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10.6814/NCCU2020003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1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加密貨幣區塊鏈管制措施於WTO 協定之適法性

分析─以中國法制為中心 

A Legal Analysis of 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 under WTO 

Agreements─Especially on the Regulatory Measures of China 

指導教授：楊 培 侃 博士 

研究生：劉 心 國 撰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2 月 



DOI:10.6814/NCCU2020003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 

謝辭 

我要感謝許多人，使我能順利完成碩士論文，取得政大國貿所國際經貿法組

碩士學位。首先是感謝各位老師，感謝指導教授楊培侃老師的教導，指引研究方

向，指點迷津，能將抽象難解的法律概念解釋得十分明白、可理解，深深體會到

老師的用心，謝謝老師。感謝楊光華老師，開啟我的法律研究之路，老師做學問

的認真、追求完美是我所憧憬的，老師凡事盡心竭力的做事態度與精神，學生畢

生學習，謝謝老師。感謝施文真老師，讓我在國貿系中發現最感興趣的課程──

國際經貿法，開啟我的 WTO之旅，老師對學生的關心、期許、信任，對學生來

說是非常幸福的，謝謝老師。感謝薛景文老師，讓我在專案研究的經貿議題選擇

上給我相當大的研究自由，可以研究感興趣的問題，十分開心，雖然題目本身可

能較難掌握與處理，但老師仍樂意陪伴學生一同解決，謝謝老師。感謝口試委員

陳在方老師和臧正運老師提供的寶貴建議以及對學生的肯定，希望未來能持續精

進自我，不負二位老師的期待，謝謝老師。 

再者是感謝我的同學和朋友們，謝謝 106級法組的每一位，謝謝曾經一起共

度法學中心、研討會、招說會、系友回娘家、校外演講等活動的學長姐與學妹們，

謝謝曾經擔任我小論文和新聞編譯的責編，辛苦你們了！也謝謝我的好友們，在

研究所每個煎熬、低落、無力、想放棄的日子裡，有各位的陪伴。

最後是感謝我的家人們，謝謝爸、媽對兒子無條件全力的支持，時常的關心、

鼓勵、代禱使我有動力堅持下去，謝謝弟的分憂解悶解勞，也謝謝未一一提名的

所有家人，我希望我能不負家族期望。 

感謝神，我的一切榮耀歸給上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DOI:10.6814/NCCU2020003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niv

ers
i t

y

3 

摘要

加密貨幣和區塊鏈技術近來受各界重視，目前在金融領域主要應用是作為支

付工具與投資商品。以比特幣為首的加密貨幣區塊鏈是非認許制公有鏈，亦稱為

「分散式帳本技術」，主要特色包括：交易去中心化、紀錄無法篡改和永久記錄、

交易即清算。然而隨著加密貨幣區塊鏈蓬勃發展同時衍生許多問題，使各國政府

紛紛採取管制措施，管制程度可分為「開放」、「禁止」、「審慎管理」，管制理由

包括：維護中央銀行貨幣主權、金融穩定與投資人保護、防止資本外逃、打擊犯

罪行為以及維護傳統宗教與文化等。固然國家有權力在其境內對加密貨幣區塊鏈

進行管制以達成公共政策目標，然而在 WTO 規範下，會員若對加密貨幣區塊鏈

有關政策措施作出貿易承諾，則實施對加密貨幣區塊鏈具有貿易限制性之措施可

能違背對其他 WTO會員開放承諾之義務，進而演變成貿易爭端之虞。然而 WTO

亦允許會員基於特定公共政策目的正當化其貿易限制措施，因此，此等政策措施

之WTO適法性容有爭辯之餘地。以中國為例，其原先為世界最主要的加密貨幣

交易市場，但在實施一系列管制措施後，使以比特幣為首之加密貨幣交易量從全

球首位占比百分之九十下降至不足百分之一，具有巨大的貿易限制效果，未來十

分可能演變成為他國控訴中國之貿易爭端下的系爭措施，因此，本文將以中國加

密貨幣管制措施為中心，分析其於 WTO的適法性。 

本文分析後，初步認為加密貨幣區塊鏈應被分類為金融服務下的支付服務，

應受 GATS 規範，中國因對支付服務已作出開放承諾，其部分管制措施有違反

GATS之疑慮，但亦很可能以一般例外和審慎例外正當化其管制措施。最後本文

提出促進加密貨幣區塊鏈貿易自由化之建議，希冀在深化加密貨幣區塊鏈貿易自

由化的同時，能與各國管制空間取得平衡，建構和諧國際治理架構，創造政府、

服務提供者以及消費者共贏的局面。 

關鍵字: 加密貨幣、區塊鏈、WTO、金融服務、服務貿易、一般例外、審慎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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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yptocurrency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r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many fields in recent years. Mostly, in finance, the cryptocurrency is used as payment

tool and investment asset. Bitcoin, on behalf of the 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 is

permissionless public blockchain, as known as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which 

features transactions decentralization, immutability and synchronization. However, it

brings on many problems among countries along with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the

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 so governments begin to take measures to regulate it. 

Generally, the degree of regulation has three levels: “openness”, “prohibition” and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purposes includes: maintaining monetary

sovereignty,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prevent capital outflow,

fighting crime and reserving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culture. Despite the fact that a

member definitely has the power to regulate the 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 in its

territory in order to achieve public policy goals, under WTO i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into trade disputes that the member imposes trade-restricted measures on the

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 which might violate the commitment toward other

members, if the member have made commitment of the 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

Besides, WTO allows members to justify their trade-restricted measures based on 

certain policy goals. For example, China originally was the major cryptocurrency

exchange market in the world, but after a series of regulatory measures, the exchange

volume of cryptocurrency (especially Bitcoin) dropped from world leading 95% down

to less than 1% with huge trade-restricted effects. In the future, these measures are

possible to develop into trade disputes that other countries complain to China.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especially focus on the cryptocurrency regulatory measures

of China and further conduct the legal analysis under WTO agreements. 

After analysis, we may arrive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payment service of financial service under GATS. 

Because China has made commitment on payment service, part of its regulatory 

measures are likely to violate GATS, while are possible to be justified under general 

exception and prudential exception.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pt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of the 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 hoping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regulatory space of countries and free trade and then construct a 

coherent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framework which achieves a triple win situation of 

governments, service providers and consumers. 

Keywords: 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 WTO, Financial Service, Trade in Service, 

General Exception, Prudential 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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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隨著近年「比特幣（Bitcoin）」、乙太幣「（Ether）」等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

也稱虛擬貨幣 virtual currency）在世界各地所引發的熱潮，其背後的區塊鏈

（blockchain）技術亦受各界廣泛重視，在金融市場活動，包括：資本募集、金

融商品交易、清算與結算、跨國支付、監理科技以及數位身分認證與管理1；在

國際貿易領域，例如：無紙化作業、海關通關、貿易融資，促進貿易便捷化2；

在供應鏈與物流方面，例如：產品溯源、交易監控、降低參與者溝通成本3；其

他尚包括智慧財產權、醫療、能源、物聯網等領域4。 

有論者認為，區塊鏈技術在本質上是資料庫（database）的一種5，其利用密

碼學將資料加密並儲存於區塊（block），並且將前一交易區塊和後一交易區塊串

聯為鏈（chain），使區塊鏈上資訊不可篡改並且可追溯任一歷史交易紀錄，其不

同於傳統的中心化資料庫是由單一機構提供驗證交易、資料儲存與傳輸服務，而

是基於區塊鏈之共識機制（consensus）將資料分散儲存於每一個參與區塊鏈之節

點（node）帳本上，故亦稱為分散式帳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6，

並且由節點提供交易驗證及帳本更新之服務，讓區塊鏈上之交易資料能即時同步

更新，使所有節點帳本內容保有一致性。 

                                                     
1 Dirk Zetzsche, Ross P. Buckley & Douglas W. Arner, The Distributed Liability of DistributedLedgers: 

Legal Risks of Blockchain, UNIVERSITE DU LUXEMBOURG, FACULTY OF LAW, ECONOMICS 

AND FINANCE, 3-5 (2017). 
2 Emmanuelle Ganne, Can Blockchain Revolutionize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7, 35 (2017). 
3 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塊鏈應用場景大盤點，2019 年 1月 21 日，

https://findit.org.tw/upload/news/news_20180622001.pdf?fbclid=IwAR1-KhwlxOZ96WfsnGAxqI_t6J

yjvP-f24Nf4OvbWCjxs0sb7hiFdSHUDHs（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3 日）。  
4 同上註。 
5 Jean Bacon, Johan David Michels, Christopher Millard & Jatinder Singh, Blockchain Demystified: A 

Technical and Legal Introduction to Distributed and Centralised Ledgers, 268 QUEEN MARY 

SCHOOL OF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4, 5 (2017). 
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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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經貿法下，一國若以管制措施限制加密貨幣區塊鏈，但其在「世界貿

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協定下已對加密貨幣承諾特定關稅稅

率或作出服務開放承諾，該國將可能因為違反對 WTO其他會員之承諾而產生國

際經貿法的爭端問題，一國是否可基於貨幣主權、防止詐欺、洗錢防制、金融穩

定等公共政策目的，正當化其限制加密貨幣區塊鏈之措施，值得吾人進一步探

討。 

對於以上問題，本研究透過整理討論加密貨幣區塊鏈相關文獻，釐清加密貨

幣區塊鏈之本質，以及是否可能落入現行 WTO規範中各國對貨品貿易作出承諾

之關稅承諾表，或服務貿易之服務承諾表下的服務部門，並探討一國實施限制加

密貨幣區塊鏈措施時所可能衍生的潛在法律問題，並且試圖提出解決加密貨幣區

塊鏈與 WTO規範適法性衝突的可能解決方案。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本文首先採取文獻回顧之方式，整理加密貨幣區塊鏈相關定義、原理、種類，

再者本文會聚焦於現階段各國對加密貨幣之規制理由與管制樣態。完成上述文獻

回顧與措施統整後，為瞭解一國採取限制加密貨幣區塊鏈措施是否有違反 WTO

之疑慮，本文將分析相關 WTO 條文與案例法，探究加密貨幣區塊鏈技術之於

WTO 的分類問題，判斷一國是否對加密貨幣區塊鏈作出開放承諾，並進一步針

對市場進入、國民待遇與一般義務進行探討，分析是否得援引例外條款正當化該

等措施。最後，本文再從各不同的解決方法尋找可借鑒之處，試圖就 WTO協定

與加密貨幣區塊鏈之矛盾提出現在與未來可能的調和模式。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在於，目前為止國際經貿法層級中，尚未出現爭端解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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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一國政府因採取禁止或限制他國業者交易加密貨幣或提供加密貨幣區塊鏈

服務，而被他國政府控訴至 WTO的實際案例，故缺乏實施相關措施之背景事實

和具體事證。因此，本文在判斷一國是否對加密貨幣區塊鏈作出開放承諾，以及

分析該禁止或限制加密貨幣區塊鏈之措施時，僅是以現行國家中較可能受他國控

訴者，也就是中國之加密貨幣管制措施為例，初步評估此等措施在現行 WTO架

構下的適法性及其可能衍生的貿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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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加密貨幣區塊鏈之介紹 

第一節 簡介加密貨幣區塊鏈技術 

去中心化之加密貨幣區塊鏈是基於分散式帳本技術的一種資料驗證、儲存、

記錄以及傳輸服務，利用密碼學加密儲存資料以及確保交易真確性，其不透過傳

統上由第三方單一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中心化資料驗證、儲存、記錄以及傳輸服

務，而是將資料分散儲存於區塊鏈參與者（節點）的帳本上，意味沒有任何一個

機構，如政府、銀行、社群媒體、雲端服務公司能輕易控制帳本資料7，並且降

低資料儲存於單一機構而造成的資料遺失風險，提高資料儲存安全性。節點會依

循大多數參與者同意的特定共識機制，來決定帳本資料的驗證、更新與否或處理

節點之間的爭端，當多數節點認證一交易確實發生或一帳本資料更新變動，分散

於各節點的資料即時同步更新，進而使所有節點的區塊鏈帳本保有一致性，同時

這些資料彼此串聯，若要修改其中一筆資料，則需要連動更改之前的資料，因此

使修改區塊鏈上的資料變的極為困難，達到幾乎無法篡改的地步8。 

加密貨幣區塊鏈技術會受到各界重視，主要源起於中本聰所發表的論文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9，比特幣由此橫空出世，為世

界上第一個使用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從中本聰的論文觀之，比特幣是一種使

線上支付能夠不仰賴金融仲介機構，得以直接從一交易方發送至另一交易方的單

純點對點加密貨幣10。在電子商務領域，交易方長期仰賴金融仲介機構作為處理

電子支付的可信第三方11，在此系統下，作為仲介方的金融機構因為常需要調解

                                                     
7 Harish Natarajan, Solvej Karla Krause & Helen Luskin Gradstein,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and Blockchain,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5 (2017). 
8 區塊吧，區塊鏈的特性是什麼？從區塊鏈架構開始認識這 5 個特徵，2019年 4月 8 日，

https://blockbar.io/blockchain/%e5%8d%80%e5%a1%8a%e9%8f%88%e7%9a%84%e7%89%b9%e6

%80%a7-what-is-the-feature-of-blockchain/（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3 日）。 
9 Satoshi Nakamoto,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10 Id. at 1. 
1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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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方之間的交易爭端，故對於交易皆保留了可逆轉性12。中本聰認為金融機構

預留調解空間會提高交易成本、限制最低交易規模和小額交易、並且因無法提供

不可逆支付服務（non-reversible payments）而產生更多成本13。由於交易是可逆

轉的，各方對於「信任」的需求更為增加，賣方會因為對於客戶有所防備，徵提

過多客戶資訊14以避免信用風險15。 

基於以上原因，中本聰認為電子支付體系需要的是以基於密碼證明

（cryptographic proof）的方式取代基於信任的方式16，讓任何有意願交易的雙方

不必透過可信第三方，能夠直接與另一方交易17。在此支付體系下，交易為電腦

計算上不可逆（computationally impractical to reverse）以保護賣方；此外透過信

託付款機制（routine escrow mechanisms）保護買方18。 

過往在討論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應用，亟需解決的難題是雙重支付問題

（double-spending problem）19，是指在利用加密貨幣或其他數位貨幣進行交易支

付行為時，一相同的加密貨幣可能會被花用兩次以上20，因為數位貨幣是由數位

檔案所組成，可以輕易地被複製與篡改21，不像實體貨幣一旦被花用、交付會有

移除持有狀態之實際轉移行為，或者仍需要銀行等金融仲介機構作為更新帳本與

認證交易的可信第三方，確認一貨幣只被花用一次。對此，中本聰使用創新解決

方案—點對點分散式時間戳記伺服器22（peer-to-peer distributed timestamp server），

藉此產生按時間前後順序所排列的交易計算證明23，成功解決雙重支付問題。比

                                                     
12 Id. 
13 Id. 
14 Id. 
15 Id.  
16 Id. 
17 Id. 
18 Id. 
19 Usman W. Chohan, The Double Spending Problem and Cryptocurrencies, UNSW BUSINESS 

SCHOOL CRITICAL BLOCKCHAIN RESEARCH INITIATIVE (CBRI) CENTRE FOR 

AEROSPACE & SECURITY STUDIES (CASS), 1 (2017). 
20 Id. 
21 Id. 
22 Satoshi Nakamoto, supra note 9, at 1. 
2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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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幣創新的交易與資訊處理與儲存技術被稱為區塊鏈技術24，而其他種類以點對

點方式處理資產轉移資訊或交易的方式亦被泛稱為分散式帳本技術25，亦即區塊

鏈技術是分散式帳本技術的其中一種，然而目前「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常

常交替使用26。時至今日，區塊鏈已經蓬勃發展，甚至衍伸區塊鏈 1.0、區塊鏈

2.0以及區塊鏈 3.0等不同分類27，使用技術以及應用上有所差異，而本文聚焦於

最具革命性的區塊鏈 1.0，也就是比特幣類型的去中心化加密貨幣公有區塊鏈

（public chain）技術。 

第二節 加密貨幣區塊鏈之原理、特色與應用 

從中本聰論文觀之，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運作原理由以下要素組成： 

一、數位簽章 

中本聰將一枚加密貨幣定義為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的串聯成鏈28，

是一種建立於非對稱式加密（asymmetric encryption）29、用以證明數位資料真實

性的數學機制30，特色在於每個使用者會擁有公開金鑰（public key）和私密金鑰

                                                     
24 Harish Natarajan, Solvej Karla Krause & Helen Luskin Gradstein, supra note 7, at 1. 
25 Id. 
26 Id. at 2. 
27 辜騰玉，區塊鏈技術演進史，iThome，2016年 4月 23日，https://www.ithome.com.tw/news/105370，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3 日）。 
28 Satoshi Nakamoto, supra note9, at 1. 
29 非對稱式加密可解決傳統加密技術—對稱式加密機制的缺陷，即加密與解密僅使用相同一把

鑰匙，造成單一鑰匙在網路傳遞被攔截盜取的風險。參考：資訊加密解密以及數位簽章，鍵人，

https://sites.google.com/site/archerdevil/home/networking/zi-xun-jia-mi-jie-mi-yi-ji-shu-wei-qian-zhan

g（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5 日）；Panayotis Vryonis, Explaining Public-Key Cryptography to 

Non-geeks, MEDIUM (Aug. 28, 2013), 

https://medium.com/@vrypan/explaining-public-key-cryptography-to-non-geeks-f0994b3c2d5 (last 

visited Dec. 23, 2019). 
30 以在商業應用常見的 RSA（Rivest, Shamir, Adleman）加密演算法作一簡化例子，甲欲與乙傳

送秘密訊息，雙方先選用巨大質數 N1、N2 作為私鑰，並將兩質數乘積作為公鑰，長度約在 40

位元到 1024 位元，訊息加密並傳送後，以快速運算電腦對該巨大質數乘積作因式分解，得出還

原的巨大質數 N1 與 N2 則為解密成功，比特幣則是採用橢圓曲線加密演算法（Elliptic Curve 

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能使用相對較少的計算資源，做到與 RSA相同的安全性。參考：

RSA加密演算法，http://www.mathland.idv.tw/life/rsa576.htm（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TechBridge 技術共筆部落格，網路安全(1) -基礎密碼學，2017 年 4月 16 日，

https://blog.techbridge.cc/2017/04/16/simple-cryptography/（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E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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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key）這兩把鑰匙，公鑰公開予大眾，私鑰則是自行保管，僅本人知道，

使用者以「一鑰加密、另一鑰解密」，例如甲傳送交易訊息給乙時，使用乙的公

鑰加密此交易訊息，此加密交易訊息只能使用乙的私鑰解密31，一開始加密的乙

公鑰並不能用來解密。數位簽章確保該筆交易資料在傳輸過程中不被篡改、交易

資料確實從持有私鑰的來源所發出、交易資料來源無法否認資料是由其所發佈32。

在比特幣區塊鏈系統中，當電子貨幣持有人甲要進行交易，將電子貨幣轉移給乙

時，甲會將前一筆交易資料以及乙的公鑰進行雜湊（hash）33，是一種能將任意

長度資料轉換成一段長度固定且較短密碼（雜湊值）的單向函式演算法34。甲取

得雜湊值後，再以其私鑰進行加密，此行為稱為簽署（sign）數位簽章，簽署後

此電子貨幣隨即由甲轉移予乙，乙再藉由甲的公鑰來解密驗證（verify）此由甲

的私鑰加密的電子貨幣，確認此電子貨幣並未經過篡改，並且確實是由甲給予的

35。然而，乙無法驗證此電子貨幣在之前是否被曾被雙重支付過，因此，在不依

賴第三方的情況下，中本聰主張電子貨幣所有的交易必須被公開，使得比特幣區

                                                                                                                                                      
Paul, What is Digital Signature- How it works, Benefits, Objectives, Concept, EMP Trust (Sept. 12, 

2017), https://www.emptrust.com/blog/benefits-of-using-digital-signatures (last visited Dec. 23, 2019). 
31 辜騰玉，區塊鏈運作原理大剖析：5 大關鍵技術，iThome，2016 年 4 月 23 日，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05374（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3 日）。 
32 加解密與數位簽章，2017年 5月 19 日，

https://sibevin.github.io/posts/2017-05-19-113900-notes-encryption-digital-signature（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12月 23 日）。 
33 雜湊是一種資料編碼技術，分為將任意資料轉換為固定長度的雜湊函數（Hash Function）和儲

存其對應關係的資料結構雜湊表（Hash Table），區塊鏈的 Hash技術常用密碼雜湊函式

（Cryptographic Hash Function），其確保不同的輸入資料，必定得出不同輸出結果，可明確分辨

輸入訊息是否不同。參考：區塊吧，Hash是什麼？5 分鐘帶你瞭解區塊鏈雜湊相關的知識，2019

年 4月 10日，https://blockbar.io/blockchain/hash%e6%98%af%e4%bb%80%e9%ba%bc-what-is-hash/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3 日）。 
34 單向函式演算法意指兩筆即使僅有輕微差異的資料，不同資料就是會對應產生差異極大的雜

湊值，且無法從產生雜湊值的規律回推輸入前的原始資料為何，藉此利用雜湊值確保資料並未被

篡改。參考：曲建仲，比特幣的核心技術，區塊鏈的原理與應用（下）：顛覆金融業的創新技術，

財經新報，2017 年 5月 17 日，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7/05/17/block-chain-principle-and-application-bitcoin-part-2/#（最後瀏

覽日：2019 年 12月 23 日）。 
35 區塊吧，2 分鐘快速認識區塊鏈的數位簽章，2019 年 5月 9 日，

https://blockbar.io/blockchain/%E6%95%B8%E4%BD%8D%E7%B0%BD%E7%AB%A0-digital-sign

ature/（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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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鏈體系中，所有參與者都能認同其所收到的歷史交易紀錄是相同一致的36。 

 

（資料來源:Public Key Cryptography for Digital Signatures,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and Blockchain,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二、時間戳記伺服器 

時間戳記伺服器37是對一區塊（block）的資料進行雜湊，並同時加上時間戳

記38，再廣泛傳播該雜湊值39。時間戳記證明瞭特定資料在特定時點下必定存在，

並且每個時間戳記都在其雜湊值中納入了前一個時間戳記，由此形成一條鏈

（chain），也就是每一次新增的時間戳記都更加印證了之前的所有紀錄為真實40，

區塊鏈的名稱亦由此而生。由於每一個區塊都必然包含了前一個區塊的資料，因

此，若企圖更改某一區塊中的資料紀錄，必須連帶篡改其他區塊內之資料，此即

                                                     
36 Satoshi Nakamoto, supra note 9, at 2. 
37 ITREAD01，《詳解比特幣白皮書》-Timestamp Server（時間戳），2018 年 12 月 16 日，

https://www.itread01.com/content/1544927660.html（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38 Satoshi Nakamoto, supra note 9, at 2. 
39 Id. 
4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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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區塊鏈技術的不可篡改性（immutability）41。 

三、共識機制/工作量證明 

共識機制是指區塊鏈分散各地的網路節點在驗證交易、儲存資料、更新帳本、

避免區塊鏈受攻擊、提供維持區塊鏈之獎勵42、處理節點之間的爭端時43，節點

所共同依循的特定規則。在中心化資料庫體系下是由仲介機構提供驗證交易與更

新帳本服務，但在區塊鏈技術下改由各節點遵循共識機制規則進行驗證工作，由

區塊鏈參與者本身取代第三方的功能。 

比特幣區塊鏈使用工作量證明（proof of work）作為共識機制，其原理是要

求節點解出一道複雜的加密雜湊演算法數學計算44，通常需要以列舉法、窮舉法

嘗試不同的隨機數來尋找解答45，換言之，節點需要消耗大量的計算力（computing 

power）和時間來得出正確解答，但是該數學計算的答案能夠快速地被驗算出來

                                                     
41 COBINHOOD，區塊鏈？去中心化？分散式帳本？到底是什麼關係，Medium，2019 年 3 月

22 日，https://medium.com/cobinhood-中文報/區塊鏈-去中心化-分散式帳本-到底是什麼關係

-423fb0d1e55d（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日）。 
42 區塊吧， 區塊鏈共識協議 2 分鐘帶你瞭解對區塊鏈最具革命性的部分，2019 年 4月 10 日，

https://blockbar.io/blockchain/%e5%8d%80%e5%a1%8a%e9%8f%88%e5%85%b1%e8%ad%98%e5

%8d%94%e8%ad%b0-consensus-protocols/（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3 日）。 
43 Harish Natarajan, Solvej Karla Krause & Helen Luskin Gradstein, supra note 7, at 6. 
44 Id；關於工作量證明的數學難題計算，基本上節點需要猜測一個隨機值（Nonce）數字，其與

區塊中其他資料雜湊取得雜湊值，該雜湊值必須符合特定目標值，若不符合，節點就需要找其他

隨機值重新取得雜湊值，直到該雜湊值符合特定目標值，而特定目標值取決於「節點需經過幾次

雜湊運算才能產生一個合格區塊」的難度值（Difficulty），比特幣區塊約 10 分鐘生成一個，難度

值會根據區塊鏈整體算力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簡言之，此機制確保節點必須消耗大量算力，

才有辦法找到有效的雜湊值。參考：辜騰玉，前揭註 31；Wei- Cheng，區塊鏈共識機制— PoW 工

作量證明 Proof Of Work，Medium，2018 年 6 月 1 日，

https://medium.com/@esambino/%E5%8D%80%E5%A1%8A%E9%8F%88%E5%85%B1%E8%AD

%98%E6%A9%9F%E5%88%B6-pow-%E5%B7%A5%E4%BD%9C%E9%87%8F%E8%AD%89%E

6%98%8E-proof-of-work-c9f63fd5ab97（最後瀏覽日：2019年 12月 23 日）；Samson's Blog，區塊

鏈 Blockchain – 共識機制之工作量證明 Proof-Of-Work，2018年 2月 9 日，

https://www.samsonhoi.com/360/blockchain_proof_of_work（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3 日）。 
45 中本聰是參考其參考 Adam Back 的雜湊現金（Hashcash）技術，其曾被運用防禦垃圾電子郵

件和阻斷服務攻擊（denial-of-service attack），其要求發送端在請求的時候附加一段以多個 0開頭

的雜湊值，這種雜湊值只能用通過暴力枚舉的方法嘗試不同的隨機數來生成，需要消耗一定的

CPU 計算時間。參考：ITREAD01，《詳解比特幣白皮書》- Proof-of-Work (PoW工作量證明機制)，

2018 年 12月 16 日，https://www.itread01.com/content/1544927658.html（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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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正確46，而最先解出該數學問題的節點將會獲得唯一的記帳權，並獲取加密

貨幣報酬，同時其餘節點也能快速驗算出該答案確保其正確性47，並且複製更新

過後之帳本資料。這種以耗用算力、時間、能源作為成本，獲取特定的激勵報酬

（例如一定數量加密貨幣）的行為稱為挖礦（ming），此等為區塊鏈更新帳本資

料而提供解決數學難題服務的節點則被稱為礦工（miner）48。工作量證明的優勢

在於其安全性高，因為解出正確雜湊值的機率和算力成正比，若欲破壞區塊鏈的

惡意人士沒有辦法掌握 51%的算力，就無法控制帳本資料，但要取得破壞系統的

算力需要投入昂貴成本49，故大大減少「51%攻擊（51% attack）」50的風險；再

者，雜湊數學問題雖然難解，但解答能讓所有節點輕易驗證；同時，其使區塊鏈

無須仰賴單一第三方仲介機構來提供驗證交易或更新帳本服務51。相反而言，工

作量證明亦有缺點之處，主要在於消耗的計算力、電量、時間來窮舉計算毫無意

義的雜湊數學問題，導致成本昂貴52，亦有論點認為比特幣挖礦大幅提升碳足跡

53，此外交易速度效能低落54、算力過度集中化55亦受到批評。 

四、雜湊樹（Merkle Tree） 

比特幣區塊鏈每筆交易產生、驗證後，會通過雜湊並廣播給各節點，但由於

                                                     
46 Satoshi Nakamoto, supra note 9, at 3；The proof-of-work involves scanning for a value that when 

hashed, such as with SHA-256, the hash begins with a number of zero bits. The average work required 

is exponential in the number of zero bits required and can be verified by executing a single hash，中文

翻譯：工作量證明在雜湊時，找出一個以一定數量 0 位元開頭的雜湊值，比如用 SHA-256 演算

法。所需的平均工作量隨所需的 0 位元位數量以指數成長，而驗證的工作量只需要一次雜湊。 
47 Dirk Zetzsche, Ross P. Buckley & Douglas W. Arner, supra note 1, at 11, footnote 41. 
48 Harish Natarajan, Solvej Karla Krause & Helen Luskin Gradstein, supra note 7, at 6. 
49 ITREAD01，POW共識機制原理及優缺點，2018 年 12月 17 日，

https://www.itread01.com/content/1545061883.html（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50 BINANCE，什麼是 51％的攻擊， 

https://www.binance.vision/zt/security/what-is-a-51-percent-attack（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51 Nick Lindsey, Proof of Work (PoW): What Is It and How Does It Work, BLOCKLR, 

https://blocklr.com/guides/proof-of-work-pow/ (last visited Dec. 23, 2019). 
52 Id. 
53 Karl Dwyer & David Malone, Bitcoin Mining and its Energy Footprint, HAMILTO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Jun 26, 2014) 

https://karlodwyer.github.io/publications/pdf/bitcoin_KJOD_2014.pdf.  
54 ITREAD01，前揭註 49。 
5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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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節點的區塊中會包含龐大的交易資料，為節省儲存空間資源，比特幣採用一種

名為雜湊樹56的資料結構，將交易資料的雜湊值不斷以兩個一組進行雜湊，轉換

成另一新雜湊值的方式，直至最終產生僅一個僅佔 32 Bytes容量的雜湊值（稱為

雜湊樹根，Merkle Tree Root），此將大幅降低資料傳輸量與計算，且在驗證時僅

需驗證雜湊樹根雜湊值57。 

透過上述技術，比特幣區塊鏈的運作網絡可統整如下58：區塊鏈節點發起一

筆交易（變更帳本資料），其將交易資料和收款節點乙之公鑰通過雜湊並且以甲

的私鑰進行加密，之後轉移予乙，乙再使用甲公鑰解密收款。每一筆新增之交易

會廣播給區塊鏈上所有節點59，節點將新增之尚未驗證交易收集至區塊中，每個

區塊內可能包含數筆交易，各個節點通過工作量證明數學計算驗證交易之有效性

以及確認加密貨幣並未被重複花費60，由最快成功驗證之節點獲得獎勵，並將驗

證之交易廣播給區塊鏈上其他節點61，其他節點能快速確認並接受該等區塊，將

之正式串接上區塊鏈，往後生成之新區塊必須納入已被節點認可之交易紀錄62。

總結以上，我們可以將比特幣區塊鏈技術的特色歸納為以下幾點63： 

1. 去中心化：點對點交易信任的產生，無須仰賴一個交易雙方共同信任的仲介

機構所提供的「信用」媒合64與中央處理資料模式，帳本資料之傳輸、儲存、驗

                                                     
56 ITREAD01，圖文詳解雜湊樹-Merkle Tree（默克爾樹）演算法解析，2017 年 2月 16 日，

https://www.itread01.com/articles/1487247623.html（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57 辜騰玉，前揭註 31。 
58 辜騰玉，區塊鏈運作原理大剖析：從一筆交易看區塊鏈運作流程，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05373，2016 年 4 月 23 日（最後瀏覽日：2019年 12月 23 日）。 
59 Satoshi Nakamoto, supra note 9, at 3. 
60 Id. 
61 Id. 
62 Id. 
63 世界公民文化中心，4個 Q&A，快速瞭解「區塊鏈」及「比特幣」，經理人雜誌，2017 年 12

月 25日，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5486（最後瀏覽日：2019年 12月 23日）；

COBINHOOD，你不可不知區塊鏈的五大特色，Medium，2019 年 3 月 15 日，

https://medium.com/cobinhood -中文報/你不可不知-區塊鏈的五大特色-fef29c1b90b6（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12月 23 日）；Monisa Kwan，如何開始你的區塊鏈 Project，Medium，2018 年 11 月 19

日，https://medium.com/redso/如何開始你的區塊鏈 project-9e318d90e9a7（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64 臧正運，區塊鏈運用對金融監理之啟示與挑戰，月旦法學雜誌，267 期，頁 137，138（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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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由分散各處之節點共同維運與協作。 

2. 交易無法篡改並且永久記錄：每筆新生區塊皆包含之前所有帳本資料，企圖

修改一筆交易就必須修改鏈上所有資料，付出代價過高，使交易幾乎無法篡改，

並且帳本資料有時間戳記，按時間排序，每筆交易前後紀錄皆可追溯。此協助交

易雙方減少資訊搜索與交易驗證成本，可提升交易之效率與頻率65。 

3. 交易即清算：交易與清算同步進行，使得交易雙方不再因為資訊之時間落差

而負擔清算風險與信用風險66。 

比特幣問世後，最一開始被應用於一般貨品與服務的消費支付上67，也由於

比特幣交易具一定程度的匿名性68，成為黑市非法交易者喜愛使用的支付工具69，

此後漸漸因為市場需求造成價格抬升，進而產生大規模、高頻率的價格波動，成

為投資人炒作的投資商品，價格最高曾在 2017 年 12 月 17 日達到一比特幣兌換

19783.06 美元70，業者也因此相繼成立加密貨幣的交易所，提供投資人以法幣兌

                                                     
65 同上註。 
66 同上註。 
67 8 Major Companies That Accept Bitcoin [Pay In Bitcoins], NOWPAYMENTS, 

https://nowpayments.io/blog/8-major-companies-that-accept-bitcoin-pay-in-bitcoins/ (last visited Dec. 

23, 2019)；地球圖輯隊，比特幣披薩日：8 年前，用 1 萬比特幣買披薩的美國人，2018年 5月

23 日，https://dq.yam.com/post.php?id=9339（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3 日）；陳秀宜，比特

幣暴漲！電信龍頭 AT&T 採用比特幣支付帳單，商周財富網，2019 年 5月 28 日，

https://wealth.businessweekly.com.tw/GArticle.aspx?id=ARTL000140119（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日）；區塊先生 Mr.Block，漢堡王宣佈接受比特幣支付，手續費會不會比漢堡還貴，Medium，

2019 年 9月 3 日，https://medium.com/mrblock-tw/漢堡王宣佈接受比特幣支付-手續費會不會-比

漢堡還貴-c4fd7a705974（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68 交易比特幣時不需提供個人資訊，但交易資訊必須全網廣播，使交易記錄公開且可受追蹤，

例如哪些交易金額、時間、次數等，但這樣的「半匿名」特性使政府監管加密貨幣成為可能，因

為當使用者要註冊、使用「加密貨幣交易所」時，相關帳號都要通過要認識你的客戶（Know Your 

Customer, KYC）認證。參考：Joe Lin，匿名幣被政府點名，強制下架的背後因素，INSIDE，2018

年 6 月 1 日，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3108-guide-on-privacy-coins（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 
69 區塊客，Chainalysis 研究報告：2019 暗網比特幣交易恐破 10 億美元，2019年 7月 3 日，

https://blockcast.it/2019/07/03/one-billion-worth-of-bitcoin-to-be-spent-on-darknet-this-year-according

-to-chainalysis/（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3日）。 
70 Bitcoincharts, https://bitcoincharts.com/charts/bitstampUSD#tgTzm1g10zm2g10zl (last visited Jan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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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加密貨幣或以不同種類的加密貨幣相互兌換之媒合交易服務71。 

 

（比特幣歷史價格走勢，單位為一比特幣兌換美元之匯率，參考資料：

Bitcoincharts，https://bitcoincharts.com/charts/bitstampUSD#tgTzm1g10zm2g10zl） 

第三節 其他種類區塊鏈與應用 

在比特幣區塊鏈出現後，亦有其他類型的區塊鏈相繼開發問世，分類上主要

可從該區塊鏈體系的「可使用性」區分為公有（public）鏈和私有（private）鏈

兩大種類的區塊鏈，取決於該區塊鏈是否無條件開放與任何人使用，或僅提供特

定私人使用 72；此外亦可從該區塊鏈體系的「開放性質」區分為認許制

（permissioned）和非認許制（permissionless）兩大種類的區塊鏈，取決於欲加

入區塊鏈成為節點之參與者是否需要獲得既有鏈上使用者之加入許可73。 

在公有鏈層面，除了最熱門的比特幣區塊鏈之外，另一個近來發展較為迅速

且熱門的公有鏈為「乙太坊（Ethereum）」74，其最主要特色在於該區塊鏈節點能

撰寫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程式，設定雙方交易在達成特定條件後，區塊鏈

即會自動執行該筆交易，可運用於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智慧電網、證券

                                                     
71 Sarah Hansen, Guide To Top Cryptocurrency Exchanges, FORBES (Jun. 20,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sarahhansen/2018/06/20/forbes-guide-to-cryptocurrency-exchanges/#615

10ba32572 (last visited Jan 20, 2020). 
72 Harish Natarajan, Solvej Karla Krause & Helen Luskin Gradstein, supra note 7, at 2. 
73 Id. 
74 Yasmeen, An Introduction to Ethereum, HACKERNOON (Feb. 15, 2018), 

https://hackernoon.com/an-introduction-to-ethereum-68fb9b95fc62 (last visited Dec. 2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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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租賃、智慧財產權授權等領域75。 

在私有鏈層面，較為熱門的如「超級帳本（Hyperledger）」76，是一認許制

區塊鏈，主要應用於推動區塊鏈跨業應用項目，由於參與之企業數量少且多為行

業龍頭，故毋須區塊鏈體系提供「信任」機制，故參與之企業不使用虛擬貨幣，

亦無需每個節點都驗證交易，在犧牲去中心化的情況下，使其效率較比特幣和乙

太坊速度更為快速77。 

 

 

 

 

 

 

 

 

 

                                                     
75 Daniel Kuo，乙太坊區塊鏈智慧合約基礎介紹，Medium，2018 年 6 月 1 日，

https://medium.com/@daniel. mars622/乙太坊區塊鏈智慧合約基礎介紹-b7317347a612（最後瀏覽

日：2019 年 12月 23 日）。 
76 超級帳本為 Linux基金會推動之區塊鏈跨業應用專案，基金會成員包括金融、銀行、物聯網、

供應鏈、科技業龍頭。參考：Linux Foundation’s Hyperledger Project Announces 30 Founding 

Members and Code Proposals To Advance Blockchain Technology, Hyperledger Projec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225023123/https://www.hyperledger.org/news/announcement/2016/

02/hyperledger-project-announces-30-founding-members (last visited Dec. 23, 2019). 
77 Danny Lin，【動區專題】區塊鏈與它的好朋友們，比特幣、乙太坊、Hyperledger 區塊鏈簡單

比較，動區動趨，2018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blockchain-and-the-challengers-1/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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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加密貨幣區塊鏈之管制措施 

第一節  各國管制加密貨幣區塊鏈之理由 

隨著加密貨幣區塊鏈蓬勃發展，同時也衍生出許多問題，使各國政府紛紛採

取不同程度的管制措施介入。現階段而言，各國政府所施行的管制措施主要是對

於區塊鏈眾多運應領域中的「加密貨幣」區塊鏈，並非禁止或限制「區塊鏈」技

術本身78，整體來說管制措施程度上可區分為「開放」、「禁止」以及「審慎管理

（部分開放，部分禁止）」79，而各國規制加密貨幣的理由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

點： 

一、維護中央銀行貨幣主權 

各國中央銀行具有控制國家法定貨幣的自主權，其透過調節該國法幣數量來

達成特定貨幣效果，以利國家因應不同政治經濟狀況，採行相應的經濟、財政、

貿易政策。市場對於加密貨幣的接受程度愈高、流通愈廣，意味可能排擠法定貨

幣在交易支付與清算的使用量，進而降低中央銀行操作貨幣政策的有效性80。許

多國家的央行將加密貨幣視為「非法貨幣」，因其並非由國家貨幣當局發行，不

具法償效果、無黃金或外匯作為發行準備，缺乏內在價值，並非社會大眾普遍接

受的交易媒介，且價值相當不穩定，難以作為記帳單位與價值儲存功能的載體81，

例如印度政府正在考慮立法，對於其國民持有、銷售、移轉此類非主權式的加密

                                                     
78 Arvin Kristopher Razon, Liberalising Blockchain: An Application of the GATS Digital Trade 

Framework, 20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26, 129 (2019). 
79 Kai Jia and Falin Zhang, Between Liberalization and Prohibition: Prudent Enthusiasm and the 

Governance of Bitcoin/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BITCOIN AND BEYOND: 

CRYPTOCURRENCIES, BLOCKCHAI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88, 89 (Malcolm 

Campbell-Verduyn eds., 2017). 
80 James Mcwhinney, Why Governments Are Afraid of Bitcoin, INVESTOPEDIA (Nov 1 ,2019),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forex/042015/why-governments-are-afraid-bitcoin.asp (last 

visited Dec. 23, 2019).  
81 中央銀行，「比特幣並非貨幣 接受者務請注意風險承擔問題」，2013 年 12月 30 日，網址： 

https://www.cbc.gov.tw/ct.asp?xItem=43531&ctNode=302（最後瀏覽日：2019年 12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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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即課有钜額罰金，甚至受到關押82。 

二、金融穩定與投資人保護 

加密貨幣作為支付工具與投資標的，將與金融體系緊密連結，其價格劇烈的

波動性能為投資人帶來獲利，同時亦可能產生投資或兌換的損失83。此外，傳統

金融交易媒合機構或新興加密貨幣交易所提供投資人交易或兌換加密貨幣的服

務，可能發生交易平台倒閉、網路駭客等風險84，使金融監理機關介入管制，例

如對加密貨幣或其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上市准駁；更甚者亦有直接禁止加密貨幣與

金融體系緊密結合，例如禁止金融機構與支付機構為加密貨幣提供交易、清算、

兌換、支付、託管、抵押，或發行以加密貨幣為投資標的的金融產品85。 

三、防止資本外逃 

資本外逃是指一國家或區域發生大規模資本流出，其可能因為短期單一事件

所造成的衝擊，例如經濟政策改變、政治環境動盪、經濟制裁、惡性通貨膨脹、

爆發武裝衝突、內亂或戰爭；亦可能因為該國或區域長期投資環境與競爭力衰弱，

造成長期資本外流。為因應資本外逃，通常地主國會加強其對於國內資金匯出的

審查，例如對於匯出額度、兌換特定外幣、購買國外貨品與服務、投資國外金融

商品、對外直接與間接投資或策略併購等層面進行限制，而將資產兌換為加密貨

                                                     
82 Manoj Kumar & Aftab Ahmed, Indian Panel Recommends Cryptocurrency Ban, REUTERS (Jul 22,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crypto-currencies-india/update-1-indian-panel-recommends-cryptocurr

ency-ban-idUSL4N24N2MO (last visited Dec. 23, 2019); Yessi Bello Perez, Indian Government Ban 

on ‘Non-sovereign’ Cryptocurrency Would See Holders Jailed for up to 10 Years, THENEXTWEB, 

https://thenextweb.com/hardfork/2019/07/22/indian-government-ban-cryptocurrency-jail-10-years/ 

(last visited Dec. 23, 2019). 
83 WARNING TO CONSUMERS ON VIRTUAL CURRENCIES,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3 (2013), 

https://eba.europa.eu/sites/default/documents/files/documents/10180/598344/b99b0dd0-f253-47ee-82a

5-c547e408948c/EBA%20Warning%20on%20Virtual%20Currencies.pdf?retry=1 (last visited Dec. 23, 

2019). 
84 Id. at 2. 
85 人民銀行等五部委發佈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2013 年 12月 6 日，網址：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3762245/content.html（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12月 28 日）。 



DOI:10.6814/NCCU2020003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 
 

幣成為了加劇資本外流的新興工具86，例如中美貿易戰下，比特幣成為中國投資

人資本外逃的管道之一87。 

四、打擊犯罪行為 

由於加密貨幣具有去中心化的分散式帳本、點對點交易以及維持一定匿名程

度等特性，使犯罪偵查機關難以依賴傳統方法追查犯罪，例如要求中心化服務提

供者（例如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提供交易紀錄以追蹤金流與資訊流。

各國政府皆相當重視的犯罪行為包括88：洗錢89、資助恐怖主義90、逃稅91、詐欺

行為、黑市交易（如槍枝、兒童色情）等。2019年的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峰會亦對於加密貨幣的洗錢防制、稅務議題達成共識92，顯見管制加密貨

                                                     
86 Kai Jia and Falin Zhang, supra note 79, at 98. 
87 傑西，人民幣貶值重鑄資本外流壓力 加密貨幣受追捧，美國之音，2019 年 8月 17 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currency-security-capital-trade-20190817/5045571.html（最後瀏

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賀景田，人民幣下跌 比特幣成中國資本外逃通道，希望之聲，2019

年 5 月 17 日，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9/05/16/n2888686.html（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88 本報告臚列世界各國管制加密貨幣的相關樣態與理由，參考：REGULATION OF 

CRYPTOCURRENCY AROUND THE WORLD, THE LAW LIBRARY OF CONGRESS, GLOBAL 

LEGAL RESEARCH CENTER (2018), 

https://www.loc.gov/law/help/cryptocurrency/cryptocurrency-world-survey.pdf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89 區塊客，馬爾他監管機構三年戰略計劃 積極監控加密貨幣產業以防制洗錢，钜亨網，2019年

9 月 9 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79044（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加密羅斯

福，【羅斯福專欄】虛擬貨幣的黑暗面：犯罪集團怎麼用比特幣洗錢，Medium，2018 年 6 月 19

日，https://medium.com/ mibinews/羅斯福專欄-虛擬貨幣的黑暗面-犯罪集團怎麼用比特幣洗錢

-70203eafbe12（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日）；淺談加密資產的洗錢防制議題-掌握洗錢防

制二三事，迎接代幣經濟新時代，KPMG，2019 年 6月 12 日，

https://home.kpmg/tw/zh/home/media/press-releases/2019/06/tw-cryptocurrency-assets-money-launder

ing.html（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90 廖綉玉，西方國家斬斷金流、「聖戰士」錢從何來？《紐時》：比特幣成為恐怖組織流行的籌

資方式！，風傳媒，2019 年 8 月 20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1611037（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AAP, Terrorists Exploit Cryptocurrency, Says Australian Home Affairs Minister Peter 

Dutton, THEEPOCHTIMES (Nov 6, 2019),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terrorists-exploit-cryptocurrency-says-australian-home-affairs-minister

-peter-dutton_3139560.html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91 Duncan Hughes, ATO Creates Specialist Task Force to Tackle Cryptocurrency Tax Evasion, 

FINANCIAL REVIEW (Jan 10, 2018), 

https://www.afr.com/policy/tax-and-super/ato-creates-specialist-task-force-to-tackle-cryptocurrency-tax

-evasion-20180110-h0fyaz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92 Jason Liu，G20 成員國達成共識，將遵循防制洗錢金融小組「FATF」的《加密貨幣指導方針》，

動區動趨，2019 年 6月 11 日，

https://www.blocktempo.com/g20-reaffirms-it-will-apply-expected-tough-new-fatf-rules-on-crypto/（最

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FATF REPORT TO THE G20 LEADERS’ SUMMIT,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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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之決心。 

五、維護傳統宗教與文化 

部分國家對於加密貨幣的管制態度很大程度地取決該國的傳統宗教文化，例

如曾有具權威性的宗教領袖或者主管宗教的政府部門指出，加密貨幣是不符合伊

斯蘭教法律的93，主要是因為加密貨幣被認為不如房地產或黃金一般是依靠實體

資產支撐價格升值94，或者因為加密貨幣某些提供激勵制度被視為等同收取利息

95、承諾固定回報率的行為，被視為違反伊斯蘭教的法律96。 

第二節 各國加密貨幣區塊鏈管制原則之樣態 

透過上述統整可見，各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採取的管制措施可能是基於

多重層次的原因，而現行各國政府採行的管制加密貨幣區塊鏈之樣態，在程度上

大致可分類為「開放（積極納管、消極觀望）」、「明確禁止」以及「審慎管理（部

分開放，部分禁止）」，以下茲就此三種管制樣態分別介紹，並引用具代表性的國

家管制方法作為例證。 

一、開放──積極納管或消極觀望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2019), 

https://www.fatf-gafi.org/media/fatf/content/images/G20-June-2019.pdf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93 鏈聞，區塊鏈鉛筆埃及宗教領袖：伊斯蘭教法不允許加密貨幣交易，2018 年 2月 28 日，

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024492657877.htm（最後瀏覽日：2019年 12月 28日）；

Coinnewshk 幣訊，宗教部長縱指不可使用 土耳其人民續擁加密貨幣，2018 年 12月 19 日，

https://coinnewshk.com/ news/宗教部長縱指不可使用土耳其人民續擁加密貨幣/（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12月 28 日）。 
94 何渝婷，乙太坊獲伊斯蘭學者「清真認證」數位貨幣也分是否清真，幣特財經，2019 年 9月

2 日，https://bitnance.vip/news/94796903-4cba-41e5-9abb-b599cbb9554a（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95 商業共識，神論證 比特幣、乙太坊誰更清真？科普伊斯蘭金融 我們是認真的，鏈聞，2019

年 9 月 2 日，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679914793856.htm（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96 Mufti Muhammad Abu-Bakar, Shariah Analysis of Bitcoin, Cryptocurrency, and Blockchain, 

BLOSSOM LABS, INC. (2017) , 

https://www.thescanner.info/wp-content/uploads/2018/05/Shariah-Analysis-of-Bitcoin-cryptoeconomy.

pdf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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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加密貨幣區塊鏈抱持積極納管態度的國家，主要會以將加密貨幣納入既定

法律體系加以規範，或者頒布新法律管理加密貨幣，此舉給予加密貨幣相當之合

法性，但同時法律也會對於涉及加密貨幣活動之行為主體課予相應需承擔之責任。

因國家法律的介入，使加密貨幣的監管不確定性大幅降低，減少無監管狀態下業

者各自為政的混亂發展，能夠提升加密貨幣業者與消費者對市場之信任度，有助

於加密貨幣市場之建構成長，並且有助於管制不法人士利用加密貨幣從事的犯罪

行為。以美國為例，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將加密貨幣認定為美國商品交易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中

的大宗商品（commodity）97，故加密貨幣之詐欺與人為操作等行為需受該委員

會監管98；同時，根據美國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於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起訴 Coin Drop Markets公司一案99之判決，亦認定加

密貨幣具價值保存、金融交易等特質，且價格會隨著人們需求而變動，符合美國

商品交易法中定義之大宗商品100。此外，針對部分公司以「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101募集資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將符合特定標準102的代幣發行認定為美國證券法（Securities Act）

                                                     
97 AN INTRODUCTION TO VIRTUAL CURRENCY, U.S.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https://www.cftc.gov/sites/default/files/idc/groups/public/@customerprotection/documents/file/oceo_ai

vc0218.pdf (last visited Jan 22, 2020). 
98 Id. 
99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Plaintiff, v. Patrick K. McDonnell and CabbageTech 

Corp., 18-CV-361 (2018), 

https://www.cftc.gov/sites/default/files/idc/groups/public/@lrenforcementactions/documents/legalplead

ing/enfcoindroporder030618.pdf (last visited Jan 22, 2020). 
100 阮韻蒨，美國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裁定加密貨幣屬商品交易法中的大宗商品，資策會科技

法律研究所，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0&tp=1&i=82&d=7992（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 月 22 日）。 
101 ICO 是一種仿效證券市場（Initial Public Offering）的融資活動，但其發行標的為加密貨幣，

融資主體通過代幣之發售、流通，向投資者籌集比特幣、乙太幣等加密貨幣或法幣，類似於公開

融資的行為。參考：YiTing，什麼是 ICO 首次貨幣發行，INSIDE，2018 年 8 月 19 日，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3895-what-is-ico（最後瀏覽日：2019年 12月 28日）；BINANCE，

什麼是 ICO（首次代幣發行），https://www.binance.vision/zt/economics/what-is-an-ico（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12月 28 日）；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2017 年 9月 4 日，網址：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1709/t20170904_323047.html（最後瀏覽日：

2019 年 12月 28 日）。  
102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判斷 ICO 所發行之加密貨幣是否為以價證券之認定標準是適用 1946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 SEC v. W. J. Howey Co.案所使用的 Howey Test 標準，確認該投資標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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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義的證券，需受到和證券相同之監管規定103；再者，美國財政部旗下的金融

犯罪執法網路（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104其將涉及以加密貨幣結

算之資金收付交易納入監管範圍105，加密貨幣業者必須遵守美國銀行保密法

（Bank Secrecy Act）106中的反洗錢相關義務107。另外，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則是在課稅基準上將加密貨幣視為財產（property）108，意味

適用於財產交易的課稅原則同樣適用於使用加密貨幣的交易109。 

除此之外，某些國家政府對於加密貨幣則是尚處於消極觀望的階段110，並未

頒布新法或將加密貨幣納入既有法律進行監管，但卻也未明確禁止加密貨幣活動，

可能的原因在於政府認為提早介入監管可能會扼殺創新環境，或者因為整體風險

尚且處於可受控制的階段，並無提早投入立法成本或監理資源之必要性，又或者

                                                                                                                                                      
否符合「投資契約」，因而需要受到證券法管制，Howey Test 標準之認定標準包括四項要件：1. 投

資以「金錢」為標的。2. 投資是對「共同事業」之金錢投資。3. 對該投資具有「獲利的期望」。

4. 獲利來源來自「投資發起人或第三人」。參考：吳筱涵、楊明瑜，區塊鏈與虛擬貨幣法律專題

(十五) 美國當局對加密貨幣的監管現況－Howey Test 與其他，中銀律師事務所，

https://zhongyinlawyer.com.tw/ico20181008/（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 
103 STATEMENT ON POTENTIALLY UNLAWFUL ONLINE PLATFORMS FOR TRADING 

DIGITAL ASSETS,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2018),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enforcement-tm-statement-potentially-unlawful-online-plat

forms-trading (last visited Jan 22, 2020). 
104 金融犯罪執法網路是美國一主要負責防衛金融體系免於不法濫用與洗錢，並且促進國家安全

的監管部門。參考：MISSION,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https://www.fincen.gov/about/mission (last visited Jan 22, 2020).  
105 APPLICATION OF FINCEN’S REGULATIONS TO CERTAIN BUSINESS MODELS 

INVOLVING CONVERTIBLE VIRTUAL CURRENCIES 7,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2019), 

https://www.fincen.gov/sites/default/files/2019-05/FinCEN%20CVC%20Guidance%20FINAL.pdf 

(last visited Jan 22, 2020). 
106 STATEMENT OF HEATH TARBERT, CHAIRMAN, U.S.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 KENNETH A. BLANCO, DIRECTOR,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FINCEN); AND JAY CLAYTON, CHAIRMAN,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2019), https://www.cftc.gov/PressRoom/SpeechesTestimony/cftcfincensecjointstatement101119 (last 

visited Jan 22, 2020). 
107 Jason Liu，FinCEN 負責人：AML反洗錢條例也適用於加密貨幣，動區動趨，2019 年 10 月

22 日，

https://www.blocktempo.com/anti-money-laundering-laws-apply-to-crypto-too-says-fincen-chief/（最

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 
108 IRS VIRTUAL CURRENCY GUIDANCE: VIRTUAL CURRENCY IS TREATED AS 

PROPERTY FOR U.S. FEDERAL TAX PURPOSES; GENERAL RULES FOR PROPERTY 

TRANSACTIONS APPLY,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2014), 

https://www.irs.gov/newsroom/irs-virtual-currency-guidance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109 Id. 
110 郭秋榮，我國因應數位貨幣發展之對策與政策建議，經濟研究，19 期，頁 18（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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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監管法律架構仍在研擬當中，待參考更多國家的管制經驗後再選擇適合的模

式。 

二、明確禁止 

目前為止，明確全面禁止、認定加密貨幣為違法的國家總共有 7 個111，其明

令禁止加密貨幣之使用、交易或持有，並訂定違反法規之相關罰則。例如阿爾及

利亞規定，購買、銷售、使用和持有加密貨幣是被禁止的112；埃及則是有伊斯蘭

法律立法者頒布宗教法令，認定比特幣商業交易違反伊斯蘭法律113；又如摩洛哥

外匯管理局（Moroccan Exchange Office）對外宣稱，使用加密貨幣的商業交易違

反了交易法規，犯法者將受到相關懲罰114。明確禁止加密貨幣區塊鏈之國家較少，

而該等政府採取如此嚴格管制樣態的理由主要還是在於對加密貨幣尚未完全瞭

解，對於洗錢、資恐、國家安全的疑慮無法降低以及監理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全

面禁止是較簡單的方式。然而，國家採取明確禁令不必然減少民眾投入加密貨幣

市場之熱情115，民眾可能轉向國外合法的或未受監管的交易所購買加密貨幣。 

三、審慎管理 

如前所述，加密貨幣區塊鏈被發明出來，最初始的商業應用是作為「支付工

具」來使用，但隨著在世界各地熱絡的發展，也漸漸被當作炒作價格的「投資標

的」，進而促成各式各樣金融周邊服務和交易媒介業者的興起。審慎管理在此意

指，該國家之政府針對加密貨幣區塊鏈不同的功能與用途採取部分開放、部分禁

                                                     
111 7 個明確禁止加密貨幣之國家為：阿爾及利亞、玻利維亞、埃及、伊拉克、摩洛哥、尼泊爾、

巴基斯坦。THE LAW LIBRARY OF CONGRESS, GLOBAL LEGAL RESEARCH CENTER, supra 

note 88. 
112 Id. at 82. 
113 Id. 
114 Id. at 87 
115 Despite the Ban, Morocco Is One of the Four Countries that Trade Bitcoin the Most in Africa,  

YABILADI (May 9, 2018), 

https://en.yabiladi.com/articles/details/68658/despite-morocco-four-countries-that.html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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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的管制樣態，舉例而言：一國政府可能承認加密貨幣作為財產或商品之合法性，

默許團體和個人「持有」加密貨幣，然而禁止加密貨幣作為合法「支付工具」來

償付對於貨品或服務的消費，又或者禁止金融機構替加密貨幣提供「交易媒合」

或其他金融服務。以越南為例，越南中央政府下的越南國家銀行（State Bank of 

Vietnam）發布聲明，認定禁止使用加密貨幣作為合法的支付工具116，但對於將

加密貨幣作為投資性資產則無法律禁止，甚至正在與越南的司法部門積極共同研

議法律框架加以納管117。又以印尼為例，印尼中央銀行同樣發布聲明，表示加密

貨幣並非合法的支付工具，禁止在印尼國內使用118，但對於加密貨幣之持有與交

易並無明令禁止119，甚至印尼的期貨交易監督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Regulatory Agency）在近期發布了 5/2019 號法規120，其包含了對於加密資產交易

的管制規範，將其合法化，定義為大宗商品，並對交易所設下相關的法律遵循、

資訊安全、服務項目要求，旨在為投資加密貨幣資產的投資人提供保護並免於詐

欺行為121。另外以我國為例，我國中央銀行與金管會將加密貨幣定義為高投機性

的「數位虛擬商品」122，其雖然並未明文禁止我國國民於境內持有或透過交易所

交易加密貨幣，但要求國內之金融機構不得參與或提供與加密貨幣相關的服務和

                                                     
116 Nathan Fischler, Vietnam Has a Cryptocurrency Dilemma, ASIA TIMES (Feb 1, 2018), 

https://www.asiatimes.com/2018/02/article/vietnam-cryptocurrency-dilemma/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117 Dani Gas, Cryptocurrency Legal Framework in Vietnam: Will be Ready by End of January, 

INFOCOIN (Jan 8, 2018), 

http://infocoin.net/en/2018/01/08/cryptocurrency-legal-framework-in-vietnam-will-be-ready-by-end-of

-january/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118 BANK INDONESIA WARNS ALL PARTIES NOT TO SELL, BUY, OR TRADE VIRTUAL 

CURRENCY,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2018), 

https://www.bi.go.id/en/ruang-media/siaran-pers/Pages/sp_200418.aspx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119 令晨，禁的了加密貨幣支付，印尼央行仍擋不住比特幣交易浪潮，Meet 創業小聚，2018 年 9

月 25 日，https://meet.bnext.com.tw/articles/view/43751（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120 HARA, New Regulation in Indonesia will Allow Crypto Assets to be Traded as a Commodity, 

Medium (Apr 25, 2019), 

https://medium.com/haratoken/new-regulation-in-indonesia-will-allow-crypto-assets-to-be-traded-as-a-

commodity-ff24785e11fc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121 CoinTmr 編輯部，印度尼西亞正式將加密貨幣合法化，明日幣圈，2019 年 2月 22 日，

https://cointmr.com/%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E%E6%

AD%A3%E5%BC%8F%E5%B0%87%E5%8A%A0%E5%AF%86%E8%B2%A8%E5%B9%A3%E5

%90%88%E6%B3%95%E5%8C%96/（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 
122 郭秋榮，前揭註 110，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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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例如收受、兌換或於 ATM提供加密貨幣服務等123。 

誠然地，每個國家的政府固然在其領域內對其國民擁有最高主權，絕對有公

權力在其境內對加密貨幣區塊鏈採行相關的禁止或限制性措施，以達成其欲實現

之政策目標，然而在國際經貿法──WTO 層級，一國若於 WTO 規範下，已在

該國的對外貿易開放承諾上，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相關品項或服務部門作出一定

程度的開放承諾，則實施禁止或限制性措施的會員國政府將非常可能因違背了對

其他WTO會員的開放承諾，進而演變成雙邊或多邊的貿易爭端解決議題。再者，

WTO 規範下亦對於會員基於特定正當公共政策目的而設有例外條款，會員國政

府是否可基於前述各項公共政策目的，作為其禁止或限制加密貨幣區塊鏈措施之

正當理由，實為探討 WTO規範適法性相當重要之課題。在上述眾多限制加密貨

幣區塊鏈的措施之中，本文將會以中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之限制性措施為探討

與分析核心，包括禁止使用加密貨幣作為支付工具、禁止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為

加密貨幣提供服務124與禁止 ICO 活動並全面關閉加密貨幣交易所125。以中國為

探討分析核心之主要理由在於，中國原先為目前世界最主要的加密貨幣──比特

幣及其他種類加密貨幣之主要交易市場126，且大部分的挖礦服務算力127皆由中國

                                                     
123 同上註。 
124 人民銀行等五部委發佈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前揭註 85。 
125 安菲，臨近「九四公告」一周年 回顧中國對加密貨幣及相關業務監管動態，區塊客，2018

年 9 月 1 日，

https://blockcast.it/2018/09/01/summary-china-policy-on-crypto-exchanges-ico-ban-since-2017-sept-4/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 
126 根據不同資訊來源比對，中國的比特幣交易量（以人民幣交易比特幣）原先占全球交易量約

為 80%~90%，在 2017 年逐步宣佈一系列限制加密貨幣區塊鏈之措施後，交易量降至不足 1%。

參考：中國比特幣交易平台宣佈月底關閉 重挫虛擬貨幣市場，上報，2017 年 9月 15 日，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4873（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楊

日興，中國比特幣交易量 占全球逾 8 成，中時電子報，2017 年 8月 29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829000085-260203?chdtv（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Akin Oyedele, One Country Dominates the Global Bitcoin Market (BTC, CNY), MARKET INSIDER 

(Jan 18, 2017), 

https://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news/stocks/bitcoin-trading-china-yuan-remnibi-2017-1-10016754

32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Joseph Young, Bitcoin is Undervalued as Volumes of Over-The-Counter 

and Exchange Markets in China Show, COINTELEGRAPH (Sep 27, 2016),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bitcoin-is-undervalued-as-volumes-of-over-the-counter-and-exchange-

markets-in-china-show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Justin Connell, Bitcoin Trading in Chines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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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務提供者所供應，然而在中國政府關閉加密貨幣交易所後，比特幣從全球占

比百分之九十下降至不足百分之一128，具有相當巨大的貿易限制效果，未來十分

有可能演變成為他國控訴中國之貿易爭端下的系爭措施，因此，本文接下來將進

一步探討中國的對加密貨幣區塊鏈限制性措施之詳盡細節，以利後續分析該措施

之於WTO協定的合法性問題。 

 

（資料來源：One country dominates the global bitcoin market (BTC, CNY)） 

 

                                                                                                                                                      
Drops to One-Third of Market in 30 Days, BITCOIN.COM (Feb 8, 2017), 

https://news.bitcoin.com/china-bitcoin-volume-2017/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Nathan Reiff, What 

Role Did China Play in Bitcoin's Decline, INVESTOPEDIA (Jun 25, 2019),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ch/what-role-did-china-play-bitcoins-decline/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127 肖恩說鏈，比特幣 70%的算力在中國，為何全節點占比僅為 4%，

http://kuaibao.qq.com/s/20190130G0W20200?refer=spider（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22 日）；Cao 

Li，中國擬限制比特幣，加密貨幣挖礦或成「淘汰產業」，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 年 4 月 10日，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0410/bitcoin-china-ban/zh-hant/（最後瀏覽日：2019年 12月 28

日）；楊日興，陸 3 大比特幣礦機 壟斷全球 9成市占，中時電子報，2018 年 1月 23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23000269-260203?chdtv（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128 吳雨，我國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基本實現無風險退出，新華社，2018 年 7月 6 日，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7/06/c_1123089788.htm（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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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itcoin is Undervalued as Volumes of Over-The-Counter and Exchange 

Markets in China Show） 

 

（資料來源：Bitcoin Trading in Chinese Yuan Drops to One-Third of Market in 

30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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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加密貨幣區塊鏈管制措施具體內容─中國為例 

中國最早針對加密貨幣的管制措施是於 2013年 12月 6日由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工業和資訊化部、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五個部會委員會聯合發布《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

129，其政策目的開宗明義宣稱是為保護公共財產利益，並保障人民幣法幣地位、

防範洗錢風險以及維持金融穩定130。該通知是中國政府首次明確對加密貨幣的定

性做出聲明，將比特幣定義為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而非由貨幣當局所發行、

具有法償性和強制性的貨幣，不得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支付、流通，但民眾可在自

願承擔風險的前提下，自由參與買賣交易比特幣131。針對該通知的限制性規定，

可將規範手段區分為兩種： 

一、禁止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開展比特幣相關業務 

依據該通知規定，各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以比特幣為產品或服務定價、

不得買賣比特幣、不得作為集中交易對手（central counterparty）買賣比特幣、不

得承保與比特幣相關的保險業務或將比特幣納入保險責任範圍、以及不得直接或

間接為客戶提供其他與比特幣相關的服務，包括：為客戶提供比特幣登記、交易、

清算、結算等服務；接受比特幣或以比特幣作為支付結算工具；開展比特幣與人

民幣及外幣的兌換服務；開展比特幣的儲存、託管、抵押等業務；發行與比特幣

相關的金融產品；將比特幣作為信託、基金等投資的投資標的等132。此等禁止金

融機構和支付機構涉及加密貨幣活動的措施，主要用意在於防範加密貨幣所造成

的相關風險影響到金融體系，可能進一步擴散、交互傳染提升金融體系之系統性

風險，進而拖垮實體經濟，相關之風險例如：加密貨幣價格波動過大，頻繁地暴

                                                     
129 人民銀行等五部委發佈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前揭註 85。 
130 同上註。 
131 同上註。 
132 同上註。 



DOI:10.6814/NCCU2020003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2 
 

漲暴跌133，許多國家政府認為此價格波動並無實際經濟數據支撐134，又或因加密

貨幣之價格較容易受到人為操作135、投資風險高136，故淪為高投機性的虛擬商

品。 

二、納管比特幣交易網站 

依據該通知規定，比特幣交易網站作為提供比特幣交易媒合服務的主要平台，

該等網站應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和《互聯網資訊服務管理辦法》向

電信管理機構備案，對於違法的網站可予以關閉。同時，相關機構也應依《中華

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負擔反洗錢義務，包括執行客戶身份識別，如要求客戶實

名註冊、登記姓名、身份證號碼等資訊，並且對於可疑交易向反洗錢機關進行申

報137。此通知之規定將加密貨幣交易所納入反洗錢相關的監理範圍，雖增加業者

與投資人的法遵成本，但亦為透過加密貨幣交易所媒合加密貨幣服務提供合法正

當性，提升市場信心，致使加密貨幣在中國熱絡發展了一段時間。 

中國加密貨幣發展到了 2017 年有所轉變，主要因為當時加密貨幣業者大量

透過 ICO進行融資活動，然而此業務被中國政府定調為涉嫌從事非法金融活動、

擾亂經濟金融秩序之未經批准的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故於 2017 年 9 月 4 日由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中央網絡安全和資訊化委員會辦公室、中國工業和資訊化部、

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共同發布《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

138，政策目的宣稱是為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並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針對該公告的

限制性規定，可將規範手段區分為三種： 

                                                     
133 中央銀行, 「虛擬通貨、區塊鏈等相關議題之最新發展」，頁 84，網址：

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83221802871.pdf（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134 同上註，頁 94-95。 
135 同上註，頁 85-86。 
136 同上註，頁 86-87。 
137 人民銀行等五部委發佈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前揭註 85。 
138 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前揭註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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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和個人不得從事 ICO活動 

依據該公告規定，中國境內所有 ICO 活動受到禁止，已完成代幣發行融資

的組織和個人需要為投資人進行清算、退場之安排以保護投資人權益139。因 ICO

活動涉及公開向不特定大眾募資，事關投資人保護、資訊不對稱之消弭、平台業

者設立門檻如資本額、保證金等制度，因此部分國家政府適時將 ICO 納入證券

法管理（如前述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或由政府給予指導原則，如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發布數位代幣發行指引，提供適用

證券法規的指導性原則140、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Swiss 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發布 ICO 監管框架指引，將代幣分類，不同種類的代幣

需遵循不同的監理法規141，然而亦有國家採取和中國政府相同的做法，如韓國金

融服務委員會（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宣佈該國完全禁止 ICO活動，主

要原因是代幣價格缺乏穩定性且易受操縱、高風險、不透明等142。 

二、禁止金融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開展代幣發行融資交易之相關業務 

依據該公告規定，金融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不得直接或間接為代幣發行融

資和加密貨幣提供帳戶開立、登記、交易、清算、結算等產品或服務；不得承保

與代幣和加密貨幣相關的保險業務或將代幣和加密貨幣納入保險責任範圍143。此

規定主要是重申《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的管制目標，禁止金融機構和支

付機構涉入加密貨幣相關業務，甚至是更複雜的募集加密貨幣之代幣發行融資交

易業務。 

                                                     
139 同上註。 
140 鍾欣宜，首次代幣發行(ICO)監理趨勢初探，經濟研究，19 期，頁 111（2019 年）。 
141 同上註，頁 111-112。 
142 Mel，韓國 FSC：代幣價格暴跌， ICO 禁令堅持不鬆綁，區塊客，2019 年 2月 1 日，

https://blockcast.it/2019/02/01/south-korea-will-maintain-ico-ban/（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143 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前揭註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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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代幣融資交易平台之禁止措施，以及擴展至對加密貨幣交易所之禁止 

依據該公告規定，代幣融資交易平台禁止從事法定貨幣與代幣和加密貨幣相

互之間的兌換業務；不得買賣或作為集中交易對手買賣代幣或加密貨幣；不得為

代幣或加密貨幣提供定價、資訊仲介等服務。違法違規之代幣融資交易平台將被

關閉網站及下架行動 APP（Mobile Application），並吊銷營業執照144。 

儘管此規定是明文針對「代幣融資交易平台」所設之限制，文中並未禁止「加

密貨幣交易所」繼續提供法定貨幣和加密貨幣或加密貨幣之間的交易媒合與相關

服務，然而，此公告剛發布不久，中國加密貨幣的管制氛圍迅速趨嚴，中國政府

開始針對加密貨幣交易所進行限制，展開全面關閉交易所的行動，有觀點認為很

大程度的政策動向都是肇因此代幣融資交易平台禁令145。2017年 9 月 14日，由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146所發布的《關於防範比特幣等所謂虛擬貨幣風險的提示》

147中提到：「近期大量交易平台因支援代幣發行融資活動（ICO）已被監管部門

叫停。各類所謂「幣」的交易平台在我國並無合法設立的依據。中國互聯網金融

協會呼籲，各會員單位應履行行業自律公約的承諾，嚴格遵守國家法律和監管規

                                                     
144 同上註。 
145 比特幣在 ICO 中具有和美元相同的結算地位，幾乎所有代幣在 ICO 過程都支援以比特幣來換

取代幣。由於比特幣具有一定匿名性，使參與募資的投資人很難追蹤到 ICO 融資主體的真實身

份，更甚者許多詐騙犯罪係在完全沒有區塊鏈專案的情況下進行 ICO。此外由於參與 ICO 不需

要審查投資人資格，許多投資人並不瞭解 ICO 的真實投資意義。相較於比特幣，ICO 對大眾更

容易產生詐騙問題，也更難以監管，而終止 ICO 亂象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斷 ICO 的匿名性和

不合格大眾投資者的購買管道，也就是打壓比特幣交易，這可能才是中國監管機構在對比特幣謹

慎觀察多年後，突然開始大力監管的原因。參考：INSIDE，大刀砍向交易所背後：ICO 殺死了

中國的比特幣，2017 年 9月 15 日，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0522-did-ico-kill-bitcoin-in-china（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吳雨儉，比特幣交易所須制定無風險清退方案 9 月底前關停，騰訊網，

https://new.qq.com/rain/a/20170916A02JF3（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22 日）。 
146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是獲中國共產黨和國務院同意後，由中國人民銀行會同中國銀行業監督

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等監理機關所建立之國家級互聯

網金融行業自律組織，旨在通過自律管理，規範從業機構市場行為，會員包括銀行、證券、保險、

基金、期貨、信託、資產管理、消費金融、徵信服務以及互聯網支付、投資、理財、借貸等機構、

以及承擔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研究教育之機構。參考：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介紹，網址：

http://www.nifa.org.cn/nifa/2955644/2955646/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 月 22 日）。 
147 關於防範比特幣等所謂“虛擬貨幣”風險的提示，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2017 年 9月 13 日，

網址：http://www.nifa.org.cn/nifa/2955675/2955761/2967730/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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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參與任何與所謂「虛擬貨幣」相關的集中交易或為此類交易提供服務，主

動抵制任何違法違規的金融活動。」隔日，中國營運時間最久的「比特幣中國」

宣佈停止服務148。2017 年 9月 15日，由北京市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小

組辦公室149為首的監管單位，開始對中國其他的大型加密貨幣交易所150負責人進

行約談，依據《北京地區虛擬貨幣交易場所清理整治工作要求》151命令加密貨幣

交易所停止服務，並制定投資人無風險退場方案。依據監理單位所宣稱，該措施

「要關閉的是比特幣交易所，不是針對比特幣」152，但實質導致中國比特幣從全

球占比百分之九十下降至不足百分之一153，中國的加密貨幣交易市場自此降至冰

點，業者紛紛出走海外，轉移服務提供據點和伺服器設置地點154。 

總結而論，中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最主要的限制措施為：禁止使用加密貨

幣作為合法支付工具；禁止金融機構涉入加密貨幣商業活動；同時，雖然並未限

制投資人將加密貨幣作為虛擬商品來持有與交易，但是全面關閉國內加密貨幣交

易所的法幣兌換加密貨幣或加密貨幣之間交換的服務，以及 ICO 融資活動。在

                                                     
148 張庭瑜，中國營運最久的比特幣交易所「比特幣中國」關閉，將帶來什麼影響，數位時代，

2017 年 9月 15 日，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6181/btcc-bitcoin-exchange-stops-trading（最

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 
149 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北京市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

2016 年 5月 30 日，網址：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sj/201905/t20190522_59734.html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 
150 當時中國前三大加密貨幣交易所為：比特幣中國（BTCChina）、火幣網（Huobi）以及 OKCoin。 
151 該工作要求包括：一、交易所於特定時間前制定詳細的無風險清理清退工作方案，並向監理

單位備案。二、交易所於特定時間前確定一銀行帳戶用於存放客戶資金，登出其他銀行帳戶和非

銀行支付機構帳戶，並報央行備案。三、交易所於特定時間前發佈公告，明確停止所有加密貨幣

交易的最終時間，並宣佈立即停止新用戶註冊。四、交易所股東、實際控制人、高階管理人員、

財務負責人、核心技術負責人在清理退出期間要在北京配合平台清理退出工作。五、交易所完成

清退工作前應每日向註冊地所在區監理機關報告運營狀況、清理清退工作進展。六、交易所應保

存客戶交易和資產資料，並報送註冊地所在區監理機關。參考：北京地區虛擬貨幣交易場所清理

整治工作要求，比特財經，2017 年 9月 15 日，http://www.bitecoin.com/online/2017/09/26183.html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 
152 月見，9 月 30 日前所有中國比特幣交易所須停止營運，區塊客，2017 年 9月 16 日，

https://blockcast.it/2017/09/16/all-chinese-bitcoin-exchanges-must-close-by-september-30/（最後瀏覽

日：2019 年 12月 28 日）。 
153 吳雨，前揭註 128。 
154 新京網，北京叫停比特幣交易所 多平台宣佈關停，2017 年 9月 16 日，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09/16/c_1121672125.htm（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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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中國政府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採行的貿易限制措施後，以下將進一步探討

加密貨幣區塊鏈在現行 WTO協定下的分類與承諾議題，意即加密貨幣區塊鏈是

否會落入中國所承諾對外開放之相應貨品或者服務分類，以及中國所採行的貿易

限制措施之國際經貿法適法性──是否有違反 WTO 規範之疑慮？是否能在

WTO 規範下的例外條款獲得正當化？或者，若現行的 WTO 規範有不足之處，

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能解決此矛盾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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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加密貨幣區塊鏈與 WTO協定之關係 

第一節 加密貨幣區塊鏈之定性問題 

在探究對加密貨幣區塊鏈具有貿易限制之措施是否違反 WTO規範之前，對

於加密貨幣區塊鏈的定性問題相當重要，即究竟按照現行 WTO體系，會將加密

貨幣區塊鏈視為一種貨品（good），或者是一種服務（service），此定性將決定加

密貨幣區塊鏈將適用於WTO協定下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155，或者是「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156，兩協定在適用上有非常多不同之處，例如在 GATT

下，會員須遵守最惠國待遇（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157和國民待遇

（National Treatment）158之不歧視原則，並依據其關稅減讓表（Schedules of 

Concessions），將關稅拘束在一定稅率之下159，會員以課徵關稅、配額、數量限

制等邊境措施或相關內地措施達成貨品貿易在價格或數量上的限制效果160，普遍

而言，貨品貿易的貿易障礙大多以「關稅化」的方式取代直接進行貿易數量限制

161排除特定貨品之進口，進口之貨品至多因為施加關稅的關係而影響到價格競爭

力，但尚不至於完全阻絕其進入當地市場與本國貨品競爭的可能性，故整體來說

自由化程度較服務貿易高；至於在 GATS下，會員同樣須遵守最惠國待遇162和國

民待遇163，但 GATS給予會員相對較大的權力164，會員僅有針對其已承諾對外開

放之服務部門，賦予 WTO其他會員不低於其在特定承諾表（Schedule of Specific 

                                                     
155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hereinafter GATT]. 
156 General Agreements on Trade in Services [hereinafter GATS]. 
157 GATT art. 1.1. 
158 GATT art. 3.1. 
159 GATT art. 2.1. 
160 林彩瑜，WTO 制度與實務：世界貿易組織法律研究（三），2 版，頁 66（2013 年）。 
161 除了符合 GATT 12 條收支平衡、GATT 19 條防衛協措施以及 GATT 20 條一般例外而獲得正

當化的貿易限制措施之外，實施數量限制之例外規範於 GATT 11 條第 2 項，包括：糧食之短缺、

涉及商品分類分級或行銷之標準或規範、農漁產品之過剩。 
162 GATS art. 2.1. 
163 GATS art. 17.1. 
164 林彩瑜，前揭註 160，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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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ments）所載條款、限制以及條件之待遇，然而對於未作成特定承諾之服

務部門，會員並沒有義務使 WTO其他會員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165，或

者給予國民待遇166以及特定承諾167，同時，WTO 會員也不須針對每一個服務部

門都作出承諾168，整體來說，因為會員對於不作承諾的服務部門便能夠阻斷其他

會員的服務與服務提供者進入本國市場，可以很大程度地保護本國服務業者，故

自由化程度相較於貨品貿易而言較低。此外，隨著網際網路近年來的蓬勃發展，

愈來愈多以往僅能透過實體樣態呈現之貨品貿易能夠透過網際網路或電子傳輸

之方式提供，使貨品和服務之分別界線漸漸模糊169，WTO 近年來也針對此類因

網際網路而衍生的 E 化產品（e-products）分類爭議展開許多討論170，例如 Apple 

iTunes所提供的數位化商品，如音樂、影片、書籍等數位內容商品究竟屬於貨品

或服務。另外，WTO 協定中亦有某一措施同時適用 GATT 和 GATS 之可能性，

兩協定之間並非必然相互排斥171，因此釐清加密貨幣區塊鏈之於 WTO協定的分

類定性具有其重要性。 

第二節 加密貨幣區塊鏈之於 GATT 

首先，就 GATT 觀之，GATT 並未有條文直接定義何謂「貨品」，故需要從

其欲對於 WTO會員貨品貿易進行規範所設計的條文進行檢視，究竟加密貨幣是

否適合分類為貨品。首先，傳統上國際經貿領域時常以認定該貿易主體是否具有

「實體性（physical attributes）」來區分貨品與服務，即貨品是有形的而服務是無

                                                     
165 GATS art. 16.1. 
166 GATS art. 17.2. 
167 GATS art. 18. 
168 林彩瑜，前揭註 160，頁 326。 
169 E-COMMERCE AND SERVICES CLASSIFICATION, UNITED NATIONS ESCAP,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Session%207%20-%20E-Commerce%20and%20Services%

20Classification.pdf (last visited Dec. 28, 2019).  
170 Stewart A. Baker, Peter Lichtenbaum, Maury D. Shenk & Matthew S. Yeo, E-Products at the WTO: 

Symposium on Borderless E-Commerce, 35 INT’L LAWYER, 5, 21 (2001); Henry Gao, Can WTO Law 

Keep up with the Internet, 108 AMER SOC. INT'L. L., 350, 352 (2014). 
171 張新平，WTO 服務貿易總協定適用範圍及相關定義之探討，政大法學評論，113 期，頁 315，

316（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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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172，但亦有例外，例如電力之貿易，電力雖無實體性，但許多 WTO會員亦

將其視為貨品的一種173。再者從關稅觀之，實務上各國並無法對於加密貨幣課徵

關稅，以迫使加密貨幣價格抬高之方式，減少國內消費者購買加密貨幣之效果174，

同時，凡是貨品皆會落入特定關稅分類，皆具有特定關稅稅率，加密貨幣似乎也

無法落入 WTO主要會員所採行的貨品關稅分類175之中；從非關稅措施觀之，加

密貨幣亦不適用涉及貨品相關非關稅措施，例如輸入許可（import licensing）、裝

運前檢驗（preshipment inspection）、配額申請等規定，然而會員可藉由完全禁止

人民持有加密貨幣等數量限制176措施限制加密貨幣貿易。WTO 亦有其他規制會

員貨品貿易行為之協定，例如反傾銷協定（Anti-Dumping Agreement）和補貼暨

平衡稅協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皆是在規範涉

及受到不公平貿易行為而導致國內業者損害的 WTO會員，如何透過一定法定程

序，對特定貨品施加額外關稅，而防衛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Safeguards）則

是因會員基於談判時未能預期之發展，透過一定法定程序，對特定貨品實施進口

數量限制或加徵關稅，因反傾銷稅與平衡稅皆是會員以施加額外關稅的方式導正

不公平貿易對國內同業之損害，然因實務上無法對加密貨幣課徵關稅，故上述協

定僅防衛措施協定中的數量限制較可能適用於加密貨幣。 

除此之外，有論者指出加密貨幣或可視為數位版黃金177，而黃金亦是貨品的

                                                     
172 Sam Fleuter, The Role of Digital Products Under the WTO: A New Framework for GATT and GATS 

Classification, 17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4 (2016). 
173 Mireille Cossy, Electricity trade & WTO rule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s://www.energycharter.org/fileadmin/DocumentsMedia/Events/20060516-ITFCITES_PPT_MCossy

.pdf (last visited Feb 10, 2020). 
174 林彩瑜，前揭註 160，頁 67。 
175 大多數 WTO 會員之關稅減讓表是以「國際調和商品分類體系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亦稱為「HS 體系（Harmonized 

System）」為基礎，該體系是由世界關務組織發明，雖然 WTO 並未對於貨品的關稅分類設下明

文規定，WTO 會員沒有採用 HS 體系之義務，但若會員採用專斷的分類，將減損降低稅率之效

果。參考：林彩瑜，前揭註 160，頁 75。 
176 GATT art. 11.1.   
177 該論點以比特幣作為加密貨幣之代表與實體黃金比較，兩者具有相當多共通點，例如皆具有

稀有性、皆無特定發行單位、可用作支付與投資、具全球流動性、高可塑性、高耐久性等。參考：

張軒豪，黃金跟比特幣的價值從哪裡來，關鍵評論網，2015 年 5月 28 日，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785（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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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有論者認為依據 WTO 案例法中「技術中立性（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178原則，不論提供貨品所用技術為何，不影響 WTO 會員對該貨品作出的承諾，

換言之，會員對待實體黃金或數位版黃金（加密貨幣）不應有差別待遇，如此而

言，加密貨幣亦應適用 WTO 協定關於貨品貿易之規範，但若以 WTO 案例法—

日本酒稅案179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對同類產品（like product）180的判定

標準，以產品「物理特性」、「最終用途」、「消費者喜好與習慣」以及「關稅分類」

認定二貨品是否為同類產品，雖然實體黃金和加密貨幣在最終用途上都能作為支

付工具以及投資性資產，然而兩者在物理特性上有根本性的差異，實體黃金因其

稀有金屬本質之物理與化學性，還被廣泛使用於高科技產品原料；消費者喜好和

習慣上，兩者都常作為投資商品，但金價相對穩定，加密貨幣價格則暴漲暴跌181；

在關稅分類上，實體黃金有特定關稅分類182，然加密貨幣則無。 

值得一提的是，在 WTO案例法──加拿大影響金幣銷售之措施183案中，涉

及判斷加拿大楓葉（Maple Leaf）金幣與南非金幣（Krugerrand）是否為同類產

品，小組認定兩者兼具支付工具和投資商品（investment goods）功能，且皆以相

似的標準生產、並有相同重量之黃金，在國際市場上相互競爭，故為同類產品，

以此推論，實體黃金和加密貨幣無類似生產標準，且黃金本身具有內在價值，加

密貨幣則無，縱然兩者兼具支付與投資功能，且在國際金融市場競爭，但仍難視

為同類產品，雖然該案小組報告並未被通過，但對於同類產品之解釋應仍有所幫

                                                     
178 Sam Fleuter, supra note172, at 167. 
179 Appellate Body Report, 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20-22, WT/DS8/AB/R. 
180 依據 GATT 規範，欲判斷是否對特定會員產品有歧視待遇，應比較該產品和其他會員產品是

否具有類似性（likeness），即受優惠之產品是否與其他會員產品為同類產品。只有當二產品為同

類產品，才需給予不歧視待遇。參考：林彩瑜，前揭註 160，頁 110。 
181 Danny Lin，世界黃金協會：比特幣不是黃金的替代品，動區動趨，2019 年 2月 22 日，

https://www.blocktempo.com/cryptos-not-a-substitute-for-the-yellow-metal-says-world-gold-council/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月 28 日）。 
182 以我國為例，貨幣用黃金之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Standard Commodity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為：71082000003；貨名為：黃金，貨幣用（Gold, Monetary）。參考：財

政部關務署，關港貿單一窗口—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網址：

https://portal.sw.nat.gov.tw/APGQO/GC411（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23 日）。 
183 Panel Report, Canada－Measures Affecting the Sale of Gold Coins, L/5863 (unadopted Sept. 17,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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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184，整體而言，本文認為加密貨幣和實體黃金並非同類產品。 

最後，針對 GATT 規範是否能適用於以電子化方式進行數位產品（digital 

products）貿易，目前 WTO 會員間仍相當分歧，暫無定論185，因此，對於將加

密貨幣視為貨品以及適用 WTO協定對於貨品貿易之規範，本文認為現階段尚無

法判定。 

第三節 加密貨幣區塊鏈之於 GATS 

不像 GATT 未對貨品進行定義，GATS 對於「服務」之範圍有著明確的定義：

「除了執行政府功能而提供之服務以外，一切部門之服務。」186，所謂執行政府

功能而提供之服務是指「非基於商業基礎，也並未與其他一家或多家服務提供者

競爭所提供的服務」187，該等政府功能服務大多可能都涉及到國家主權或國家安

全的領域，例如國防、外交、軍事、戶政、警政、強制性社會安全或福利、稅制、

海關行政等政府服務188，但 GATS條文對此並未有明確定義，目前也未有爭端解

決案例爭論此議題。若暫且簡單假設加密貨幣區塊鏈為服務的一種，則國家以公

權力推動具主權涵義與政府功能的加密貨幣區塊鏈服務189，其與私人企業、機構

和組織所提供的加密貨幣區塊鏈服務則理當有本質上的差異，即國家政府所推動

的加密貨幣服務無須受到 GATS的規範。 

                                                     
184 羅昌發，國際貿易法，頁 75。 
185 Sacha Wunsch-Vincent, Trade Rules for the Digital Age, in GATS AND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497, 502–3 (Marion Panizzon, Nicole Pohl & Pierre Sauvé 

eds., 2008). 
186 GATS art. 1.3(b). 
187 GATS art. 1.3(c). 
188 林彩瑜，前揭註 160，頁 305。 
189 目前許多國家正在計畫推行由其中央政府主導的加密貨幣，包括中國大陸、印度、委內瑞拉

等國家。參考：超越新聞網，重磅 中國央行數字貨幣 DCEP 全球第一大主權數字貨幣，2019

年 11 月 4 日，https://beyondnews852.com/20191104/49531/（最後瀏覽日：2020年 1月 8 日）；區

塊客，印度加密貨幣禁令草案疑似曝光：CBDC 以外全面封殺，钜亨網，2019年 7月 16 日，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358370（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8 日）；賀桂芬，亡命之徒的

創舉 委內瑞拉發行加密貨幣救經濟，天下雜誌，2018 年 8月 21 日，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1752（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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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若從 GATS對於服務貿易提供模式的分類定義觀之190，服務貿易提供

模式可分為四種樣態，包括：一、跨境提供（cross-border supply），此模式下服

務提供者或消費者皆不需要移動，僅服務本身跨國界提供，例如在中國的加密貨

幣礦工提供算力，為在美國的比特幣支付行為提供交易驗證服務；或者在日本的

加密貨幣持有者透過加密貨幣交易所，將加密貨幣賣給位在台灣的投資人。二、

境外消費（consumption abroad），此模式下涉及消費者向服務提供國跨國界移動，

以接受服務，服務之消費發生於外國，服務提供者並不移動，例如消費者制國外

旅遊而購買服務，例如台灣人至日本旅遊，在當地兌換日幣。三、商業據點設立

（commercial presence），此模式下服務提供者透過至消費者國家設立商業據點的

方式來提供服務，此模式亦稱為外人投資，例如創立於中國、註冊於馬爾他的全

球性大型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Binance）」於 2018 年來台灣設立辦事處191，

提供加密貨幣交易服務。四、自然人移動（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此模式

下服務提供者移動、入境至消費者所在國家，提供暫時、短期之服務，例如外國

顧問、工程師、教授或國際企業內部人員外派調動等。 

本文認為，基於加密貨幣區塊鏈分散式帳本的特性，加密貨幣區塊鏈之節點

用戶分佈全世界，由全球各地礦工提供算力驗證交易，協助區塊資料之產生與更

新帳本，以點對點、去中心化的模式提供支付或交易轉移服務，在形態上較類似

於「跨境提供」，並且因為加密貨幣投資人僅需要透過網際網路連線，即可購買

全球各地的加密貨幣或利用加密貨幣完成交易支付行為，本人並不需要移動至國

外，故不屬於「境外消費」；另外，私人企業設立加密貨幣交易所，提供法幣與

加密貨幣或加密貨幣之間的集中交易媒合服務，則屬於「商業據點設立」，又因

其服務提供自然人在商業實務上多屬於在地長期聘雇，並非短期移動至該國提供

                                                     
190 GATS art. 28. 
191 Pamela Ambler, From Zero To Crypto Billionaire In Under A Year: Meet The Founder Of Binance, 

FORBES (Feb 28,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melaambler/2018/02/07/changpeng-zhao-binance-exchange-crypto-cry

ptocurrency/#178907111eee (last visited Jan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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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貨幣交易相關服務，故不屬於「自然人移動」。 

同時，如前所述 GATS給予會員的權力相較於 GATT 更大，因會員僅有針對

已承諾對外開放之服務部門，才會賦予 WTO其他會員不低於特定承諾表所記載

之開放條件，對於未作成特定承諾之部門，會員無義務開放 WTO其他會員之服

務或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 其中 GATS 對市場進入之限制設有規範，包括192：

一、限制服務提供者之數目；二、限制服務交易或資產之總值；三、限制服務營

運之總數、總產量；四、限制服務部門或服務提供者之雇用人數，以上四種為數

量限制之類型，而中國完全關閉國內所有的加密貨幣交易所，禁止其提供加密貨

幣集中交易之服務，令加密貨幣交易所紛紛撤出海外，使以比特幣為首之加密貨

幣在中國之交易量巨幅下降，此措施正是屬於典型的數量限制措施；五、限制服

務提供者以特定種類之法人或合資提供服務，此類型為服務提供主體之限制，例

如要求外國服務提供者與當地企業合資，才能設立商業據點；六、限制外國持股

最高比例或投資總額，此類型為外資比例之限制，例如要求外國服務提供者對當

地特許產業企業之總持股數必須低於 50%，以免外國企業取得控制權。 

除此之外，如同 GATT 規範下之貨品皆會落入特定關稅分類，在 GATS規範

下，凡是服務皆會落入特定承諾表193，意味著加密貨幣區塊鏈若是被定義為服務

的一種，其必定落入特定承諾表中的某一個服務部門。特定承諾表作為 GATS 之

附件，並且構成 GATS 不可分之一部份194，WTO 會員一般而言均會參考 WTO

秘書處（WTO Secretariat）所提供的「服務部門分類表（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又稱 W/120）」，其中包含十二大分類之核心服務部門195，而

                                                     
192 GATS art. 16.2. 
193 GATS art. 20. 
194 林彩瑜，前揭註 160，頁 333。 
195 W/120 是 GATT 在 1991 年所完成十二大分類之核心服務部門，包括：商業服務（Business 

Services）、通訊服務（Communication Services）、營造與相關工程服務（Construction Services）、

配銷服務（Distribution Services）、教育服務（Educational Services）、環境服務（Environmental 

Services）、金融服務（Financial Services）、健康與社會服務（Health-related and Social Services）、

觀光及旅遊服務（Tourism and Travel-related Services）、娛樂和文化及運動服務（Recre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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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0 每一個服務部門皆有相互對應的「聯合國重要產物暫行分類表（UN 

Provisional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 CPC）」196，其詳細說明解釋各服務部門

與次部門（subsector）涵蓋的具體服務為何。大多數 WTO會員皆依 W/120與相

對應的 CPC 定義記載其特定承諾，雖然在 GATS 談判之時，不論是區塊鏈或是

加密貨幣之技術和商業應用皆未出現，會員不可能在服務貿易談判時設想是否要

對其他會員開放或限制此未誕生於世的197、W/120 和 CPC 皆未定義的加密貨幣

區塊鏈服務，但從 WTO 相關案例法198可發現，上訴機構基於 GATS「漸進自由

化（progressive liberation）」199之目標，認為特定承諾表應當「與時俱進（evolutive 

approach）」200，即會員的特定承諾並非靜止、凍結於談判之時空背景，而是會

隨著時間、科技與市場的演進變化不斷與時俱進，特別是和電子商務相關的創新

服務提供模式201，換言之，即是前述的「技術中立性」原則：不論提供服務所使

用的技術為何，不影響 WTO 會員對該服務作出的承諾，而 W/120 和 CPC 所承

諾之服務應隨科技與時俱進，不應拘泥於文字。 

對此，有論者提出「區塊鏈」有可能落入 GATS特定承諾表下的四種服務次

                                                                                                                                                      
Cultural and Sporting Services）、運輸服務（Transport Services）、其他服務（Other Services）。參

考：Services Sectoral Classification List, MTS. GNS. W/120 (Jul. 10, 1991),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mtn_gns_w_120_e.doc (last visited Jan 8, 2020). 
196 CPC 是聯合國於 1991 年發行之全球唯一包含商品和服務的國際產品分類，W/120 分類表之

各服務類別均附註 CPC 分類號碼，協助締約國參考 CPC 之定義。參考：UN Provisional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 

http://www.tralac.org/files/2013/12/UN-CPC-Provisional-central-product-classification.pdf (last visited 

Jan 8, 2020). 
197 Arvin Kristopher Razon, supra note 78, at 126, 134. 
198 在美國賭博案，小組認定 GATS 規範適用於數位之服務提供模式，即線上賭博服務，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adopted April 20, 2005) [hereafter Panel Report, US-Gambling]；在中國視聽產品案，

上訴機構認定中國對於聲音錄製和分銷服務之承諾，同時適用透過電子方式和實體方式提供服務，

但在 GATS 談判時，該服務僅能透過實體方式提供。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 398, WT/DS363/AB/R [hereinafter Appellate Body Report, 

China-Audiovisual Products]. 
199 GATS art. 19.1. 
200 Eric Leroux, Twenty Years of GATS Case Law,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TRADE IN 

SERVICES 191, 200 (Pierre Sauve & Martin Roy eds., 2016). 
20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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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202，包括：一、線上資訊及資料庫檢索（Online information and database 

retrieval），對應之 CPC 號碼為 7523資料和訊息傳輸服務（7523 Data and message 

transmission services），其下包含 75231 資料網絡服務（Data network services）203

和 75232 電子訊息和資訊服務（Electronic messag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204，

主要係指資料之「傳輸」服務；二、資料庫服務（Database services），對應之 CPC

號碼為 844 資料庫服務（database services）205，涉及結構化資料庫（structured 

databases）服務，雖然如前所述，區塊鏈亦可廣泛視為資料庫的一種，然而兩者

仍有所差異，主要在於資料庫僅是提供資料儲存服務，但是加密貨幣區塊鏈還包

含交易驗證以及帳本更新服務206；三、線上資訊和資料處理服務，包括交易處理

（Online information and/or data processing (including transaction processing)），對

應之 CPC 號碼為 843 資料處理服務（843 data processing services）；四、資料處

理服務（Data processing services），對應之 CPC號碼亦為 843資料處理服務（data 

processing services）207。 

有論者認為前述之加密貨幣區塊鏈──比特幣，其參與節點所提供的「挖礦」、

                                                     
202 Arvin Kristopher Razon, supra note 78, at 141-146. 
203 CPC (1991), UN Doc ST/ESA/STAT/SER.M/77 (n 72) 54–5: 75231 Data network services: 

Network services necessary to transmit data between equipment using the same or different protocols. 

This service can be provided via a public or dedicated data network (ie via a network dedicated to the 

customer’s use). 
204 CPC (1991), UN Doc ST/ESA/STAT/SER.M/77 (n 72) 54–5: 75232 Electronic messag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Network and related servic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necessary to send and 

receive electronic messages (telegraph and telex/TWX services) and/or to access and manipulate 

information in databases (so-called value-added network services). 
205 CPC (1991), UN Doc ST/ESA/STAT/SER.M/77 (n 72) 64: All services provided from primarily 

structured databases through a communication network, excluding data and message transmission 

services under class 7523. 
206 Arvin Kristopher Razon, supra note 78, at 143. 
207 CPC (1991), UN Doc ST/ESA/STAT/SER.M/77 (n 72) 64: 843 Data processing services: 8431 

Input preparation services: Data recording services such as key punching, optical scanning or other 

methods for data entry; 8432 Data-processing and tabulation services: Services such as data processing 

and tabulation services, computer calculating services, and rental services of computer time; 8433 

Time-sharing services: This seems to be the same type of services as 84320. Computer time only is 

bought; if it is bought from the customer’s premises,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are also bought. 

Data processing or tabulation services may also be bought from a service bureau. In both cases the 

services might be time sharing processed. Thus, there is no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84320 and 84330; 

8439 Other data processing services: Services which manage the full operations of a customer’s 

facilities under contract: computer-room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ntrol services; management 

services of in-place computer equipment combinations; and management services of 

computer work flows and dis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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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生成之區塊資料串成鏈」、「維護帳本同步與一致性」服務即屬於資料處理服

務208，若將其細分之，解決加密雜湊演算法數學計算問題屬於 8432「資料處理

和製表服務、電腦運算服務和電腦時間租賃服務（Data-processing and tabulation 

services: Services such as data processing and tabulation services, computer 

calculating services, and rental services of computer time）」，而將區塊資料串接並紀

錄於帳本之上屬於 8431「資料記錄服務，例如按鍵打孔、光學掃描或其他資料

輸入模式（Input preparation services: Data recording services such as key punching, 

optical scanning or other methods for data entry）」，最終使買賣雙方能夠完成使用

比特幣支付的交易行為209。 

進一步言，雖然「挖礦」、「區塊資料串成鏈」、「維護帳本」等個別服務皆可

能落入於資料處理服務之下，但回歸比特幣最初被設計出來之核心功能，是作為

一有別於傳統金融機構所提供服務類型的新興支付工具，換言之，即是一種由非

傳統金融機構之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因此，本文認為此處可參照 WTO

案例法──中國電子支付案210的判決作為分析依據，小組於該案是在審理美國電

子支付服務是否有落入中國特定承諾表「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all payment 

and money transmission services）」而進行解釋，小組認為該服務係指「所有對於

支付和貨幣匯送有所必要（essential）的服務、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的工具，以

及所有與之相關的商業模式」都完整包含在內211，換言之，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

是一項由數個個別服務聯合提供方能完整供應的服務，不應將該等個別服務分拆

落入在不同的服務部門，應當將該等個別服務視為一整合的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

                                                     
208 Arvin Kristopher Razon, supra note 78, at 145. 
209 Id. at 146. 
210 Panel Report, China-Certain Measures Affecting 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WT/DS413/R 

(adopted Aug. 31, 2012) [hereinafter Panel Report, China-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211 Id. ¶ 7.99,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 treaty interpretation, we consider that the 

word "all" before "payment and money transmission services" must be given meaning and effect. In 

our view, the use of the term "all" manifests an intention to cover comprehensively the entire spectrum 

of "payment and money transmission services". More particularly, this term indicates to us an intention 

to include all services essential to payment and money transmission, all means of payment and money.”; 

footnote 142: “The Panel uses the term "essential" to refer to all component services which are needed 

to complete a payment transaction or money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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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本文認為可將該認定標準適用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服務上：比特幣的服務提供

者──比特幣區塊鏈平台業者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礦工節點，提供比特幣支付

服務所為之一系列挖礦、交易驗證、區塊資料串連以及帳本更新服務，應當視為

一整合的服務並分類在單一的服務部門之下，至於應當分類在哪個單一服務部門，

有論者亦提出「加密貨幣」交易服務和服務提供者有可能落入 GATS金融服務附

件（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所定義的金融服務213，即 GATS金融服務附件

第 5條（a）項：「金融服務係指會員金融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任何具有金融性質

的服務。金融服務包括所有保險與保險相關的服務、所有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服

務（保險除外）。」214。該定義中「金融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任何具金融性質的

服務」之「金融（financial）」一詞，其通常意義係指：「和金錢或金錢管理方式

有關者（relating to money or the way money is managed）」215，由於定義太過廣泛，

使具備支付功能之加密貨幣很容易落入金融服務的範疇。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加密貨幣區塊鏈因其所具有之支付功能，有較大之

可能落入 GATS 金融服務附件第 5 條（a）項銀行和其他金融服務（保險除外）

之次部門（viii）：「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在中國的特定承諾表上即是「7

金融服務 B 銀行和其他金融服務（保險和證券除外）（d）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

服務，包括信用卡、簽帳卡、簽帳金融卡、旅行支票、銀行匯票」216。 

在美國賭博案中，上訴機構曾表示對於會員不依循 CPC 定義所為特定服務

                                                     
212 Id. ¶ 7.171. 
213 Sandeep Thomas Chandy & Prakhar Bhardwaj, Adjudicating Cryptocurrencies at the WTO: 

Potential Threshold and Substantive Issue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THE ERA OF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TURIN, ITALY (2019) 1, 7,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381314 (last visited Jan. 23, 2020). 
214 GATS 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 art. 5, (providing that: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nnex: (a) A financial service is any service of a financial nature offered by a financial service supplier 

of a Member.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e all insurance and insurance-related services, and all banking 

and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excluding insurance).”). 
215 透過字典查詢「金融」一詞的通常意義。參考：CAMBRIDGE DICTIONARY, available at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financial (last visited Dec. 22, 2019). 
21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 GATS/SC/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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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承諾，或者因對於特定承諾表使用之文字有所疑義者217，小組和上訴機構會依

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VCLT）」

第 31 條218之通常意義解釋（ordinary meaning）、上下文解釋（context）、目的與

宗旨解釋（object and purpose）等解釋方法，以及在前述解釋意義不明或難解之

時可訴諸第 32條219解釋之補充資料（supplementary means），判定一服務是否確

實落入該部門，本文以下即藉由該等解釋方式釐清加密貨幣區塊鏈是否能落入中

國特定承諾表之「（d）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包括信用卡、簽帳卡、簽帳金

融卡、旅行支票、銀行匯票」次部門。 

一、通常意義解釋 

本文依據中國電子支付案小組以字典定義檢視「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

之「支付」220、「金錢」221、「匯送」222的通常意義，當三個詞彙一同使用時，意

                                                     
217 WTO 協定以及會員之關稅減讓表以及特定承諾表，可能無法僅依照協定上所使用的文字確認

該字句實際欲表彰的意涵，主要的理由有二個：一、法律規定通常是藉由一般通用的文句加以草

擬，希望能夠達到普遍適用的目標與效果；二、WTO 協定所使用的文字是依照各國談判當時相

互折衷妥協的結果，導致該等文字可能較為缺少明確性，故時常必須對該等文字加以解釋。根據

WTO「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第 3.2 條的規定，WTO 爭端解決體系是依照「國際公法之解釋習

慣規則（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來闡明 WTO 條文規定，雖

然 DSU 未明言之，但上訴機構認為此國際公法之解釋習慣規則係指「維也納條約法公約（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VCLT）」第 31 條與第 32 條。參考：林彩瑜，前揭註 160，

頁 37。 
218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 31 [hereinafter VCLT]. 
219 VCLT, art. 32. 
220 Panel Report, China-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 7.81, “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defines "payment" as "an act, or 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paying". In turn, the verb "pay" is defined as 

"give (a person) money etc. that is due for goods received, a service done, or a debt incurred; 

remunerate. Also, hand over or transfer (money etc.) in return for something." This general definition 

of "payment" is consistent with definitions in certain glossaries and specialized dictionaries submit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 a "transfer of funds in any form between two parties"; or (ii) the "transfer of 

money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with the assent of both parties". We glean from these definitions that 

the three main elements in a payment are (i) there is a transfer, (ii) what is transferred is money, and (iii) 

the transferred money is due for goods, services or a debt incurred.”. 
221 Panel Report, China-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 7.81-7.82, “The Panel next considers the term 

"money". 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provides the following general definition: …A 

current medium of exchange in the form of coins and (in mod. use) banknotes; coins and banknotes 

collectively. … Any object or material serving the same purposes as coins. … Property, wealth, 

possessions, resources, etc., viewed as convertible into coin or banknotes or having value expressible in 

terms of these.”; “In glossaries and specialized dictionaries, the term "money" is defined as the 

following: (i) "anything which is immediately and generally acceptable for the discharge of a debt or in 

exchange for a good or service"; (ii) "the means of facilitating the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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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將一普遍被接受的交換工具，從一人或者一地，轉移至另一方（the transfer of 

a generally acceptable means of exchange from one person or place to another）」223，

小組亦表示，使用現金以外的支付工具是由第三方介入買賣雙方以促進貨確保支

付行為成功進行224，而貨幣匯送服務是由中介機構參與貨幣匯送活動，以確保貨

幣從一方轉移至另一方225。最後，小組對「所有」進行解釋，認為「所有」一字

包括所有對於支付和貨幣匯送有所必要的服務、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工具，以及

所有與之相關的商業模式226，本文認為，加密貨幣區塊鏈符合此處所定義的支付

服務。 

二、上下文解釋 

本文參照過往 WTO案例法之中涉及特定承諾表解釋之見解，包括上訴機構

於美國賭博案以及小組於中國電子支付案的判決227，認為以「特定承諾表之整體」

有助於分析中國特定承諾表之上下文解釋。 

1中國特定承諾表之整體－（d）次部門之其他部分 

本文依據中國電子支付案小組對於（d）次部門後半段「包括信用卡、簽帳

卡、簽帳金融卡、旅行支票、銀行匯票」之認定，「包括」在此是為提供一個與

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有關工具之「未盡臚列清單（non-exhaustive list）」228，該等

                                                                                                                                                      
the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wealth, commonly recognizable as banknotes, coins and bank deposits"; 

(iii) "anything that is generally acceptable as a means of settling debt. Money is said to have three main 

functions, being: a store of value; a means of exchange; and a means of debt settlement (cf. fiat 

money)".”. 
222 Panel Report, China-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 7.80-7.84. 
223 Id. ¶ 7.85. 
224 Id. ¶ 7.96, “…when payment instruments other than cash are used, a third party intervenes between 

the payer and the paye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or make possible the "act of paying".”. 
225 Id. “…"money transmission services", since transmitting money normally involves the participation 

of an intermediary to ensure that the money is transferred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226 Id. ¶ 7.99. 
227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Gambling ¶ 178; Panel Report, China—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 7.111. 
228 Panel Report, China-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 7.109, “…we consider that the phrase 

"including credit, charge and debit cards, travellers cheques and bankers drafts" in subsector (d) 

provides a non-exhaustive list of instrument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payment and money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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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皆是使持有者能以不使用現金的方式來進行支付，從一人或一地轉移至另一

方229，本文認為，此認定有助於解釋加密貨幣區塊鏈得以落入支付服務之中。 

2 中國特定承諾表之整體－B銀行和其他金融服務（保險和證券除外） 

本文依據中國電子支付案小組對於中國特定承諾表「B銀行和其他金融服務

（保險和證券除外）」之認定，此處所列舉之（a）至（f）次部門銀行業務可由

非銀行之金融服務提供者提供230，本文認為，此認定有助於解釋支付服務得由非

銀行之金融服務提供者所提供，即比特幣區塊鏈平台以及節點。 

三、目的與宗旨解釋 

此解釋方法意指解釋條文應參酌條文目的與宗旨231，GATS之目的與宗旨是

希望依透明性與漸進自由化原則，建立擴展貿易之服務貿易多邊架構232，而會員

特定承諾表的安定性與可預期性亦為 GATS之目的與宗旨，意味會員特定承諾表

亦應適用於透明性原則，使 WTO會員、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能無礙地理解每個

會員之特定承諾表。然而本文認為，GATS之目的與宗旨較無助於解釋加密貨幣

區塊鏈是否落入中國特定承諾表之「（d）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包括信用卡、

簽帳卡、簽帳金融卡、旅行支票、銀行匯票」次部門。 

四、解釋之補充資料 

依照 VCLT 第 31 條對中國特定承諾表之解釋並未使意義不明或難解，或使

結果明顯荒謬不合理，故本文認為不必訴諸 VCLT 第 32 條解釋之補充資料進行

                                                                                                                                                      
services.”. 
229 Id. ¶ 7.111. 
230 Id. ¶ 7.125-7.128. 
231 許耀明，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法律解釋：多元途徑及其限制，收於：楊光華編，第十一屆國

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37（2011 年）。 
232 GATS preamble, (providing that: “... Desiring the early achievement of progressively higher levels 

of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through successive rounds of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aimed at 

promot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cipants on a mutually advantageous basis and at securing an overall 

balanc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hile giving due respect to national policy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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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 

 

 



DOI:10.6814/NCCU2020003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2 
 

（資料來源：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 

除此之外，GATS金融服務附件第 5條（a）項還並列舉了其他數項金融服

務233，其中有論者234認為加密貨幣因具有投資性、可在加密貨幣交易所交易，亦

可能落入 GATS金融服務第 5條（a）項銀行和其他金融服務（保險除外）之（x）

款第 E 目之定義：「透過集中交易市場、場外交易，或其他方式，為自己或客戶

交易下列商品：（E）可轉讓證券（transferable securities）」235，但由於各國因其

獨特歷史背景和追求不同法律目標，導致對於「證券」的定義236和管制方式有所

                                                     
233 GATS 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 art. 5(x)(E), (providing that: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 (x) Trading for own account or for account of customers, whether on an 

exchange, in an over-the-counter market or otherwise, the following: …(E)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234 Sandeep Thomas Chandy & Prakhar Bhardwaj, supra note 213, at 7. 
235 Id。除此之外，本文認為加密貨幣亦有可能落入 GATS 金融服務附件第 5 條（a）項銀行和其

他金融服務（保險除外）之（x）款第 F目：「其他可轉讓工具及金融資產，包括金銀條塊（other 

negotiable instruments and financial assets, including bullion）。」但由於中國並未在特定承諾表對該

項次部門作出開放承諾，故本文暫且不討論。 
236 以我國為例，按我國證券交易法第 6 條規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

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及前項各種有價

證券之價款繳納憑證或表明其權利之證書，視為有價證券。前二項規定之有價證券，未印製表示

其權利之實體有價證券者，亦視為有價證券。」；又按最高法院 104 年度臺上字第 3215 號判決：

「證券交易法所規範之『有價證券』，原判決理由已敘明應參酌該法第六條基本定義，及針對證

券交易法之證券特性，即應著重於是否有「表彰一定之價值」，而具有『投資性』與『流通性』。」

但對於證券是否必須表彰一定之價值、是否必須經主管機關核定，GATS 規範中並無明文提及，

各國之定義也並非完全和我國相同。參考：沈易，淺論比特幣在民事法律上之定性，司法新聲，

129 期，頁 18，19（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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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237，並且 GATS金融服務附件並未對於證券有明確定義，因此亦須視爭端解

決機構是否將加密貨幣解釋為「證券」的一種238。對此，本文以下再次藉由 VCLT

之解釋方式釐清加密貨幣區塊鏈是否能落入 GATS金融服務附件 5條（a）項（x）

款 E 目之定義：「透過集中交易市場、場外交易，或其他方式，為自己或客戶交

易下列商品：（E）可轉讓證券（transferable securities）」，以及中國特定承諾表中

的「7 金融服務-證券」239。

 

（資料來源：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 

一、通常意義解釋 

本文透過字典定義檢視「證券（securities）」，其通常意義包括：「可轉讓或

不可轉讓之能夠在金融市場買賣的投資或融資工具」240、「能夠在金融市場交易

                                                     
237 Sandeep Thomas Chandy & Prakhar Bhardwaj, supra note 213, at 8. 
238 Id. at 7. 
23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upra note 216. 
240 A negotiable or non-negotiable investment or financing instrument that can be sold and bought on 

the financial market. See: THE LAW DICTIONARY, available at 

https://thelawdictionary.org/securities/ (last visited 20 J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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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公司或政府債權的投資」241以及「能夠在金融市場交易的投資工具，例如債

券或股票」242。依上述定義，證券至少需要能夠符合兩項要件，一、屬於投資工

具：加密貨幣目前確實是愈來愈多投資人喜愛的新興投資工具，雖然部分國家政

府將之解釋為「投機」工具而非投資工具，然而本文認為投機工具歷史已久，例

如16-17世紀的鬱金香狂熱243，但GATS的服務分類上並未特別區別投資與投機，

且現今特定金融商品如期貨與選擇權，亦帶有投機功能244，故本文認為加密貨幣

屬於投資工具；二、能在金融市場買賣：目前部分國家允許金融機構涉及加密貨

幣交易，更多是以加密貨幣交易所提供法幣兌換加密貨幣或加密貨幣之間兌換交

易，而加密貨幣交易所在性質分類上是否屬於金融機構，目前各國並未有統一的

管制趨勢，若再次以「金融」一詞之通常意義245解釋「金融市場」，即「和金錢

或金錢管理方式有關之市場」，本文認為加密貨幣交易所的確屬於金融市場，且

加密貨幣能夠在其中交易買賣，故依據通常意義解釋，加密貨幣屬於證券。 

二、上下文解釋 

本文同樣以「中國特定承諾表之整體」作為上下文解釋之分析，首先中國特

定承諾表中的金融服務下區分為：所有保險和保險相關服務246、銀行和其他金融

服務（保險和證券除外）247、非銀行金融機構對機動車融資248、其他金融服務（主

                                                     
241 An investment in a company or in government debt that can be traded on the financial markets. See: 

CAMBRIDGE DICTIONARY, available at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security (last visited 20 Jan. 2020). 
242 Id. A financial investment such as a bond or share that is traded on a financial market. 
243 口袋財經，歷史上第一次投機泡沫破滅 17 世紀荷蘭鬱金香狂熱，關鍵評論網，2018 年 1 月

20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7580（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8 日）。 
244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小百科：期貨市場，2011 年 5月 25 日，網址：

https://www.banking.gov.tw/ch/home.jsp?id=176&parentpath=0,5,67&mcustomize=cyclopedia_view.j

sp&dataserno=493&aplistdn=ou=chdata,ou=chtips,ou=ap_root,o=fsc,c=tw（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

月 8 日）。 
245 CAMBRIDGE DICTIONARY, supra note 215. 
246 All Insurance and Insurance-Related Services: (a) Life, health and pension/annuities insurance (b) 

Non-life insurance (c) Reinsurance (d) Services auxiliary to insurance. 
247 Banking and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excluding insurance and securities) Banking services as 

listed below: (a) Acceptance of deposits and other repayable funds from the public; (b) Lending of all 

types, including consumer credit, mortgage credit, factoring and financing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 

(c) Financial leasing; (d) All payment and money transmission services, including credit, charge and 

debit cards, travellers cheques and bankers drafts(including import and export settlemen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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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金融資訊服務與諮詢仲介輔助金融服務）249以及證券，在證券服務部門下並

無其他次部門，由此能得出證券服務和上述金融服務有所相異。再者，由中國特

定承諾表上的市場進入條件（limitations on market access）觀之，在跨境提供模

式上，除了外國證券機構得直接參與中國 B 股業務，其餘不開放250；在境外消

費模式上，中國完全開放（None）；在商業據點設立模式上，外國證券機構在中

國的代表處可成為中國證券交易所的特別會員；外國服務提供者可成立合資企業

從事國內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業務，中國入會三年後，外資持股最多增至 49%，且

允許外國證券公司設立合資企業（持股不得超過 1/3）從事中國 A股承銷、B股

和 H 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債券承銷和交易以及基金之募集；中國金融業之經營許

可準則僅為審慎性（即不包含經濟需求測試或經營許可數量限制），除上述開放

承諾以外，其餘不開放251；在自然人移動模式上，除水準承諾外，其於不開放252。

由中國特定承諾表上對於跨境提供模式和商業據點設立模式之市場進入條件可

知，中國在證券服務部門所為之市場進入開放承諾明確限縮於列示之「中國既存

的股票市場」，如 A股、B股、H股等，同時服務提供者應加入成為「中國證券

交易所」253之會員以受到中國政府監管，並得以從事公司債和基金銷售等傳統證

                                                                                                                                                      
Guarantees and commitments; (f) Trading for own account or for account of customers: foreign 

exchange. 
248 Motor vehicle financing by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49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as listed below: (k) Provision and transfer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data processing and related software by supplier of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l) Advisory, 

intermediation and other auxiliary financial services on all activities listed in subparagraphs (a) 

through (k), including credit reference and analysis, investment and portfolio research and advice,  

advice on acquisitions and o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strategy. 
250 (1) Unbound except for the following: Foreign securities institutions may engage directly (without 

Chinese intermediary) in B share business. 
251 (3) (a) Unbound, except for the following: Upon accession,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China of 

foreign securities institutions may become Special Members of all Chinese stock exchanges. Upon 

accession, foreign service suppliers will be permitted to establish joint venture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up to 33 per cent to conduct domestic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Within three years after China's accession, foreign investment shall be increased to 49 per cent. Within 

three years after accession, foreign securities institutions will be permitted to establish joint ventures, 

with foreign minority ownership not exceeding 1/3, to engage (without Chinese 

intermediary) in underwriting A shares and in underwriting and trading of B and H shares as well as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debts, launching of funds; (b) Criteria for authorization to deal in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are solely prudential (i.e., contain no economic needs test or quantitative 

limits on licenses). 
252 (4) Unbound except as indicated in horizontal commitments. 
253 中國證券交易所包括上海證券交易所以及深圳證券交易所，證券交易所主要職能包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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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業務，然而加密貨幣並非在該等股票市場進行交易，此外加密貨幣之服務提供

者包括發幣單位或加密交易所，皆非中國證券交易所的會員，由此可見加密貨幣

並未落入中國證券部門所承諾開放之市場條件，然而對於判定加密貨幣是否屬於

證券並無助益。 

三、目的與宗旨解釋 

如前所述，本文認為 GATS之目的與宗旨較無助於解釋加密貨幣區塊鏈是否

落入中國特定承諾表之證券服務部門。 

四、解釋之補充資料 

按上訴機構在美國賭博案判決之精神254，本文認為多數 WTO 會員填寫特定

承諾表依據的「W/120 和對應之 CPC」和「GATS金融服務附件」可作為解釋中

國特定承諾表之補充資料。即便中國特定承諾表對證券（securities）之用語和

W/120 和 GATS 金融服務附件的「可轉讓證券（transferable securities）」不同，

本文認為證券區分為可轉讓與不可轉讓（non- transferable）255是依所有權轉讓之

可能，而 W/120 和 GATS 金融服務附件皆將可轉讓證券列於「透過集中交易市

場、場外交易，或其他方式，為自己或客戶交易下列商品」，彰顯可轉讓證券之

「可交易性」，以此邏輯審視中國特定承諾表，可發現其市場進入條件涉及進入

中國證券「交易」市場（A 股、B 股、H 股），顯示中國特定承諾表下之證券具

可交易性，可見即便中國特定承諾表之證券服務部門包括可轉讓證券與不可轉讓

證券，其仍能以W/120和 GATS金融服務附件之可轉讓證券服務部門作為解釋。 

                                                                                                                                                      
證券交易之場所以及設施、制定證券交易所的業務規範、接受證券上市之申請，安排上市、組織

以及監督證券交易活動、對證券交易所會員與上市公司進行監管、管理和公佈市場訊息。參考：

黃敏助，大陸證券市場制度與現況，證券資料，588 期，頁 17（2011 年）。 
254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Gambling, ¶ 197. 
255 Non-negotiable refers to the price of a good or security that is firmly established and cannot be 

adjusted, or a part of a contract or deal that is considered a requirement by one or both involved parties. 

Additionally, the term can relate to a good or security whose ownership is not easily transferable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See: Daniel Liberto, Non-Negotiable, INVESTOPEDIA (Aug. 26, 2019),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n/nonnegotiable.asp (last visited Jan.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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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再依上訴機構於美國賭博案之判決256，在 GATS談判階段，若締

約方檢視其他締約方特定承諾表部門之時，該服務部門幾乎都是使用和 W/120

服務部門相同之用語（terminology），而且並未額外加註其他特別的解釋說明，

此使得締約方將會預期其他締約方特定承諾表的服務部門是與 W/120 服務部門

有同樣的承諾範圍，簡言之，除非會員特定承諾表服務部門有特別的說明，否則

會員特定承諾表應被預期係遵循 W/120 和相應之 CPC 分類，而中國所使用的「證

券」一詞其下並未加註詳細說明，且和 W/120 所使用的可轉讓「證券」用詞相

當近似，故應當可使用W/120和 CPC解釋之。W/120之可轉讓證券所對應的 CPC

為 81321 證券經紀服務（securities broking services），是指仲介參與買賣證券雙方

或多方之服務257，然而其中並未對於證券的定義有更詳細的敘述。 

值得注意的是，81321 證券經紀服務是列於 8132 與證券市場相關服務

（services related to securities markets）258分類中，其下還有 81322證券發行和登

記服務（securities issue and registration services）259，是指與證券發行和登記相關

的行政服務，例如發行股票（stocks）或債券（bonds）所規定者，可見股票和債

券係證券的例示金融商品，CPC此服務分類可能意味屬證券者皆需經過「發行」、

「登記」之行政程序，而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乙太幣）並無需要，但另一種近

期廣為發展的加密貨幣延伸類型「證券型代幣（Security Token）」260則有類似證

                                                     
256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Gambling, ¶ 204. 
257 Services of intermediaries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engag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securities. 
258 Services related to the transaction of business on securities markets, but not their administration.  
259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related to the issue and registration of securities, e.g. provided in issuing 

stocks or bonds. 
260 以我國為例，金管會將證券型代幣定義為：「透過加密保護並表彰持有人得收取利益之憑證，

且具有流通性及下列投資性質者：1.投資人出資、2.出資於一共同事業、3.投資人分享報酬、4.

報酬主要取決於發起人或是第三人之努力」基於證券型代幣具投資性及流動性，故視為有價證券，

納入證交法管理。參考：資誠會計事務所，金管會「研商證券型代幣發行(STO)監理規範座談會」

重點摘要，2019 年 6月 19 日，https://www.pwc.tw/zh/services/legal/issues/legal-alert-20190619.html

（最後瀏覽日：2020年 1月 8 日）；金管會，金管會對「證券型代幣發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 相關規範」之說明，2019年 6月 27 日，網址：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

201906270004&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最

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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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的發行與登記制度。本文依據 W/120 和對應之 CPC 作為解釋之補充資料，認

定加密貨幣不屬於中國特定承諾表所稱之「證券」。 

第四節 中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管制措施之合法性 

從中國的加密貨幣區塊鏈管制措施觀之，包括：禁止使用加密貨幣作為合法

支付工具；禁止金融機構涉入加密貨幣商業活動；全面關閉加密貨幣交易所；全

面禁止 ICO 融資活動，實際上是針對加密貨幣區塊鏈之支付服務、投資服務與

融資服務等不同層面之應用與功能進行管制，本文以下的分析將聚焦於「禁止使

用加密貨幣作為合法支付工具」之管制措施，主因在於本文認為加密貨幣區塊鏈

之根本價值即是在於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性、交易即清算等特性，使得既有金

融帳本紀錄模式產生重大改變，使其能夠獨立於傳統國際金融支付體系完成交易

支付，也是以此獨特稀有的創新支付服務本質，才奠基加密貨幣所衍生出來的投

資、融資等其他價值。經過前述之分析，本文認定加密貨幣區塊鏈落入中國特定

承諾表之「（d）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包括信用卡、簽帳卡、簽帳金融卡、

旅行支票、銀行匯票」，以下將進一步檢視中國對於該次部門之最惠國待遇、市

場進入、國民待遇等承諾，判斷中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採取的管制措施之於

GATS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得以一般例外條款或金融審慎例外加以正當化。 

一、最惠國待遇 

依據 GATS第 2.1 條規定，各會員應「立即且無條件」對來自其他會員之「服

務或服務提供者」提供「不低於」該會員給予其他國家相同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之

待遇，但檢視中國對於加密貨幣之管制措施，其並無針對不同的服務或服務提供

者給予不同待遇，各來源國之加密貨幣皆無法用以支付。因此，本文認為中國對

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採取的管制措施並無違反 GATS最惠國待遇。 

二、市場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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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GATS 第 16.1 條規定，各會員提供給所有其他會員之服務業及服務供

給者之待遇，「不得低於」其已承諾於特定承諾表之內容、限制及條件。觀察中

國特定承諾表對於「（d）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包括信用卡、簽帳卡、簽帳

金融卡、旅行支票、銀行匯票」之市場進入條件，在跨境提供模式上，除了對兩

項例外進行開放，其餘則不作承諾，例外包括261：1. 金融資訊之提供和轉移、

金融數據處理以及與其他金融服務提供者有關的軟體；2. 對全部列於（a）到（k）

次部門之活動進行顧問、仲介和其他附屬金融服務，包括信用調查和分析、投資

與投資組合研究和建議、併購和企業重組和策略之建議。本文認為，加密貨幣區

塊鏈之服務本質屬於支付服務下，使用者金融支付資訊轉移與金融交易數據處理

的一種，故十分有機會落入此跨境提供模式之例外，然而中國政府禁止使用加密

貨幣無法作為合法支付工具，違反市場進入下跨境提供模式的開放承諾，至於在

境外消費模式、自然人移動模式以及商業據點設立模式上並未違反。因此，本文

認為中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之管制措施有違背 GATS 第 16.1 條市場進入之可

能。 

三、國民待遇 

依據 GATS 第 17 條規定，對於特定承諾表所承諾之部門、條件及資格，對

於影響服務供給之所有措施，會員給予其他會員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之待遇，不得

低於其給予本國「同類」服務或服務提供者之待遇，但如同最惠國待遇一般，在

檢視中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採取的管制措施之後，其對於加密貨幣之管制措

施並無區別本國與外國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而給予差別待遇，本國與外國所發行

的加密貨幣皆無法作為支付工具。此外，雖然有消息傳出中國未來打算推出官方

                                                     
26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 (1) Unbound except for the 

following: Provision and transfer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data processing and related 

software by suppliers of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Advisory, intermediation and other auxiliary financial 

services on all activities listed in subparagraphs (a) through (k), including credit reference and analysis, 

investment and portfolio research and advice, advice on acquisitions and o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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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密貨幣在中國國內進行使用262，可能造成中國本國加密貨幣服務與服務提供

者和外國服務與服務提供者有差別待遇，然而如前所述，由國家推動具主權意涵、

政府功能的加密貨幣與私人企業、機構和組織所提供的加密貨幣區塊鏈服務本質

上有所差異，根據 GATS金融附件第 1 條(b)項(i)款規定263：「中央銀行或貨幣主

管機關所採行的措施，或其他公共機構為實施貨幣或外匯政策所採行之措施」，

即國家政府所推動的加密貨幣服務，無須受到 GATS的規範。因此，本文認為中

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採取的管制措施並無違反 GATS國民待遇。 

四、國內規章和透明性要求 

依據 GATS第 6.1 條規定，會員對已提出特定承諾之部門，應確保其影響服

務貿易之所有具一般性適用的措施是以「合理、客觀且公平」之方式實施，同時

依據 GATS第 6.4條規定，應確保資格要件、程序、技術標準及證照核可條件等

措施不得成為服務貿易「不必要之障礙」，此為 GATS 之國內規章規定；另外依

據 GATS第 3.4條規定，會員對其他會員要求提供具一般性適用之措施時，應當

「立即」給予答覆，並且應設立一個或多個「查詢點（enquiry points）」，以利回

應其他會員，此為 GATS之透明性要求。本文認為中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採

取的管制措施的確屬於影響服務貿易之具一般性適用的措施，但確實是以合理、

客觀、公平之方式對於本國和外國所有的服務與服務提供者實施該措施；此外，

目前沒有看到中國政府對該等業者提供司法、行政救濟或相關諮詢的查詢點，但

也並未有外國服務提供者對中國政府提出異議之消息。因此，對於中國針對加密

貨幣區塊鏈採取管制措施之方式是否違反 GATS國內規章和透明性要求，本文暫

且持保留態度。 

                                                     
262 汪宜青，數字貨幣：中國為何高調爭取全球領先者角色，BBC 中文網，2019 年 10 月 31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247299 （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 月 8 日）。 
263 GATS 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 art. 1(b)(I), (providing that: “For the purposes of subparagraph 

3(b) of Article I of the Agreement, "services supplied in the exercis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means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a central bank or monetary authority or by any other public 

entity in pursuit of monetary or exchange rat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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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例外 

WTO 在 GATT 和 GATS 都訂有例外條款，使一國政府在促進貿易自由化的

同時，能夠兼顧保護公共環境與衛生、消費者與動植物安全或社會價值等公共政

策目標，因該等措施時常會構成貿易限制效果而不符合 WTO規範。依據 GATS

第 14 條264，GATS 不禁止會員為達成「公共政策目的」所「必要（necessary）」

而採取特定措施，即使該等措施並不符合 GATS之其他義務265，惟此等措施之「適

用方式」必須符合 GATS第 XIV條「前言（chapeau）」規定，即不得構成對類似

條件下之不同國家形成「專斷或不正當之歧視」，或對於服務貿易造成「隱藏性

之限制」。依據 WTO案例法，首先小組或上訴機構需要認定該等不符合 WTO 規

範之措施是否為達成 GATS 第 XIV 條列舉例外所必要者，對於必要性之審視需

判斷所欲達成「公共利益和價值的重要性」、措施對於實踐該公共政策目標的「貢

獻程度」以及該措施對於「國際商務的限制性」，並將該等措施與「合理可得的

替代措施」進行個案權衡（weighting and balancing）比較266。再者小組或上訴機

構需要確認該等措施之適用方式是否符合前言規定，此為一般例外條款之「二階

段測試（two-tier test）」分析267。本案中，中國可能宣稱所欲達成之特定公共政

策目的包括268：「保護公共道德或維持公共秩序」以及「為確保遵守不違反 GATS

                                                     
264 GATS art. 14, (providing that:”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 that such measures are not applied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 means of arbitrary or unjustifiabl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ountries 

where like conditions prevail, or a disguised restriction on trade in services,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construed to prevent the adoption or enforcement by any Member of measures: (a) necessary to 

protect public morals or to maintain public order; (b) necessary to protect human, animal or plant life 

or health; (c) necessary to secure compliance with laws or regulations which are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those relating to: (i) the prevention of deceptive and 

fraudulent practices or to deal with the effects of a default on services contracts; (ii)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ivacy of individuals in relation to the process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protection of confidentiality of individual records and accounts; (iii) safety; (d) inconsistent with 

Article XVII, provide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reatment is aimed at ensuring the equitable or effective 

imposition or collection of direct taxes in respect of services or service suppliers of other Members; (e) 

inconsistent with Article II, provide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reatment is the result of an agreement on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or provisions on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in any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r arrangement by which the Member is bound.”). 
265 林彩瑜，前揭註 160，頁 319。 
266 同上註，頁 321-322。 
267 Sandeep Thomas Chandy & Prakhar Bhardwaj, supra note 213, at 11-12. 
268 Id. at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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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或規章」，以下本文將分別論述之，並探討其必要性以及是否符合前言規

定。 

1. 保護公共道德或維持公共秩序 

美國賭博案中，小組將公共道德解釋為：「一個社會或國家持守或代表的是

非行為標準。」269、公共秩序解釋為：「反映於公共政策和法律中，對於社會基

本利益的維護，該等基本利益涉及法律、安全以及道德的標準。」270，在該案中，

小組和上訴機構認同遠距線上賭博所涉及的組織犯罪、洗錢以及詐欺對美國的公

共道德產生影響271，同理而言，中國可依此主張加密貨幣區塊鏈支付服務因其具

有相當程度的匿名性，使得追蹤資金流向相當困難，十分容易淪為洗錢或資助恐

怖主義的工具，助長組織犯罪或黑市非法交易；此外，如前所述加密貨幣用於 ICO

募資活動亦容易產生詐騙問題。 

2. 為確保遵守不違反 GATS之法律或規章 

本例外條款下包含三種法律規章，分別為：1.防止虛偽或詐欺行為或為處理

服務契約之違約效果；2.保護關於個人資料處理和散佈所涉及的個人隱私和保護

個人紀錄與帳戶私密性；3.安全性。針對防止虛偽或詐欺行為，加密貨幣之交易

金流較傳統中心化金融中介機構之金流難以追蹤，若產生虛偽或詐騙犯罪行為較

難以緝查；再者對於個資保護，加密貨幣區塊鏈雖然有交易紀錄公開透明之特性，

但鏈上參與者僅能追蹤到該交易紀錄之公鑰地址，其無法連結於實際持有比特幣

之個人身分，故較無侵害個資之疑慮，此外從中國採行之管制加密貨幣區塊鏈措

施的政策目標中，並未看到中國政府宣稱係為保護個人資料；至於安全性主要係

                                                     
269 Panel Report, US—Gambling, ¶6.465. 
270 Id. ¶6.467；依據 GATS 註腳五，公共秩序例外僅能在對一社會之基本利益造成真實並且相當

嚴重的危害時才能加以引用，參考：GATS footnote 5。 
271 Appellate Body, US—Gambling, ¶¶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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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安全法律規章，例如建築安全、設計安全、工程安全等面向272，與加密貨幣

區塊鏈管制措施較無關聯。 

對於必要性之權衡，需要審視並且比較中國所欲達成「公共利益和價值的重

要性」、措施對實踐該公共政策目標的「貢獻程度」、措施對「國際商務的限制性」，

以及是否有「合理可得的替代措施」。中國實施加密貨幣區塊鏈管制措施主要的

政策目的包括：保障人民幣法幣地位、保護投資者權益與免於詐騙、防制洗錢與

資恐、維持金融穩定、阻止非法金融活動。本文相信上述公共利益對各國政府而

言皆具有相當重要性，而中國所採取的管制措施對於達成上述貨幣和金融政策目

標也有相當高的貢獻程度，但是整體皆為採取「全面禁止」的管制密度，完全禁

止加密貨幣區塊鏈支付服務，對於國際商務的限制性亦相當大，本文認為中國可

能有其他較為合理可得的替代措施可以採行以達成其政策目的，舉例而言，對於

防制洗錢與資恐活動，中國可強制要求加密貨幣兌換交易必須綁定銀行帳戶、社

會信用制度等實名制帳戶273，禁止現金交易與透過他人帳戶支付，僅能透過合規

金融機構進行交易，以嚴謹之 KYC措施、實名制、高風險洗錢交易監控、資恐

檢核系統等手段阻絕相關風險，除此之外，有論點對於加密貨幣是否真的提高洗

錢和資恐風險有不同看法274，意味中國還必須提出加密貨幣與洗錢、資恐活動之

間具有高度關聯性的證據；對於阻止非法金融活動，中國可對於接受加密貨幣支

付之通路或店家進行多重管制手段，針對不同的加密貨幣採差異化管理，並對服

務提供者課責、負擔公開揭露義務275；對於保障人民幣法幣地位與維持金融穩定，

                                                     
272 羅昌發，前揭註 184，461 頁。 
273 目前我國與南韓皆採取類似的規定，參考：蔡怡杼，金管會出手嚴管虛擬貨幣帳戶 不配合就

關戶，中央社，2018 年 8月 6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808060037.aspx（最後瀏

覽日：2020 年 1月 8 日）；薑遠珍，虛擬貨幣交易實名制 南韓今天正式實施，中央社，2018 年

1 月 30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801300186.aspx（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 月 8 日）。  
274 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2017, HM TREASURY AND HOME OFFICE 38,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551

98/National_risk_assessment_of_money_laundering_and_terrorist_financing_2017_pdf_web.pdf (last 

visited Jan. 8, 2020). 
275 例如菲律賓央行要求加密貨幣交易所負有申報義務以取得營業許可，參考：GUIDELINES 

FOR VIRTUAL CURRENCY EXCHANGES 2017, CENTRAL BANK OF THE PHILIPPIN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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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幣作為國家控制貨幣、財政、經濟政策之工具確實有其絕對不可取代性，並且

若一國國內市場交易貨品和服務之支付和清算皆大量地被外國之貨幣和其他支

付工具所取代，亦將侵害該國主權自主性，且無現金社會對於國家整體金融發展

並非全然好處276，本文認為中國須提出加密貨幣危害人民幣作為法幣支付與清算

地位之證明，但對於禁止利用加密貨幣作為支付工具的替代方案，本文認為或許

可藉由限制國內加密貨幣使用者利用加密貨幣支付之總額，以確保無危害法幣地

位之可能，但目前在實務上似乎較缺乏可行之執行方式，換言之，較無「合理可

得」之替代措施。 

對於前言規定，該等措施之「適用方式」不得構成對類似條件下之不同國家

形成「專斷或不正當之歧視」，或對於服務貿易造成「隱藏性之限制」。首先，如

前所述中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採取的管制措施並未針對不同會員之服務或

服務提供者給予歧視待遇，各來源國之加密貨幣皆無法作為支付工具，故並無對

類似條件之不同會員造成專斷或不正當歧視之情況；再者，依據WTO案例法─

─美國石油案277以及美國蝦案278之見解，隱藏性限制可解讀為系爭措施偽裝成形

式上屬於列示之各款例外，實際上構成對國際貿易的專斷或不正當歧視之限制，

也就是在追求貿易限制保護主義為目標者，本文認為中國政府所追求的公共政策

目標皆有其正當理由，因此並未對服務貿易造成隱藏性之限制。 

總結以上，本文認為中國若能夠提出加密貨幣危害人民幣作為法幣支付與清

算地位之有力證據，則其採行禁止加密貨幣作為支付工具之管制措施的確有可能

落入 GATS第 14條（a）款──保護公共道德或維持公共秩序所必要之措施，並

                                                                                                                                                      
http://www.bsp.gov.ph/downloads/regulations/attachments/2017/c944.pdf (last visited Jan. 8, 2020).  
276 黃彥鈞，行動支付才進步？瑞典對無現金社會踩煞車，科技新報，2018 年 4月 11 日，

https://finance.technews.tw/2018/04/11/sweden-turn-against-cashless （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 月 21

日）。 
277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 ¶ 

23, WT/DS2/AB/R. 
278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Recourse to Article 21.5 by Malaysia), WT/DS58/RW (adopted June 15, 2001), ¶¶5.138-.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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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該措施未構成對類似條件下之不同國家有專斷或不正當之歧視，或造成對服

務貿易之隱藏性限制，符合 GATS第 14條前言，因而獲得正當化。 

六、審慎例外 

GATS 金融服務附件第 2 條針對國內規章（Domestic Regulation）做出相關

規範，主要因為金融服務涉及投資人或存款人之利益保障，因此各國政府皆設有

規定要求金融機構遵守一定規範，以確保投資或存款大眾者之權益，但是該等規

定經常成為對金融機構運作和服務提供之限制，對於會員國內金融監理機關之金

融管制措施與會員於國際上在 GATS所作出之開放承諾，為釐清兩者之間的界線

279，GATS金融服務附件第 2條（a）項規定：「不論本協定其他規定如何，會員

國均不應被禁止基於審慎之理由而採取措施；而所謂審慎理由，包括保護投資人、

存款人、保險單持有人、或金融服務供應者對其負忠實義務之人，或為確保金融

體制之完整與穩定者。在此等措施不符合本協定之情形，此等措施不得被用以作

為規避會員國在本協定下之承諾或義務。」280 ，此即是所謂的金融審慎例外。

依據 WTO 案例法──阿根廷金融服務案281，該案為 WTO 爭端解決機制首次處

理審慎例外議題，並於該案提出三項判斷審慎例外之標準282：「何種措施能適用

審慎例外加以正當化」、「措施基於之審慎理由為何」以及「措施非用以規避 GATS

義務或承諾」，以下分述說明。 

                                                     
279羅昌發，前揭註 184，頁 490-491。 
280 GATS 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 art. 2(a), (providing that:” 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 a Member shall not be prevented from taking measures for prudential 

reasons, including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depositors, policy holders or persons to whom a 

fiduciary duty is owed by a financial service supplier, or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Where such measures do not conform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 they 

shall not be used as a means of avoiding the Member's commitments or obligations under the 

Agreement.”). 
281 Appellate Body Report, Argentina—Measures Relating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WT/DS453/AB/R [Hereinafter Appellate Body Report, Argentina—Financial Services]; Panel Report, 

Argentina—Measures Relating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WT/DS453/R (adopted May 9, 2016) 

[hereinafter Panel Report, Argentina—Financial Services]. 
282 李思儀、陳在方，金融服務貿易下審慎例外之解釋、適用與發展，貿易政策論叢，28 期，頁

233（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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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種措施能適用審慎例外加以正當化 

依據上訴機構於阿根廷金融服務案之見解283，能適用審慎例外加以正當化的

措施種類包括所有規定於 GATS 金融服務附件第 1 條（a）項284下之「影響金融

服務提供者的措施」。基於前述分析，加密貨幣區塊鏈係落入金融服務下的所有

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故本文認為中國政府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採行之管制措

施屬於影響金融服務提供者之措施，得以援引審慎例外加以正當化。 

2. 措施基於之審慎理由為何 

依據小組於阿根廷金融服務案之見解285，GATS 金融服務附件第 2 條（a）

項規定之用語為「基於審慎理由而採取措施（measures for prudential reasons）」，

未使用具國際金融監理標準意涵之「審慎措施（prudential measures）」用語，代

表審慎理由之判斷需依 GATS條文加以解釋，不得僅因「審慎」之用語而引進國

際金融監理標準286。此外，小組將該要件區分為「審慎理由」以及措施之施行必

須「基於」審慎理由287，針對前者，小組認為金融系統問題是具有長期醞釀、瞬

間爆發的特質，因此事前預防措施有所必要288，無必要限定於金融風險立即發生

的情況，因此小組將審慎理由定義為：促使金融監理者採取行動，以預防風險、

損害或危險的原因或理由，不問該危險是否為立即發生289；針對後者，小組認為

系爭措施與審慎理由之間不要求一般例外條款之必要性290，但仍應具有合理因果

關聯性291，也就是採行之措施必須足以達成審慎理由的政策目標292，亦即措施之

                                                     
283 Appellate Body Report, Argentina—Financial Services, ¶ 6.262. 
284 GATS 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 art. 1(a): (providing that:” This Annex applies to measures 

affecting the supply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ference to the supply of a financial service in this Annex 

shall mean the supply of a service as defined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I of the Agreement.”). 
285 Panel Report, Argentina—Financial Services, ¶ 7.861. 
286 李思儀、陳在方，前揭註 282，頁 237。 
287 Panel Report, Argentina—Financial Services, ¶ 7.863 
288 Id. ¶ 7.878. 
289 Id. ¶ 7.879. 
290 Id. ¶ 7.884. 
291 Id. ¶ 7.891. 
29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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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結構與構造對於達成其預想之效果要有所貢獻293，而對於合理因果關聯性

之分析需透過個案判定，對於措施是否有差別待遇或措施設計漏洞進行嚴格審視

294，中國禁止利用加密貨幣作為支付工具之管制措施可阻絕加密貨幣可能造成的

系統性風險，對於達成中國國內金融穩定、預防發生金融系統性風險以及保護投

資人等基於審慎理由之政策目標皆有其合理因果關聯性，且小組既然已點出金融

系統性風險長期醞釀、瞬間爆發之特質，並強調不問該金融風險是否為立即發生，

代表 GATS審慎例外給予各國在金融監理上有較為充足的裁量空間去「預防」金

融系統性風險，同時，因審慎例外無一般例外條款所要求之必要性，意味著縱使

有對於達成審慎目的貢獻程度更高、對國際商務限制更低之合理可得替代措施存

在，只要中國政府所採取的措施達到合理因果關聯性之最低標準295，中國即無須

放棄現行之金融審慎措施，換言之，審慎例外相較於一般例外而言更為寬鬆296。

整體而言，本文認為中國政府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採行管制措施之理由屬於審

慎理由，且措施之施行是基於審慎理由。 

3. 措施非用以規避 GATS義務或承諾 

若觀察 GATS 金融服務附件第 2 條（a）項前段（即上述第 2 點：措施基於

之審慎理由為何）之規範架構，其並未提供具體判斷標準，故為避免會員濫用例

外，作為規避其在 GATS金融服務部門所作出之開放承諾，應有針對例外要件作

出相關規範，此應為本款後段之規範目的297，也就是要阻止會員表面上援引審慎

例外規定，事實上卻是在追求貿易保護主義298，類似一般例外之前言規定，但本

款後段仍欠缺控制之具體手段規定，對於審慎措施執行方式之要求僅止於貿易保

                                                     
293 Id. 
294 李思儀、陳在方，前揭註 282，頁 239。 
295 彭嶽，例外與原則之間：金融服務中的審慎措施爭議，法商研究，3 期，2011年 9月 18 日，

http://old.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53877（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8 日）。 
296 同上註。 
297 李思儀、陳在方，前揭註 282，頁 240。 
298 同上註，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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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效果防止之程度299，主要透過國際法誠信原則之闡釋300，本文認為中國對於加

密貨幣區塊鏈所採行之管制措施能輕易地符合此規定。 

總結以上，本文認為中國在能夠證明禁止利用加密貨幣作為支付工具之管制

措施係基於審慎理由且彼此之間具有合理因果關係，則該等管制措施的確有可能

援引 GATS金融服務附件第 2條審慎例外，因而獲得正當化。 

 

 

 

 

 

 

 

 

 

 

 

                                                     
299 同上註。 
300 楊光華，金融海嘯與世貿組織之金融服務貿易規範──兼論「審慎例外」，政大法學評論，119

期，頁 3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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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析──加密貨幣區塊鏈與貿易自由化 

第一節 再思加密貨幣區塊鏈之本質 

「2009年 1月 3 日，財政大臣處於實施第二輪銀行紓困的邊緣。（The Times 

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是第一個比特幣區塊

誕生時，中本聰在該區塊上留下的話301，其引用英國泰晤士報當天頭條標題302，

暗示比特幣要以與過往不同的方式構建新世界貨幣體系，為解決金融海嘯與經濟

危機提供替代方案303。加密貨幣區塊鏈最核心特質是「去中心化」，透過分散式

帳本與節點礦工，使獨立於各國政府的國際支付體系有效運作，抗衡各國發幣單

位控制法幣供需而對個人實質購買力所產生之負面影響304，此外去中心化也降低

個人對第三方中心化金融機構或支付機構的依賴，有利於普惠金融305。 

 

（資料來源:Bitcoin Protects People Better Than The U.S. Dollar Ever Did ） 

                                                     
301 Kayue，比特幣創世區塊 9 年前誕生，當年「挖礦」回報現在值多少，關鍵評論網，2018 年

1 月 4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6870（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10 日）。 
302 Francis Elliott, Chancellor Alistair Darling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 THE TIMES (Jan. 

3, 2009),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chancellor-alistair-darling-on-brink-of-second-bailout-for-banks-n9l

382mn62h (last visited Jan 10, 2020).  
303 藍狐筆記，觀點 談談哈耶克和中本聰，比特幣也許找到瞭解決「經濟危機」的可能途徑，動

區動趨，2020 年 1月 6 日，

https://www.blocktempo.com/talk-about-satoshi-and-bitcoin-bitcoin-might-solve-financial-crisis/ （最

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20 日）。 
304 同上註。 
305 The Times 03 Jan 2009, https://www.thetimes03jan2009.com/ (last visited Jan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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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本文支持各國政府有權力在其擁有管轄權領域執行各項公共政策，

只要該措施獲 WTO規範正當化，即便是對國際貿易之自由有所限制亦無可指謫

之處，就如同前述所為之分析，只要中國政府能夠提出強力證據，即可以一般例

外或審慎例外對加密貨幣區塊鏈服務進行限制。固然加密貨幣區塊鏈在建構新興

世界支付體系的同時固然會伴隨著許多問題，引起各國政府相繼介入採取不同程

度的管制措施，然而，本文認為加密貨幣區塊鏈的出現成功讓各國貨幣發行機構

或第三方中心化金融機構不得不重視此新興技術，產生危機意識的同時亦不乏有

自省改進之空間，進而形成良性競爭，或相繼推出加密貨幣或其他基於區塊鏈的

支付服務，或改善自身既有服務之效率與消費者體驗，實屬美事，因此本文仍然

肯認加密貨幣區塊鏈為世界帶來的好處整體上是利大於弊，故願意站在支持加密

貨幣區塊鏈服務繼續深化發展的立場，而現階段各國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之管制

樣態亦往積極納管或審慎管理的方向邁進，全面禁止的國家實際上屬於少數。為

此，本文將在以下探討深化加密貨幣區塊鏈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可能途徑，希冀為

加密貨幣區塊鏈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上作出微薄貢獻。 

第二節 國際性區塊鏈規範之可能發展 

目前已有許多 WTO會員在 2017 年第十一屆 WTO部長會議（The 11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下的電子商務聯合聲明（WTO Joint Stat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306提出多項與區塊鏈相關的倡議提案，涉及電子認證、電子檔與簽

章之承認、成立一個涵蓋電子合約、加密、網路安全、電子支付、個資保護等面

向的架構協議307，但由於 WTO多邊談判之本質，要在不同經濟發展程度之全體

會員與複雜的政治角力下取得立法共識實屬難事，WTO本身作為創設貿易規範

平台之功能已大幅衰退。因此，對於 WTO協定規範不足之處，本文認為或許可

                                                     
306 提案會員包括：巴西、歐盟、日本、紐西蘭、俄羅斯、新加坡以及美國。Emmanuelle Ganne, 

supra note 2, at 109 
307 Id. at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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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會員在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之數位貿易談判中納入與區塊鏈相關的貿易

自由化規範，以促進加密貨幣區塊鏈服務貿易自由化之發展。以既有的自由貿易

協定為例，最可能協助區塊鏈服務貿易自由化之規範是「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308第 14.6條關於電子認證以及電子簽章之規定，除有法律另外規定之

情況，締約方不得僅因簽章為電子形式就否認該簽章之法律效力309；締約方不得

禁止電子交易雙方共同決定該交易適合之電子驗證方式，或者使電子交易雙方無

法向司法或行政機關陳述其交易符合電子驗證相關法規要求310，此等規範有助於

締約會員之間承認加密貨幣區塊鏈帳本交易認證以及數位簽章技術之合法性，確

認契約法律上之有效性與確定性，將提高採行電子認證與電子簽章之誘因，並可

作為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模範法規定311。 

除此之外，在國際金融組織層面，亦有關於加密貨幣區塊鏈規範之呼聲出現，

如「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尋求建

立國際性的加密貨幣標準和審慎監理規則，意在解決加密資產對銀行所造成之流

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反洗錢及恐怖主義融資風險以及法律與商譽風

險312；又如「防治洗錢金融行業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發布對國家、加密資產服務商、以及提供加密資產相關產品的企

業之加密資產監管方針與國際標準 313；「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308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hapter 14, art. 14.6 

[hereafter CPTPP]. 
309 CPTPP art. 14.6.1, (providing that:” Except in circumstance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under its law, a 

Party shall not deny the legal validity of a signature solely on the basis that the signature is in 

electronic form.”). 
310 CPTPP art. 14.6.2, (providing that:” No Party shall adopt or maintain measures for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that would: (a) prohibit parties to an electronic transaction from mutually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 authentication methods for that transaction; or (b) prevent parties to an electronic 

transaction from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before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that 

their transaction complies with any legal requirements with respect to authentication.”). 
311 宋柏霆，論自由貿易協定中電子商務條款之規範──以歐盟、美國及亞太區域為中心，國立政

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學位論文，頁 44（2017 年）。 
312 區塊鏈鉛筆 Blockchain，巴塞爾委員會呼籲謹慎建立加密監管，鏈聞，2019 年 12月 17 日，

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747470547634.htm（最後瀏覽日：2020 年 2 月 10 日）。  
313 Lee Michael，國際反洗錢方針出爐，FATF 釋出「虛擬資產監管指南」要求會員國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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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與「財務會計標準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等會計準則訂定組織亦針對加密貨幣之會計分類有積極討論，

包括可能落入現金、約當現金、金融工具、存貨、無形資產之定義以及加密貨幣

價值衡量等議題314。儘管上述國際組織迫切地希望盡快形成國際性共識以制定國

際標準，並加以規範加密貨幣區塊鏈，然而該等國際組織在約束性上可能有所不

足，輕則為僅具宣示性、指導性之準則（guideline），即使為具強制力之國際規

範，也因缺乏有效的司法裁判機構與可確實執行的懲罰機制，導致成效不彰、參

與意願低等現象。因此，本文認為 WTO與其具有公信力之爭端解決機構，以及

確實可執行之判決結果與反制措施（例如敗訴一方不願服從爭端解決機構判決時，

WTO可授權勝訴一方執行合法之貿易報復、暫停關稅減讓或服務承諾），對於尋

求加密貨幣區塊鏈的貿易自由化仍有相當價值。 

第三節 WTO作為調和管制衝突途徑之建議 

目前唯一涉及加密貨幣的 WTO爭端解決案件是委內瑞拉控訴美國315，主要

貿易衝突在於委內瑞拉為了規避美國經濟制裁，故正在研議將加密貨幣作為外匯

存底貨幣，並且正在自行開發一種以石油為儲備基底的數位貨幣──「石油幣

（Petro）」316，委內瑞拉宣稱美國對石油幣交易所施行的歧視性貿易限制措施使

委內瑞拉金融服務和金融服務提供者受到較低待遇，違反 GATS第 2.1條最惠國

待遇與 GATS 第 17.2 條國民待遇。在未來可能有更多涉及加密貨幣區塊鏈貿易

                                                                                                                                                      
動區動趨，2019 年 6月 22 日，

https://www.blocktempo.com/ftaf-release-new-reports-to-accquire-all-the-member-to-follow-new-guid

e-line/（最後瀏覽日：2020 年 2 月 10 日）。  
314 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的會計分類與衡量，EY 安永，

https://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ey-faas-newsletter-00201803001/$FILE/ey-faas-newslett

er-00201803001.pdf（最後瀏覽日：2020 年 2月 10 日）。  
315 Reques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nel by Venezuela, United States—Measures Relating to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WT/DS574/1 (Dec 28, 2018). 
316 Ennio Y. Lu，美國經濟制裁石油幣，委內瑞拉上告 WTO 稱美國「違反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動區動趨，2019 年 1月 11 日，https://www.blocktempo.com/venezuela-petro-complaints-wto/（最

後瀏覽日：2020 年 1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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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的情況下，若要以 WTO爭端解決作為解決衝突之途徑，首先須處理的是加

密貨幣區塊鏈「去中心化」特性與爭端解決主體的矛盾問題，本文所論及之加密

貨幣區塊鏈為公有鏈，其提供驗證每一筆交易與帳本維護之服務提供者是區塊鏈

上分散於世界各地的礦工節點（可能為個人或企業），而非提供該區塊鏈平台之

開發者317，以比特幣為例，其開發者 Bitcoin org318發布比特幣區塊鏈相關軟體程

式予比特幣區塊鏈參與者安裝使用並提供維運支援服務。由於 WTO 僅提供會員

國「政府」就貿易爭端提出控訴，會員國的國民或公司並無直接向 WTO提出控

訴的權利，當加密貨幣區塊鏈服務受到貿易限制地主國政府所禁止或限制，應當

由何者向會員國政府申請，請求會員國政府向貿易限制地主國政府發起貿易爭端

訴訟？是由節點向其營運所在地之會員國政府申請對貿易限制地主國政府提出

控訴，或是由提供該區塊鏈平台業者向其營運所在地之會員國政府申請對貿易限

制地主國政府提出控訴，簡言之，服務提供者究竟是節點還是區塊鏈平台？此問

題使涉及去中心化加密貨幣區塊鏈，使爭端解決案件的啟動控訴變得複雜困難，

可能會降低該等爭端解決案件順利成立小組進而實質審理之可能性。 

本文認為，區塊鏈平台開發者和驗證節點因共同參與分散式帳本運作，雖然

並無明示而成立契約關係，但仍可能因共同開發、維護，並基於相同利益之行動

等客觀事實，被認定為具有契約關係上的合夥關係（partnership）319，而應由合

夥人全體之代表人作為訴訟主體代表，針對涉及合夥事務之合夥財產由合夥人全

體授權以取得訴訟實施權320，但是在實務上節點之間並不認識，較難串連彼此並

且對於訴訟事宜形成共識，故較可能的作法是由區塊鏈平台開發者作為整個區塊

                                                     
317 區塊戀-DR. LEE 的智慧合約安全、區塊鏈技術分享以及項目點評，瞭解 EOS 前，先瞭解公

鏈(主鏈)、基礎鏈(底層技術)，2018 年 11 月 15 日，

https://blockchain.storesocool.com/2018/11/15/%E4%BA%86%E8%A7%A3eos%E5%89%8D%EF%

BC%8C%E5%85%88%E4%BA%86%E8%A7%A3%E5%85%AC%E9%8F%88%E4%B8%BB%E9

%8F%88%E3%80%81%E5%9F%BA%E7%A4%8E%E9%8F%88%E5%BA%95%E5%B1%A4%E6

%8A%80%E8%A1%93/（最後瀏覽日：2020年 1 月 10 日）。 
318 Bitcoin org, https://bitcoin.org/zh_TW/about-us#owntxt-title (last visited Jan. 20, 2020) 
319 翁傑廷，區塊鏈技術於電子簽章法之相容性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學

位論文，頁 106（2019 年）。 
320 沈冠伶，非法人團體之當事人能力、當事人適格及其判決效力，程序保障與當事人，頁 203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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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合夥團體之訴訟主體代表，向其營運所在地之會員國政府請求，向貿易限制地

主國政府提起諮商請求或控訴，但是仍然要視加密貨幣區塊鏈整體產業發展對於

區塊鏈平台開發業者所在地會員國之重要性，是否足以說服會員國政府為此貿易

衝突向貿易限制國提出控訴，若該區塊鏈平台開發業者所在地會員國不願為此提

出控訴，則可能次而由提供整體區塊鏈較大算力節點之所在地會員國作為訴訟主

體代表，請求其所在地會員國向貿易限制地主國政府提起控訴。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貿易報復之分配，假設區塊鏈平台開發業者所在地會員國

成功勝訴，WTO下常見的貿易報復為對相同貨品或服務部門之「平行報復」、與

跨部門報復與跨協定報復之「交叉報復」321，貿易報復之利益係由勝訴會員國政

府取得，關於此等貿易報復如何分配給散落世界各地之不同節點亦值得探究，實

務上該利益較可能由勝訴會員國政府以金錢之方式提供給區塊鏈平台開發業者，

其再將該利益提供鏈上節點（例如提高挖礦之獎勵、分潤）。 

再者，假若順利啟動爭端解決進入實質審理，在小組和上訴機構審理會員援

引審慎例外作為抗辯理由時，系爭措施與審慎理由間無一般例外之必要性，僅需

審視系爭措施與審慎理由之間是否具有合理關聯性，但本文對於「合理」之見解

與小組有所不同，認為合理關聯性之「合理」仍應審視是否具有「貿易限制性較

小之合理可得替代措施」以確保措施實屬合理性，例如一加密貨幣支付僅占該國

總支付體系微量比重，該國政府卻用完全禁止的措施管制之，相較於限制每人每

日僅能兌換或交易 1000 元法幣價值加密貨幣之管制措施，兩者對達成審慎理由

皆具有合理關聯性，但後者必然貿易限制性較小且並未窒礙難行，因加密貨幣交

易所為實名制，管制個人每日交易總量之作法非屬難事。總而言之，本文建議爭

端解決機構對於合理關聯性之判定應加入審視是否有其他「貿易限制性較小之合

理可得替代措施」之要素，如此更能兼顧金融審慎監理與加密貨幣區塊鏈貿易自

由化之間的平衡。 

                                                     
321 林彩瑜，前揭註 160，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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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阿根廷金融案中，小組表示審慎理由之概念應隨時間而演進與

變化，審慎理由之解釋亦應有所彈性322，並且應允許會員隨著需要的變化採取新

型態的管制內容323，此意味著審慎理由的實質內涵與解釋並非一成不變，而管制

態樣也是如此，當一國政府以特定審慎理由禁止加密貨幣區塊鏈，應當定期審視

其審慎理由是否仍然存在，或者是否有新型態、貿易限制性較低的管制態樣出現，

可取代完全禁止之措施以降低對加密貨幣區塊鏈的貿易限制，舉例而言，某些區

塊鏈技術為因應政府機關的監理與法遵要求，其讓監理機關加入該區塊鏈成為鏈

上的監理節點324，能夠監控異常交易與追溯違法紀錄。此外，在全球金融海嘯過

後，國際上普遍將金融審慎監理之系統性風險監理重點聚焦於強化對具系統重要

性金融機構之監管，如要求資本緩衝、槓桿率與流動性要求、可清理性之提升以

及風險治理之強化等325，若具系統重要性之金融機構僅需滿足特定要求即可合法

營運，加密貨幣交易因何故構成比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更大的風險？本文建議

採取審慎例外之會員亦有說明之必要。 

最後是關於 GATS 對於國際付款及兌付之規定，依據 GATS 第 11.1 條之規

定，除為因應國際收支失衡所為之限制措施外，會員不得對有關特定承諾經常交

易之國際付款或兌付設限，假設未來加密貨幣區塊鏈成為國際貿易之主流付款方

式之一，則禁止使用加密貨幣作為跨國貨品和服務貿易之支付工具則有違反此條

文之疑慮；同樣地，依據 GATS 第 16 條之規定，若會員對由境外提供服務之方

式已作出市場進入承諾，且跨國性之資金流動為該項服務本身的重要部分時，應

視為准許該跨國性之資金流動，假設未來加密貨幣區塊鏈成為某項已作出開放承

諾服務之唯一或主要資金支付管道，則禁止使用加密貨幣亦有違反此條文之嫌。 

 

                                                     
322 Panel Report, Argentina—Financial Services ¶ 7.873 
323 Id. ¶ 7.872. 
324 臧正運，區塊鏈運用對金融監理之啟示與挑戰，月旦法學雜誌，267 期，頁 141（2017 年）。 
325 同上註，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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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由中本聰首次提出的點對點支付加密貨幣──比特幣，開啟了加密貨幣區塊

鏈大放異彩的時代，其主要特點包括：去中心化、交易無法篡改並永久記錄以及

交易即清算，試圖藉此建構去中心化的全球支付體系，使交易方可以不仰賴第三

方機構而完成支付交易，傳統上由第三方機構所提供的信任基礎、帳本資料之驗

證、儲存以及更新皆轉由區塊鏈之參與節點分工完成。各國對此新興支付技術的

接受程度不一，有的國家積極納管，有的國家則基於公共政策理由嚴格禁止，在

國際經貿法──WTO 層級，一會員若已對加密貨幣區塊鏈相關品項或服務部門

作出開放承諾，卻仍對其實施禁止或限制性措施，該會員將非常可能因違背了對

其他WTO會員的承諾，進而演變成貿易爭端，故本文以加密貨幣交易占比較大

之中國為例，分析其加密貨幣管制措施於 WTO協定的適法性問題。 

經過分析後，本文認為加密貨幣區塊鏈屬於服務而非貨品，同時較適合分類

於金融服務下的「支付」服務部門，並且落入中國已於特定承諾表作出開放承諾

之「所有支付和貨幣匯送服務，包括信用卡、簽帳卡、簽帳金融卡、旅行支票、

銀行匯票」，故應遵守 GATS 規範。中國之加密貨幣管制措施雖未違反最惠國待

遇與國民待遇，但構成跨境提供模式之數量限制，有違背市場進入之疑慮，然而

GATS亦設有一般例外以及對金融服務設有審慎例外，允許會員基於追求公共政

策目的，對已作出開放之服務部門實施貿易限制措施，本文認為中國若能夠提出

加密貨幣危害人民幣作為法幣支付與清算地位之證據，則其加密貨幣管制措施或

可符合保護公共道德或維持公共秩序所必要之措施，因而獲得正當化；此外中國

若能夠證明其對於加密貨幣區塊鏈所實施之管制措施係基於審慎理由且彼此之

間具有合理因果關係，則該等管制措施亦可能符合審慎例外獲得正當化。 

本文基於加密貨幣區塊鏈為全球經貿與金融帶來促進競爭、提升效率以及普

惠金融等優點，願意站在支持加密貨幣區塊鏈之立場，而WTO之外的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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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貿協定在推動促進加密貨幣區塊鏈發展之國際標準或監理準則亦不遺餘力，

然而該等國際組織在約束性上可能因缺乏有效的司法裁判機構與可確實執行的

懲罰機制而有所不足，故本文認為 WTO作為調和管制衝突者仍有相當價值。 

最後本文對於以 WTO爭端解決作為解決貿易衝突之途徑、深化加密貨幣區

塊鏈服務貿易自由化提出相關建議，包括爭端解決機制之啟動應由區塊鏈平台業

者擔任訴訟主體代表，向該國政府提出申請，請求該國政府控訴貿易限制地主國；

爭端解決機構未來審視系爭措施與審慎理由之合理關聯性時仍應納入「貿易限制

性較小之合理可得替代措施」之考量因素；應當定期審視會員所依據之審慎理由

是否仍然存在或是否有新型態、貿易限制性較低的管制態樣；若加密貨幣區塊鏈

未來成為國際貿易之主流支付工具，依然對其禁止與限制則有違反 GATS第 11.1

條與第 16條之疑慮。本文希望在深化加密貨幣區塊鏈貿易自由化的同時， 能與

各國管制空間取得平衡，建構和諧的國際治理架構，創造政府、服務提供者以及

消費者共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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