態系的組成 

• 節點之間依既定之協定, 透過 internet 彼此相連結. 

• 必須確保所有節點上帳簿資料的「一致性」. 

意即：一個帳簿變動, 其他帳簿也立即更新. 

• 終端使用者透過「錢包」連結任一節點, 均可獲取帳簿服務. 



1.  誰來「建置/管理」這個 

 超級大帳簿的系統呢？ 

2.  這套帳簿系統 還必須 

 提供以下幾項功能… 

• 所有權  的確認 

• 支配權  的行使 

• 清算結算 的計算 

• 資訊記錄 的確保 

接下來要看 

Satoshi 如何處理 

這三個議題 

大帳簿的系統 

由眾多義工所組成的團隊 

提供服務 

(這個問題是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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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 錢 
包 

周大頭 

錢 
包 

AK 錢 
包 

小貝 

錢 
包 

而所有權及支配權的實現,在於… 

1. 決定誰可以將一筆交易 

寫入帳簿中？ 

2. 如何確認寫入交易的人 

就是該帳戶的擁有者？ 



周大頭 

錢 
包 

AK 錢 
包 

小貝 

錢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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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 錢 
包 

「誰有權」將這筆交易寫入超級帳簿中？ 

當然是「老杜」 

但是接受交易指令的「節點」 

要 如何確認 這個指令確實是「老杜」所下達的呢？ 

2017/03/21 老杜 周大頭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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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與錢包之間如何確認所接收資訊的真假？ 

Satoshi 使用了資訊界常用的方式 

                PKC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公開  金鑰   加密機制 
 
來處理這個問題 

什麼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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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 是一個區塊鏈的「使用者」 Alice 經營了一個區塊鏈「節點」 

2017/03/21 老杜 周大頭 10,000 

當 老杜 傳了一筆交易給 Alice 時 

Alice 怎麼知道這筆交易就真的是 老杜 傳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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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 是一個區塊鏈的使用者 Alice 是一個區塊鏈節點的經營者 

身分識別與防偽 使用 PKC 機制時之訊息傳遞流程…… 

老杜的 
Key 1011001010110100011 

老杜的 
Lock 0100000111010001100 

一把稱為「公鑰 (public  key)」 
(也稱為「鑰匙」) 

一把稱為「私鑰 (private key)」  
(也稱為「鎖頭」) 

老杜  利用「金鑰產生軟體」 

產生兩把 「鑰匙 (keys)」 

 (所謂鑰匙, 其實就是兩串 “0” 與 “1” 的數字串) 

1 

並且告訴 Alice……  

“以後我在傳送訊息之前 

都會先用「老杜的私鑰」將訊息加密,  

當你收到訊息的時候, 

就用我交給你的「老杜的公鑰」 

將訊息解密, 

如果解得開, 

那你就可以確認這封訊息真的是我 老杜 傳給你的.” 

老杜將他的「公鑰」 

傳給 Alice, 

2 

老杜的 
Key 1011001010110100011 



2019/6/14 Copyright of TWCA Inc. 杜宏毅 18 

應用在「比特幣」的世界中 

會是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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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 是一個區塊鏈的使用者 Alice 是一個區塊鏈節點的經營者 

2017/03/21 老杜 周大頭 10,000 

身分識別與防偽 使用 PKC 機制時之訊息傳遞流程…… 

老杜的 
Key 1011001010110100011 

“公鑰 (public  key)” (也稱為 “鑰匙”) 

老杜的 
Lock 0100000111010001100 

“私鑰 (private key)” (也稱為 “鎖頭”) 

           老杜的 公鑰 

Key 1011001010110100011 
加密 
演算法 

@#$%TEf
sdrliEWY
T$%WRT
5er55:P:”
@sgw 

產生 
「亂碼化」之訊息 

解密 
演算法 

解密後 
如果能還原訊息 

就可以確定這訊息 

確實是 老杜 傳來的訊息 

2017/03/21 老杜 周大頭 10,000 

@#$%TEf
sdrliEWY
T$%WRT
5er55:P:”
@s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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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為了方便起見 

日後大家都以自己的「公鑰」當作「帳戶號碼」 

這樣不但可以保護個人隱私 (匿名) 

也可以達到行使資產 

「所有權」以及「支配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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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給錢的人 收錢的人 多少錢 

2015/11/13 第一次登錄 老杜 1,000,000 

2015/12/31 第一次登錄  AK 35 

2016/01/12 第一次登錄 小貝 37,895 

…… 

2016/02/02  AK 老杜 12 

2016/03/19 第一次登錄 周大頭 750,000 

2016/07/22 小貝 周大頭 95 

…… 

2016/12/21 老杜 小貝 2,000 

2017/03/21 老杜 周大頭 10,000 

…… 

全球超級大  帳簿  

AK 

小貝 

老杜 

周大頭 

100001110 

100001110 

100001110 

100001110 

100001110 

111001010 

111001010 

111001010 

111101110 

111101110 

111101110 

111101110 

110000010 

110000010 

110000010 

110000010 

都以公鑰代替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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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整理 

我們現在進行到哪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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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用超級大帳簿記錄全世界所有人的交易流水帳, 

希望能改變傳統實體貨幣的使用方式. 

2.  Satoshi 寫了一套管理這套大帳簿的系統, 

包括提供區塊鏈服務的伺服器端 (節點 node) 程式 

以及使用者端 (錢包 eWallet) 連結伺服器的軟體. 

所有願意參與的人都可以 下載/安裝/設定 系統, 

擔任提供服務的節點或是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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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套系統採「匿名制」, 

 以「公開金鑰加密技術」 

做為資產「所有權」以及「支配權」的行使機制, 

 所有人都是以「公鑰」, 

亦即一串 0 與 1 的字串,  做為帳號. 

4.  各節點間資料的散布與傳遞 

則以溢散式 (Propagation Casting) 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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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清算？如何結算？ 

老杜的資產 =    ( 第一次登錄的資產 )  

+ ( 所有其他人轉給老杜的資產總和 ) 

 ( 所有老杜轉給其他人的資產總和 ) 



1.  誰來「建置/管理」這個 

 超級大帳簿的系統呢？ 

2.  這套帳簿系統 還必須 

 提供以下幾項功能… 

• 所有權  的確認 

• 支配權  的行使 

• 清算結算 的計算 

• 資訊記錄 的確保 

所以 

到目前為止 

針對這些議題 

Satoshi  

已經提出了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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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誰來「建置/管理」這個 

 超級大帳簿的系統呢？ 

2.  這套帳簿系統 還必須 

 提供以下幾項功能… 

• 所有權  的確認 

• 支配權  的行使 

• 清算結算 的計算 

 

• 資訊記錄 的確保 

招募義工 

共組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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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公鑰, 私鑰)  

PKC 技術 

私鑰加密  公鑰解密 

現在要處理的 

是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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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 錢 
包 

周大頭 

錢 
包 

AK 錢 
包 

小貝 

錢 
包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所有的節點都是義工 

如何確保節點 

不會私下竄改資料 

不會弄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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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 Block？ 甚麼是 Chain？ 

為甚麼需要 Block？ 為甚麼需要 Chain？ 

讓我們先看看「原生型」的 Blockchain (例如 Bitcoin)  

    是如何處理「交易 (transaction)」 

Satoshi 說 

用 區塊鏈 (Blockchain) 機制 

來處理防止竄改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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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頭 

錢 
包 

AK 錢 
包 

小貝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每一個節點 

都可能接收到許多的交易 

收集到足個多的交易時 

節點就開始製作區塊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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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3b095e96db41c4a928b97ef2d944a9b31b2cc7bdc4",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17c0374c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8bd158c34b77e1c0eca2a73cda16c737e7424afba2f", 

        "b268b45c59b39d759614757718b9918caf0ba9d97c56f3b91956ff877c503fbe",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size" : 218629, 

 "height" : 277316, 

 "bits" : "1903a30c", 

 "chainwork"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4695e92aaf53afa1a", 

 "next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010236c269dd6ed714dd5db39d36b33959079d78dfd431ba7" 

} 

Reference: “Mastering Bitcoin” by Andreas M. Antonopoulos Example 8-3. Block 277,316 

區塊 (block) 長甚麼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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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3b095e96db41c4a928b97ef2d944a9b31b2cc7bdc4",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17c0374c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8bd158c34b77e1c0eca2a73cda16c737e7424afba2f", 

        "b268b45c59b39d759614757718b9918caf0ba9d97c56f3b91956ff877c503fbe",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size" : 218629, 

 "height" : 277316, 

 "bits" : "1903a30c", 

 "chainwork"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4695e92aaf53afa1a", 

 "next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010236c269dd6ed714dd5db39d36b33959079d78dfd431ba7" 

} 

交易 
transactions 

標頭 
header 

其他資訊 

「封裝 (block) 」「區塊 (block) 」的機制 



{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3b095e96db41c4a928b97ef2d944a9b31b2cc7bdc4",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17c0374c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8bd158c34b77e1c0eca2a73cda16c737e7424afba2f", 

        "b268b45c59b39d759614757718b9918caf0ba9d97c56f3b91956ff877c503fbe",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size" : 218629, 

 "height" : 277316, 

 "bits" : "1903a30c", 

 "chainwork"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4695e92aaf53afa1a", 

 "next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010236c269dd6ed714dd5db39d36b33959079d78dfd431ba7" 

} 

交易 
transactions 

標頭 
header 

其他資訊 

「封裝 (block) 」「區塊 (block) 」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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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 hash ？ 

Hashing  又稱之為「雜湊」或是「醢序」 

是一種「防止電腦文件被竄改」的程式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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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杜 

錢 
包 

周大頭 

錢 
包 

AK 錢 
包 

小貝 

錢 
包 

如何確保 

每個節點的帳簿 

都不能被竄改？ 

Blcokchain 

要如何利用 Hash 演算法 

來解決這個難題呢？ 



2019/6/14 Copyright of TWCA Inc. 杜宏毅 36 

{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3b095e96db41c4a928b97ef2d944a9b31b2cc7bdc4",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 

  17c0374c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 

  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 

        "b268b45c59b39d759614…",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height" : 277316, 

 ……    } 

將 block 的 header 當作原文 

進行國際標準的 sha256 hash 作業 

所得 hash value 存到  "hash " 

merkleroot 是 tx 的 summary, 

所以 

1.  要變造 tx ,就要重做 merkleroot. 

2.  要重做 merkleroot , 就要重算 hash 值. 

3.  如果無法重算 hash 值, 就無法變造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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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3b095e96db41c4a928b97ef2d944a9b31b2cc7bdc4",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 

  17c0374c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 

  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 

        "b268b45c59b39d759614…",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height" : 277316, 

 ……    } 

將 block 的 header 當作原文 

進行國際標準的 sha256 hash 作業 

所得 hash value 存到  "hash " 

merkleroot 是 tx 的 summary, 

所以 

1.  要變造 tx ,就要重做 merkleroot. 

2.  要重做 merkleroot , 就要重算 hash 值. 

3.  如果無法重算 hash 值, 就無法變造 tx. 

但是, 如果「重算 hash 值」的計算很簡單, 這整個機制就是個廢物！ 



將 block 的 header 當作原文 

進行國際標準的 sha256 hash 作業 

所得 hash value 存到  "hash " 

merkleroot 是 tx 的 summary, 

所以 

1.  要變造 tx ,就要重做 merkleroot. 

2.  要重做 merkleroot , 就要重算 hash 值. 

3.  如果無法重算 hash 值, 就無法變造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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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3b095e96db41c4a928b97ef2d944a9b31b2cc7bdc4",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 

  17c0374c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 

  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 

        "b268b45c59b39d759614…",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height" : 277316, 

 ……    } 

但是, 如果「重算 hash 值」的計算很簡單, 這整個機制就是個廢物！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difficulty 的設計 

就是要讓 hash 值「很難重算」 

怎麼做呢？ 

依照 Satoshi 當時所設定的協定 

計算出來的 hash 值 

要小於 difficulty 所代表的數值 

不然就較重算一個新的 has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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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3b095e96db41c4a928b97ef2d944a9b31b2cc7bdc4", 

如果以十六進位表示… 

= 0x03a30c * 2^(0x08 * 0x16)   [ 十六進位 ] 

= 0x0000000000000003A30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十六進位 ] 

difficulty 所代表的條件就是 

計算出來的 hash 值 必需 小於  coefficient * 2^(8 * (exponent – 3)) 

=   0x  19    03a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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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3b095e96db41c4a928b97ef2d944a9b31b2cc7bdc4",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 

  17c0374c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 

  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 

        "b268b45c59b39d759614…",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height" : 277316, 

 ……    }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計算這 hash 值容易嗎? 

如果沒有 difficulty 設定的條件, 會很容易. 

如何能計算出一個「符合 difficulty 條件」 

的 hash 值呢? 

其實就是不斷地執行以下三個步驟: 

1.  設定 (猜) 一個 nonce 值 

2.  用 SHA-256 演算法計算 hash 值 

3.  如果 hash 值比 difficulty 所代表的目 

標值小,  

hash 值就是我們所要的答案 

不然, 就回到步驟 1, 再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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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3b095e96db41c4a928b97ef2d944a9b31b2cc7bdc4",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 

  17c0374c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 

  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 

        "b268b45c59b39d759614…",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height" : 277316, 

 ……    }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如何能計算出一個「符合 difficulty 條件」 

的 hash 值呢? 

其實就是不斷地執行以下三個步驟: 

1.  設定 (猜) 一個 nonce 值 

2.  用 SHA-256 演算法計算 hash 值 

3.  如果比 difficulty 所代表的目標值小,  

就獲得答案 

不然, 就回到步驟 1, 再試一次. 

也因此 

一般人將 “猜 nonce 值, 計算 hash 值” 的工作 

稱之為 “挖礦 (mining)” 

而所謂 “礦” , 就是指 “hash 值” 

因為 “有 hash  值”, 才能 “建立區塊”   

才能 “綁住 Block 中的交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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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3b095e96db41c4a928b97ef2d944a9b31b2cc7bdc4",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 

  17c0374c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 

  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 

        "b268b45c59b39d759614…",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height" : 277316, 

 ……    }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也因此 

一般人將 “猜 nonce 值, 計算 hash 值” 的工作 

稱之為 “挖礦 (mining)” 

而所謂 “礦” , 就是指 “hash 值” 

因為 “有 hash  值”, 才能 “建立區塊”   

才能 “綁住 Block 中的交易值” 

因為每一個端點都是由志願者建立的, 

為了獎賞志願者計算 hash值, 建立 Block, 維護 Blockchain 的努力, 

整個 Blockchain 生態系允許這些維護端點 (node) 正常運作的志願者,  

每成功的創造一個 Block,  就可以在該 Block 中加入一筆交易 

例如「Blockchain 生態系 給 OOO,  50 BTC」 

BTC 的個數也就因此而漸次的增加. 

為了不使 BTC 個數無限制的增加,  

大約每四年, 生態系所允許的回饋金 BTC 個數就會折半, 

自 2009 起至今, 回饋金已折半兩次,  

所以現在每次建立 Block 所得到的回饋已降至 12.5 B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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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s://en.bitcoin.it/wiki/Controlled_supply 

區塊  (Block) 的產生速度 

每兩周調整一次 

希望能維持 每兩周產生 2016 個區塊  的產生速度 

大約是  6/hr  或是  1/10mins 

 

每產生  210,000  個區塊 

回饋的 Bitcoin 數額減半 

 

與上述的產生速度連結 

就大約是  每四年  折半一次 

最終  Bitcoin 的個數大約為維持在  2 千 1 百萬  顆 

https://en.bitcoin.it/wiki/Controlled_supply
https://en.bitcoin.it/wiki/Controlled_supply
https://en.bitcoin.it/wiki/Controlled_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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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reached 

Block 
Reward 

Era 
BTC/ 
block 

Year 
(estimate) 

Start BTC 
BTC 

Added 
End BTC 

BTC  
ncrease 

End 
BTC % of 

Limit 

2009-01-03 0 1 50.00 2009 0 2625000 2625000 infinite 12.500% 

2010-04-22 52500 1 50.00 2010 2625000 2625000 5250000 100.00% 25.000% 

2011-01-28 105000 1 50.00 2011* 5250000 2625000 7875000 50.00% 37.500% 

2011-12-14 157500 1 50.00 2012 7875000 2625000 10500000 33.33% 50.000% 

2012-11-28 210000 2 25.00 2013 10500000 1312500 11812500 12.50% 56.250% 

2013-10-09 262500 2 25.00 2014 11812500 1312500 13125000 11.11% 62.500% 

2014-08-11 315000 2 25.00 2015 13125000 1312500 14437500 10.00% 68.750% 

2015-07-29 367500 2 25.00 2016 14437500 1312500 15750000 9.09% 75.000% 

2016-07-09 420000 3 12.50 2016 15750000 656250 16406250 4.17% 78.125% 

2017-06-23 472500 3 12.50 2018 16406250 656250 17062500 4.00% 81.250% 

525000 3 12.50 2019 17062500 656250 17718750 3.85% 84.375% 

577500 3 12.50 2020 17718750 656250 18375000 3.70% 87.500% 

630000 4 6.25 2021 18375000 328125 18703125 1.79% 89.063% 

682500 4 6.25 2022 18703125 328125 19031250 1.75% 90.625% 

735000 4 6.25 2023 19031250 328125 19359375 1.72% 92.188% 

787500 4 6.25 2024 19359375 328125 19687500 1.69% 93.750% 

https://en.bitcoin.it/wiki/Halving_day_2012
https://en.bitcoin.it/wiki/Halving_day_2012
https://en.bitcoin.it/wiki/Halving_day_2012
https://en.bitcoin.it/wiki/Halving_day_2012
https://en.bitcoin.it/wiki/Halving_day_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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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 Block？ Block 了甚麼？ 

如何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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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 "0000000000000001b6b9a1……",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17c0374c
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8bd158c34b77e1c0eca2a73cda16c737e7424afba2f", 

        "b268b45c59b39d759614757718b9918caf0ba9d97c56f3b91956ff877c503fbe",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size" : 218629, 

 "height" : 277316, 

 "bits" : "1903a30c", 

 "chainwork"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4695e92aaf53afa1a", 

 "next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010236c269dd6ed714dd5db39d36b33959079d78dfd431ba7" 

} 

{    "hash" : 
"0000000000000002a7bbd25a417c0374c
c55261021e8a9ca74442b01284f0569",  
 

"previous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3718as….", 

 
 "difficulty" : 1180923195.25802612, 

 "time" : 1388185914, 

 "nonce" : 924591752,  

 "merkleroot" : "c91c008c26e50763e9f548bb8b2fc323735f73577effbc55502c51eb4cc7cf2e", 

  "version" : 2, 

 "tx" : [ 

        "d5ada064c6417ca25c4308bd158c34b77e1c0eca2a73cda16c737e7424afba2f", 

        "b268b45c59b39d759614757718b9918caf0ba9d97c56f3b91956ff877c503fbe", 

        ... 417 more transactions ... 

       ], 

  "confirmations" : 35561, 

 "size" : 218629, 

 "height" : 277316, 

 "bits" : "1903a30c", 

 "chainwork"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4695e92aaf53afa1a", 

 "nextblockhash" : "000000000000000010236c269dd6ed714dd5db39d36b33959079d78dfd431ba7" 

} 

Block 277654 

Block 277655 

Block 277653 

將前一個 block 的 hash 

放入後一個 block 的  

Previousblockhash 欄位中 

概念上就是創造一個 

連結「鏈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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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lockchain 機制就好像是一連串的「保險箱」與「鑰匙」 

每一個「保險箱」都是用 difficulty + hash 的機制 

將「交易 (tx)」 鎖 (Block) 在 Block 當中 

而 hash 值就是個保險箱的鑰匙 

而「鏈 (Chain)」的意義 

就是將前一個保險箱的鑰匙 

放入後一個保險箱中, 鎖起來 

這樣, 如果要開編號 25 號的保險箱 

那就得先打開所有 25 號保險箱之後的保險箱 

24 



1.  誰來「建置/管理」這個 

 超級大帳簿的系統呢？ 

2.  這套帳簿系統 還必須 

 提供以下幾項功能… 

• 所有權  的確認 

• 支配權  的行使 

• 清算結算 的計算 

 

• 資訊記錄 的確保 

招募義工 

共組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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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公鑰, 私鑰)  

PKC 技術 

私鑰加密  公鑰解密 

所以, Satoshi 使用 

區塊 + 鏈 (Block + Chain)  

解決了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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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3.amazonaws.com/lbn-s3/2017/03/24153431/bitcoin-mining-595x330.jpg 

http://s3.amazonaws.com/lbn-s3/2017/03/24153431/bitcoin-mining-595x330.jpg
http://s3.amazonaws.com/lbn-s3/2017/03/24153431/bitcoin-mining-595x330.jpg
http://s3.amazonaws.com/lbn-s3/2017/03/24153431/bitcoin-mining-595x330.jpg
http://s3.amazonaws.com/lbn-s3/2017/03/24153431/bitcoin-mining-595x330.jpg
http://s3.amazonaws.com/lbn-s3/2017/03/24153431/bitcoin-mining-595x330.jpg
http://s3.amazonaws.com/lbn-s3/2017/03/24153431/bitcoin-mining-595x330.jpg
http://s3.amazonaws.com/lbn-s3/2017/03/24153431/bitcoin-mining-595x330.jpg
http://s3.amazonaws.com/lbn-s3/2017/03/24153431/bitcoin-mining-595x3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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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rustnodes.com/wp-content/uploads/2017/09/bitcoin-mining.jpg 

http://www.trustnodes.com/wp-content/uploads/2017/09/bitcoin-mining.jpg
http://www.trustnodes.com/wp-content/uploads/2017/09/bitcoin-mining.jpg
http://www.trustnodes.com/wp-content/uploads/2017/09/bitcoin-mining.jpg
http://www.trustnodes.com/wp-content/uploads/2017/09/bitcoin-mining.jpg
http://www.trustnodes.com/wp-content/uploads/2017/09/bitcoin-mining.jpg
http://www.trustnodes.com/wp-content/uploads/2017/09/bitcoin-mining.jpg


1.  誰來「建置/管理」這個 

 超級大帳簿的系統呢？ 

2.  這套帳簿系統應有的功能… 

• 所有權  的確認 

• 支配權  的行使 

• 清算結算 的計算 

• 資訊記錄 的確保 

招募義工共組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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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公鑰, 私鑰)PKC 技術 

私鑰加密  公鑰解密 

使用區塊 + 鏈  

(Block + Chain) 機制  

雖然這些議題都已經有了解答 

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必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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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頭 

錢 
包 

AK 

錢 
包 

小貝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3 tx’s 

tx 

tx 

tx 

3 tx’s 

3 tx’s 

3 tx’s 

4 tx’s 

tx 

tx 

tx 

tx 

4 tx’s 

4 tx’s 

4 tx’s 

4 tx’s 

當兩個節點 
同時挖出區塊 (Block) 的時候 

經過溢散式的傳遞同時到達某個節點 

區塊鏈的下一個區塊 
到底應該是紅色還是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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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blue 

Blockchain 
for Node R 

Blockchain 
for Node G 

Node R 
Node G 

假設目前全世界的 Blockchain 都 Sync & Consistent 

最上層的 Block 以藍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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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Red 
Green 

blue 

Blockchain 
for Node R 

Blockchain 
for Node G 

Node R 
Node G 

Node R 與 Node G  

1. 各自在挖自己的 block 

2. 並且各自連結到自己的 Blockchain 上 

3. 然後各自將 Block 傳遞到與其連結的 node 

因為沒有 centralized control 

所以沒有人知道別人在做時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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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Blockchain 
for Node W 

Green 

blue 

Blockchain 
for Node G 

Node G 

blue 

Red 

Blockchain 
for Node R 

Node R 

Node W 

在 Node W  產生衝突 

Blue 後面 

到底是要接 Red？ 

還是接 Green？ 

Red Green 

漸漸的, 全世界的 Blockchain, 被區分為 Red 與 Green 兩大陣營. 

Node W 決定暫不解決 

視接下來的情況再做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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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Red Green 

Green 

blue 

Purple 

Blockchain 
for Node W 

Blockchain 
for Node P 

Green 

blue 

Blockchain 
for Node G 

Node G 

Node W 

blue 

Red 

Blockchain 
for Node R 

Node R 

Node P 

這時候又有一個 Node P 建立了一個 Block, 並且向外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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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Red Green 

Purple 
Green 

blue 

Purple 

Blockchain 
for Node W 

Blockchain 
for Node P 

blue 

Red 

Blockchain 
for Node R 

Node R 

Green 

blue 

Blockchain 
for Node G 

Node G 

Node W 

Node P 

傳到 Node W 時, W 決定依建議連結到 Green Block 上, 並將 Red Block 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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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Red Green 

Purple 
Green 

blue 

Purple 

Blockchain 
for Node W 

Blockchain 
for Node P 

blue 

Red 

Blockchain 
for Node R 

Node R 

Green 

blue 

Blockchain 
for Node G 

Node G 

Node W 

Node P 

傳到 Node W 時, W 決定依建議連結到 Green Block 上, 並將 Red Block 截除. 

那些原來被包覆在「紅色區塊」當中的 

「交易 (transaction)」要如何處裡呢？ 

1. 如果已經被包在 green  

或是 Purple 區塊當中,  

一切 OK 照舊. 

2. 如果沒有被任何其他的區塊包覆,  

則傳遞出去,  

等待其他區塊將其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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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交易 

產生
衝突 

解決
衝突 

傳遞 
訊息 

的基本概念是… 

全球 網路中 

所有的 node 

就因為  

使用同一套「取捨 block 的協定」 

相互「擴散 (propagate) 」資訊 

所以 

最終 

整個系統中的區塊鏈會收斂 (converge) 與一致 (consistent) 

這種做法 

我們稱之為 

以「共識決的演算法 (Consensus Algorithm) 」 

進行資料的同步 



全球 網路中 

所有的 node 

就因為  

使用同一套「取捨 block 的協定 (protocol)」 

相互「傳遞擴散 (propagate) 」資訊 

所以 

最終 

整個系統中的區塊鏈會收斂 (converge) 與一致 (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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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交易 

產生
衝突 

解決
衝突 

傳遞 
訊息 

Proof Of Work 的基本概念是… 

因為 blockchain 是一種分散式的架構, 

各個 node 是各自為政的在製作 block,  

一個 node 很可能會收到來自不同 node 送來的 block 

而造成 blockchain 產生「分岔 (fork) 」的現象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node 會先「加總」各分支中「所有 (difficulty) 困難度總和」, 

然後留存「比較困難」的分支, 截除「比較不困難」的分支 

( 這種作法稱之為以 POW   Proof Of Work 的方式進行資料同步 ) 



全球 網路中 

所有的 node 

就因為  

使用同一套「取捨 block 的協定 (protocol)」 

相互「傳遞擴散 (propagate) 」資訊 

所以 

最終 

整個系統中的區塊鏈會收斂 (converge) 與一致 (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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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交易 

產生
衝突 

解決
衝突 

傳遞 
訊息 

Proof Of Work 的基本概念是… 

因為 blockchain 是一種分散式的架構, 

各個 node 是各自為政的在製作 block,  

一個 node 很可能會收到來自不同 node 送來的 block 

而造成 blockchain 產生「分岔 (fork) 」的現象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node 會先「加總」各分支中「所有 (difficulty) 困難度總和」, 

然後留存「比較困難」的分支, 截除「比較不困難」的分支 

( 這種作法稱之為以 POW   Proof Of Work 的方式進行資料同步 ) 

為什麼這麼做呢？ 

因為 Satoshi 的邏輯是… 

「block 的存續會牽扯到獎賞 

所以應該對花較多力氣建立 block 的節點 

有所鼓勵」 

沒有對錯, 只是諸多決定事情的方法之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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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本檔案中所使用之 block table 及 conflict resolution 的案例 

部分參考於 

http://chimera.labs.oreilly.com/books/1234000001802 
 

http://chimera.labs.oreilly.com/books/1234000001802
http://chimera.labs.oreilly.com/books/12340000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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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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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塊鏈 blockchain 這個名詞 

其實是代表三種技術的複合式組合 

 PKC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公開金鑰加密機制 

 Difficulty + Hashing 的條件式雜湊函數機制 

 POW Proof Of Work 的共識決演算法  

2.  這些機制都是十多年前電腦理論家的研究發明 

藉由一個號稱 Satoshi 的人, 將他應用在加密型貨幣的系統中, 

因此而被大家所重視. 

3.  是不是還能有其他的應用與發揮,  

有待大家發揮無限的想像力了！ 



從區塊鏈到電子文件的

認證、存證與驗證 

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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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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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區塊鏈機制？ 

1. 是一個「非中心化」 

協同合作的平台 

2. 每一個服務據點 

都提供「同質型」的服務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同質型服務系統 

Homogeneous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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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區塊鏈機制？ 

1. 是一個「非中心化」 

協同合作的平台 

2. 每一個服務據點 

都提供同質型的服務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同質型服務系統 

Homogeneous Service System 

1. 每個服務據點都有一個「資料庫」 

各據點的資料庫必須「即時同步」 

2. 必須能確保「資料無法被竄改」 

利用 (公鑰 + 私鑰) 加解密簽驗章機制 

Block (hash) + Chain (data-link) 

使用共識決 (Consensus) 協定 

例如: PoW, PoS, PBFT, Pax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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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區塊鏈機制？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讓我們藉由 

幾個針對區塊鏈機制的 

Q & A 

進一步的了解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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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區塊鏈機制？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讓我們藉由 

幾個針對區塊鏈機制的 

Q & A 

進一步的了解區塊鏈 

Q: 區塊鏈是 real-time 還
是 batch ？ 

A: 是 batch 

Q: WHY ？ 

A: Resource / Efficiency 

tx 

tx 

tx’s 

tx’s 

tx’s 

tx’s 

tx’s tx’s 



2019/6/14 Copyright of TWCA Inc. 杜宏毅 71 

什麼是區塊鏈機制？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讓我們藉由 

幾個針對區塊鏈機制的 

Q & A 

進一步的了解區塊鏈 

Q: 為什麼原生型的區塊
鏈都需要「挖礦」？ 

A: 挖礦不是一個 must 

與防竄機制設計有關 

與共識決的選定有關 

與基本邏輯假設有關 

tx’s 

tx’s 

tx’s 

t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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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區塊鏈機制？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讓我們藉由 

幾個針對區塊鏈機制的 

Q & A 

進一步的了解區塊鏈 

Q: 原生型的區塊鏈有哪些
副作用？ 

A: Uncertainty & Scalability 

U 源於 Competitive Consensus 

S 源於 Mining & Near real-

time Sync. (multi-copies) 

tx’s 

tx’s 

tx’s 

t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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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區塊鏈機制？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讓我們藉由 

幾個針對區塊鏈機制的 

Q & A 

進一步的了解區塊鏈 

Q: 區塊鏈機制是個 trust 

machine？ 

A: Yes / No 

源於 Economist 2015/10/31  

的一篇文章 

The trust machine –  

The promise of the blockchain  

tx’s 

tx’s 

tx’s 

t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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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區塊鏈機制時 

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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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這種系統 

適合做支付嗎？ 

Copyright of TWCA Inc. 杜宏毅 

三個步驟 

1) 蒐集交易 batch process 

2) 製作區塊 hashing / digital signature 

3) 資訊傳遞與同步 synchronized with consensus 

transaction 

hashing/DS 

交易 (訊息) 

𝒕𝒙 

𝒕𝒃 

𝒕𝒔 

𝒕𝒙 𝒕𝒃 𝒕𝒔 

batching blocking synchronizing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錢 
包 

transaction 

hashing/DS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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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系統 

適合做支付嗎？ 

Copyright of TWCA Inc. 杜宏毅 

三個步驟 

1) 蒐集交易 batch process 

2) 製作區塊 hashing / digital signature 

3) 資訊傳遞與同步 synchronized with consensus 

𝒕𝒙 

𝒕𝒃 

𝒕𝒔 

𝒕𝒙 𝒕𝒃 𝒕𝒔 

batching blocking synchronizing 

這些應用不適合導入區塊鏈機制 

1) 即時交易 Real-time Tx 

2) 高頻交易 HFT 

3) 非同質型服務機制 non-H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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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區塊鏈機制的考量點 

1) 中心化  vs.  非 (去) 中心化 

2) 資料需要分散儲存而即時同步嗎？ 

a. 為什麼要進行即時帳務清算？ 

b. 為此而付出的代價值得嗎？是否有其必要性？ 

3) 導入區塊鏈時的  ABCDEFG  評估法則 

Application 

Block & Chain 

De-centralization 

Effective, Efficient & Economical 

Final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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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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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某群年輕人 

希望藉由區塊鏈的機制 

幫助某個內陸的小鎮 

2.  他們將所有當地特產的產銷履歷 

記錄到區塊鏈上 

並發行一種稱之為 L-coin 的代幣 

作為公共服務代幣化的載具 

3.  希望能藉此改善當地的 

經濟、生態以及文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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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辦人相當自豪的表示 

來這個小鎮觀光的客人 

在購買當地特產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區塊鏈 + APP」 

得知這個產品 

從獲得原材料到加工作業的 

整個產銷流程 (溯源 Trace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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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以 L-coin 支付貨款 

立刻就可以透過 區塊鏈 + APP 

查閱這筆支付的貨款 

有多少是用於採購當地的原材料 

有多少是支付給當地的加工廠 

又有多少部分是屬於銷售的利潤 

(透明 Trans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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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 

1.  首先 

產品履歷以及貨款的分配 

為甚麼要用區塊鏈來記錄？ 

• 是有甚麼特殊的用意嗎？  

• 不然好像有些殺雞用牛刀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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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 
2.  其次 

如果要將資料記錄在區塊鏈上的目的是為了博取「信任」 

那可能要先弄清楚，到底是要博取「誰」的信任？ 

• 如果是要博取 觀光客 的信任，為什麼要用區塊鏈的方式？ 

• 難道是因為 觀光客 天生就已經  理解區塊鏈 

是一個比較能信任的機制？ 

• 還是觀光客在購買商品之前，有人會 先解釋區塊鏈的原理 

讓大家理解甚麼是區塊鏈之後，才開始販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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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 
3.  再者 

即使假設觀光客們都非常聰明 

都能理解區塊鏈的運作原理 

相信區塊鏈機制確實是個 Trust Machine 

• 但是，他們又如何能確定，這區塊鏈上的資料， 

當初在輸入的時候，就經過認證，確定是真實的呢？ 

• 區塊鏈只能確保資料沒有被變造、是誰登錄的， 

但是並  無法證明資料本身的真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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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 
4.  現在回到問題的本身 

如果區塊鏈是一個觀光客非常難理解的「賣點」 

而這項機制又無法確保資料的真實性 

那到底使用區塊鏈的目的是甚麼？ 

5.  讓觀光客了解產品履歷以及貨款用途與分配的機制很多 

寫一個簡單的應用程式，就可以達到目的。 

如果用不到區塊鏈   A. I. D. S. 四項特性 

何必庸人自擾的去使用區塊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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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存證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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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儲存 使用 

N11 =  

Notarization 

公證 

R9 =  

Repository 

存證 

V9 =  

Validation 

驗證 

Copyright of TWCA Inc. 杜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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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儲存 使用 

N11 =  

Notarization 

公證 

R9 =  

Repository 

存證 

V9 =  

Validation 

驗證 

The point is … 

1. Identification (身分識別的方式)  

 Identify who it is 

 Authenticate what it claims 

2. Confirmation (意思表示之確認的機制) 

 Validatable 

 Non-repudiation 

3. The Witness Process (見證的程序) 

 Compliance 

 Witness of the 3rd party 

Copyright of TWCA Inc. 杜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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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儲存 使用 

N11 =  

Notarization 

公證 

R9 =  

Repository 

存證 

V9 =  

Validation 

驗證 

The Point is … 

1. Deposit (存入) 

 Formatting 

 Transformation 

2. Store (保存) 

 Data Masking 

 Immutable 

 Distributed 

 Synchronized 

3. Retrieve (取出) 

 Formatting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of TWCA Inc. 杜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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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儲存 使用 

N11 =  

Notarization 

公證 

R9 =  

Repository 

存證 

V9 =  

Validation 

驗證 

The Point is … 

1. Presentation (呈現的方式) 

 eDocument 

 eForm  vs. Paper 

2. Authorization (資料之使用權管理) 

 Identify 

 Authorization 

3. Validation (驗證) 

 validate「personal confirmation」 

 validate「time-stamp」 

 validate「confirmation of witness」 

Copyright of TWCA Inc. 杜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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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系統架構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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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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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區塊鏈機制的考量點 

1) 中心化  vs.  非 (去) 中心化 

2) 資料需要分散儲存而即時同步嗎？ 

a. 為什麼要進行即時帳務清算？ 

b. 為此而付出的代價值得嗎？是否有其必要性？ 

3) 導入區塊鏈時的  ABCDEFG  評估法則 

Application 

Block & Chain 

De-centralization 

Effective, Efficient & Economical 

Final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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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 可用 之 才 

用於 適用 之 處 

使用區塊鏈的十二字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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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在電子文件認證、存證與驗證

作業中所扮演的角色 

杜宏毅 

策略長 

臺灣網路認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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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