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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國內外開始相繼出現各種 P2P 金融平台，然而幾乎都

是提供一般民眾的貸款需求。當然一般貸款也包含了學生的小額貸款需求，但日前針對

學生的貸款需求而生的借貸平台並不多。本論文提出基於區塊鏈智慧合約的借貸平台，

針對學生無法使用聯徵中心的信用評等，設計一套符合學生的評等機制。整合學校、校

友與企業提供之資金，創建 P2P 的學生借貸平台，提供學生更多元的管道取得需要的資

金，同時校友或企業也達到投資人才的互利關係。 
 
關鍵詞：區塊鏈、以太坊、P2P 借貸平台、智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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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various P2P financial 
platforms have emerged at home and abroad, but almost all of them provide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the loan demand. Of course, general loans also include students' microfinance needs. 
However, there are not many lending platform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to meet the student's 
loan demand. This paper proposes a lending platform based on a blockchain smart contract to 
design a set of student-appropriate rating mechanisms for students who cannot use the credit 
rating issues of JCIC (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 Integrate funds provided by schools, 
alumni and enterprises, create a P2P student lending platform,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funds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funds, and alumni or companies also achiev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s for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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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世界經濟論壇於 2015 年 6 月的報告中提出了對金融服務的未來，由於科技的發展帶

來金融業的破壞式創新，金融科技(Fintech)的發展對傳統金融業的商業模式帶來衝擊，

在報告中定義了六大金融科技的服務[1]，包含支付(Payment)、保險(Insurance)、存貸

(Deposit & Lending)、眾籌(Capital Raising)、投資管理(Investment Management)以及市場

資訊應用(Market Provisioning)。在發布此報告後引發了全世界的金融科技熱潮，許多科

技公司將自有的技術與金融服務做結合帶來商業模式的轉型，在這波熱潮持續發展的同

時，於 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又提出了在未來金融科技的基礎設施報告，在報告中提出

了九大金融服務之痛點[2]，並提及區塊鏈的分散式帳本特性備受矚目，再度引發了金融

科技創新應用。 
共享經濟的概念正在全世界蓬勃發展。這種經濟觀點頃向於分散各種服務，區塊鏈

技術通過去中心化的概念促進點對點的交易模式，這種方式直接點出了目前金融服務面

臨的一些問題，在借貸服務中出資者面臨的訊息不足和信息不對等的問題時常產生了額

外的成本，這些問題不只是出現在借貸中，在眾籌、保險、融資、投資等金融服務都面

臨這項挑戰。本文的動機在於提出能夠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安全儲存和價值交換的平台，

以降低借貸風險及逾期還款造成的資本成本。為了尋求更高的價值交換回報，目前社會

正在逐步走向共享經濟的方式，利用能夠避開中間商的分散式技術日益成為各界關注的

焦點。分散式帳本技術可能發展為我們社會中互動方式的關鍵，要了解這些技術的興起

及發展的變化至關重要。加密貨幣，是一種虛擬貨幣也稱為數字貨幣，加密貨幣有兩大

關鍵特徵：(1)密碼機制，例如數字簽名，具有獨特的不可偽造票據；(2)驗證機制，以

便免雙重支出的問題[12]。早期數字貨幣系統的主要缺點為需要依賴可靠的第三方來解

決雙重支出的問題並證明貨幣的價值，直到比特幣協議的誕生。通過在公共分散式帳本

上運行的工作證明共識機制解決了這些問題，比特幣通過檢查網路參與者的一致性算法

進行驗證，而這些背後的驗證技術促使了加密貨幣的廣泛運用，其技術被稱之為區塊

鏈。 
「區塊鏈」這個名詞伴隨著近幾年來金融科技的發展而脫穎而出，但區塊鏈技術早

在 2008 年中本聰(化名)提出比特幣[11]時被世人所關注，區塊鏈其實是從比特幣技術中

抽取出來的一種應用。區塊鏈技術包含了分散式、去中心化、不可否認性、透明化及匿

名性等特色。區塊鏈的原理可以用比特幣交易的概念來解釋，中本聰當時提出的目的在

於強調金融的交易無須仰賴第三方仲介(如：銀行)做轉換，使交易雙方直接進行交易，

同時交易的訊息(如：金錢轉移、所有權、交易時間等)被放置在一個區塊中，並將此交

易內容的區塊分享給所有人，由區塊鏈網路中的所有節點共同維護及驗證，達到無中央

監管的目的。整個區塊鏈上記載著所有歷史交易而交易訊息是完全透明也不易遭到竄改，

簡言之，中本聰提出比特幣在於將重要的訊息合併到單個區塊中，然後公開分發，區塊

不擁有任何所有權而是每個人共同擁有的。此外，所有交易的用戶均使用加密後的數位

簽名代表個人，因此比特幣區塊鏈中包含的訊息是具有匿名性的。 
自 2008 中本聰提出的比特幣的概念後，區塊鏈漸漸被世人關注及討論，目前區塊鏈

的發展分為三階段，最早期的區塊鏈 1.0 伴隨著比特幣一起出現，因此主要的核心應用

在於數字貨幣做使用，藉由去中心化及分散式的特性普遍用於交易、記帳等場景[4]。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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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區塊鏈技術的相關研究興起，漸漸的此技術的應用場景拓展到了現實面而進展到了區

塊鏈 2.0，有別於舊有的區塊鏈應用，區塊鏈 2.0 更宏觀地對整個市場去中心化，可以用

來編碼物理資產，註冊、確認和轉移資產及合約，做公共記錄，記錄身份信息，存儲私

人記錄[8]。區塊鏈 2.0 的典型代表就是「以太坊」，建立了一套更靈活而通用的框架系

統，在協議層面和應用層面的創新使開發者能夠輕鬆的開發區塊鏈應用平台，而其最大

的應用「智慧合約」。由代碼定義並強制執行，難以控制、監管或者要求賠償損失，目

前頒布施行的法律不可能讓智慧合約強制執行。需要全新的法律和相關規定，來區別那

些代碼建立的合約與人建立的具有司法約束力的合同之間的差別，而有了智慧合約的出

現意味著區塊鏈技術即將通往人工智慧的發展，因為智慧合約正在演變的更加自動化、

自治化和複雜化，可以將一些簡單的邏輯行為連動起來而自動運行。上述區塊鏈的走向

皆趨向於金融業的應用，而區塊鏈 3.0 的誕生則是將區塊鏈的應用場景突破金融框架到

了更複雜的市場活動，從金融轉向了醫療、保險、物流、社會治理、身分驗證等多元化

的發展，將所有資產數字化，更簡單的做資產的轉移，除了更高的交易場景之外，權限

的支援度及功能性更加廣泛。區塊鏈 3.0 最具代表性的發展為 2015 年時 Linux 基金會偕

同數十家企業共同打造之分布式帳本項目，是專為大型企業打造之區塊鏈框架。若將其

運用於物聯網當中將可消除相關文獻中所提之數據、安全等風險，更因為 Hyperledger
是為企業所打造的，因此相較於比特幣或以太坊所使用的技術更能夠保障在物聯網環境

下的安全性，對於如金融產業、公共服務或是數據儲存等發展物聯網應用時需要高度隱

私保護的產業具有相當程度的吸引力[8]。因此，透過物聯網與區塊鏈技術的相輔相成才

能夠避免可能遇到的潛在風險，甚至對未來的 IoT 發展更加順利。 
區塊鏈隨著比特幣的興起被世人所重視，而在未來會有更多的智慧資產能藉由去中

心化的區塊鏈來做資產的轉移或交換，而資產所有權的管以可以藉由區塊鏈的智慧合約

來自動執行，並在約定的條件下，自動觸發所有權協議的執行。智慧合約並非一個新穎

的概念，早在 1994 年 Nick Szabo 提出了這項概念，其定義為執行合約條款的計算機化

交易協議，將合約內容轉換成代碼，並嵌入到可以自動化執行合約的軟硬體中，盡可能

去除可信的交易中介達到自動化及去中心化，在區塊鏈中智慧合約是儲存在區塊鏈中的

腳本，合約具有唯一的地址，通過發起交易來觸發合約，有如自動販賣機的概念，在顧

客選定欲購買的商品後選擇該商品後付款即可。智慧合約為一套以數位形式定義的承諾，

包含在合約內的參與者能在區塊鏈上執行這些承諾，由於合約運用電腦代碼來自動化執

行，因此不需要第三方的仲裁來實踐資產轉換的動作[13]。自動化執行的合約工作原理

類似電腦程式中的 If-Then 邏輯，一旦預先設定好的條件觸發時，則自動執行相應的動

作，並記錄於區塊鏈的共享帳本中[15]。 
本文的第二章提及一些區塊鏈的演進發展及金融科技的相關文獻探討，第三章會描

述本平台的服務模型及生態系統，也會將此 P2P 借貸平台分成四個角色模塊來探討整個

借貸流程以及提出學生族群專屬的信用評分，在第四章將展示本平台的實作過程。最後，

在第五章討論此 P2P 借貸平台實作之結論以及未來展望。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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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的興起為金融業的商業模式帶來破壞式的創新，許多業者看中區塊鏈最重要

的特色之一，便是能夠提供透明加密且有認證的獨立記錄數據，包括交易、協議、合約

等，這些記錄因為分散在全球數千萬台電腦。且所有區塊鏈上交易資訊的形成，皆由每

個區塊鏈網路中連結的節點共同認可，因此難以被竄改，更能保障安全性，而且還能自

動完成交易到認證的流程，省去繁複的手續及中間審核成本，讓貨幣的流動更有效率。

對金融機構而言，導入區塊鏈可以獲得更清楚、更透明的金流資訊，同時又能兼顧安全

性。因此，區塊鏈的應用其實不侷限於金融業，包括物聯網應用[3]、供應鏈、食品安全

的追蹤[14]、身分驗證與投票、醫療紀錄追蹤[7][9]、群眾募資[12][6]等中心化應用，都

是區塊鏈技術發揮的絕佳領域。 
區塊鏈技術採用 Peer-to-Peer 分散式的網路特性，本質上為一個去中化的巨大帳本資

料庫，作為比特幣的底層技術，由全世界眾多的參與者來共同維護，每一個參與者為一

個區塊鏈上的節點，每個節點也各自擁有一份完整的帳本，而每一個區塊(Block)就如同

帳本中的其中一頁，紀錄了數筆的交易資訊[3]。區塊鏈具有匿名性及高安全性，在於運

用了一種安全哈希算法(SHA-256)將交易內容轉換名為哈希值(Hash)的 256 位二進位數

字，再用發起交易方的私鑰對這串 Hash 值進行加密，如此一來當收到此交易的一方則

可以用發起方的公鑰進行解密，解密後的 Hash 值必須與加密前相同，此步驟最主要是

為了確保此交易未被修改及交易對象是否正確，區塊鏈的鏈狀結構，在這種高度匿名的

交易制度下可以確保交易方是否有足夠的金額可以進行交易。新生成的區塊必須記錄著

前一個區塊的 Hash 值，如此一來可以知道所有交易的歷史紀錄，而這些紀錄著大量交

易的區塊是否能合法，必須通過區塊鏈網路中的所有節點做驗證，而驗證的方法稱為工

作量證明(Proof-of-work)即為各節點(礦工)需生成一個隨機數加在區塊中的數字訊息末

端再將此串數字做 SHA-256 的 Hash 生成，當此 Hash 值滿足特定的條件時則完成驗證

工作則將此通過驗證的區塊發送給所有其他節點並將該區塊加入到自己的區塊鏈中。由

於計算此隨機數須耗費大量的電腦資源成本，因此算出隨機數的節點可以得到些許的比

特幣做為獎勵，此一系列的驗證流程稱之為「挖礦」。在區塊鏈網路中不斷的重複此動

作將交易逐一串起而形成區塊鏈。通過挖礦的動作可以強制性保證區塊鏈中的交易數據

是按時間順序做排序儲存，保持此網路的一制性，在區塊鏈中所有的交易行為被所有參

與節點所審視，因此有別於傳統的中心化網路交易，區塊鏈做到高度安全、匿名、去中

心化的特性。在區塊鏈的分散式網路中難免會遭受到駭客的攻擊如 sybil attack[5]，藉由

生成大量虛擬節點來取得 P2P 網路的控制權，但攻擊者除了需要掌握網路中超過 51%的

節點之外，也要為破壞驗證機制時產生的大量運算成本付出代價，因此攻擊者不會願意

發動這種不合乎成本的攻擊。區塊鏈中的數據可用性可以分為許可及非許可。許可區塊

鏈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完整性通常經由法律來保證，而非許可區塊鏈，安全性和完整性

由大多數獨立的節點來保證，並且沒有一個中心化的機構能夠影響共識規則得執行[3]。 
區塊鏈的應用除了在金融體系之外，各項產業幾乎與物聯網脫離不了關係。近年來

許多人提出將分佈式架構轉向物聯網的生態系統中，在製造商的角度看來，目前集中式

管理的維運成本過高，考慮到了數百萬個物聯網裝置的軟體維護問題，一旦設備數百萬

台設備需要停止運作來做軟體的更新，那將造成龐大的經濟損失，換到了消費者的角度

來看，物聯網的裝置分佈在生活周遭，隱私安全問題必然成為一大問題，部份的物聯網

廠商會在設備中植入「後門程式」等私人通道，也許是方便維運，但一旦遭受到惡意的

操作那產生的後果則不堪設想[3]。因此可以藉由區塊鏈的技術來解決上述的幾個問題，

首先製造商讓所有的物聯網設備都在相同的區塊鏈網路上運行，每一個裝置則為一個節

點，製造商再部屬一個智能合約，允許他們再網路上儲存最新的軟體更新檔，則更新檔

可以隨著智能合約中的地址來發送到區塊鏈客戶端的設備中進行更新，智能合約除了讓

設備維護自動化之外，也可以採取設備更新輪替的方式，保證有一定的設備維持線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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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以確保整個區塊鏈網路的完整運行，此外，交換加密貨幣的區塊鏈網路提供了方便的

計費層，讓物聯網的服務市場擴大，由於物聯網含有龐大的資料量，運用區塊鏈的分散

式架構能將資料分散再各個節點當中，達到降低儲存成本的作用，設備跟設備之間的資

料共享也是物聯網的服務之一，因此設備一旦有了智能合約的自動化以及計費層後，各

個物聯網裝置形同自主管理，透過這種方式增加廠商的獲利，區塊鏈的分散式架構將會

出現更多種不同的延伸應用，也能結合不同的科技，達到多元化的效益。 
P2P 借貸平台的興起除了帶來便利性之外也存在一些潛在的風險及法律問題，目前

針對 P2P 借貸平台的爭論大多在其缺乏監管，蘊藏著大量的風險[6]。在針對用戶身分與

借款原因的審核來說，透過網路交易的虛構性導致很難對借貸雙方的信用進行評價，進

而導致詐欺行為的出現。而無人監管的借貸平台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掌握著大量的資

金因此也出現了借貸平台詐騙、非法吸金等事件，即便許多 P2P 借貸平台制定了自身的

審核機制，但對於有心人士的預防還是防不勝防，借款者多半通過網路註冊及驗證，因

此可以輕易冒用他人身分及偽造資金用途。在資金轉移方面網路借貸平台的資金並不是

由放款人的帳戶直接轉移到借款人的帳戶中，而是透過中間的網路借貸平台來進行周轉，

大多數網路借貸平台都是通過第三方支付形式來完成的，當然也有部分的借貸平台是採

不碰資金的形式直接轉入借款人的帳戶中。但不論採取哪一種形式皆有可能發生不同程

度的風險。此外，P2P 網路借貸平台的借款者對於資金使用情況需要保證，並且與當初

借款申報所登記的用途一致，如果出現不符合的借款用途，不僅違背了網路借貸平台服

務的宗旨，也帶來龐大的風險隱憂。關於還款階段，多數網路借貸平台在借貸過程中屬

於無擔保和純信用的借款，完全建立在上過網信用的基礎上進行借貸，缺乏對借款者的

制約，而在追討欠款的部分沒有較完善的對應法規，銀行欠款通常由專門的機構追討或

經由法律程序，但對於小額的借款而言，經由法律途徑的成本過高，因而得不償失。綜

合了上述之問題點，P2P 網路借貸平台滿足了市場需求，透過網路的運用也使借貸的對

象組成更多元，透過平台相互的配對，以簡便的手續即可快速許德資金，也因為網路借

貸平台的靈活性，進而導致監管困難度的提升。 
在本研究強調的學生貸款模式中，我們效仿一間在美國名為 SoFi (SocialFinance)的

學生貸款公司，為首家在美國公開證券化的 P2P 公司[10]。在美國早已有許多 P2P 借貸

的公司涉及廣泛的借貸業務，提供不論是一般信用貸款、房貸及車貸等。但 SoFi 看見

的則是美國的學生貸款市場，許多人懷疑過 SoFi 的做法，只針對美國學生市場是否足

夠，但實際上美國學生貸款市場是目前美國最大的貸款市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造成

許多家庭的經濟困難而學生只能依靠學貸來負擔學費，而美國的教育機構學費的增長及

高居不下的貸款利率成為 SoFi 闖進這個市場的主要原因，高利率問題一直是貸款人重

大的負擔。而 SoFi 以強調低利率的方式爭取用戶，在美國下調學生貸款利率後，SoFi
停止學生貸款的服務進而轉換為對已背負學貸的學生進行再融資的服務，提供畢業生低

利息的貸款而可以一次性的償還以前的學貸，之後以低利息的方式慢慢償還給 SoFi 即

可。這種以新補舊的方法可以為每位貸款者省下不少的利息負擔。而對於所有借貸業者

最擔憂的事情就是逾時還款或是欠款的問題，SoFi 在這個部分則是按照了當初創業的理

念「SocialFinance」，社交金融，將社交與貸款做結合，透過學生在學校的課業及社交

狀況做結合經過獨特的公式計算出個別學生的信用分數，打造出獨特的學生信用評等機

制。有別於美國最廣泛只用的 FICO 信用評分機制，SoFi 的信評是針對學生個人擁有個

別的信用評分而並非像 FICO 針對的學生及畢業生運用統一的評分。SoFi 秉持著信用評

分應該要因人而異的概念成功了降低欠款率，也使在學學生及畢業校友的關係緊緊相依，

除了使校園社交網路更加緊密之外也搭起了畢業校友與在學學生的溝通橋樑，使得一些

畢業校友需要優秀人才的時候可以在 SoFi 找到適合的人才，除了提供多元的借還款機

制之外也提供了人才培育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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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面所述之各種產業，區塊鏈技術中基於分散式的共識機制、去中心化、資訊

共享等特性，引發了金融業的重視與研究應用。基於區塊鏈的共識驗證機制，只能金融

交易行為不在需要依靠傳統的第三方信任中介，也解決了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以更開放、

透明、直接的方式從事金融交易行為，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風險成本。在近年來 P2P 借

貸平台逐漸興起，強調無須透過第三方中介等信任機構達到資金流動快速，但也出現了

部分不肖業者透過資訊不對稱進行非法經營、吸金、非法集資等方法來欺騙使用者，因

此在區塊鏈技術的結合應用後，可以確保資訊的對稱性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也實現了

資訊與資金的有效隔離。區塊鏈也加強了 P2P 借貸平台的資訊匹配效率，透過網路實現

資金的去中心化，脫離傳統金融中介，為借貸雙方提供透明資訊、快速配對及資金的快

速流通，也免除了傳統借貸的複雜手續。但區塊鏈在金融業應用時，完全去中心化可能

引發有心人士來做洗錢等非法行為，因此其去中心化的定義為去除人為因素，這個部分

可以導入技術手段來提升公信力(如：智慧合約)[13][15]，也可以將合作的監管機構加入

區塊鏈節點中來監控平台的交易紀錄與資金流向等行為，將相關法規撰寫進智慧合約中

來預防非法行為。而監管機構和風險管理公司也可以透過區塊鏈做轉型，為這些網路金

融平台提供合約撰寫時的風險管理諮詢及資金定價等服務創造更多收益。 
參、系統架構 

(一)服務模組： 
 在這裡我們分析將傳統 P2P 借貸平台的服務模組化進而轉換為分散是區塊鏈的 P2P
借貸平台應用，我們通過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將傳統的服務升級並運用智慧合約達到自動

化的服務。 
1. 媒合服務(Matchmaking)：與傳統的網路平台相同，一個平台可以為每個貸款項目

提供一個透明化的 DApp，通過貸方的個人需求與資金提供者預設的條件相互配

對，不需要完整的透漏出私人隱私訊息即可快速的讓雙方建立交易，也能讓投資

方找到適當的人才。 
2. 合約與承諾(Contract and Compliance)：透過區塊鏈的智慧合約來完全管理和實踐

傳統合約的內容，使法律、通訊、交易和安全成本大幅降低。 
3. 信用評分(Credit Rating)：由於傳統的借貸服務多半使用聯徵中心的信用評等作為

標準，但聯徵中心並沒有針對學生族群提供特定的信用評分，因此在一般的學生

借貸中皆採用統一標準。因此本平台提出的六大信用評分指標來計算每位學生的

個人信用評分，有別於傳統的學生貸款信用指標，我們強調每位學生都有屬於自

己的信用評分，不應該採用傳統的統一標準評分。 
4. 認證(Authentication)：通過區塊鏈技術的帳戶地址身份認證機制，使得身份驗證

變得更加方便及安全，可以依照用戶的唯一地址(Address)來進行身份驗證及全線

的控管。 
5. 借方和貸方關係(Debit ＆ Credit Relations)：在以太坊的環境下藉由區塊鏈的技

術使得借貸雙方的關係聯繫的更加緊密，在資金流動及控管皆藉由個人的以太坊

錢包來做交易，免於第三方的經手，除了區塊鏈分類帳的安全性及透明性之外，

借貸雙方可以將相關資金流動規則預寫入智慧合約中避免不必要的紛爭，在借還

款過程都可以讓智慧合約預定的程式碼來做自動觸發的動作。 
6. IT Operation：在 IT 方面，在區塊鏈技術的支持下，使開發或運行的過程皆由個

區塊鏈網路節點來共同維護，無需依賴第三方或是託管於特定的平台，使任何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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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項目的開發更加自由，並允許評估、監管或數據保護方面獨立。 
7. 付款(Payment)：區塊鏈技術在這項服務有著最明顯和最直接的影響，因為每筆交

易皆是在區塊鏈上進行和處理，本平台討論的付款方式皆是使用以太坊基金會所

發行的加密貨幣“以太幣”(ETH)。以太坊基金會也提供了內建協定 ERC-20 來讓開

發者發行屬於自己的貨幣已達到 ICO 的目的。 
8. 償還(Repayment)：智慧合約可以以各種方式管理這項服務，利用智慧合約預先定

義的還款方式以及還款機制，也可以透過合約的進階應用來做鎖定資金的方式。 
將以上服務結合傳統的 P2P 借貸平台打造出區塊鏈借貸平台的生態系統如圖 1，使

得參與者可以更快速便捷的完成交易，利用區塊鏈與以太坊智慧合約來改善傳統的借貸

平台及借貸服務。 

 
圖 1：借貸平台生態系統圖 

 本研究為設計一個 P2P 借貸模型(如圖 2)，由借貸平台所部署之區塊鏈智慧合約為

資金流通和權利互動的核心，與傳統模式相較，簡化了貸款人的資金及權利轉移，資金

的流動也會隨著智慧合約中預定好的規則所決定。 

 
圖 2：P2P 借貸平台模型 

(二)P2P 借貸平台之塊狀模型： 
1. 借方：為資金來源，大多數為畢業校友、企業家、創業家或具有人才需求之公司，

除了提供資金之外也可以提出預期的還款方式，例如：企業實習、撰寫企劃案甚

至加入工作團隊做為多元化的還款機制，由於現金社會中的出資者並非都想得到

金援的回饋，在這個新創公司大量崛起的社會中，新創公司比起資金更缺乏人才，

因此本文提出之借貸平台除了作為資金流動的橋樑之外也能達到人才培育互利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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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貸方：為有金援上需求的在學學生，在這個經濟動盪的社會下，許多學生因為家

庭因素而在求學階段為了個人甚至家庭的經濟負擔而煩惱，不論在國內或是國外

的貸款比例中學生貸款的比例總是高居不下，而傳統的貸款高利率導致許多學生

在畢業進入職場後薪資僅有 2 到 3 萬卻需要背負數十萬的學貸。因此在本平台提

供學生選擇除了金錢以外的多元還款方式，除了減輕學生的貸款壓力也給有專業

知識背景的學生一個發揮的機會，將資源利用最大化。 
3. 借貸平台：P2P 借貸中，平台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提供有資金需求的學生資金上

的援助，並藉由多元化的償還方式來抵銷在求學階段所累積的債務，以及本平台

提出的學生信用評分機制，使每位學生都有機會得到資金上的援助，不會再因為

無法使用聯徵中心的信用評分而失去貸款的機會。  
4. 智慧合約：本研究在第二章文獻探討的部分提及 P2P 借貸平台所產生的安全性及

公正性問題，因此我們將 P2P 借貸平台結合區塊鏈的智慧合約做應用，達到一個

分散式監督的效果，區塊鏈技術能避免中介平台將龐大資金任意調用、非法吸金

甚至捲款惡性倒閉等問題，此合約由借貸平台來定義借方相關資訊，寫進合約並

創建後共享給各節點來維護驗證此合約之有效性。 
 (三)P2P 借貸平台之流程：  
 定義好上述之模塊後，需要有一套標準的流程來結合此四個模塊。本平台主要的三

大對象為借方、貸方及平台負責人，而本平台借貸流程如圖 3。 

 
圖 3：借貸流程圖 

1. 提供放貸資訊：借方向平台註冊時提供可借貸資金、預期還款方式、預定還款期

限及信評分數門檻。 
2. 創建合約：合約的創建是由平台負責人將借方提供的資訊來制定智慧合約的規則

而創建合約，在創建合約前將借方的數位簽章寫入合約中，作為合約權限管理及

交易資訊的追蹤用途。創建合約時會將借方提供之資金轉移至智慧合約中存放。 
3. 提供資金：合約在創建時已先預寫好貸方的以太坊地址(Eth address)在合約中，

因此在資金控管的部分只允許借方調用資金，借方將欲提供的資金傳送至合約中

存放。 
4. 貸方查看借貸項目並提出申請：當有資金需求的學生到平台查看平台所提供的借

方資訊時，需輸入姓名、所需資金、償還方式及信用評等的相關訊息，一但所輸

入的信評相關訊息計算出來的信評分數達借方所設定之門檻則進步等待借方審

核，若低於門檻值則無法進行該資金的借貸。 
5. 借方審查貸方資格&資金轉移：此流程為借方審查貸方的相關訊息的階段，借方

可以查看合約中關於貸方的所有訊息，並選擇是否願意提供資金，一但同意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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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進行資金轉移的動作，將預先存放在合約中的資金轉移至貸方帳戶中。此階

段只有借方對合約有修改權限避免合約遭到惡意修改。 
6. 還款：在資金償還的部分，本平台為了減輕學生畢業後依然背負著龐大債務的壓

力，讓投資者在提供資金時提供了多元化的償還方式，以投資者的觀念來說得到

的回報並非僅限於金錢的回報，因此學生在選擇投資者時可以選擇金錢之外的還

款方式，進而將資源利用最大化，也能提升自身的價值。 
(四)信用評等 
 在信用評分的部分一直以來是身為學生身分較為不利的部分，由於一般的聯徵中心

的信用資料提到，學生屬於特殊身分不能算是真正的信用往來，因此對學生信用評等的

問題是需要被解決的。本文欲設計專門針對學生族群的 P2P 借貸平台，因此而設計了一

套專門針對學生族群使用的信用評等分數及權重，保障學生擁有借貸的權力。在信用評

等的部分，本平台考量了各類學生問題及保障因經濟困難的學生，也考量了投資者對人

才培育的層面，進而對各項分數做了權重的調整。 
 

肆、實作 
 在實作部分我們除了搭建一個私有的區塊鏈網路環境之外也需要透過一個合約錢

包來管理帳戶以及撰寫合約的環境，在以太坊客戶端中以太坊基金會提供了 geth 
(Go-Ethereum)及 Parity (Web UI)這兩種，geth 為一個指令介面，使用類似 Javascript 的
指令來執行各種功能如查詢帳戶資訊、轉帳交易、執行角本等，而 Parity 本身包含了

Web UI 及以太坊客戶端，其包含了 geth 的相容介面，因此可以做為前端及後端的應用，

在帳戶管理的部分許多開發者選擇了 Mist 與 MetaMask 這兩種合約錢包，其中 Mist 為
以太坊官方所推出的瀏覽器錢包，Mist 為一個全節點錢包顧名思義需要同步所有以太坊

區塊鏈的交易訊息，其安全性高但對網路的需求也較高，而 MetaMask 為一個 Google 
Chrome 瀏覽器的插件錢包，為輕量級的錢包但能夠快速的使 Chrome 瀏覽器相容以太坊

網路，在開發合約上便利性高；在撰寫開發智慧合約在早期部分的高階語言皆可以開發，

但漸漸的被淘汰剩下以太坊官方建議的 Solidity 語言來做智慧合約的開發，以太坊官方

也推出了 Remix Solidity IDE 提供開發者一個智慧合約的良好開發環境。 
本平台之實作欲部署一區塊鏈私有鏈，不需要部署至以太坊公開網路中，因此我們

採用 geth (Go-Ethereum)作為區塊鏈的客戶端，在合約開發的環境我們選擇了以太坊官

方提供的 Remix Solidity IDE 來撰寫及測試合約，而帳戶管理的部分我們採用 MetaMask
錢包來做合約與區塊鏈客戶端連結的橋樑如圖 4，在實作環境中我們採用了 Ubuntu16.04
的作業系統，而客戶端則使用 Go(v1.9.4)及 geth(v1.8.2)，在開發語言則是採用

Solidity(0.4.18)做為合約的開發。在智慧合約的開發中在寫好 Solidity 程式碼(.sol)後，需

要先將程式碼編譯成 EVM (Ethereum Virtual Machine)能讀取的二進位代碼(Bytecode)，
才會部署至以太坊需快鏈上執行如圖 5，部署到區塊鏈上的合約會有一個合約地址

(Contract Address)用於呼叫或調用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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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以太坊智慧合約開發架構圖 

 
圖 5：智慧合約部署流程 

 信用評分的設計是為了讓借方或想要投資人才的投資方對學生能力有初步的了解，

因此我們設計了六項評分標準如圖 6，各項標準中分別有高、中、低三種分數，也有分

別不同的權重設計，針對信用評分設計理念以及權重在下面分別介紹。 
表 1：信用評分表及權重 

 
1. 證照：在現今社會中，擁有專業證照是對自己所屬專業領域的一種肯定，因此在證

照的部分給了較高的權重，這也是對於借方想做人才培育的一種篩選標準，即便學

生在其他部分如工作資歷、比賽經歷、語言等較差也能因為有一技之長而備受肯定。 
2. 學業成績：身為一名學生，在學成績可以反映多項事實，即便成績不能代表一切但

成績可以反映出該學生是否認真看待身為學生的本分，尤其在大專生或技職專科學

校中在學成績也間接地反映出該學生對於主修的領域是否有扎實的基礎以及具備該

領域的基本能力，在權重的部分接近證照的權重，因此就算該學生沒有相關證照但

在於學成績優良也是對學生專業領域的一種肯定；在投資方層面也可以透過在學成

績了解該學生的學習能力進而做良好的人才培育。 
3. 工作資歷：以學生的工作資歷來說也是讓借方很好的一個判斷依據，可以證明此學

生在面對工作的態度，但為了避免部分學生將一些打零工的工作納入依據因此在權

重的部分並沒有給出很高的權重，不過是一個良好的參考依據。 
4. 操行成績：在操行的部分是學校老師對學生的直接評價，但由於大多數的老師在打

學生的操行成績時多半分數都相差不大，因此不會給予很高的權重，但在借貸行為

層面對學生的道德品行是需要謹慎考慮的，因此我們設定無法提供貸款給操行低於

60 分的學生，一方面也是降低違約的風險，事先為借方做初步的篩選。 
5. 語言能力：在一個國際化的社會中語言能力是一個協助自己走向國際化的優勢，但

對於投資者作人才培育的篩選條件中我們依然只能將語言能力檢定作為對學生的一

個加分依據，而本平台為了保障部分主修語言相關科系的學生，在證照的部分給予

高權重，因此主修語言相關科系的學生也可以利用該語言的專業證照來保障個人信

評分數，並不會因此降低個人信評分數。 
6. 比賽成績：許多學生在求學階段因為學科能力優異而代表學校參加相關競賽，但在

先前的學業成績評分計算已經給予相當高的權重，因此比賽成績的權重也相對調低，

一方面避免造成信評分數的失衡，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因經濟資源困難而無法參加各

種競賽的學生之權益。 
在實驗的部分，首先我們主要定義了三個以太坊帳戶分別為平台負責人(Owner)、

借方(Debit)及貸方(Credit)，也定義了兩個布林函數分別為交易狀態及環款狀態，在交易

金額的單位也以 1ETH 為交易單位，在信用評分的部分也定義了門檻值及信評加權總

分。  
 在貸方的部分我們用一個 Credit 的結構變數來儲存每一位學生的參數，如姓名、所

需貸款金額、以太坊帳戶地址及本平台提出的六大信用指標分數(license、grad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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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competition、language)，用此方式儲存可以方便查詢每一位貸款人的貸款資訊

使任何呼叫此合約的使用者可以方便地查看貸方的相關資訊。 
在系統架構中提到了借方先向平台註冊申請並事先定義好預期的還款方式及貸方

所需信用評分門檻值，我們在 Remix IDE 的環境中選擇了 Owner 的帳戶來建立此合約，

在合約的建立我們呼叫 smartloan 這個函式，此函式定義了合約的所有權人、借貸人數、

借方地址、還款方式、信用評分門檻值以及合約初始狀態，而信用評分門檻值我們則是

設定在 19~69 分之間。 
在還款方式的定義因本平台提出的多元化還款方式能讓學生減輕背負的金錢壓力

以及滿足投資者對金錢以外的能力需求我們提出了現金償還、企業實習以及協助企業撰

寫企劃書的三種還款方式。 
 當平台創建此合約後事先定義好了借方提出的條件，因此借方只需要提供資金至合

約即可，在金流的部分不會經過平台之手避免不必要的爭議及確保借方資金的安全性，

在借貸的函式中在 Solidity0.4.0 之後需定義 Payable 屬性才能將做傳送資金到合約的動

作也可以確保借方有執行資金轉移的動作，若借方填入的資金超過借方帳戶的餘額此交

易則無法進行，我們也在此函式中定義了使用者的控管以及當合約狀態改變時駁回資金

轉移的動作。  
 借方提供資金及定義還款方式後，貸方可以調用查看合約的定義內容選擇是否要進

行貸款，而貸方需輸入個人資料及所需貸款資金及信用評分的六大指標分數，確認是否

符合合約定義之規則，貸方輸入參數後合約會先檢查合約狀態及持有資金後由定義之信

評算法計算出信用評等總分，若符合最初借方定義之門檻值則將貸方資訊寫入合約的結

構中保存貸款人相關資訊，貸款人相關資訊可讓平台負責人及借方所檢視。 
當貸方申請貸款動作後，須由借方或投資方同意後做資金轉移的動作，因此借方可

以在合約中察看貸方列表中的相關資訊來確認是否願意做借款的動作，合約中記錄了所

有貸方之相關資訊，這些相關訊息也記錄在區塊鏈中無法任意竄改，一旦借方同意後執

行合約中的資金轉移函式來將合約中的資金轉移到貸方的帳戶中。 
 當貸款人要使用現金償還時呼叫合約中的 Repay 函式來做資金轉移的動作，在呼叫

時先確認合約調用者身分是否為貸款人，進而更改合約狀態後將貸款人的貸款金額從貸

款人帳戶直接轉移到借款人的帳戶中。 
 在說明上述函式定義後，我們將展示一實作範例，首先，我們在 MetaMask 錢包中

創建三個以太坊帳戶分別為平台方(Owner)、借方(Alice)、貸方(Bob)如圖 7，除了錢包

顯示之外在以太坊客戶端(geth)也可以查詢三方帳戶餘額如圖 8，三個帳戶餘額分別為

Owner(1374ETH)、Debit(2200ETH)、Credit(184ETH)。 

 
圖 7：MetaMask 錢包帳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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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以太坊客戶端帳戶餘額查詢 
確認好帳戶後，我們在Remix IDE中連結MetaMask以及geth來開發合約以及測試合約，

首先 Alice 希望貸款人以現金償還的方式以及信評門檻值 40 分，已知這些條件後由

Owner 來輸入 Alice 的以太坊地址以及上述條件如圖 9，而在以太坊區塊鏈的定義中任

何行為都屬於交易行為，因此 Owner 在創建合約時需在 MetaMask 中確認此筆交易的進

行如圖 10，確認此交易後在 geth 中會顯示新的交易產生，而需進行挖礦來驗證此交易

如圖 11，而交易被確認後在 Remix IDE 中查看初始內容如圖 12。 
 

 
圖 9：平台輸入借方條件來創建合約 

 
圖 10：Owner 創建合約之交易確認 

 
圖 11：進行挖礦驗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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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合約初始內容 

 建立合約後，每一個智慧合約與以太坊帳戶一樣具有自己的地址(Eth address)，Alice
可以呼叫合約地址來提供資金，在 Value 的地方填寫提供的資金 100ETH 後按下 Debit
鍵來執行交易如圖 13，此行為也要經由借方同意此交易來進行挖礦驗證如圖 14，驗證

後可以在合約中的 Fund 查看餘額為 100ETH。 

 
圖 13：借方提供資金 

 
圖 14：確認傳送 100ETH 到合約地址中 

 合約有了資金後，貸方 Bob 可以提出貸款申請並在合約中填入 100ETH 的貸款金額

以及信評六大指標的各項分數如{“Bob”,100,20,25,10,10,5,5}，輸入參數後點選 loan 來呼

叫函式執行 loan function 經過確認和挖礦驗證後，將此參數儲存至合約中的 struct 中。 
 Bob申請貸款需求後須經過Alice的同意才能將合約中的資金傳送至Bob的帳戶中，

Alice 呼叫此合約後可以在合約中查看 Bob 的借款需求以及信評各項分數，同意後按下

lend 來呼叫 lend function 將合約資金池中的資金轉到 Bob 的帳戶中，Bob 的帳戶餘額從

184ETH 增加至 284ETH 如圖 15。 

 
圖 15：貸款後貸方的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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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貸款動作後可以在合約中查看合約狀態及各項資訊，接下來將展示 Bob 將資金

償還給 Alice 的實作。Bob 需在 value 的地方填入還款金額 100ETH 以及 Alice 的帳戶地

址如再呼叫 Repay function 來執行還款動作。 
 執行還款動作後可以在 Bob 的帳戶錢包中看到還款交易以及餘額回到最初的

184ETH 如圖 16，Alice 的帳戶餘額也回到初始的 2200ETH，結束完整的借貸流程後可

以在合約中查看合約狀態Complete和Repayment皆變為True而合約資金池為0如圖17，
以上展示了本借貸平台的交易範例過程。 

 
圖 16：貸方還款後的交易明細及餘額 

 
圖 17：最終合約狀態 

 
伍、結論 

本文提出了一個基於區塊鏈技術的學生 P2P 借貸平台，我們運用以太坊的智慧合約

打造出一個自動化的 P2P 借貸平台，在前面的章節我們討論到了一些 P2P 借貸平台可能

產生的安全性問題及弊端，我們利用區塊鏈的分散式特性與賬戶的驗證性解決此問題，

達到了分散式驗證的機制，確保資金的流向及交易的一致性，運用智慧合約來達到自動

化及權限控管的能力，使得交易的各方驗證及參數的設定不會輕易遭到竄改；在台灣的

市場中對於有工作能力的上班族來說取得銀行的信用貸款不是件難事，但對於學生族群

來說無財力證明或是無抵押品，以及聯徵中心對於學生信用的規定不夠完善的情況下，

本平台提出了專門為學生所設計的信用評分機制，使得原先因無法使用聯徵中心信用評

等的學生得到一個良好的借貸管道，針對部分有能力但因為經濟因素而無法實現夢想的

學生們提供了公平公正的資金援助，而經過六大評分指標可以讓投資方更了解該學生的

能力所在，將資金投資在值得投資的學生上，也經由此信用評等能夠得到對學生的認同，

這種篩選機制也可以有效的降低違約率，減少不必要的負擔成本，在未來也會出現更多

各式各樣的借貸平台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及基於以太坊智慧合約的高度自動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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