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 ]  何謂區塊鏈？

區塊鏈應用簡介

Web沒有網際網路便無法存在。而區塊鏈沒有網際網路也不行。Web

讓網際網路變得有用，因為人們比起搞懂如何將電腦串連在一起，對資訊

的使用更感興趣。區塊鏈應用需要網際網路，但它們可以略過Web，並給

予我們更去中心化、或許更公平的另一種版本。這是區塊鏈技術的最大願

景之一。

(c) William Mougayar, 2016

區塊鏈像Web一樣，
需要網際網路

區塊鏈

全球資訊網 區塊鏈

建造區塊鏈應用程式的方法不只一種。您可以直接在區塊鏈之上原生

製作，或者混入既有的Web應用中，而我們會把此種類型稱為「混合型

區塊鏈應用程式（hybrid blockchain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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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illiam Mougayar, 2016

軟體 
工程

區塊鏈

賽局 
理論

密碼學 
科學

賽局理論乃是「研究智慧理性決策者之間衝突與合作的數學模型」

（註 4）。而它與區塊鏈有關，是因為最早由中本聰所構想的比特幣區塊

鏈，必須解決一個名為拜占庭將軍問題（Byzantine Generals Problem，註

5）的已知賽局理論難題。要解決這個難題，必須要能減緩一小部分可能

會變成叛徒的不忠誠將軍的影響，並在協調是否攻擊時，判斷出謊言以確

保贏得勝利。

這是透過驗證訊息製作的強制過程，並限制觀看未受破壞訊息所需

的時間，來確保訊息的有效性。執行「拜占庭容錯能力（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十分重要，因為它一開始即假設您不能信任任何人，並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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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illiam Mougayar, 2016

A銀行

擁有資料庫 A
確認 AA至少有 $5

結算所

擁有資料庫 B
確認 BB至少能收到 $5

B銀行

當您在銀行開設一個帳戶，實際上您已將該「帳戶」的管轄權讓與您

的銀行。現實中，他們給了您可存取該帳戶，並能看到所有活動的幻象。

每當您想要搬移金錢、支付他人或存錢，銀行提供您明確的取用權，因為

您給予了他們此事務上的完全信任。但這個「取用權」只是另一個幻象。

您能取用的其實只是記載了您有多少金額的資料庫記錄而已。又一次，他

們讓您誤信您「擁有」那些錢。但他們掌握了更高的管轄權，因為他們擁

有那個可指認您擁有該筆錢記錄的資料庫，讓您認為您擁有您的錢。

銀行業十分複雜，所以我試著簡化以上圖表來強調特定銀行才是擁有

控制層級，可批准或否決他們手上金錢存取權的事實。同樣的觀念可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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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何經由您授權，而替您保管數位資產（股票、債券、有價證券）的金

融機構上。

現在來看區塊鏈。

就其最基本形式來看，同樣的場景將不會像上圖般複雜地發生。用

戶可以透過一個特殊錢包來傳送金錢給另一個人，而區塊鏈網路則負責授

權、驗證以及轉帳，不論中間是否交換加密貨幣，大約 10分鐘內便能完

成。

(c) William Mougayar, 2016

用戶 用戶

在錢包內收到資金從錢包中啟動轉帳

區塊鏈

這便是以最簡單形式呈現的區塊鏈魔法。這也是為什麼我建議任何

打算利用區塊鏈來體驗這類交易的人，請使用他們自己的錢包，不論是下

載諸多可用版本的任何一種，或是報名加入所在地的比特幣交易中心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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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圖表涵蓋了一些我們在不同領域可能會遇到、與證明相關的服務

範例。預期在 Proof-in-a-Service與 Proof-as-a-Service類別中將會有一長串

的創新。

證明服務（PROOF-IN-A-SERVICE）

 y 婚姻登記  y 交易雙方

 y 土地登記  y 會計稽核

 y 供應鏈  y 投票

 y 資產登記  y 轉讓契約

證明即服務（PROOF-AS-A-SERVICE）

 y 資產證明  y 所有權證明

 y 身分證明  y 實體地址證明

 y 授權證明  y 來源證明

 y 特徵證明  y 收據證明

證明共識（PROOF-IN-A-CONSENSUS）

 y 工作證明  y 權力證明

 y 權益證明  y 存在證明

(c) William Mougaya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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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基礎建設其實更像是雲端運算基礎建設的其中一層。區塊鏈

虛擬機器若將它們的功能，就字面上拿來與典型的雲端服務如 Amazon 

Web Services或 DigitalOcean相比，則可能顯得昂貴，但對於在區塊鏈虛

擬器機上執行邏輯運算的智慧合約、或者是去中心化的應用程式（也稱為

Dapps）來說，則絕對是十分有用的。作為側面記錄，我們也能預見未來

當區塊鏈變得太昂貴或太慢時，用戶端節點將能夠直接互相對談。

當您在雲端（例如 Amazon Web Services或 Microsoft Azure）執行應

用程式時，會依據時間、儲存量、資料傳輸以及所需的運算速度來計費。

此新奇的虛擬機器運作成本，即是您支付在區塊鏈上執行商業邏輯的費

用，或者是在實體伺服器上執行（在既有的雲端基礎建設上）的費用，但

您不必擔心這些伺服器的設置問題，因為它們是由其他使用者來管理，而

他們無論如何都會透過採礦來運行該基礎建設而獲利。

因此，區塊鏈雲的價格模型屬於微型價值形式，平行於傳統的雲端運

算堆疊，只不過它是透過新的一層。這不是從實體上拆解雲，相反的，它

是新的一層密碼學交易驗證，並在平行但更輕薄的雲端上陳述交易記錄。

但要在此新基礎建設上執行應用程式也有一些挑戰：您還得做一些

事。這些事是以附著在去中心化應用程式新範式的形式呈現，並且遵守由

Gavin Wood首次提出的「web3」新一層架構（註 6）。Web3是特定執行

於區塊鏈上的架構。若以 Ethereum作為主要範例，Web3的架構包括：1)

作為客戶端的先進瀏覽器，2)以區塊鏈帳本作為分享來源，以及 3)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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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者的兩難

要在原有商業模型下創新是很困難的，因為人們通常會試著又把所有

事物連結回原狀，結果得到的便是短視與有限的可能。尤其在您的事業含

有與信任相關的功能時，更是如此（譬如結算所）。當前的中間媒介將首

當其衝面臨此轉變，因為區塊鏈正中他們的價值主張。他們需要變得有創

意，並在納入區塊鏈到他們的服務中時，要勇於打破舊規，有創意地開發

新的價值主張元素。他們得明白，寧可自己射自己的腳，也不要讓別人射

中你的頭。這並非容易的轉變，因為在具有各種因素的大型組織中，要改

變商業模型是很難做到的。

法律／法規

一般來說，法規與政策制定者在面對新技術時，會有三種不同反應：

1. 什麼也不做，讓市場自行成熟演化。

2. 控制瓶頸。例如在此的瓶頸可能是加密貨幣交易或是需要取得許

可執照的軟體供應商。

3. 在交易點或是過程的某處插入自動規範。這可能需要透過後門，

也就是資訊排氣管，來獲取直接資料報告，或是直接從交易進行

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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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illiam Mougayar, 2016

區塊鏈的創新潛力

受規範的環境 未受規範的環境

不論是比喻或直言，在法令框架外開始創新會容易許多，但只有少數

銀行會這麼做，因為更難做到這一點。

巴克萊銀行的區塊鏈創新小組組長 Simon Taylor總結道：「我不會不

同意最佳的使用案例是法規外的金融服務。就跟雲端與大數據的最佳使用

者並不是現任的績優組織一樣。但他們的好奇心，對於資助與向前驅動整

個空間，是有價值的。」我深感同意；隨著銀行業對此項新技術的認識與

體驗愈來愈成熟，仍有希望他們能以顯著的方式對區塊鏈的創新潛力做出

貢獻。

對銀行下的結語是，積極的創新或許是項競爭優勢，但只有真心看待

才會成功。否則，創新也只會下修以符合他們的現實，通常也就是侷限在

有限條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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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銀行能成功運用區塊鏈，未來將大有可為，但他們必須更加鞭策自

己多了解區塊鏈所能做的事。他們必須找出如何能提供更好的客戶服務，

而不只是如何讓自己更好。銀行業應抱有創新出前所未有使用案例的夢

想，而且最好是從毫不起眼的範疇上下手。

金融服務下的區塊鏈公司概況

2015年末，我發表了一篇文章，詳述區塊鏈公司於金融服務方面的

概況（註 6），記錄了 268條目、橫跨 27種類別。我隨後又發表另一份該

領域的分析簡報（註 7），在 Slideshare上發表後一個月內就達到 175,000

次的點閱。

鎖定金融服務的區塊鏈公司可區分為三種類別：

• 基礎建設與基本協定

• 中介軟體與服務

• 應用程式與解決方案

以下表格將詳列各類型的參與者，以及市場上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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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示將展示在日漸複雜的實作時程下，這些類別是如何展開。

用於金融服務下的區塊鏈

數十位參與者

國際轉換

後端處理

貿易與資本市場

B2B服務

面對消費者

上百筆處理

上千筆使用個案

數百萬企業

數十億用戶

結算網路

IT與企業再造以因應
所有改變

證券與財務工具
聯合貸款
結算與交割
資產所有權
債券銷售
數位收據

保險
支付
信託
代管

貸款
數位身分識別
錢包
交易
簡易轉帳與支付

逐漸增加的演化複雜度與傳遞時程

(c) William Mougaya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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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已開始出現一些極具前景的實用方法：

• 2015年 11月，ConsenSys展示了一份雙方「總報酬交換（Total 

Return Swap）」金融合約，運用了隱含的身分識別、信譽，以及

一般帳本成分，並在Microsoft Azure雲端平台上執行。

• 2016年 2月，Clearmatics宣布將為上櫃選擇權開發一個全新

結算平台，名為「去中介化結算網路」（Decentralized Clearing 

Network，DCN）。它允許結算成員的聯盟能自動進行合約估價、

毛利計算、交易壓縮以及結案，而不必中央結算方（CCP），或

是第三方中介。（註 8）

• 2016年 3月，全球前 40大銀行示範了一個測試系統，運用 5種

不同的區塊鏈技術（R3 CEV聯盟的一部分）來交易固定收入。

• 2016年 3月，Cambridge Blockchain設計了一個巨災債券交易流

程，包含在區塊鏈上雙方認證、只揭露交易前認證所需的有限選

擇性身分資料，而保留使用者隱私的自動工作流程。

以上每一個案的共通點在於，這些交易從開始到結束都是在點對點

架構下，中間不存在中間媒介或結算所。雙方並不需要互相認識，或是需

要第三方來中介此交易。去中介化與點對點交易完成，是區塊鏈發明的關

鍵，需要好好保留才能將區塊鏈實作的潛在影響發揮到極至。就屬性上，

雙方的身分與信譽會透過錢包地址或內建的 AML/KYC（反洗錢／認識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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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金融服務的策略問題

題目 1：區塊鏈碰觸了銀行的核心，他們有辦法反應嗎？

在第 2章中，我們介紹了 ATOMIC這個字，用它來記憶區塊鏈

在六個相關領域中的程式撰寫概念：Assets（資產）、Trust（信任）、

Ownership（所有權）、Money（金錢）、Identity（身分識別）、Contract

（合約）。除了這些觀念，再加上區塊鏈是關於去中心化、去中間媒介，以

及分散式帳本的事實，您很快地便會發現，這些主題都是銀行業務的一部

分。當某一項技術幾乎觸碰了您商業模型的每一個核心部分時，您便應該

小心，因為它將成為挑戰對手。銀行將需以嚴謹的思考來面對每一個主要

區塊鏈參數，拼命思考出對策與定位。當核心受到威脅時，他們再也不能

視而不見了。

題目 2：追隨、領導或跳升

金融服務機構可以遵循三種策略方向。最好此三種方向皆選擇。

1. 追隨。藉由加入聯盟、標準團體或是開放源碼專案來參與其中，

金融機構便能享受合作的利益，找出區塊鏈可貢獻之處。這些努

力有些或許能潤滑與銀行之間的關係，而有些則讓銀行成員接觸

到這些有用的技術，以及對組織內部可能是極為重要的最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