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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 Hung 等（2016）对台湾前五大银行案例调查，采集了金融科技投资工作组的会

议记录以及与团队成员进行访谈，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 Pilkington（2015）阐述了区块链技术及其一些尖端应用的主要原理。介绍区块

链的核心概念。勾勒出了向混合解决方案的转变，总结了分散式公共分类帐平台的主要

特点。展示了为什么区块链是一个破坏性和基础性的技术，揭示了公共分布式分类帐的

潜在风险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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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的金融科技 

 

作者：Jui-Long Hung 和 Binjie Luo，何昕 编译 

 

导读：自 2015 年以来，台湾鼓励银行投资金融科技公司进行合作，这些会带来新的挑战。该文采

用台湾前五大银行案例调查。主要数据来源包括金融科技投资工作组的会议记录和与团队成员的访谈。采

用协同竞争理论作为理论框架，采访问题源于共同请愿理论中的 PARTS 策略。结果涉及：（1）金融科技

投资的战略目标，（2）金融科技公司的附加值，（3）选择同一金融科技领域的候选人的标准，（4）选

择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5）政策法规障碍。文章发现：（1）法规和政策体现了金融科技的发展；（2）

银行，技术公司和客户不是“金融科技准备就绪”；（3）自上而下地比较自下而上的策略；（4）银行和

金融科技公司有着复杂的关系；（5）台湾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出现金融科技的破坏者。   

 

2015 年 1 月，台湾金融监督委员会（TFSB）宣布“打造数字金融环境 3.0 项目”，旨在放宽网络银行

的限制，特别是在线应用（金融监督委员会 2015a，2015b，2015c）。第一波要求所有银行到 2015 年底

提供表 1 所列的在线金融服务（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5a）。该政策的灵感来自于一个名为“银行 3.0：为

什么银行不再需要你去，但是你做的事情”的书。这个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大多数银行分行的消失，大多数

金融服务在传统分行将转移到在线环境（King 2012）。银行不再是所有金融服务的唯一中心。电子商务或

电信公司可以利用技术创造新的金融服务形式来取代银行的作用。为了减少未来趋势的影响，TFSB 向台

湾所有银行发出正式命令，要求所有国内银行提出一项战略计划，通过培训或职业规划调整人力资源结构，

以满足人力资源需求变化未来。 

表 1：数字金融环境 3.0 项目第一波 

 

 

 

 

 

 

 

服务项目  目标客户 

存款 关闭存款帐户 

开一个预先指定的帐户 

通过传真核准付款转帐申请 

流动存款账户持有人 

流动存款账户持有人 

流动存款账户持有人 

信用评估 同意允许银行进行在线信用检查 当前存款账户持有人或者贷款账户持有人 

信用卡 申请新的信用卡 当前存款帐户或现有信用卡持有人 

财富管理 开设信托账户 

完成“了解您的客户”调查 

完成客户风险容忍度调查 

接受或终止信托产品推荐协议 

流动存款账户持有人 

流动存款账户持有人 

流动存款账户持有人 

流动存款账户持有人 

联合营销 填写联合营销协议 现有存款账户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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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未来趋势是 TFSB 关注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金融科技”的“财经”的组合，并且是指

两个域的组合，这将导致创新的金融服务，以从内部方法转变客场依靠外部供应商在线和移动提供“技术”

解决方案及时。一方面，破坏性创新可以启动新业务，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它损害了银行业的

基础，这是几乎所有国家的重要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金融科技公司可以选择成为“破坏者” - 进入市

场的玩家与现有金融机构或“合作者”竞争 - 主要针对金融机构作为客户。银行不仅必须应对潜在的破

坏者的挑战，还要与技术公司合作赢得竞争。 

最近的分析表明，由于欧洲和亚洲的推动，全球金融科技的投资增长在 2016 年持续下滑。在金融科

技企业的全球投资在 2016 年第一季度达到$ 5.3 十亿，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7％，而投资将金融科技公司在

欧洲和亚太地区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至 62％（创业扫描仪 2016 ）。然而，报告显示，合作与破坏性的

金融科技企业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投资模式。总体而言，协作金融科技企业，其中 2010 年占全部投资金

融科技 38％的资金，在 2015 年增长到资金的 44％在北美，资金的协作金融科技的比例从 40 上升到 60％，

在亚太太平洋，从 7％上升到 16％。然而，在欧洲，反之亦然。“Disrupters”的资金从 2010 年的金融科

技投资的 62％上升到 2015 年的 86％。 

自 2015 年以来，金融科技在台湾的一年，值得研究，鼓励银行投资金融科技公司进行合作的挑战。

单一案例研究方法是适当的，因为它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对目标案例的背景，组织关系，知识和经验的深入

了解（Benbasat 等人，1987；Cavaye 1996；Miles 和 Huberman 1994）。本研究采用协同竞争理论

（Brandenburger 和 Nalebuff 1996）作为指导调查的理论基础。结果可以反映银行的数字金融时代的战略

规划。研究结果和讨论有助于金融行业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 

金融科技的定义   

维基百科将金融科技定义为“使用技术使公司更有效地使金融体系的公司组成的经济行业”（维基百

科）。TFSB 将金融科技公司定义为以下类别之一（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5c）： 

 使用信息或网络技术来帮助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来收集，处理，分析或提供数据（如大数据，云计

算，机器学习等）。   

 使用信息或网络技术来提高金融服务或操作流程（例如，移动支付，自动投资顾问，块链技术，生

物识别等）的效率或安全性。   

 基于信息或技术设计或开发其他数字或创新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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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2016 年第一季度金融科技投资的全球投资总额达到 53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67％

（Accenture2016 年）。根据风险投资公司 2016 年第 4 季度的报告，金融科技公司可分为以下几类： 

 银行基础设施（114 家创业公司，1.5B 资金）   

 商业贷款（181 家创业公司，9.8 亿美元）  

 消费和商业银行业务（66 家创业公司，1.5 亿美元资金）  

 消费贷款（264 家创业公司，16.7 亿美元）  

 消费者支付（182 家创业公司，9.5 亿美元）  

 众筹（68 家创业公司，总资金 436 万美元）  

 股权融资（137 家创业公司，738M 总资金）  

 金融研究与数据（79 家创业公司，总资助 824M）  

 财务交易安全（101 家创业公司，1.6 亿美元）  

 机构投资（142 家创业公司，总共资助 781M）    

 国际汇款（59 家创业公司，1.5B 总资金）  

 付款后台和基础设施（181 家初创公司，10.4B 总资金）  

 个人理财（194 家创业公司，2.7 亿美元） 

 销售点付款（164 家创业公司，7.6 亿美元）  

 零售投资（150 家创业公司，1.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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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业（SMB）工具（183 家创业公司，7.3 亿美元） 

 

 

 

 

 

 

 

 

 

 

在这些类别中，消费者贷款，个人理财和 SMB 工具吸引了大多数创业公司，消费者贷款，支付后台，

银行基础设施和商业贷款吸引了最多的资金。图 1 显示了其中一些类别（Venture Scanner 2016）的领先公

司。该报告汇总了北美，欧洲和中国的数据。风险投资者报告中的实际创业和总资金数字与 TFSB 的金融

科技定义进行比较时，TFSB 的蓝图与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  

财政部于 2005 年宣布为金融科技之年。首先，所有国内银行必须在 2015 年底之前提供 12 个网上金

融服务（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5a）。其次，TSFB 宣布推出 11 项大数据应用项目，其中包括房地产信用评

估中的政府开放数据（取消识别），股票交易数据，个人信用卡交易和欺诈统计等 900 多项财务相关数据

集（Data.Gov.Tw 2015）。第三，金融科技公司投资（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5c），银行的持股比例从 5％放

松至 100％。第四，TSFB 设立了金融科技办公室，推广基金和创业基地（金融监督委员会 2016a）。最后，

TSFB 在 2016 年发布了金融科技白皮书（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6a）。台湾政府的目标是吸引 50 亿 TWD 的

资金和至少 30 个创业公司。 

在这些行动中，有些是允许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相关公司经营表 2（金融监督委员会 2016a）

所列数字金融业务的法规。其中“银监会金融控股公司投资条例”（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5c）允许银行和

金融控股公司投资金融科技公司并拥有 100％的股份。另一条规定是“主管机关确定为财务相关行业的信

息服务与金融技术产业规定”（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5d）进一步明确了金融与金融控股公司投资银行业务

的范围。附录 A 提供了这两个规定的详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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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监“金融监管委员会 2016c”概述了确定以下主要发展方面的战略框架（见图 2）：付款，保

险，贷款，人力资本，投资管理和市场供应（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6c）。 

共同竞争理论   

合作描述了一个战略框架，使组织能够对行业内的玩家进行分类（Brandenburger 和 Nalebuff 1996）。

该模型采用博弈论中的知识来观察和解释同行业以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   

表 2 监督数字金融发展的政策法规 

日期 题目 目的 单位 目标行业 

1995.5 个人电脑和网络银行的合约模板 允许银行提供网上银行业务财

政部 

财 政

部 

银行业 

2014.1 证券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让证券公司开展股权激励 台 北

外汇 

众筹 

2014.8 保险公司在线保险行为的规定 允许保险公司提供在线保险 TFSB 保险 

2015.4 证券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让证券公司提供股权激励 TFSB 众筹 

2015.5 电子支付机构法 允许具有第三方支付许可证的

银行和非金融公司提供电子支

付业务 

TFSB 电子支付 

2015.6 将“保险公司网上保险行为管理条例”

改为“保险公司电子商务行为管理办

法” 

放宽 2014 年发布的一些规定 TFSB 保险 

2015.8 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投资金融科技公

司的规定 

允许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投资

金融科技公司，增加持股比例 

TFSB 银行业，保险业

以及相关的金

融科技公司 

2015.9 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技术产业条例由主

管部门确定为财务相关行业 

定义信息服务业和金融技术产

业 

TFSB 银行业，保险业

以及相关的金

融科技公司 

 

Bradenburger 和 Nalebuff（1996）认为，合作和竞争在每个行业都是存在的，并且是可取的（Levinson

和Asahi，1995）。当所有玩家都专注于市场增长时，他们必须合作以增加所有玩家的利益（Hill和 Lynn 2003）。

同时，竞争根据市场份额分配个人玩家的收益。该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来观察玩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选

择是否导致游戏的不同结果或结束状态。此外，它帮助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识别和解释企业环境中的潜在



 

 

 
 8 / 24 

 

No.201720 

机制，以及企业如何将这些机制改变为其优势。“价值网”是共同竞争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个理论有四种

类型的玩家： 

客户：公司指导其产品和服务的各方。作为回报，钱从客户到公司。供应商：向公司提供资源的缔约

方。作为回报，钱从公司到供应商。   

竞争对手：定义取决于观点： 

 客户观点：“如果客户拥有其他玩家的产品而不是自己拥有产品，那么客户可以减少产品，您的竞

争对手就是您的竞争对手。”您的产品可以替代竞争对手的产品 - 您的市场份额将会增加 直接降低竞争

对手的份额。   

 供应商的观点：“如果供应商在为其他供应商提供供应商时，供应商提供资源的吸引力较低，那么

您的竞争对手就是您的竞争对手。”所有公司与其他组织争取数量资源 ，质量和价格。  

补充：定义还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客户的观点：“如果客户拥有其他玩家的产品，而不是自己拥有产品时，客户可以更多地重视产品，

那么玩家就是您的补充。”补充者是竞争对手的倒数，因为对产品的需求将增加需求为您的产品。   

 供应商的观点：“如果供应商在为其他供应商提供资源的同时为供应商提供资源更具吸引力，那么

一个玩家是您的补充者”。当市场很小时，很难通过猜测获得资源。当市场增加时，供应商开始调整其产

品，并使所有收购公司的采购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重要的是，单个玩家可以有多个角色; 玩家可以同时兼顾竞争对手和补品。 市场参与者可以在“看

不见”物流方面进行合作（例如制定共同标准或回报渠道），并在“可见”市场份额方面进行竞争。   

作者进一步提出了五个维度（PARTS），以确定改变游戏的策略，给玩家自己的优势。 

玩家：玩家可以使用 Value Net 来识别和分类游戏中的当前玩家。公司可以检查价值网中的所有参与

者，并确定个人（客户，供应商，补充者和竞争对手）的角色。将更多的玩家带入游戏可以对公司产生积

极影响（例如，增加供应商可以降低成本；额外的补充者增加公司产品的价值；并且可以引入竞争对手以

给予顾客他们有选择的感觉）。   

附加价值：附加价值是衡量个人玩家从价值网中获得的利益的指标。一家公司可以从其他玩家的角度

确定其附加值，并采取行动来增加这一附加值，以提高盈利能力（例如，一家公司可以提供忠诚度计划来

提升客户忠诚度，或吸引更多的补充者到价值网增加自己的附加值）。 

规则：在每个企业中，许多书面和不成文的规则适用。规则可以是政府规则，与供应商的合同，与客

户的合同以及一般的市场规则。虽然许多规则不能改变（如政府规则），但合同提供了更小规模地改变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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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机会。   

战术：战术被定义为“玩家采取行动塑造其他玩家的看法”。Brandenburger 和 Nalebuff 认为玩家总

是根据玩家对现实的看法采取理性行动。公司可以通过故意发出某些信号来影响其他玩家的看法和行为。

然而，有必要意识到这些看法能够影响他们。 

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游戏并不孤立，但通过其玩家与其他游戏相关联。一家公司可以将业务扩展

到其他游戏，当它为其他游戏增加价值并提高其盈利能力时。另一方面，一家公司可以在连接游戏时分开

维护两个游戏，从而使其传统业务成为可能。通过识别互补市场，通过合同中的特殊条款或通过影响其他

玩家的看法来实现链接和解耦。 

台湾银行业:  

台湾的银行业价值数万亿元，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和监管。占台商业的 6.56％，台湾所有就业机会的

百分之七点四。截至 2016 年 6 月，台湾共有 39 家国内银行，国内分行 3,433 家，海外分行或代表处 464

家（见表 3）。 数据表明，您可以每 3.7 平方米找到一个银行分行，平均每 1.32 平方公里。对于只有 2300

万人口的小岛，银行业竞争激烈。 总的来说，台湾银行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9 - 1960 年（初期）：贷款市场成立   

1961 - 1989 年（发展期）：股市，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出现 

1990 - 2012 年（巩固期）：银行业自由化和国际化的重要时期，重点放松管制，包括（1）允许外国

银行设立分行，允许设立新的商业银行，允许建立经济折叠公司，允许公共部门银行私有化等。 

为了解决金融数字化趋势，TFSB 在 2014 年以后主动宣布放宽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因此，我们可以

称 2014 年为第四阶段的开始 - 创新时期。 

政策和监管障碍   

在台湾，银行业受到高度保护和监管；银行禁止从事任何没有相关政策或法规的业务。   

因此，当政府要求所有的银行从事创新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此外，新创业公司的限制或法规太

多。例如，新创业公司申请第三方付款许可证的最低资本是 1000 万美元。此外，金融科技公司无法制造

硬件，必须从金融企业（包括金融控股公司，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子公司）获得的年营业成本

或营业收入的 51％以上。法规也使得诸如 P2P 投资者的外国金融科技公司难以进入台湾市场。 

案例研究银行   

目标银行（T 银行）隶属于金融控股公司，全球排名前 250 位，台湾前 5 名。拥有 190 家分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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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海外分行/代表处，5000 多名国内员工（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6b）。表 4 比较了 T 银行与主要业务领域

的其他国内银行业务（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6b）。 

总体而言，T 银行的实力是企业融资，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与其他顶级商业银行相比，T 银行个人

理财业务疲软。2015 年，T 银行将电子金融部门更名为数字银行部门，宣布开展数字银行业务，包括网上

银行，电子支付，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分析等业务。T 银行董事长的目标是通过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分析，将

个人金融作为另一个明星企业。因此，该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人工智能，Blockchain 和 Maker Base 工作

组，以搜索市场上最佳的解决方案提供商或创业公司。团队成员包括数字银行，信息技术，个人金融，企

业融资，风险投资，外汇市场，恭维和立法等部门的监事。这些小组由两位副总统领导，直接向总统和主

席报告。经过 7 个多月的努力，T 银行确定了最合适的目标，并在 2016 年完成了其首次投资。该工作组

继续寻找其他合适的候选人。 

金融科技投资的战略目标   

与外部技术供应商签订购买合同对台湾银行非常普遍。然而，寻找一个补充者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完全

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因此，T 银行确定以下战略目标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   

寻找战略合作伙伴，而不是仅定位投资回报率    

寻找一家能够与 T 银行员工共同开发独特金融服务的科技公司    

寻找具有创新专长的新创公司或小公司。 

增加了金融科技公司的价值   

该工作组首先对现有供应商清单，金融科技相关报告或竞赛进行了调查，并从内部和外部渠道中提出

了编制包含 36 家金融科技公司或金融科技公司的清单的表格（表 5）。然后他们在第一轮筛选中审查并

讨论了每家公司，并选择了 16 家进行现场考察。   

下面介绍了金融科技类别的工作组的见解。 

支付 

金融科技公司在支付类别中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三方支付和销售点支付。第三方支付公司在 2015

年吸引了所有银行的关注，因为这些公司将在在线，离线和在线到离线环境中提供服务。2015 年 5 月，

TFSB 公布了“电子支付机构法”，监督第三方支付机构。该行为允许银行和非金融公司申请第三方支付

许可。五家非金融公司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获得批准，其中每家公司都以第三方支付为核心业务，与 PayPal

相似。此外，10 家银行（包括 T 银行）和 12 家电子商务公司也可以提供第三方支付，尽管这不是他们的

核心业务。电子支付服务已经在所有 10 家银行开始运营，但到 2017 年，五家第三方公司都不能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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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第三方支付公司是非常欢迎的银行投资，以形成更强大的联盟。因此，他们将持股比例限制在 5-10％，

以便拥有更多的银行合作伙伴。虽然第一方支付一开始就引起了很多关注，但由于利润率偏低，银行预测

只有一两家公司能够生存下去。销售点支付是主要客户是实体零售商的其他类型的支付公司。这些公司主

要向零售商提供 POS 系统。过去信用卡阅读器和 POS 系统是不同的设备，商店通常需要准备四个信用卡

读卡器，一个预付费读卡器和一个 POS 系统。由于硬件（一体式读卡器与云端 POS 功能）和软件（集成

支付 API）的集成，一体化智能 POS 系统可以满足零售商的各种支付需求。另外，一体化智能 POS 系统可

以通过 TSM，HCE，TSP 和 QR 码技术，接受各种支付工具，包括现金，信用卡，预付卡，礼品卡等支付

类型。一家知名的 POS 公司成为 T 银行首个金融科技投资目标。稍后会介绍更多细节。 

银行基础设施和系统集成   

该工作组滤除了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公司只关注其当前的业务，并没有准备好

迎接更高层次的挑战。因此，他们没有选择银行基础设施和系统集成公司进行在线访问。   

P2P 贷款   

TFSB 倾向于没有制定任何有关 P2P 借贷的规定（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6d）。另外，TFSB 鼓励银行与

P2P 公司就贷款业务进行合作。目前市场上有两家 P2P 公司（ https://www.lend.com.tw 和

https://lnb.com.tw/）。尽管个人贷款和公司贷款不难被银行批准，但许多银行，包括 T 银行，正在准备建

立自己的在线借贷平台，而不是与 P2P 公司合作。例如， SinoPac 银行的 bidmoney 平台

（https://bidmoney.sinopac.com）是银行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 P2P 平台。预计在这两年内会有更多类似的

平台出现。 

大数据分析   

大型数据分析公司难以与大型分析公司（如 SAS，IBM 和 TaraData）完成。因此，当地的大数据分析

公司都专注于中文文本挖掘的技术。由于其独特的特征，中文可能是执行自然语言处理最难的语言。由于

银行的数据包含敏感的个人信息，T 银行更有兴趣购买或培养自己的分析团队。这些本地分析公司可以成

为智能自动客户服务的解决方案提供商，并将其产品出售给所有银行。他们不想成为一家特定的银行独家

公司。 

区块链 

区块链是另一个引起了人们关注的领域。Maicoin 和 Gcoin 是台湾两家主要的潜在银行合作伙伴。此

外，TFSB 还将块链作为金融科技行业的重要基础。因此，TFSB 正计划为所有银行设立国家块。块链包含

两个主要流，虚拟货币流和信息流。现在银行对信息流的方面更感兴趣。四家银行将与 Maicoin 合作。另

外两家银行将与 Gcoin 合作。CTBC 银行刚刚宣布加入 R3 联盟。因此，未来可以期待更多的对银行块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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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T 银行董事长还分配了一个工作组来搜索块链合作伙伴。因为相关信息是分类的，所以在本文中不能

再显示进一步的信息。在现场考察之后，T 银行从大多数候选公司转移，原因有几个：（一）T 银行难以

与这些公司开发独特的金融服务（无附加值），因为它们更像是解决方案厂商; （b）每股股价（PE 比）

过高，（c）最近的分析显示，现金和信用卡仍然是主要的支付工具（分别为 59％和 58.1％）（市场情报

与咨询学院 2016）。另外，人们可以在任何超级市场上提取/提供现金，支付交易费用，购物网购物品和

购买电子票。世界上超级市场（超过 10,000 家）（台湾今日 2014 年）的密度最高，台湾方便。其他付款

方式是否可以成为主流还有待观察。 

选择金融科技候选人的标准   

由于银行不知道如何使用技术和技术设计创新的金融服务，公司不知道如何将其知识应用于融资，T

银行难以识别合格的候选人。因此，由于金融科技公司数量有限，他们没有识别出超过一名候选人在该领

域的潜力。 

合作者还是竞争对手？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例如移动支付或电子钱包，T 银行倾向于作为合作者而不是竞争对手。T 银行将

这些产品视为对所有银行“必须”的服务，他们可以从解决方案供应商处购买。他们的目标是与其他银行

竞争一些独特的金融服务，如中小型企业的 P2P 平台。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找不到一家公司。   

投资   

在 2016 年春季，T 银行投资了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根据几项战略考虑提供智能 POS 系统。首先，零

售商目前倾向于拥有三种不同付款方式的设备。智能 POS 系统将小型移动设备中的各种支付选项集成在

一起，这对于 T 银行零售客户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二，T 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是补充;后者是台湾顶级零售

商的主要 POS 系统供应商。由于 T 银行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实力，可以帮助金融科技公司将其市场份

额扩大到中小型零售商。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协助 T 银行扩大个人理财业务，这是一个关键目标，

特别是在发行信用卡或亲和卡方面。最后，智能 POS 系统包含企业资源计划（ERP）模块，数据分析（基

于云）和数据可视化（云端），以跟踪零售商的日常业务活动。它使 T 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开发创新的金

融服务，并将 POS 系统用作客户端界面。 

讨论和评估   

金融科技的发展规章制度   

政府法规和政策大大影响了行业的发展。最着名的案例是 1982 年放宽管制对美国电信业的影响，导

致了行业的自由化（洛杉矶时报 1995 年）。因此，研究人员应该跟踪一系列放松管制如何塑造台湾的金

融科技行业发展。同时，目前的法规限制了一些海外金融科技公司在台湾提供金融服务。根据作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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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放松管制将会继续下去，尽管银行业将来将保持其独特的地位和高度的政府保护。 

银行，技术公司和客户还未对金融科技做好准备 

与其他国家相比，台湾在实际发展，客户采用和立法方面落后于金融数字化革命。看来台湾的银行已

经受到保护太久了。银行，技术公司和客户不是“金融科技准备好了”。T 银行董事长兼总裁也感受到这

个问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与初创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因此，T 银行将成立一个制造基地，并分配一批 T

银行的员工与这些公司进行研发合作。对这些努力的后续研究将是有益的。 

移动支付是另一个例子。在 2015-2016 年，苹果支付，线支付，WeChat 支付，支付宝和国内第三方

公司通过 TSM，HCE，TSP 和 QR 码技术（财务监督委员会 2016c）推出了各种创新的付款方式。然而，根

据 TFSB 统计，信用卡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付款方式。大多数以移动付款计算的交易是与应用程序相关的信

用卡交易。在这些创新性支付技术中，WeChat 支付和支付宝在 2015 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每年的消费额

可能达 600 亿 TWD，来自中国的游客约占台湾每年游客的 35％。因此，虽然只有来自中国的游客才能使

用这两种付款方式，但三家银行与支付宝合作，四家银行与 WeChat 支付合作。这些银行对中国游客和跨

境电子商务交易和跨境学费付款感兴趣（约有 8000 名中国留学生在台湾读书）。大量新的移动支付选项

在这些支付公司/技术如何协作或竞争方面开启了另一个研究课题。 

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复杂关系   

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有着复杂的关系。T 银行选择与其他银行合作，“必须有”金融服务，但与独特

的技术服务竞争。作者认为，其他银行有相似的策略，因为一些金融科技公司拒绝保留“xx 银行独家”，

特别是当他们的产品更像“必须”的服务。因此，这些公司欢迎来自银行的投资并限制其持股。另一方面，

由于特定银行的投资比例很高，创业公司可能会喜欢“独家”方式。但是，今后将不会与其他银行取得合

同的潜在风险。 

比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策略   

T 银行与其他银行合作，通过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通过与其他银行帐户或信用卡连接第三方钱包

或应用程序，“必须拥有”金融服务（如移动支付）。由于这些第三方公司旨在培育自己的支付生态系统，

作者将此称为自上而下的策略。另一方面，Finco 公司 T 银行投资了二十多年，一直在零售行业作为解决

方案提供商。它拥有坚实的买家基础，并且了解买家的需求。显然，自下而上的策略对 T 银行更有吸引力，

因为合作可以帮助银行拓展业务，发现新的“蓝色海洋”。   

台湾在不久的将来难以生产金融科技的破坏者台湾并不是金融科技创业公司的友好环境：这个行业的

公司面临着高入门壁垒，高竞争力和对新挑战者没有吸引力的市场规模。二是大部分金融服务非常便利，

服务费低。因此，客户可能会觉得创新的金融服务优于现有银行的服务。然而，采用率将会很慢，就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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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与移动支付一样。第三，传统金融机构受到政府的高度保护。换句话说，政府不想要破坏者，因为它

们会破坏这些传统金融机构的基础。因此，台湾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会生产金融科技的破坏者。相反，

几乎所有金融科技公司都将是合作者，旨在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解决方案。 

结论   

案例研究揭示了在寻找金融科技投资目标过程中的战略考虑。台湾政府似乎打算培养金融科技合作者

而不是破坏者。在台湾的金融科技行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观察公司如何在特定金

融科技领域进行合作或竞争的长期发展。 

 

原文链接：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40854-016-0037-6 

作者单位：博伊西州立大学。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40854-016-0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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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块链技术：原理与应用 
 

 

作者：Marc Pilkington，何昕 编译 

 

导读：该文阐述了区块链技术及其一些尖端应用的主要原理。首先介绍区块链的核心概念。其次，

勾勒出了向混合解决方案的转变，总结了分散式公共分类帐平台的主要特点。第三，展示了为什么区块链

是一个破坏性和基础性的技术，揭示了公共分布式分类帐的潜在风险和缺点。 

 

在区块链出现之前，数字现金已被概念化为具有中央服务器的信任，以防止双重支出

（Chaum，1983）。尽管主要的加密进展，未能确保集中化，匿名性和双重支出预防之间的

兼容性，最终使这种新形式的资金的可行性受到质疑。三十年后，比特币在全球市场上获得

了臭名昭著，通过以基于工作证明的共识机制取代中央服务器的签名（Back 等，2014，p.3）。

Chaum 的思想实验的新颖性和改进是块式技术允许的支付系统的分散性，从而引发了超越全

球支付，公司治理，社会制度，民主参与和资本市场运作的新时代（Wright 和 De Filippi，

2015，p.3）。 

区块链技术的先驱   

加密经济：密码技术借鉴了密码学的科学，并允许在存储或通信中保护敏感信息（组织，

机构或个人）。最初设计用于信息安全系统（Saper，2013）。   

密码经济是一个“经济体系，它不是由地理位置，政治结构或法律制度定义的，而是使

用加密技术来限制行为代替使用可信赖的第三方”（Babitt和 Dietz，2014）。因此，随着

密码经济学的兴起，新一代的经济学正在出现，这可能被定义为“研究管理分散数字经济中

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协议的正规学科。Cryptoeconomics 是一种专注于这些协

议的设计和表征的实用科学“（Zamfi，2015）。   

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确保在公钥加密的帮助下消除双重花费问题，从而每个代理分配

一个私钥（密码保密）和与所有其他代理共享的公钥。当硬币的未来所有者（或数字令牌）

将其公钥发送给原始所有者时，将开始交易。硬币通过散列的数字签名传送。公钥是存储在

区块链中的加密生成的地址。每个硬币都与一个地址相关联，而加密经济中的交易只是一个

硬币从一个地址到另一个地址的交易。封锁的突出特点是公钥从不与真实世界的身份相联

系。交易尽管是可追踪的，但在不泄露自己的身份的情况下能够实现;这是与法定货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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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差异，除了（不可追溯的）现金交易外，与具有法人资格（无论是身体的还是法定的）

的具体经济特务有关。下面的图 1提供了块开发技术开发和部署中主要转折点的简洁年表。 

随着 Bitcoin XT 0.11C 在 2015年 8月的正式发布，比特币世界被核心开发人员内部的

技术和近乎本体论的辩论所震撼，关于分块的可能性，从而增强了时序，执行和可扩展性的

加密货币（Cotillard，2015）。 

付款终局：付款终局是“通过转移资金和转让不可撤销和无条件的证券履行义务”（2003

年付款和结算系统委员会，第 496页）。在一个法定货币的世界里，付款最终性是在涉及付

款人，收款人和作为“货币”的银行的三角支付结构内与银行货币有关的概念（Rossi，2004

年，第 3 页）。事实上，这个“gobetween”在所有付款之前都需要信任的第三方，直到密

码币的出现。然而，后者是无信任的协议，免除可信赖的第三方。 在加密经济中赋予支付

最终性的意义与传统的银行体系不同：一旦交易被包含在块中，交易就是最终的，从而可以

被许多来源同时验证（Dwyer，2014，p.4）。 

矿工和计算问题解决 ：区块链是通过解决困难的计算问题来丰富网络参与者（也称为

“矿工”）的子集的事务记录链。矿工们（和匿名）在网络上竞争以最有效的方式解决数学

问题，从而将下一个块添加到区块链。块奖励（即新建的硬币）被发送到矿工的公共地址。

如果矿工想用这些硬币，他必须用相应的私钥签名。当系统范围内的采矿能力增加时，开采

新块所需的计算问题也是困难的（Böhme等，2015，第 218页）。 调整这个难度级别以保持

块生成速度不变，大约十分钟（Dwyer，2014，第 5页）。  

早期的采矿主要是通过中央（或图形）处理单位在家用电脑上进行的。随着复杂性的增

加，算法需要采用特定应用集成电路（ASIC），云计算挖掘和采矿池的更强大的挖掘技术。

21公司是自称首款 Bitcoin 计算机，旨在通过嵌入式采矿创新（Srinivasan，2015）彻底改

变采矿业和半导体行业。BitShare是可能嵌入数百万互联网设备的采矿芯片，共同开采新货

币。这些新的加密货币流都解决了支付小额支出成本的问题，并通过自己的芯片融资

（Niccolai，2015），提出了一个新的密码商业模式。技术细节尚不清楚，但是如果后一种

创新被复制和广泛采用，这将是整个加密经济的游戏规则。 

哈希和散列函数 ：封锁的本质是在经济或货币化之前是信息化的，有利于许多新兴和

越来越流行的无符号块。它广泛依赖于散列和散列函数。散列（输出）是原始信息（输入）

的变换的结果。散列函数是一种数学算法，它接受输入并将其转换为输出。加密散列函数的

特征在于其难以恢复，换句话说，从其哈希值单独重新创建输入数据。 这被称为碰撞阻力。 

工作证明和证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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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列码工作功能是比特币协议中块生成的核心。需要接受新的块的加密工作证明。为了

验证交易和计算工作证明，Bitcoin依赖于称为双 SHA256散列算法的加密散列函数，其中目

标是所有比特币客户端共享的 256位（即非常大）的数字。目标越低，生成新块越困难（和

处理耗时）。要使块有效，它必须散列到小于当前目标的值。每个新生产的块都承认已经完

成了这项工作。   

证据证明是对某些 altcoins（Bitcoin除外）已经实施的工作证明的替代方案，而另一

些则依赖于混合协议（Graydon，2014）。与按照矿工的相对散列率（即其采矿权）成比例

地分割块而不是按照现有的矿工财富按比例拆分桩块。Buterin（2014b）认为，证明证据比

工作证明（非浪费协议，51％攻击的可能性降低，可能更快的区块链等）具有许多明显的优

势。 

Vitalik Buterin的区块链定义   

区块链是一种神奇的计算机，任何人都可以上传程序并使程序自行执行，其中每个程序

的当前和所有以前的状态总是公开可见，并且具有非常强的经济性 有力的保证，在链上运

行的程序将继续按照区块链协议指定的方式执行。 

这个定义可以说是缺乏科学严谨性（“魔术计算机”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讨论并突

出显示它省略的功能是有用的。Buterin不是指经济学家的“分类账”，“金钱”或“交易”，

而是指出，块状链的本质是信息和流程，而与货币领域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区块链可

能没有底层的标记。同样地， 

如果我们修改“数据库”模式，以便每行可以表示多个资产，而不是区块链的本币，那

么我们可以完全摆脱该货币。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区块链，作为在任何类别的资产

（Greenspan，2015，重点在于原始的）的同伴金融应用中实现共识和安全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这个概念不是由所有加密专家共享的：“硬币是网络激励机制维持其安全性

的组成部分；两者存在共生关系“（Swanson，2015，第 8 页）。同样，对于技术企业家杰

里米·艾莱（Jeremy Allaire）（2015 年，由 Byrne，2015年引用的重点），   

[经常听到]区块链的有趣但是“货币”或价值的存储不是很有趣。这只是一个谬误。它

们是不可能分开的。必须有一个用于移动价值的令牌的基本价值，而且必须有一个激励系统

来创建该令牌和该令牌的交换。这是系统工作的唯一方式...这是一件很多人都认为不了解

的事。 

同样，这个问题由 Gideon Greenspan（2015）进行了严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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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erin 不将概念定义与任何特定的共识算法或区块链的技术属性相联系。比特币算法

不是区块链的定义特征，而是其应用。区块链是网络用户采取的动作的可见（虽然是无形的）

结果。区块链是围绕一个网络进行构建的，这个网络本质上是进化的（Pilkington，2016，

即将出版）。该进化过程可以通过状态转换函数来映射，描述在给定状态下接收到给定输入

时移动到什么状态。同样，Buterin 正确地禁止指定任何状态转换功能。 

我们发现 Buterin的定义对于以前所讨论的核心概念“加密经济”和“支付最终性”本

身不是定义特征，而是主要区块链应用的基本特征，延伸到货币和经济领域。 

私人，公共和混合区块链   

每个互联网用户均可访问公共分散帐目。公共性质源自于每个人在确定哪些块被添加到

链条中的自由和无条件的参与以及它目前的状态（Buterin，2015b）。这些完全分散的区块

链基于验证目的的工作证明（或证据证明）的共识机制：“在比特币的情况下，”最长的链

条 - 具有最多工作证明的链条“ 被认为是有效的分类帐“（Swanson，2015，第 4页）。 

在完全私有的分类帐中，写权限由决策的中心位置进行监控。读权限是公开的或限制的

（Buterin，2015b）。私人区块链相当于一个许可的分类帐，由此知识业务（KYB）和知识

客户（KYC）的组织过程使白名单（或黑名单）的用户身份。公私块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分

散在多大程度上，或者确保匿名。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部分分散”的块（Buterin，2015b）

的连续体（Brown，2015，Allison，2015），而不是严格的公共/私人二分法。部分分散化，

也称为“联盟区块链”（Buterin，2015b），构成了低信任（即公共区块链）与单个高度信

任的实体模型（即私人区块链）之间的混合。   

分散式公用平台的特点   

比特币是第一个分散的公共分类帐，并已经获得了全球的地位。虽然我们仍然远离大规

模采用，但比特币的成功将被归功于被称为区块链的基础创新。什么是区块链？它只是一个

由各方通过互联网或替代分布式计算机网络共享的安全公共分类帐平台。除了无令牌应用程

序的显着例外，区块链的巡视是为了消除对可信第三方的保证交易的需要。之后，我们列出

了公共分类帐的五个重要特征。 

发送，接收和记录价值的协议   

当扩展到（加密）货币领域时，块状链不过是价值转移系统的延续，这是美国专利的技

术创新。在 1998 年（Jones＆Higgins，1998）。早期价值转移系统体现了价值存储，加密

和密码公钥/私钥配对的概念，是现代加密货币的核心。区块链技术与这些原始前辈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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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在于网络的分散化。根据 Benkler（2006 年第 62 页）的定义，“e”ecentralization

“描述了许多代理人的行为凝聚的条件，并且是有效的，尽管事实上他们不依赖减少其意志

数量的人数指导有效行动“。大多数支付平台（如 Visa）都依靠私人安全通信网络，尽管

“VISANet连接有线，无线和互联网进行处理”。Visa拥有其物理和虚拟节点（Khan，2012）

的事实使其网络具有集中的性质。虽然采矿行业的主要参与者的出现有利于新的集权化趋势

（Sams，2014，Böhmeet al。，2015，219-220），但比特币最初被设计为分散式网络（Nakamoto，

2008，p.4）。因此，区块链纯粹是基于互联网的，而比特币的封锁是分散的。由于互联网

的巨大网络效应，分散化水平远远高于第一个价值转移系统。然而，目前的权力下放水平越

来越受到组织出现和采用私人集团的质疑（见下文）。 

基于互联网的价值集装箱：硬币或令牌   

不包含所有“分布式应用程序/分类帐”块集合（“同上”）的“加密货币”组块（Byrne，

2015）是现代价值转移系统，即用于发送，接收和记录价值的协议 在一个公共分类帐上。

没有价值容器的存在就不可能传递价值。这就是经济学家强调账户功能的单位，称之为金钱

（Schmitt，1984，凯恩斯，1930，Innes，1913）。 

使用金钱并不一定意味着金属货币的实际存在，甚至没有金属价值标准的存在。 我们

习惯于这样一种制度，其中美元或主权的一定金额对应于一美元或一磅的金钱，我们不能容

易地相信，如果没有一个主权或一美元，没有金子可能存在一英镑，明确的重量的银元

（Innes，1913，p.377）。 

利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92）发展的叙事，巴恩斯（Barnes，2015）

提供了一个有洞察力的历史比较，即块状原则和直径达 3.6米的称为雷伊的石头硬币，用作

太平洋岛屿上的货币工具。石头虽然很大，但其实并不重要。什么重要的是所有权和交易的

连续记录，将有助于确定在某一时刻，谁的硬币的合法所有者的精确度。今天的区块链模型

的工作方式相同：公共分类帐或数据库只是一种更现代化的方法来绘制密码货币的实际转移

和所有权。价值集装箱被称为硬币，一个令人想起货币词汇领域的术语，事实上，硬币的主

要目的（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正是在一个社会成员之间携带价值。然而，价值集装箱

可能包含一个平价货币单位或金融工具，这将破坏其正式的虚拟货币状态。严格来说，价值

集装箱（或令牌）和货币因此不是同义词。 

协同努力激励   

通过复杂性理论镜头分析的比特币生态系统脱离了主流假设，如理性，均衡和自身利益：

矿工是有兴趣的，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从采矿活动中获益未来。然而，密码货币的可行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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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矿工之间的利他主义意识，当个人和系统性激励相一致时才确保。尽管有个人动机的存在，

可能存在与达尔文原则主导的新古典主义经济舞台形成鲜明对比的合作行为方面

（Pilkington即将出版的书）。 

个人和系统性激励措施的一致性是一个开创性的计划，“引导努力和人力资源对公共账

簿进行各种记录和验证活动”（Evans，2014，第 3 页）。在比特币生态系统中，分散的公

共分类帐在劳动和计算机处理时间上是密集的，从而反映了矿工如何得到回报（同上，第 4

页）。 

开源许可证和治理机制   

Buterin（2015a）强调的一个中心特征是允许更改公共分类帐货币平台或无令牌的区块

链应用程序的软件的许可模式。标准的开源许可证是至关重要的，以便用户可以以协作方式

修改平台（Evans，2014，p.4）。   

开源是一种使软件能够利用分布式同行审查和流程透明度的开发方法。它与可靠性，灵

活性和降低的成本相提并论（开源倡议，2015）。开放式开发方法（ODM）或社区主导的发

展一词被用来描述这种新的治理模式，其中重点主要是协作和用户社区。 

系统的不变性   

不变性是区块链技术的特征（Coletti，2015）。Derose（2015b）认为，不可变性或篡

改的抵制是赋予其对密码币的内在价值，这得益于革命性的特征，即“在全球范围宣布真相，

没有权威中心的能力，无论什么任何人都改变这个道理“。   

区块链概念的某些特征可能会放松（参见下文），但不是永久性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个区块链不需要是一个共享的分类帐，也不需要一个分布式的共识。只要数据/状态是

外部可验证的，并且所有数据都是不可变的“（Swanson，2015，第 59 页引用的匿名评论者）。

如果不可变性最终使密码货币本质上值得交易，那么它可以是完全集中的这必须是所有人最

重要的特征。比特币的诞生自成立以来是否遇到失败？2013 年 3 月 11 日，这个网络被证明

是功能失调的，叉子的出现导致两个并发的比特币网络，两个不同的区块链并行运行，其中

一个被几个小时后被矿工社区抛弃（Buterin，2013）。Buterin（同上）描述了一个更严重

的错误，在 2010 年 8 月触动了网络，但没有任何严重的后果。他解释了事件的技术细节，

类似于一个整数溢出的错误，需要重新发布 Bitcoin 软件，导致区块链的一个 fork 有一个

新的有效链超过旧的。尽管发生了这两起事件，但 Bitcoin分销账单至今仍然不变。 

混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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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使用的技术一直为中央向群众转移权力（Buterin，同上）。同样的方式，通过大

而昂贵的时钟塔的时间的确定和交流也是少数民族手中权力集中的一个证明，几个世纪前的

早期工程革新使得个人的时间跟踪得以实现（同上）。该块与传统银行背后的基本原则背道

而驰。银行家倾向于集中所有有关付款，交易和信息的贷款，在计算机系统中存储和记录相

应的数据。这是银行家的业务关于：存储钱和关于钱的信息。区块链技术可能对银行业整体

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将审查可以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潜在应用（见下文）。   

Derose（2015a）对于区块的显著功能表示赞赏，不仅消除了对可靠的第三方货币价值

转移的需求，而且将交易成本降至接近零，并实现快速交易。Derose的乐观情况有保证吗？

尽管密码技术无疑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基于工作证明的协商一致协议也很慢，需要长达

一个小时才能合理确认付款以防止双重支出”（Kwon，2014年，第 1 页）。Bitcoin的系统

开发人员和当前的 Blockstream 的 CTO Maxwell（2015）提醒我们，传统的货币体系基本上

是以信任为基础的，而维护成本高昂，而且不可预测地受到侵害。代理人必须信任银行，移

动资金的各方以及进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区块链技术通过数学定义和机械可执行的规则

之一替换基于信任的系统（同上）。在全球支付行业，审计人员，法律专家，付款处理者，

经纪人等提供了大量的特遣队服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块式技术中断了第三方交易验证者，

从而将现代时代的脱媒过程推向了未知的领域。 

Swanson（2015，第 12 页）询问是否存在“使用分布式共识机制透明和安全地传输价值

的方法，而不需要昂贵的工作验证方法”？完全分散的分布式分类帐功能与匿名验证器（证

明 - 工作方法），创造真实记录。相反，具有已知验证者的分布式共识分类帐的表现将赋

予那些不遵守协议的人的权力？使用两个虚构代理人 Bob和 Alice的例子，Swanson（同上）

显示，第二种情况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际信任的需求，甚至超过第一种情况。  

Buterin（2015b）已经确定了不可变的公共分类账固有的几个弱点。首先，在某些情况

下，如土地登记处，可逆性是块的理想财产，因为政府不可控制的登记册风险根本不被承认。

Buterin（同上）承认，具有明智合同的公共分类账允许政府进入游戏，细分这一结论，而

不会破坏它（同上）。第二，隐藏经济学中广泛记载了控制公共分散网络的矿工勾结引起的

匿名 51％攻击的概念。在已知的验证器的情况下，陷阱被消除。第三，公共分类帐处理的交

易成本较高，而私有的区块链接数较少的高处理节点则可实现成本效益的交易。Buterin（同

上）指出，由于可扩展的区块链技术，存在一个渐近的趋势，导致公共分类帐的长期成本与

高效率的私有业务相匹配。第四，公共区块链接节点之间的连通性比私有区块链中的节点之

间的连通性小，这增加了总交易最终性的时间间隔。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私人区块链更

快。最后，关于隐私选择的问题，公共分类账难以与私有的区块链竞争和他们对读取权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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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同上）。 

对于 Waldman（2015），被许可和无权限块之间的区别是自由裁量之间的区别，其中节

点表示可识别的成员，匿名的反向散列块（例如，Ethereum和 Bitcoin）。后者“优先考虑

可预测性和权威性”，而前者则“优先考虑参与，代表性和灵活性”（同上）;它们只是不

同的工具，用于不同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反散布块是一种在长期运行的，可预测的软件应用程序上部署一种技术，

该软件应用程序只能用于验证角色的人群。一个酌情的区块链是一种通过分布式软件应用程

序来形成和组合社区变化意愿的技术（同上）。   

节点不代表可识别的成员这一事实构成了一些关于抗散剂区块链的伦理问题。在

Ethereum的观点中，“一切都是由代码所决定的”，但是“完全由计算机操作的任何东西都

是一个可能压制的系统”（德菲勒皮引用了施奈德，2014年）。 Buterin（2014a）对 Schneider

（2014）撰写的文章的评论强化了这种谨慎的态度： 

最近，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我对电脑控制系统的想法变得更加舒适：我们的世界已经

是电脑控制的。所讨论的计算机是宇宙的物理规律，人类通过操纵他们的身体部位为这个伟

大的 multisig 提供了投入。在“基层”，没有同情的表情真的存在：获胜的人是可以忍受

最多暴力的人。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也是如此; 当它归结于这个时候，这个枪支的人就有最

终的决定权。然而人类已经设法采取这个基础层，并建立各种其他结构在上面。程序化智能

合同的世界是完全一样的；它只是一套加密的“物理学规律”，您可以构建内容，除了它被

设计成更有效率，同时也是核心的自愿者 - 与“现实世界”不同。 

Buterin对于不可破坏的机器生成合同的无误性的乐观态度受到 Palley（2014）的质疑，

他将人类条件中心放在了舞台：“为什么一个不可破裂的合同的概念有问题？它假设软件可

以在人们之间创造完美的了解，合同中的所有条款都可以用代码（即语言，仍然）来描述。

对于 Guerrini（2015），区块链技术与人工智能的交叉可能会改变人类组织未来的管理实践。

区块链是回答不同需求和目标的尖端信息设备。所产生的“封锁方式”（Buterin，2015b）

取决于一些组织和战略参数。公众与私人块状的辩论归结于经许可和无权验证者之间的分歧

（Swanson，2015，第 25 页）。然而，“分歧者并不是说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更好，而是解决

不同的问题”（同上）。块状世界是公共分类帐数据库和纯私人块状链之间的抽象空间：“这

个空间的定义特征是权力下放的想法。但不要认为权力下放与集权化。想一想连续体

“（Brown，2014）。 

英国央行（Allison，2015 年引用）目前正在反思如何实施分布式分类帐技术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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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同时考虑到连续性的思想，提出薪酬，激励和诚实参与的问题，以确保社会效益的

结果。在几个月前发布的关键报告（Ali等人，2014 年第 6页）之后，这一举措可能会令人

惊讶，表示该机构对于保密密码货币维持高水平分散化的声称能力持怀疑态度。   

因此，数字货币持续使用作为支付系统的重大风险是，他们将无法在成本上进行竞争，

而不会在极限情况下退化为垄断矿工，从而击败其原始设计目标并将其暴露于系统风险（同

上，2014年，第 6页）。   

最后，从长远来看，另一个悲观的消息来源是游戏理论与“悲剧”（Hardin，1968； 

Graydon，2014）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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