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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蔡靜怡

非典型跨大西洋關係

全球投資者、政府、各國領袖與觀察家們，

對於美國總統川普在美中貿易佈局的下一步感

到焦慮時。美國 5 月 31 日宣布，6 月 1 日起

對來自加拿大、墨西哥及歐盟的進口鋼鐵課徵

25%關稅、進口鋼鋁課徵 10%關稅，為期兩個

多月的豁免就此結束。美國盟友都對此舉感到

驚愕不解，甚至揚言以牙還牙，祭出報復措施。

歐盟隨即宣布報復，包括將對一些美國進口產

品加徵關稅。

本期重要內容

◎ 非典型跨大西洋關係

◎ 區塊鏈技術與微型金融  社會永續發展
的新契機

◎ 「2018年APEC性別包容性議題暨婦女
與經濟政策夥伴關係」第1次工作會議
成果

◎ 「歐盟個資保護新規上路 台灣企業嚴峻
挑戰與因應之道」會議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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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穩定的美歐跨大西洋關係分歧亦逐漸

擴大。事實上，在美國川普總統任期開始後，美

歐關係或已漸行漸遠。美歐關係的破口從歐盟整

合、國防預算、經貿、難民、伊朗協議等不斷延

燒。川普發表了大量的反歐言論，引起歐盟國家

的不安與質疑。甚至有將川普列為「歐盟面臨全

球威脅之一」及「歐洲人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

手中」等言論出現。

日前法國總統馬克宏與德國總理梅克爾訪

美企圖打消川普課徵關稅的念頭，結果驗證影

響相當有限。除了鋼鋁課稅議題外，川普對於

2017年美國跟德國雙邊貿易逆差高達 640億美

金，而以及德國並未履行北約 (NATO)成員規定

須有 2% GDP用於國防預算的要求，不甚滿意。

川普藉鋼鋁關稅豁免的手段，等於是  醉翁之意

不在酒」，威脅對歐盟加徵鋼鋁關稅，更想以此

逼迫德國降低與美國的貿易逆差。

在伊朗核協議問題上，美歐雙方立場分歧，

4月 29日，英國首相梅伊分別與法國總統馬克

宏、德國總理梅克爾通電話，一致認可維持伊朗

核協議的重要性。川普於 5月 8日宣佈美國退

出伊朗核協議，並揚言制裁與伊朗貿易的外國公

司。5月 18日歐盟向WTO提出已準備好針對

美國鋼鋁關稅展開報復措施，包括對摩托車及波

本威士忌課稅。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美歐曾經長期主導

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而今，面對川普的不按牌理

出牌，歐盟早已疲於應付。事實上，歐洲的領導

菁英一直期待著川普能符合想像中的領袖風範，

或者現階段的美國只是階段性的現象，美國終將

回歸多邊主義與自由貿易的環抱，這也可能是分

歧的由來。歐盟或應以新的觀點來理解川普，川

普的策略就是交易與價格堆疊出的損益平衡表，

無關人道與民主，渠對於擔任西方陣營的領導者

與負擔責任不感興趣。無論是在軍事安全領域，

還是在經貿合作等非傳統安全方面，所謂「美國

優先」的原則，也是美歐利益再平衡，美歐關係

已超出了傳統的典型大西洋夥伴，同盟關係須重

新塑造。或將從傳統盟友關係轉變為「更加務實

與交易導向的關係」，雙方出現矛盾與衝突或許

將成為必然。

對歐盟所開出的價目表一方面是提高國防

預算到 GDP的 2%以上，一方面則是指責歐盟

貿易政策非常不公平，進行反制以平衡雙邊貿易

收支等。在川普看來，當前歐盟，或許德國不該

再享用參與 NATO不分攤軍費以及持續對美貿

易順差的  免費午餐」。然而，在川普時代，美

國為主歐盟為輔的格局似乎難以改變，歐盟如何

平穩渡過川普任期，甚至迎接美歐大西洋關係的

新未來 ?尤其，在英國脫歐後，歐盟的兩大領

導國家德國與法國如何形塑未來的歐盟輪廓，包

括歐元區、歐盟安全防備及難民議題等。法國馬

克宏總統期待一個更團結一致的歐盟，包括由歐

盟執委會領導的共同財政政策，但梅克爾所屬政

黨公開反對他所提出的歐元區預算計畫及擴大歐

盟紓困基金。或許在面對非典型的美歐關係前，

馬克宏總統與梅克爾總理得先對於歐盟去向達成

共識。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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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個資保護新規上路 

台灣企業嚴峻挑戰與因應之道」

會議紀實

時事
關注

陳翠華

2018 年 5 月 25 日，歐洲隱私權法「一

般資料保護規定」（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 GDPR）生效，為隱私權、安

全性與合規性設定新的全球標準。 GDPR 將從

根本上保護和實現個人的隱私權，為全球樹立嚴

格的隱私權需求，跨國傳輸從「原則許可」改為

「原則禁止」，並採高罰鍰，是史上最嚴格的個

資保護規定，衝擊全球各行各業。台灣微軟於 3

月 20日舉辦「歐盟個資保護新規上路 台灣企業

嚴峻挑戰與因應之道」會議，邀請安候法律事務

所、精城軟體服務等專家，共同探討台灣企業應

因 GDPR之道。

GDPR規範如何管理及保護個人資料，同

時尊重個人選擇—不論傳送資料的位置、處理方

式或儲存方式，是一套龐雜的法規。它針對向歐

盟人民提供商品與服務，或是收集和分析歐盟居

民相關資料的組織實施規則，不論這些企業的所

在位置，因此，將大幅改變企業收集、使用及管

理個人資料的方法。GDPR 的主要元素和特色

為：強化個人隱私權限；確保歐盟居民有權存取

他們的個人資料、更正該資料中的錯誤、清除該

資料、處理其個人資料以及移動資料，來加強歐

盟居民的資料保護；增加保護個人資料的責任；

強化組織處理個人資料的責任，釐清責任歸屬以

確保合規；強制回報個人資料洩露情形； 控管

個人資料的組織必須向其監管當局回報對個人權

利和自由構成風險的個人資料洩露情形，不得無

故拖延，且應盡可能在察覺洩漏情形的 72 小時

以內回報。

GDPR所謂的個資，簡單來說，是指與特

定個人有關的資訊，包括：個人身分和生物特徵

資料，如電話號碼、地址、車牌、健康資料、指

紋、臉部辨識、視網膜掃描、相片、影片、電子

信箱、電郵內容、問卷表單…等。線上定位資料，

如 Cookie、IP 位置、行動裝置 ID、社群網站活

動紀錄…等。GDPR 引進基因資料 (例如，個人

的基因序列 ) 和生物特徵辨識資料的特定定義。

基因資料、生物特徵辨識資料以及其他個人資料

子類別 (會揭露種族、民族血統、政治觀點、宗

教或哲學信仰或工會成員資格的個人資料：有關

健康的資料，或有關一個人的性生活或性取向的

資料 ) 在 GDPR 中都被視為機密個人資料。 機

密個人資料必須給予強化保護，且通常需要個人

明確同意這些資料的處理位置。

因此，安候法律鐘典晏律師強調，各界

不可輕忽歐盟的 GDPR新規，公司只要會接

觸到歐盟公民，擁有他們的個資，或是有歐盟

顧客上門，有歐盟員工，或歐盟供應商，皆適

用 GDPR；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機構，也適用 

GDPR。同時必須有一清楚的認知，資安不等於

隱私保護。從法律觀點來看， GDPR要求的是

「從設計著手保護隱私」，也就是企業在資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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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階段，就必須導入隱私保護。企業在營運和

法遵上都增加了其風險。在營運方面，企業所生

產的產品因 GDPR規範，可能面臨成本增加，

產品轉型等風險；在法遵方面，未符合法規要求

(如跨境傳輸規定 )之服務或產品，將直接失去

市場或高額罰金，

罰鍰最高達 2 千萬歐元，或罰年度全球總

營業額 4%  金額，採最高者。

企業在個資保護上，須注意下列情況：

1、企業對歐盟公民個資保護不周，如資料

外洩或遭到勒索軟體攻擊，導致個資被

竊取、被非法存取、或被分享給無權利

使用的第三方。

2、企業使用歐盟公民個資 ，脫離約定目

的，或缺乏正當性，例如某活動蒐集的

個資，被轉給另一個無關的活動使用。

3、未給予個資當事人應有的權利，權利包

括當事人有權要求更正或刪除其個人資

料等。

4、沒有採取足夠的安全技術保護個人資

料，或未保存使用個資的歷史記錄，就

算個資並未外洩，只要資料防護的水準

不夠高，就不符合規範。

台灣微軟也建議企業採取四個步驟，以因應 

GDPR新規。

1、探索：評估 GDPR 是否會影響您的企

業？進行資料清查，找出企業擁有的個

人資料，以及所在位置。

2、管理：改善使用和存取個資的方式，

制定及實施資料管控計畫，對個資的存

取、管理和使用，更完善的定義原則、

角色與責任。

3、保護：採取足夠的安全技術保護個資，

GDPR 要求組織必須採取更進階的技術

來保護個人資料，萬一資料外洩，必須

能主動通知主管機關和當事人。

4、報告：揭露您的企業如何保護和使用

個資，企業必須保存個資處理的相關記

錄，如處理目的、個資類別、分享資料

的第三方身分、安全技術等資訊，不只

取信於大眾，更能保護自己。同時也介

紹如何運用 office 365盤點公司在隱私

執行狀況。

我們都接過不計其數的電話行銷、不明的

社群邀約、甚至詐騙電話，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個

資被企業合理使用，而非任意分享或販賣給第三

方。因此，隨著消費者對隱私保護的要求提升，

個資保護越來越嚴格，是世界趨勢。一向注重

人權的歐盟，其隱私法規向來是各國的標竿。

GDPR 為個人資料的隱私權、安全性建立了一

套新的全球標準，成為世界人權發展的里程碑。

在台灣，《資通安全管理法》即將立法三讀，要

求八大產業（能源、水資源、通訊傳播、交通運

輸、銀行與金融、緊急救援與醫院、中央與地方

政府機關、高科技園區）強化資安，企業提升隱

私權保護勢在必行，是台灣企業提升個資保護的

關鍵時機。

同時，隨著數位經濟蓬勃發展，無縫安全資

訊流通之需求不斷提升，隱私保護之重要性也隨

之提高。不同隱私制度的介接之重要性不斷被強

調，歐盟一直以來與 APEC對話，尋求 GDPR

與 APEC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系 (APEC Cross-

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CBPRs)介接之

可能性。我國隱私法規嚴謹，足以達到 APEC 

CBPR體系之要求，在政府各部門的努力下，

可望於今年正式提出申請並通過。因此，尚未進

入歐盟市場的企業，特別是電子商務，可由申請

APEC CBPR體系為起手式，除有利於獲得亞太

地區消費者之信賴，將來更可進一步拓展至歐洲

地區，打造優質企業形象，提升企業國際市場競

爭力。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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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技術與微型金融  
社會永續發展的新契機 ( 上 )

數位
時代

黃一展 /Jack Huang

  前言
互聯網科技被視為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世

界最為重要的發明，一些在網際網路領域，或透

過透過數位科技來達成智能化，便利化，經濟規

模化，甚至去中心化等應用，例如大數據，雲計

算，虛擬實境，人工智能，量子電腦，點擊率 /

流量，社群網站廣告等，都是耳熟能詳的概念或

者早已實際應用於日常之中，或者對製造，生產，

物流，管理的各個層面，莫不造成巨大的變化。

而在當今的社會裡，又尤以電子商務，金融服務

產業等最受數位科技的影響，人類習慣的改變，

直接衝擊到傳統從零售到量販的消費行為，以及

衍伸的交易種類與模式。在所有訊息都可被電子

化，網路化，數字化的情況下，市場，使用者，

商品與服務資訊，甚至貨幣都會被移轉到虛擬的

空間操作與儲存，又因為網路效應無遠弗屆，基

本上只要能夠連結上網際網路，變得以以迅速，

即時反饋的方式進行交流。我們可以觀察到今天

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前幾大公司，毫無例外全是以

互聯網技術為背景的企業，包含Google，阿里巴

巴，Amazon，Apple，騰訊等，加上「電商」與「支

付模式」也在各個成熟與新興市場百家爭鳴，光

東南亞地區的競爭就十分激烈，數以千計的公司

投入相當發展規模與營銷成本，每個進入這塊領

域的投資者莫不想建立規則並塑造使用者依賴，

以達到長遠壟斷市場的目標。

誠如前言，數位科技在電子商務和金融支

付的範疇，具有很強大的服務性與可擴展性，同

時也有不少創新思維不斷推陳出新，無論是在科

技本身的創新，還是商業模式的改良，又或者是

制度層面的改革等，都令人期待。因此，本篇主

要選擇探討兩個時下的熱門議題：「區塊鏈技術」

(Blockchain)和「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的

發展，整合與應用，以及未來可能在不同的領域

造成的影響。 文章段落安排將以：微型金融，

區塊鏈子，相互整合發展，結論的方式鋪陳，讀

者若已具備相關知識背景，可跳過某些段落直接

針對有興趣的議題閱讀。

1. 微型金融的發展與應用

微型金融 (Microfinance)並不是什麼嶄新的

概念，發展中國家常見的社區型互助組織，便是

一種小額信用貸款的型態，例如台灣早期民間流

行「標會」1 ，或者盛行在非洲鄉村地區的互助

會 (ROSCAs)2 ，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的類金融

機構，也都會從事各類銀行，信託，借貸，放款，

私募，甚至保險等業務，而伴隨的法規與監管，

也都是各國政府關注的議題。

根據世界銀行 (world bank)的定義，此類

金融服務主要針對的對象是低收入所得的個人及

1  參考維基百科定義：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2%E5%8A%A9%E6%9C%83
2  針對 ROSCAs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的制度與運行方式，可以參考學界 2012年對衣索比亞進行的研究，

    網址：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hal-00720856/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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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或者屬於地下經濟 (informal economy)的

業者，所提供儲蓄，貸款，交易支付，甚至避險

等功能，而這之中最為核心的業務便是小額度的

信用貸款，又稱微型信貸 (microloan)，在原始

的構想裡，一般不會要求貸款人提供抵押擔保，

貸款期限較短，金額也多半在數十到數百美金左

右，而會來申請微型貸款的客戶，多半是在正規

金融機構中無法取得相關服務的群體，他們也多

半不會有正式的銀行帳戶，信用記錄與申辦貸款

的資格。正因為這些龐大的「貧窮階級」人口亦

需要相關的協助，微型金融在 21世紀初提出之

後，迅速在各個不同國家，不同社群中取得快速

的發展。

說起微型金融集大成者，大多數人會想到

孟加拉「群窮銀行家」的尤努斯 (Muhammad 

Yunus)教授，他同時也以其創辦的鄉村銀行

(Grameen Bank)專門提供窮人貸款服務並改善

生活，而獲得了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不過，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倒是沒有在「專業領域」

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反倒是以扶貧，

改善鄉村生活，保障基本需求，以社會企業達

成永續發展議題等理由，獲得世人的肯定。這

背後默默隱含一些值得探討的議題，例如微型

貸款是否在經濟模型上能達到永續？他對當代

金融制度的負面影響？成本效益評估？貸款人

違約風險與貸款機構的營運問題，都是必須關

注的面向。

簡單來說，微型金融服務的是窮人，目標

是提高他們對於外在威脅 (external shocks)的

應付能力，例如對於醫療，食物，生存必需品的

急迫需求，以及家中經濟支柱的突然倒塌所需的

過渡時期，都會立刻需要一筆應急資金來度過難

關。這些沒有辦法從銀行體系裡取得幫助，於是

只能轉向非正式途徑尋求借貸。微型金融由於方

式靈活彈性，手續簡便，多半不要求抵押品 (但

也有的會要求提出擔保 )，成為廣受歡迎的窗口。

而除了緊急避難需求之外，微型金融更是提供

諸如教育投資，微型企業發展，甚至農村保險等

業務。根據調查，平均每筆微型貸款的額度約在

300美金左右，而全球在從事微型金融的業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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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超過 3000家機構，超過 2億人受其服務，多

數集中在發展中國家。

在最為善意且理想的模型中，整個正向循

環的預期是：低收入族群被定義為主要客戶，微

型金融機構在收取非常微薄的利息 (用以營運 )

下快速提為其供緊急資金，客戶會把錢用於解決

急難狀況 (例如醫療 )，或者投入教育和小本經

營的生意，度過難關並有了穩定收入後攤還本金

及利息。更好的狀況是，客戶由於生活品質被改

善而能夠提升健康，知識與所得水準，進而脫離

貧窮，能夠在一般的銀行機構取得金融服務，而

微型金融單位也轉而繼續去輔導和幫助其他尚處

於貧困階級的客戶。

但當然，讀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我們往

往對世界賦予了很多簡單且理性的假設，但真實

狀況與人性往往複雜的多。微型金融這種「給

他吃魚，不如讓他能夠自己釣魚」的理念，確

實很符合聯合國自 2006年推廣「普惠金融」

(Financial Inclusion)的精神 3，但在實際應用層

面上仍面臨諸多挑戰，除了那些受到政府補助或

大型 NGO財政支持的微型金融機構之外，不少

投入這塊經營的業者，並非真正打從內心的想改

善貧區域的窮問題，反而是更專注在企業經營的

投資報酬與獲利考量。舉個例子，關注東南亞微

型信貸的讀這可能都知道，在柬埔寨操作美金定

存年利率，竟然可以動輒達到 6-7%甚至以上的

水準，當然這之中除了因為柬埔寨經濟急速發

展，各類廠商與建案大量貸款需求推升了放款利

息 (商業銀行企業貸款利息在 9% - 12%左右 )

之外，更重要的，便是其中以很大部份提供高利

息報酬的「機構」，正是所謂的微型金融機構。

像是 Amret，AMK這幾間微型貸款公司 4，提供

存款客戶的利息便可上看 7.25%，但另一方面，

他們對於貸款人卻是收取高達 15% - 20%以上

的放款利息 5，對於高違約風險的客群 (赤貧家

庭 )，年利率甚至高達 30%。這也是許多微型金

融為人詬病之處，他們仍然有獲利考量，或者走

向規模經濟的方式，以及並未真正服務「最需要

幫助的人」。在缺乏相關的基礎建設和教育機

會，申貸成功的窮人亦不見得會將收入用於「緊

迫需求」或「投資自己」，反而是在資本主義無

孔不入的洗腦下，拿到錢便跑去消費奢侈品或購

買花俏可口但不是維生必須的食物。再者，解決

貧窮議題不是專注在單一的金融與經濟因素，他

必須考慮更多且複雜的機制與情境，不少研究已

經表明對微型金融的疑慮 6，雖然整體來說卻是

聊勝於無，對改善貧窮確實是有幫助，但效度與

效用方面，都應該有所檢討。

2. 區塊鏈科技與相關議題的驚人成長

進入第二部分，本文要來簡單談談區塊鏈及

其應用。區塊鏈 (Blockchain)是時下非常熱門的

話題，大抵可以理解為「去中心化」「分散式資

料系統」「共識記帳制度」「顛覆既有金融產業」

的平台技術，連許多大型企業都紛紛搶進研究，

例如鴻海旗下的金融平台富金通，便在 2017年

3  有關普惠金融更多細節，詳請參考世界銀行網站：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financialinclusion

4 更多有關柬埔寨微型金融存款與放款利率，以及具體操作模式和法律規範，均以實際官方公佈訊息為主，本文本所參考「柬埔寨微型

貸款銀行 定存利息比較」一文為 2017年 3月時資訊，網址：https://louisiskiller.wordpress.com/2016/08/12/%E6%9F%AC%E5%9F
%94%E5%AF%A8%E5%BE%AE%E5%9E%8B%E8%B2%B8%E6%AC%BE%E9%8A%80%E8%A1%8C-%E5%AE%9A%E5%AD
%98%E5%88%A9%E6%81%AF%E6%AF%94%E8%BC%83-micro-finance-bank-in-cambodia-fixed-deposit/

5 微型貸款雖收取20% - 30 的高利息，但比起當地的高利貸放款利息動輒70%甚至100%，且還會暴力討債，微型借貸機構相對已經「良

善」的多。

6 可參考 Morduch, J.發表的「Does Microfinance Really Help The Poor? New Evidence from Flagship Programs in Bangladesh」
一 文， 網 址：https://www.microfinancegateway.org/library/does-microfinance-really-help-poor-new-evidence-flagship-programs-
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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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宣布與中國網路公司點融網合作共推區塊鏈

資金平台，鎖定特定產業推廣智慧融資 7。其他

諸如英特爾和 IBM領投發展的「R3計畫」，打

算創建連結 42家銀行的分散式記帳系統 (運用

以太坊技術的區塊鏈 )，以及美國證券交易所納

斯達克早在 2016年就建構了自己的區塊鏈平台

Linq，加上花旗銀行，瑞士銀行以及德意志銀行

也紛紛成立自己的區塊鏈團隊。

由上不難看出，無論這項新技術之後還能

推廣到哪些領域，但在金融界確實是一記重磅，

從傳統大型銀行，到一向自認比銀行更為彈性便

捷的其他金融機構 (例如微型金融 )，都不約而

同把焦點放在區塊鏈技術上。更別說從年初開始

超得火熱的數字貨幣浪潮 (例如比特幣 )和其所

衍伸的「首次代幣發售」，又稱 ICO，都在現階

段輿論界引起大量的關注，當然，也導致大量學

界，產業界的專家投入，或者投機者藉此勢頭大

賺投機財。有關數字代幣與 ICO的問題，本文

會在後面段落略加說明。

回到區塊鏈本身，其實要說他是什麼劃時代

的產物，石破天驚的偉大發明，倒也不盡然，舉

凡目前主流網路論調，吹捧誇大不知所云者佔其

七，稍微有點了解但繞來繞玩弄專有名詞或不離

維基百科內容的佔其二，剩下的可能才是比較有

深度的討論。基本來說，區塊鏈其實也就是一套

「線上記帳交易系統」，追本朔源大概可以說是

中本聰在 2008年發表的「比特幣：對等式電子

現金系統」(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開啟了對區塊鏈技術的討論，其

中主要產物比特幣採開放原始碼的方式公開給所

有人，因此讓任何人都可以了解到他的演算邏

輯，進而改良或創造各類型的區塊鏈模組，現在

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各種數字貨幣，諸如比特幣，

以太幣，DASH，IOT，OMG等，皆是利用區塊

鏈為基礎技術，設計並創造自己的程序，並產出

擁有不同特質的「電子交易單位」。至於這類加

密電子數字單位，究竟可不可以獲得與「貨幣」

等同的地位與價值，目前國際間尚未有定論。

而這套記帳交易系統，應用了密碼學原理，

點對點 (P2P)概念，時序資料建構機制，並在

很大程度上達到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和

共識決的效果，意即，如同大部份媒體提到的，

資訊並不會完全掌握在權威機構手中 (例如銀行

或政府 )，而是分散在每一個使用者那裡，而所

有交易訊息也都能及時驗證，可被追蹤但難以竄

改，進而成為一整套更保障交易安全的系統，並

在廣泛彼此不認識的用戶之間建立起共享價值和

信任。

聽起來是滿有意思，也很有應用性，但也

真的不是什麼量子力學或時光旅行之類的超高端

科技。本文試著以很簡化的方式，來試著釐清區

塊鏈背後的運作思維和方式，論述過程中會跳過

很多計算機科學的原理，甚至是用某些過度簡化

的例子來解釋 (可能在專業金融領域有所瑕疵，

但無礙於解釋區塊鏈模型 )，亦不會深入討論到

背後的編程與數學邏輯，建議對相關知識有興

趣的讀者，可參考由麻省理工教授 Guy Zyskind

和 Alex Sandy Pentland，以及以色列特拉維夫

大學教授 Oz Nathan於 2015年共同撰寫的：

Decentralizing Privacy: Using Blockchain to 

Protect Personal Data一文 8。

2.1 區塊鏈舉例

假設世界上只有三個用戶 A，B，和 C，大

家都使用電子化貨幣，因此在傳統的體系裡，

8  Electronic ISBN: 978-1-4799-9933-0

7 參考新聞：http://www.ntdtv.com.tw/b5/20170313/video/192141.html?%E5%8D%80%E5%A1%8A%E9%8F%88%E6%8A%80%E8
%A1%93%E6%87%89%E7%94%A8%20%E9%87%91%E8%9E%8D%E5%B9%B3%E5%8F%B0%E5%90%91%E4%B8%AD%E
5%B0%8F%E4%BC%81%E6%A5%AD%E6%94%BE%E6%A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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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發生必須由中央銀行負責操作。銀行方會

有帳本詳實記錄每個人的收支狀況。假設今天 A

要線上轉帳 20元給 B，則該交易通知銀行後，

銀行會將 A的帳戶數字減少 20，而 B的帳戶上

增加 20，該筆交易便算是完成。理論上中央銀

行因為掌控了所有交易資訊與流程，他的權限將

非常大，且能夠在每筆交易中抽取手續費，而由

於由少部分人管理，交易也有被片面修正或篡改

的風險。

與之不同的是，區塊鏈則是把「帳本」分

散到每個用戶手裏，言下之意，A，B，和 C都

會拿到一份記錄「自己收支」和「其他人收支」

的帳本，去掉了中心化的金融單位，並透過加密

系統讓每一筆交易可以在線上順利完成。

沿用之前的例子，今天 A要轉 20元給 B，

在區塊鏈的設計下，用戶 A會同時向平台上的所

有使用者發出「A -> B, $20」的訊息，所有人都

必須在接收訊息後拿出帳本，在 A的欄位減去

20，並在 B的欄位增加 20，如此便達到區塊鏈

中最喜歡強調的優點：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

或又稱「分散式共享帳本」，讓點對點 (peer-

to-peer)直接進行資產或資訊的轉移。

但若散佈虛假訊息

導致交易混亂，例如在

前述例子裡，若 A 對

B 及 C 喊 出「A -> B, 

$20」，C收到訊息後

卻也同時向 B喊出「其

實 A轉帳的 20元其實

是給我的」(「A -> C, 

$20」)，這便會導致整

個信任系統的崩潰，而

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

區塊鏈也納入了 RSA

加密演算法中公鑰與私

鑰的機制。在 A像系統內所有人發布訊息的同

時，將資訊經過RSA加密並附上專屬的「公鑰」

發給其他人，當 B與 C收到轉帳訊息後便需要

用「鑰匙」將其解碼，驗證是來自 A的訊號，

爾後在把各自帳本中的紀錄做出共同的增減。如

此一來，系統內已生成的交易便無法再由其他用

戶隨意發出不同的資訊所覆蓋，而該筆交易資訊

也形同成為所有人的共同認知，於是，區塊鏈第

二個很重要的優勢：狀態共識機制 (distributed 

consensus)便也產生。

當然，既然是為了在不認識的個體間創造信

任與共識的交易機制，區塊鏈另也還有在每一筆

交易中加入「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時

間戳記」(timestamp)，和基於上一筆交易紀錄所

產生的連結相互驗證，如此便有了區塊「鏈」的

形象。想像最原始的第一筆交易X「A -> B, $20」

(A給B 20元 )，之後再發生的交易Y「A -> C, $5」

(A給 C 5元 )，則在加密與解密的程序上，交易

Y會根據前一筆交易 X的紀錄，再去生成更為

複雜的信息加密措施，向整個系統中的使用者發

送。言下之意，每一次交易與其相關的步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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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視作一個「區塊」，而區塊之間被一條無形

的「鏈子」串接在一起，歷史紀錄將無法被更改，

因為一旦其中某個節點的使用者試圖做出另外的

訊息，將無法與前後端的區塊對接，因此透過區

塊鏈紀錄的金融交易被視為「無法竄改」。

其中每個用戶在進行資訊解碼的過程中，會

使用到安全哈希演算法 (Secure Hash Algorithm, 

SHA)的原理來操作，來確定記錄下該次交易不

可逆的數值 (或所謂取得該次交易的記帳權 )。

當然，既然牽涉到電腦的運算能力，則若有人有

辦法控制住系統中 51%以上的運算能力 (俗稱

為「挖礦」9 )，則有可能可以徹底重造整條的區

塊鏈，進而影響交易紀錄，稱之為「51%攻擊」，

現下最火熱的比特幣便存在這樣的顧慮。雖然發

生機會微乎其微，但這也是許多其他區塊鏈開發

者不斷在改進的部分。

另外補充的是，由於一切都是發生在電腦

運算與網際網路之內，所有的用戶，帳戶資訊，

轉帳訊息，每組交易內容，加密的公私鑰匙等都

可被編程給記錄下來，舉例來說，你的「電子錢

包」與交易紀錄可能就是由一串難以重複的編碼

來代表 (如下圖 3)。

被譽為是互連網發明以來最重要的科技技

術，區塊鏈確實在許多方面都看到了可應用的潛

力。而現行較多的討論關注在「記帳與交易」機

制的設計，回到本段的例子，讀者可以想像每個

系統都會有ㄧ個資料庫用來紀錄資料，例如國家

的中央銀行、或是信用卡發卡組織 VISA等，而

區塊鏈的應用則是把這個帳本發到每一個使用者

手中，每個用戶都有平等的機會參與記帳工作，

而在某一時間區段內的資料 (數據 )變化，區塊鏈

系統會根據最快運算且驗證無誤的資訊，將內容

判定為該筆交易的終始紀錄，同時發送給每個使

用者進行備份。如此，本質上使用了分散式演算

法 (distributed ledger)與信息加密的機制，讓很難

建立起信任的陌生個體之間，無須透過第三方「權

威機構」便可以相互完成交易，降低交易成本，

也減少中間機構從中操縱交易內容的風險。

關於區塊鍊的基

礎講解，也可以參

考政治大學資訊科

學系特聘教授兼電

算中心主任陳恭，

所撰寫「區塊鏈革

命 迎向產業新契

機」一文 ，內容非

常清楚的解釋區塊

鏈的原理與可應用

範圍。

( 下期待續 )

9 關於區塊鍊「挖礦」，可以間單理解為用戶端利用 SHA來爭取每次「區塊交易」的最快速運算及驗證權。而在系統的原始編成設定中，

能夠提供大量計算並對區塊鏈做出交易驗證貢獻的用戶，可以獲得額外的「獎勵」，或在該筆交易中抽取少部分的「手續費」，這也

就是「挖礦獎勵」。目前以比特幣來說，挖礦所需的電腦資源與電力成本已經過高，也也很多高階使用者早已放棄使用顯示卡，而改

組更高端類似 google數據庫那樣的設備來挖礦。而台灣也在 2017年 7月發生交大學生，利用學校公用電與實驗室電腦 24小時挖礦
的事件：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4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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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APEC 性別包容性議題
暨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關係」

第 1 次工作會議成果

會議
焦點

牛羿筑

2018年APEC的主題為「掌握包容性機會，

擁抱數位未來」，主辦經濟體巴布亞紐幾內亞設

定了三項優先領域，分別為「增進連結性，深化

區域經濟整合」、「促進永續及包容性成長」及

「透過結構改革強化包容性成長」。其中，性別

包容性為促進包容性成長的重要工作，為了確保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無人被遺落」(no one is left 

behind)，強化亞太區域發展，因此將性別包容

性議題列為優先領域二下的重要議題之一。

 2018上半年 APEC性別包容
性主要活動及進展

2018上半年，APEC性別包容性主要活動

為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關係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PPWE) 於 5 月

15-16日舉辦的「具備性別智慧的職場－建構

並促進職場健康、安全、包容性以強化女性

的經濟參與及生產力工作坊」(Workshop on 

Gender Workplaces: Building and Promoting 

Workplace Health, Safety and Inclusivity to 

Enhance Women´s 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Productivity)。我國由行政院性平處派員參

加，並推薦德大機械國外業務部陳林君儀代表，

以「Gender Smart Workplaces and Policies」

為題，分享我國公私部門共同推行「工作與家庭

平衡」措施、企業打造性別平等職場之經驗，適

時達到在 APEC宣傳我國之效果。

此外，由我國、美國及澳洲於 2016年共同

宣布創立的婦女與經濟子基金 (Women and the 

Economy Sub-Fund)，也是 APEC中一項有關

性別包容性的重要建制，透過各經濟體的投入來

擴大女性的經濟參與，並鼓勵 APEC其他工作

小組自發性關注女性經濟議題。今年，子基金於

第一階段共收到 7件申請，而最後獲得補助的 4

件計畫中有 3件來自非 PPWE之論壇 ，可知婦

女與經濟子基金不僅只在 PPWE中提倡性別包

容性的實踐，更進一步鼓勵其他論壇參與，有助

於促進 APEC跨論壇合作。另一方面，子基金

今年更多了日本加入贊助子基金的行列，勢必將

有助於提高子基金的運作。

 我國 APEC性別包容性倡議

今年，我國將 2017年完成之「APEC科技

性別化創新應用推廣計畫」(GIFTS)倡議延伸至

農業領域，提出「智慧科技農業性別化創新」

(GIFTS A+)倡議，以農業性別化為主題，推動

APEC區域內性別包容性成長。此倡議已通過審

核，獲得 APEC經費補助，預計 10月於台北舉

辦一場 2至 3日的研討會，主題目前訂為「利

用性別化創新促進女農善用包容性機會，擁抱

數位化未來」(Harness Gendered Innovation, 

Seize Inclusive Opportunities and Embrace the 

Digital Future)，並將依據研討會成果，研發

促進女性進入智慧科技農業之政策建議工具包

(policy toolkit)，協助 APEC各經濟體提高女性

之農業參與及科技性別化創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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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歡迎各界賢達投稿「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若經錄用，將致薄酬。

稿件請以電子郵件寄到：info_pecc@tier.org.tw

◎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係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出版，為國內產官學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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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WE第 1次工作會議成果

2018年 PPWE第一次工作會議除了由各經

濟體報告其 APEC計畫之外，亦討論以下重點：

(1) PPWE主席選任事宜

由於今年 APEC經濟暨技術合作指導委員

會 (Steering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M, 

SCE)及其下 15個次級論壇修改組織章程，因

此，PPWE主席亦將從每年隨著 APEC主辦經

濟體輪流擔任，改為兩年一任，並由 PPWE成

員共同選舉之；而 PPWE 第 1次會議最終決議

將下屆 (2019-2020)主席人選提名期限訂在今年

7月 31日，2019年 APEC主辦經濟體智利對

此表達強烈參選意願。

(2) 婦女與經濟論壇 (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WEF)

針對今年 9月 7日將在巴紐莫士比港舉辦的

WEF，今年主題暫定為「Seizing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and Girls to Advance in the Digital 

Age」，本次論壇預計將探討促進婦女經濟、金

融及社會包容性的措施，並關注數位時代所帶來

的挑戰；本次WEF預計最多舉辦 5場周邊會議，

澳洲、韓國、俄羅斯、美國已表示將參與舉辦。

(3) 婦女與經濟子基金

子基金第一階段申請結果已出爐，多數獲

得補助的計畫由非 PPWE之論壇提出，顯示子

基金對於提高跨論壇合作具有正面影響。但部分

經濟體對子基金審查補助之過程提出疑問，希望

評選過程更加透明公開，我國亦建議應對於每案

申請補助金額及每期核准補助之計畫數量制定相

關規範。

(4) PPWE新策略工作計畫（2019-
2021）

有鑑於目前的策略計畫（2015-2018）已屆

期，PPWE因此建立非正式工作小組，負責制定

2019-2021年的新策略工作計畫，並將於 PPWE

第 2次工作會議中通過新版策略工作計畫。

今年 PPWE第 2次工作會議將於 9月 3-4

日在巴紐莫士比港舉行，將會繼續討論性別包容

性等相關議題，屆時並將隨後舉行WEF，持續

推動 APEC經濟體中婦女的經濟參與，提升婦

女在數位時代扮演的角色，強化婦女經濟賦權，

達成 APEC日漸重視的區域永續性及性別包容

性目標。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