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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禮券的發行與流通使用已行之有年，由於禮券的材質、匿名與公開的特性，

使得禮券存在盜用、偽造、毀損、遺失等弊端。區塊鏈技術乃是結合密碼學、共

識機制、分散式運算、分散式資料庫、容器技術與智能合約的新興資訊科技，並

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竄改與不可否認等特性。本研究嘗試利用區塊鏈技術的特性

來解決傳統禮券的各項弊端，並探討區塊鏈技術在校園公益餐券系統的新應用模

式與架構，以提升電子餐券系統的安全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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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pon has been published and used for years. Due to the material, anonymous 

and public characteristics of coupon, it is easy to theft, forgery, destruction and lost. 

Blockchain technology is an emer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at combines 

cryptography, consensus mechanisms, decentralized operations, decentralized database, 

container technology, and smart contracts, and is decentralized, irrevocable, and 

undeniable.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u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coupon, and explore the new application mod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electronic meal coup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ecurity protection of the e-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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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區塊鏈技術之校園公益餐券資訊系統 

壹、導論 

禮券通常是業者以促銷為目的而發放，在食衣住行育樂方面，不同業者都會

有不同的禮券發放模式以及規則，例如只能針對特定店家或是特定時間才能使用，

且禮券的最終決定與解釋權都來自於業者。而禮券相較於貨幣的不同，它是一個

由業者自行管理與發放的物品，禮券是給持有人在購買或使用時能夠擁有某些權

力上的優惠，或是實務上的優待。在生活中不論是超商、加油、百貨...等等有交

易的行為，都可以看到業者為了達到促銷目的而發放不同的禮券。數位化禮券有

別於傳統紙本禮券，可以透過手機進行快速交易、攜帶方便特性，也減少了大量

的紙張印刷，更為環保。而數位禮券能夠應用資訊科技將效益提升，除了環保，

以數位化方式顯示多種資訊和重複使用，也可以即時與持有者溝通和了解消費內

容，有助於往後的行銷策略等等。 

禮券的發行主要是業者為了促銷而產生，但是伴隨著許多問題，例如：偽造、

有效性、一致性，這些問題無論是哪個業者發行禮券時都會遇到。數位禮券的發

行目的是減少紙張浪費、縮短繁瑣的交易時間、提高禮券的兌換效益，以及人手

一機的時代所擁有的便利性。再者，傳統的禮券具有無法即時消費、防偽風險、

存放空間、兌換程序...等等繁瑣的步驟和成本。其中數位禮券最主要的差異為，

能夠將紙張上所有的內容顯示至數位面板上。然而禮券的有效性與驗證性，通常

需要仰賴機器的維護與信用。在現階段禮券方面，無論是超商或是學校機關單位

所發放的禮券，擁有者都能夠使用禮券去履行禮券上所規定的合約，發行者與接

收者之間的互信來自於禮券上的條碼或是 QR Code，這導致禮券存在「偽造」的

問題。有鑑於禮券的設計與發行，並不會像是貨幣一樣經過相對嚴謹的製作過程，

反而造成了許多有心人士的意圖。現行市面上業者或是機關單位所發行的禮券，

大多為成本較低的紙張禮券。在禮券的部分，由於製作無法提供可靠的安全性，

大多禮券採用的是烙印或是條碼序號列印，此種方式容易造成偽造，使原禮券持

有人自身權益受損，且導致業者聲譽上和財務上的損失，進而造成雙方的誤解，

產生許多不必要的責任歸咎。 

由於區塊鏈有以下特性，分散式資料、不可竄改性、隱私保護...等，在目前

有跟訊息、價值、信用相關的交換過程，皆可透過區塊鏈的技術達到。目前區塊

鏈的應用大多於金融科技和商業，由於區塊鏈的優勢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及交易風

險，在金融業的領域中，區塊鏈的應用最為矚目。而在物聯網的方面，區塊鏈也

適合應用，像是物流或是租賃，物聯網典型的應用有監測器的數據蒐集、溫度檢

測...等等需要大量計算以及資料管理的部分，而在區塊鏈的技術上可以透過分散

式帳本的方式進行管理。另外像醫療業也能使用區塊鏈技術，將病人的就醫數據、



2018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3/30 

 

病歷等等需要隱私和不可竄改性來保障病者的權利；學界也在麻省理工學院

(MIT)採用了區塊鏈技術，使得畢業生透過智慧型裝置領取數位畢業證書。 

區塊鏈這項技術以四大構成要素「分散式帳本」、「智能合約」、「密碼學」

和「共識機制」而歸納出五項特性「去中心化」、「開放性」、「獨立性」、「安

全性」、「匿名性」(MBA 智庫百科：區塊鏈)。透過區塊鏈技術，使得禮券可作

為電子認證化，分散式帳本能夠給予發行者以及每位擁有者一本帳本(資料庫)，

當唯一的禮券作為兌換時，同時發送記錄至每位擁有者手上，而發行者也可透過

此安全性去規避偽造這部分；另外在禮券上的合約可以透過區塊鏈的智能合約技

術去達到發行者與擁有者之間的協議，發行者若無法兌現禮券上的條件時，合約

能夠及時的作相對的處理甚至罰鍰。藉由學校惜福餐券觀察學校與學生之間的互

動模式，本研究將會以學校角度去模擬操作學校發行禮券的概念。本研究的目的

在於實現禮券的完整數位化，透過區塊鏈技術，達到公平性、不可竄改性、隱私

保護性、可信任性、降低成本及增強安全。並且採用 Hyperledger Fabric 平台進

行系統的撰寫，透過智能合約管理，給予禮券有著相對的價值，使得持有者與業

者不再需要擔心其禮券的偽造與安全問題。 

貳、文獻探討 

一、禮券的基本概念 

禮券的發行，自有商業活動以來，是不斷的推陳出新，從一開始的調動價格

吸引買氣到現在利用禮券的發行進行促銷活動，為的就是能夠提高買氣以及銷售

量，而在近年來，禮券的類型也因應了時代的轉變而有所改變。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在各行各業中看到，例如飲食餐券、百貨禮券、提貨券、住宿券...等等，在

生活中處處可以看到禮券上的應用。而禮券是商家為了行銷自家產品或服務所產

生的一種行銷手法，各行各業對於禮券的使用也是相當普遍。在市面上禮券的分

類主要分成兩種，紙張型與電子禮券型，紙張型為最常見的模式，是利用特殊的

紙張材質以及辨識影印。但是，在防偽的上面，並沒有像紙鈔來的嚴謹，很容易

造成因為簡單的製作，會有偽造的可能，進而有了電子禮券的誕生。相對於紙張

型禮券，電子禮券有著較高的辨識性，如身份辨識或是儲值，但是往往因為製作

成本高與需要特殊儀器去做確認讀取，業者採用電子禮券的比例較低，通常還是

以紙張型禮券為主。表 1 為現今紙鈔與禮券的差異性(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2008)。 

  



2018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3/30 

 

表 1：紙鈔與禮券的差異 

類型 製造方式 優缺點 備註 

紙鈔 採用較為嚴謹 偽造較為困難   

紙張禮券 採用較為簡易 偽造較為容易 生產成本較低 

電子禮券 採用電子式(接觸或非接觸) 可重複使用、難以偽造 生產成本較高 

二、區塊鏈 

區塊鏈是一個分散式資料庫、傳送和紀錄資訊的對等網路。中本聰在 2008

年於《比特幣白皮書》提出了「區塊鏈」的概念(Satoshi Nakamoto, 2008)，並在

2009 年創立了比特幣網路。區塊鏈技術是一個去中心化，透過分散式結點進行

網路數據的儲存、驗證、傳送和交流的一種技術。區塊鏈技術的特徵為：去中心

化性、獨立性、安全性、匿名性。去中心化為不倚靠第三方的管理機制，沒有一

個中心掌控，除了本身的區塊鏈，透過分散式的計算和儲存，在各個節點進行驗

證、傳遞和管理。獨立性為在區塊鏈中所提的共識，區塊鏈系統不倚靠第三方，

所有節點能夠自行驗證、傳遞，不為任何人干擾。安全性為只要無法掌握所有節

點的百分之 51，則無法擅自更改其網路數據，進而提升了整個系統的安全性。匿

名性為參與者參與每個區塊節點是不需要公開身分，而訊息的傳遞是以匿名的方

式進行。 

在區塊鏈裡，訊息的傳遞特性類似拜占庭問題，拜占庭位於現今的土耳其的

伊斯坦布爾，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由於當時東羅馬帝國國土遼闊，為了防禦目

的，因此每個軍隊都分隔很遠，將軍與將軍之間只能靠信差傳遞消息。在戰爭的

時候，拜占庭軍隊內所有將軍和副官必需達成一致的共識，決定是否有贏的機會

才去攻打敵人的陣營。但是，在軍隊內有可能存有叛徒和敵軍的間諜，左右將軍

們的決定又擾亂整體軍隊的秩序。在進行共識時，結果並不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

這時候，在已知有成員謀反的情況下，其餘忠誠的將軍在不受叛徒的影響下如何

達成一致的協議，就此形成拜占庭問題 (Leslie Lamport & Robert Shostak & 

Marshall Pease, 1982)。在區塊鏈的世界裡也同樣有這個特性，在每個區塊被產生

時，需要的是訊息傳遞至每一個所產生的區塊，若無法掌握百分之 51 的認證節

點，則無法被驗證，錯誤區塊的產生也會被予以拒絕存取。 

區塊鏈技術中，有項技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就是雜湊函式(雜湊演算法, 

Hash Function) (Back, 2002)，是一種將資料壓縮成更小的資料，並且將格式固定。

該函式將資料打亂重組，重新建立的值稱為雜湊值也是去區塊鏈中所提到的

Hash 值。所有雜湊函式都有如下一個基本特性：如果兩個雜湊值是不相同的（根

據同一函式），那麼這兩個雜湊值的原始輸入也是不相同的。這個特性是雜湊函

式具有確定性的結果，具有這種性質的雜湊函式稱為單向雜湊函式。但另一方面，

雜湊函式的輸入和輸出不是唯一對應關係的，如果兩個雜湊值相同，兩個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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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相同的，但也可能不同，這種情況稱為「雜湊碰撞（collision）」，這通

常是兩個不同長度的輸入值，刻意計算出相同的輸出值。輸入一些資料計算出雜

湊值，然後部分改變輸入值，一個具有強混淆特性的雜湊函式會產生一個完全不

同的雜湊值(Jaap Haitsma, Ton Kalker & Job Oostvee, 2001)。上述相關資料，可得

知在區塊鏈中，發送者將傳遞的資料進行打包且加密作為傳送。圖 1 為雜湊函式

的資料傳送模擬圖。 

 
圖 1：雜湊函式的運算原理 

共識機制是區塊鏈的核心之一，由於區塊鏈本身是以去中心化為主體，在這

樣沒有中心管理的狀況下，共識機制就發揮了它的作用，以下有四種常見的共識

機制(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7)。工作量證明(Proof-of-Work, PoW)，工作量證明是

一種對應服務與資源濫用、或是阻斷服務攻擊的經濟對策。一般是要求使用者進

行一些耗時適當的複雜運算，並且答案能被服務方快速驗算，以此耗用的時間、

裝置與能源做為擔保成本，以確保服務與資源是被真正的需求所使用(Markus 

Jakobsson & Ari Juels, 1999)。權益證明(Proof-of-Stake, PoS)，指的是擁有越多權

益的參與者越容易拿到當前區塊的寫入權，在獎勵面通常會依照驗證者持有的貨

幣數量計算，持有的越多獲得的獎勵也就越多。它與 PoW 的不同，由於不需要

參與者持續的產生區塊記帳，更能節省能源。權益授權證明(Delegrated-Proof-Of-

Stake, DPOS)，指的是因為 PoS 的缺點之一為擁有權益者未必希望參與記帳，而

DPOS 透過權益證明選出記帳參與者(節點)，接著讓節點參與者競爭區塊的寫入

權，也同時讓驗證節點縮減，快速達成共識。拜占庭容錯算法(Practical-Byzantine-

Fault-Tolerance, PBFT)通常使用於聯盟鏈的共識機制，以數學證明模型驗證取得

共識的速度與容錯能力，在容錯範圍內可得證系統無法被分叉，由於聯盟鏈的節

點成員本身經過篩選和驗證，而 PBFT 能與 PoW&PoS 一樣達到阻止偽造的節點

進入。依上述所列的共識機制，本研究將利用 PBFT 共識機制作為支撐系統的機

制依據，確保禮券在發行與驗證方面，以達到安全性的提升和偽造性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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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塊鏈平台 

目前區塊鏈常見平台主要分成三個，分別為 Ethereum、Hyperledger Fabric 和

R3 Corda，這些系統在應用領域上有所不同。Ethereum 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應用，

而 R3 Corda 主要是用在金融科技服務，Hyperledger Fabric 則是可以擴張且應用

的一個系統，可以應用於金融科技、醫療保健...等等各行業。 

以太坊又稱 Ethereum (Ethereum.org, 2014)這個平台針對了區塊鏈的特性以

及比特幣的數位貨幣交易進行了更深的應用，並且把智能合約視為一個重要的指

標內容，而以太坊最初目標為建立一個智能合約平台，並且是具有圖靈完備性

(Turing completeness)的應用，圖靈完備性的意思是指一種抽樣模型，利用機器來

模擬人們進行數學運算的過程，而在這平台上面具有無限的儲存、運算、條件判

斷和重複這四個能力，使得在理想狀態下搭配智能合約的邏輯自動執行，以太坊

這個平台式不會故障、詐欺和第三方干預問題。以太坊在語言上面支持了許多類

似比特幣網路的，例如 Golang、C++、Python...等等。 

Hyperledger 是 一 個 區 塊 鏈 的 開 源 工 具 (IBM, Hyperledger-fabricdocs 

Documentation)，由 Linux 基金會在 2015 年 12 月開始成立，並且有著共同夥伴

(包括 IBM、Accenture、Intel...等)。而 Hyperledger 是想要透過開發區塊鏈和分散

式帳本來達成跨行業的合作，Hyperledger 透過特定的模組框架，包括自有共識

機制和規範的區塊鏈，搭配智能合約來整合整個系統的協議與標準。Fabric 主要

是由 IBM 所提出，採用 GO 語言，目標為區塊鏈的基礎核心平台，並支持 PBFT 

(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等新的共識機制合權限管理，這樣的設定，大

多用以私有鏈的部分，為金融行業、醫療業所需為主。在 Fabric 的核心架構有三

項：Membership、Blockchain 和 Chaincode。Membership 是用來管理節點的身分、

隱私、保密(Confidentiality)、可審計(Auditability)，在一個無權限性的區塊鏈網路

裡，參與者可以自行的成為節點做區塊裡的交易，把資料存到區塊中，Membership

則是將一個無權限性的區塊鏈網路變成一個有權限性的區塊鏈網路，憑藉著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達到去中心和一致性。Blockchain 是建立在 HTTP/2

的 P2P 協議來管理分散式帳本，並且採取可插拔的方式根據需求來建立共識機

制，如 PoW、PoS...等等。Chaincode 是提供一個安全在 VP (Validating Peer)節點

上執行合約邏輯，而目前語言支持 Golang、Java 和 Node.js。 

R3 Corda 是由 40 多家銀行所組成的區塊鏈聯盟，而 R3 聯盟在 2016 年 4 月

提出了分散式分類帳的技術，是為金融機構服務所設計的新平台。Corda 並不是

區塊鏈，也沒有像比特幣網路擁有採礦和礦工的機制，Corda 主要是可以讓參與

其中的開發者自行選擇不同的演算法機制，提供應用上的彈性，且在 Corda 的交

易紀錄，是不會與所有參與者分享，而是指定的參與者。Corda 在受管控的金融

機構之間，管理並且維護金融協定，主要特性能支援各種金融機構所提的共識機

制、自動編排跨組織之間的工作，並且不需倚靠單一的控制機構，可以直接設計

負責監督與觀察的節點，並且透過特定交易方驗證，不必透過一群與該交易無關

的驗證者驗證，大幅提升資料的隱密性，這也是為什麼 R3 Corda 的成員為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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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業者所組成的，因為金融機構業正是需要這種能夠透過自身的系統排程與內

部設定，並且有著資料的安全傳送及隱密性。 

參、區塊鏈技術在校園公益餐券系統的應用模式 

一、 系統架構與應用模式 

本研究採用 IBM 的 Hyperledger Fabric 為系統主要開發方向，透過區塊鏈的

架構與技術，改善現有禮券的發行和問題。我們針對區塊鏈的特性和技術找到了

以下幾點與禮券的特性可做結合：匿名性、安全性、不可逆性、不可竄改性、部

份去中心化性、分散式資料庫、共識機制、智能合約。透過以上幾點，可以將禮

券的發行與以往的發放方式有所區別，更加的方便安全以及信賴。圖 2 為系統架

構圖，針對 5 台主計進行資料傳輸。 

 
圖 2：系統架構圖 

研究流程為開發私有鏈系統去架構模擬學校惜福餐券的發行，並且透過分散

式帳本於實驗主機(5 台接收端)，執行禮券的發送與接收。而在系統訊息交換的

設計上面，利用瀏覽器以及後端應用程式，進行身分驗證的申請及查核。圖 3 為

應用程式的系統訊息交換流程圖。 

（一）訊息交換流程步驟： 

1. 管理員將瀏覽器與應用程式進行呼叫。 

2. 瀏覽器將開啟一個 web socket 到後端應用程式，當呼叫完成之後，進行

訊息的發送。 

3. 讀取帳本和撰寫帳本被稱作為一個「提案」，此提案會透過應用程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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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區塊鏈的對等方。 

4. 應用程式與對等方進行訊息的傳遞後，智能合約將會進行模擬交易，若

沒問題，CA 認證中心將會認可交易並將其結果發送回應用程式。 

5. 應用程式將認可的提案發送到排序服務，排序服務將整個網路中許多的

提案打包成一個區塊發送給網路中的各個節點。 

6. 最後，在發送區塊給各節點的同時，驗證區塊並將其寫入帳本。 

 

圖 3：系統訊息交換流程圖 

（二）角色： 

1. 學校 

依據與合作的餐廳業者洽談，了解餐廳業者的流程，給予條件式的合

作關係，並採用由學校所規定的電子餐券進行部分交易。 

2. 學生 

 依據學校申請餐券的規定，進而向學校進行申請，獲得電子餐券。 

3. 餐廳業者 

依據學校規定進行電子餐券的作業，依照規定獲得電子餐券後，以每

個月結算交易碼並驗證，進行學校與餐廳業者之間的金流交易。 

（三）實名認證： 

實名認證為確保行為人的可追溯性。而在此系統，申請人在申請帳號時，

透過學校的認證單位確認使用者(申請人)身份，將通過實名認證程序的用

戶憑證存入區塊鏈，並且透過智能合約和區塊鏈的安全與信任機制管理用

戶憑證，提供應用端服務，作為應用服務的實名認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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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錢流程解說： 

餐廳業者與學校之間的金流交易，使用電子餐券進行所有的交易，透過學

生與餐廳進行的電子餐券支付，餐廳有了數據和交易碼，可以透過交易碼

向學校端取得資訊，確認為學校端所發行的電子餐券，進而透過多一層的

驗證方式，除了確保學校所發行的電子餐券為正確的，同時也保障了學生

與餐廳業者之間的交易內容無誤。而餐廳與學校進行兌換金錢時，從學生

那方獲取的電子禮券資訊，會由學校進行核對，核對後才將相對的金錢做

予核發給餐廳，其中也利用側鏈技術確保金錢的發放正確性。 

1. 學校－接收、發放與管理電子禮券 

依據電子禮券的資訊，進行核發、維護和管理，電子禮券即為學校與

餐廳業者共同認可的，核發申請人(學生)電子禮券，申請人可以視電

子禮券作為日常的現金券或是兌換券至餐廳進行兌換服務。 

2. 學生－使用電子禮券 

從學校申請的電子禮券，可利用學校與認可的合作餐廳，進行禮券上

的兌換。 

3. 餐廳業者－接收與兌換電子禮券 

當餐廳業者收到電子禮券的資訊後，經過規定的時期，將資料統整送

至學校，交由學校的管理中心進行查核，兌換相對應的現金金額，保

障彼此雙方的權益往來。 

（五）憑證管理(CA)： 

在系統中，我們也將建立憑證管理的模式，對於每個角色進行安全上的保

護，由於在每一次的交易資訊將發送至每一個節點，都包含了身分驗證、

交易內容和交易的不可否認性，我們採用了 PKI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的密碼學為基礎所衍生出的架構模式。而其架構內容包含了憑證管理(CA)、

註冊中心(RA)，由 RA 統籌申請人的憑證申請，將憑證申請交給 CA 處理

後發出憑證，並且對憑證的信任關係和憑證本身的正確性做檢查，如圖 4，

申請人透過 RA 申請，並由 CA 驗證所使用的應用程式憑證。而 CA 在此

系統為學校方擔任，同為傳送者與接收者所信任，由 CA 經過認證，簽發

公開金鑰憑證，以作為檢驗私鑰的憑證。PKI內容包含一支公開金鑰(Public 

Key)與一支私密金鑰(Private Key)，公鑰為公開資訊，私鑰則是由申請人

所申請的，這一組金鑰是用來檢驗身分的，而其中一支金鑰將要傳送的資

訊進行加密，另一支金鑰則可以進行解密來獲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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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憑證管理系統流程圖 

（六）非對稱密碼： 

非對稱式密碼是改良對稱式密碼的缺點而產生的，在對稱式加密中，資訊

的往來都是由同一把金鑰進行加密，這樣容易造成資料傳送的不安全，容

易破壞原本建立的安全機制，因此非對稱式密碼加密使用了一對金鑰解決

上述問題。在系統中，學校端、餐廳端和學生端，各自持有一對金鑰，分

別為公鑰和私鑰。假設餐廳有一對金鑰，學生想要進行餐券的交易，而學

生必須使用餐廳所提供的公鑰進行加密，再將加密的內容傳送給餐廳，接

著餐廳就可以使用餐廳的私鑰進行解密。同樣的，學校端與餐廳端之間的

金流資訊也是透過金鑰的加密來傳輸。 

（七）對稱主側鏈(側鏈)： 

側鏈是一種跨區塊鏈的解決方案，通過這項方案可以實現數字資產從第

一個區塊鏈到第二個區塊鏈的轉移，也可在稍後的時間點從第二個區塊

鏈返回第一個區塊鏈。而側鏈的技術中，使用了雙向錨定(Two-way 

Peg)，可以將暫時的數字資產在主鏈中鎖定，同時將等價的數字資產在

側鏈中釋放，同樣當等價的數字資產在側鏈中被鎖定的時候，主鏈的數

字資產也可以被釋放。在系統中，學校與餐廳的金流，可以透過側鏈的

方法，將實際要核發的金額與電子禮券的兌換序號作為數字資產的轉移

動作，進行側鏈雙向錨定的技術，加強電子禮券的驗證機制，提高安全

性和保障雙方的權益。圖 5 為資產轉移的範例圖。 



2018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3/30 

 

 
圖 5：資產轉移範例圖 

二、 系統流程 

（一）學生申請資格 

學生(申請人)透過學校所制定的規則去申請電子餐券，申請資料會經由註

冊中心(RA)統籌交給學校的憑證管理單位(CA)，透過憑證管理單位核發一

組私人金鑰資料給學生，學生可以透過系統進行電子餐券消費。 

（二）學生使用餐券 

學生與餐廳業者進行電子餐券的交易，餐廳業者透過與學校申請的電子餐

券系統，公佈一組公開金鑰，學生利用系統點完餐之後，將資料加密並傳

送給餐廳業者，則餐廳業者利用自身的私鑰進行解密與資料的讀取與更新，

同時更新餐廳業者自身的資料庫，方便庫存管理；而學校也可以掌握學生

是否正確的使用電子餐券以及核發狀態。圖 6 為學生進行電子餐券消費的

系統流程圖。 

（三）餐廳業者與學校 

欲與學校合作的餐廳業者，向學校申請了電子餐券系統，拿到了一對公私

鑰，公鑰為餐廳業者向外公佈的公開資訊金鑰，而私鑰的用途為兩種，分

別為學生端與學校端，學生端為學生將餐點資訊透過公鑰傳送回來的資訊

將其解密獲得資訊；學校端為餐廳業者與學校的金流互動，透過學校提供

的公鑰，將餐廳業者的金流資訊加密傳送給學校，學校透過本身私鑰解密

獲得資訊，以安全的核發每期利用電子餐券消費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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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電子餐券消費系統流程圖 

肆、討論與結論 

現今禮券的發放上遇到了許多問題，例如偽造、竄改和不當使用，對於商家

或是禮券發行業者要管理起來是相當困難的。雖然目前有些商家利用了 QR Code

或是電子禮券去作為禮券的發放，但並不是全部的商家或是發行者都採用的，而

在資料上的偽造和竄改有著風險存在，對於商家來說，如果無法掌握自行發放的

禮券是否正確完整，在禮券的發行上就無法控制和擁有完整的紀錄，對於禮券發

放過後衍申的問題將無法完善解決。 

故本系統給予三方(學校、學生與餐廳業者)有了更完整的分散資料保護，採

用了 Hyperledger Fabric 的應用平台，透過模擬市場上禮券的發送方式，結合學

校的惜福餐券作為系統的開發，使得學校方面能夠更完整的紀錄所發出的每張電

子餐券使用正確性，並且以防有心人士偽造；學生有了更便利的系統能夠快速點

餐，減少不必要的時間浪費；餐廳則可以透過系統管理庫存，使得餐廳管理效率

提升。透過區塊鏈的技術應用，分散式帳本、智能合約、共識機制和密碼學，能

夠讓現有的餐券模式提升使用率，改善舊有的安全問題。 

隨著科技技術日新月異的影響，禮券這種紙本產品的應用將會逐漸被電子產

品所取代，而電子產品往往會伴隨著一些危機，如安全性、偽造性、有效性和一

致性，這些問題可能進而給予發行業者及顧客之間帶來許多問題。本研究透過區

塊鏈技術與 Hyperledger Fabric 系統去開發全新的禮券發放模式，有助於發放單

位的資料完整性及安全性，禮券持有者會以匿名性方式做禮券的兌換，而接收單

位也會以區塊鏈技術的方式接收禮券，快速地進行禮券的驗證查核，進而有效的

達到禮券的使用和業者發放的目的。 

  



2018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3/30 

 

參考文獻 

1. MBA 智庫百科：區塊鏈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iki.mbalib.com/zh-tw/區塊

鏈) 

2. 高靖鈞，丁川偉，陳耀鑫，馬金溝，陳澤世，2017，「區塊鏈簡介與技術探

討」，工業技術研究院。 

3. 張儒臣, 商品(服務)禮券規範與管理之研究,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pc.ey.gov.tw) 

4. Hyperledger-fabricdocs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media.readthedocs.org/pdf/hyperledger-

fabric/latest/hyperledger-fabric.pdf) 

5. Adam Back, Hashcash, Aug. 1, 2002. "A Denial of Service Counter-Measure." 

6. Ethereum.org, Jan, 2014. "A Next-Generation Generalized Smart Contract and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Platform." 

7. Jaap Haitsma, Ton Kalker, Job Oostvee, 2001. "Robust Audio Hashing for Content 

Identification." 

8. Leslie Lamport, Robert Shostak, Marshall Pease, July. 3, 1982. "The Byzantine 

Generals Problem." 

9. Markus Jakobsson, Ari Juels, 1999. "Proofs Of Work And Bread Pudding 

Protocols(Extended Abstract)." 

10. Satoshi Nakamoto, Feb. 24, 2008.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bitcoin.org/bitcoi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