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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Coin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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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是比特幣底層的基礎技術，區塊

鏈技術由密碼學、數學、演算法及經濟

模型所組成，結合點對點的網路關係

(P2P)，並採用分散式共識演算法，來解

決傳統分散式資料庫的同步問題，可說

是一套整合跨領域技術的基礎建設。

運用技術

➢ 透過「採礦」的過程產生，參與者透

過處理交易驗證和記錄來獲取作為手

續費的比特幣，或取得新產出的比特

幣。

➢ 透過交易來購買。

如何取得

去中心化，不經由任何國家中央銀行
發行，而是由程式網路自主管理，只
發行固定的數量，並由所有使用者共
同核對交易。

核心概念
2012年初: 1Bitcoin= 4USD

2017年12月歷史高點1Bitcoin= 

19,962USD

2018年2月5日1Bitcoin= 7,940USD

交易價格

比特幣(BitCoin) 是一種P2P

形式的虛擬貨幣，最早在2009年由

化名的開發者中本聰以開源軟體形

式推出。由於其採用密碼技術來控

制貨幣的生產和轉移，因此比特幣

也被認為是一種電子加密貨幣

（Cryptocurrency）。

BitCoin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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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傳統信用卡購物相較BitCoin程序時間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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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技術與金融交易流程:

資料來源:McKinsey & Company



6岩信會計師事務所版權所有保留一切權利

BitCoin重大議題
耗電成本

根據「Bitcoin Energy Consumption

Index」統計，截至11月20日，比特幣

過去一年內挖礦的電力總消耗已累計達

29.51兆瓦小時（TWh），約佔全球總

電力消耗的0.13%，相當於台灣一年電

力消耗的11.64%。該數字甚至已經超

過近160個國家一年的電力消耗，包含

冰島和奈及利亞；若全球的比特幣礦工

自成一國，該國的電力消耗排名可排上

全球第61名。

洗錢/犯罪

採取P2P、也就是點對點的交易模式，它

的區塊鏈技術，提供給網路犯罪掩護，因

為不是法定貨幣，政府無法監理，交易無

需要經過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類的中間人，

增加了隱密性，因此也根本無從知道它的

交易中，有多少需求，與犯罪活動有關。

泡 沫?

2017年12月歷史高點1Bitcoin= 19,962USD

2018年2月5日1Bitcoin= 7,940USD

短短兩個月跌幅60%，市值蒸發USD16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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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Coin 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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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HK 接受以比特幣支付諮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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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PWC HK，如同上列企業接受客戶以Bitcoin支付費用時，我們思考當企

業取得Bitcoin，資產負債表要如何認列? 現金?現金及約當現金?金融資產? 存貨?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無形資產?Or最不負責任的其他資產?，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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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貨

無形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現 金

No. Bitcoin並未由任何國家政府發行或

保證，不符合現行會計準則現金定義。

金融商品

No. Bitcoin 並未提供持有者合約權利收

取現金或金融資產，不符合現行會計準則金

融商品定義。

現金及約當現金

No. Bitcoin 存在顯著價格波動風險，不符合

現行會計準則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

Bitcoin在會計上是什麼?

No. Bitcoin 沒有任何實體資產形式，還有啥好談

的，不符合現行會計準則定義。

Maybe or maybe Not.

存貨並未要求須具備實體形式，但它必須供正

常企業營業出售， Bitcoin能走到會計準則定義?

Correct. Bitcoin無實體資產形式，且
可被企業控制單獨出售。符合會計準則定義。

但是這樣對嗎?



11岩信會計師事務所版權所有保留一切權利

由以下近三個月Bitcoin市場交易資訊可知，最攸關揭露Bitcoin方式即市價法，但受

限會計準則，Bitcoin似僅可套用無形資產定義以成本衡量，截至目前未見國際會計

準則委員會有相關虛擬貨幣會計處理研究進程。目前會計處理，無法提供報表使用

者攸關資訊。

2017年12月歷史高點1Bitcoin= 19,962USD

2018年2月5日1Bitcoin= 7,940USD

短短兩個月跌幅60%，市值蒸發USD16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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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位於台北市萬華區，有棟屋齡2年、權狀坪數59坪的公寓出
售，屋主特別強調能夠以比特幣交易，還稱「200比特幣有找」。不過若以現在幣值
換算，200比特幣約4800萬元台幣，比實際開價3880萬元多了近千萬元。
稱200比特幣有找 比實際開價多近千萬
據《蘋果》報導，在591房屋交易網上出現1筆物件，位於萬華區的「天澤」10樓，
是屋主莫小姐與朋友合資購買。3房2廳，標榜具有河景，開價總價3880萬元，換算
每坪單價65萬餘元，符合市場行情。
網頁特色上，莫小姐特別強調接受比特幣交易，在記者電訪時指出：「看好虛擬貨幣
市場，自己本身也投入約2～3年，最高貨幣等值到達8位數。」
現該物件除自售，同時也交由房仲委售，至於若真以比特幣交易成功，要如何實價登
錄？莫小姐笑說：「我倒還沒想過耶！」
由於近日比特幣暴跌暴漲，較不穩定，莫小姐說，交易會以當時幣值換算，「就算議
價不成，也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若以現在比特幣換算台幣，200
比特幣約4800萬元台幣，比實際開價多了近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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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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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經 歷：

主要客戶及服務經驗：

吳宏一(Leo師)

Leo H. Wu

P&M專業形象照
http://twnet/sites/ClientMarket/
Pages/Brand_Gallery_PM_1.aspx

Mobile: (886) 928-097-667

Phone:  (886) 2 2701-9021 

E-mail : leohwu@integritas.com.tw

Office: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46號9

樓之五

吳宏一會計師(Leo師)曾任職於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現任岩信會計師事務所主持

會計師，已逾15年會計師專業服務工作經驗。 Leo師專精於財務報表及稅務簽證、國內

稅務規劃及諮詢、長期家族財富規劃、公司法令與證券交易法令之諮詢、精通各類稅務

法令、精研稅捐減免各項規定；亦協助企業制度規劃及流程改善、輔導企業公開發行及

上市櫃暨由資本市場發行各種有價証券。主要服務客戶經驗包含電信、鐵道運輸、媒體、

能源、電子及製造及新創公司。

學 歷：

專業資格： 岩信會計師事務所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財務報表及稅簽服務:

國內上市(櫃)公司:

中華電信集團、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裕隆日產集團、台灣汽電集團、士林電

機集團、神通電腦集團、瀚宇彩晶集團、中華精測科技集團、岱宇國際集團、神旺集

團及寬宏演藝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在台子(分)公司:

Next Digital Limited(台灣壹傳媒集團) 、Star TV、Corel、GE、Alstom、 Global 

Payments、SKF

國內公司上市櫃輔導（IPO）

中華精測股份有限公司、岱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沙賓法案(Sox404)審查及上市(櫃)內部控制專案審查

中華電信集團、Super Micro Computer, Inc. Taiwan、中華精測股份有限公司及岱宇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會計師

東吳大學會計學士

參與專業組織：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台灣省會計師公會

mailto:leohwu@integrita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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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公司設立規劃

審計服務

• 財務報表/所得稅簽證

• 法令及會計準則趨勢動向

• 適切會計處理諮詢

稅務服務

• 稅務諮詢

• 家族稅務規劃/遺產贈與規劃

管理顧問服務

• 財務長服務

• 策略釐清與校準服務

• 公司併購解決方案

• 公司秘書服務

• 董事會/股東會議案諮詢建議

• 股東會列席諮詢

• 提供公司董事與監察人執行職務

所需之資訊及最新法規發展，以

協助董事及監察人遵循法令

為適切地滿足客戶服務需求，岩信會計師事務所提供五大整合性專業服務，包含新創公司設立規劃、審計服務、
稅務服務、管理顧問服務、公司秘書服務，豐富的跨領域經驗提供企業完整且即時的資源。

岩信會計師事務所服務簡介

審計服務
稅務
服務

• 新創公司設立規劃

• 會計及內控制度輔導

• 公司及家族稅務規劃

• 風險控制與法令遵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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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是基石是承諾

岩 信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Integritas CPA Fi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