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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力角度下防救災資訊
平台上之區塊鏈技術特徵
與導入適宜性探討
Under perspective of crowd contribution, 
discussion on technical and suitability of 
blockchain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摘   要

當災難發生時，政府單位力量有限，需要民間組織和人民提供助力，但從過去幾次的大型災害發

現，這些助力，如物資的捐獻，雖可以彌補政府不足，卻間接造成管理與信賴問題；主因在於民間結

構鬆散，無規律管理和運作，且災害需求需透過多層的資訊傳遞，容易失真，因此要如何快速、有效

地且符合法規地傳遞災需並做資源配給，就成為重要的議題；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在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的運作下，可依循制定方式運行交易和永久保存紀錄，且記錄不可竄改，因此將災防法與智能

合約整合，在防救災資訊平台上導入區塊鏈技術，不僅可以遵循法制，另一方面也能產生點對點(peer-to-

peer)的訊息傳遞，建構微中心化的災需供給決策平台；多數研究僅採用技術力分析，本文將以災防法為

基礎，分別以區塊鏈的技術性和社會價值性兩方向進行區塊鏈技術應用於防救災平台上之適宜性探討，

並提出政府和工程顧問應扮演之角色建議。

關鍵字(Key Words)：防救災資訊平台(Disaster Rescue System)、區塊鏈技術(Blockchain)、

                          
 災防法(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Act)、社會價值性(Soc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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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disaster occurred, the information system played very important role for transmitting info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power provided by government is not enough for disaster relief so that the resource from social is 

necessary. With the experience, this kind of assistance can help government, but also lead to the problem of 

management and trust. The major reason is the organization or citizen don’t have the complete management 

and structure so that it’s very hard to fit for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issue for rapidly, effectively and legally 

transmit correct information is needed to discuss and solve.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with Smart Contract can 

allow the process working under the rules, permanently save records and no changeable. Translating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methods into Smart Contract and add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on disaster rescue system 

can build the “Small-centralization” platform with peer-to-peer structure. Until now, most research based on 

technical analysis, not the public value. According to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methods, this research will 

discuss suitability for Blockchain in disaster rescue system from technical and social aspect and give government 

suggestion for new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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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8年Satoshi Nakamoto提出比特幣(Bitcoin)概念後，區塊鏈

(Blockchain)作為底層重要核心技術，蔚為風行(Swan 2015)；區塊鏈為分

散式資料庫技術(DLT)，其精神在於去中心化和分散式帳本，透過網路參

與節點(peer)，共同針對交易訊息進行驗證，並採多數人同意的共識決做

出驗證為真或為假的最終決策成果，在權力上，所有的節點都是享有均等

的權力，因此能在沒有代理人/中介商的情況下，做出公正的判斷(Satoshi 

2008)。

代理人係指工程顧問業者、政府單位等具有公權力，或在體制上被賦

予決定權的組織，政府為滿足多元需求，成立眾多部門，建立各種制度，

委由民間營利單位執行並建立契約關係，政府扮演最終管理或記錄保存

者；當面對複合性問題時，不同單位間的體制限制決策的程序，導致效益

低落，尤以防救災勤務更為顯著(陳秋政, Chen et al. 2012, 李長晏, 馬彥彬 

et al. 2014)。

防救災組織架構如圖1，民眾參與為重要的外部支援，而民眾參與

分為民間組織或個體，目前尚無適宜的協商制度，導致資源整合效率低

(劉麗雯, 邱瑜瑾 et al. 2003, 陳秋政 and 梁筑雅 2009, Yates and Paquette 

2011)，雖已有多次公私協作救災的經驗，但在近年的災害中，公私協力

間仍存有協商、資源整合、管理等問題(黃忠發, 曾政勇 et al. 2012, 台南

市政府 2016, 李宗勳 2016, 杜福威 and 林貝珊 2016, 李心平, 蔡秀芝 et al. 

2017)。

圖1 台北市政府防救災組織架構 (台北市,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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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管理及合理分配是防救災勤務中

重要的因素，過去是由負責組織做決策，當

資訊彙整不完整時，容易淪為片面性的決策

(Oosterom, Zlatanova et al. 2005)，而在臺灣，

專業工程顧問更是協助政府的重要夥伴，但於

緊急情況時多以口頭交辦方式，容易在短時間

內資源不易整合，且資訊恐有遺漏之虞，尼伯

特風災事件就發現跨縣市委託廠商支援卻發

生資源重覆支付(Double Spending)的問題(臺北

市消防局 2016)，而區塊鏈的時間戳章(Time-

Stamp)和智能合約技術正可解決重覆支付問題。

從2016年開始，區塊鏈的相關研究多數都

從技術角度來探究，卻忽略既有體制改變的必

要性，喪失客觀性( lnes, Ubacht et al. 2017)，

因此本研究就防救災勤務的體制和程序，分析

現況，進而探討是否適宜導入區塊鏈與微中心

管理機制，整合工程顧問民間專業角色，提升

平台成效。

貳、區塊鏈技術介紹

比特幣為去信賴化的虛擬貨幣系統，交易

(Transaction)是由節點(peer)將交易的內容廣播至

網絡上，網絡係指由眾多節點所共同組成的一

個訊息流通的網路環境，區塊鏈建構的交易程

序如圖2所示，交易方將交易內容打包後傳送至

網絡上，節點進行解題，當節點解題成功並將

結果廣播至網絡後，其餘節點將該區塊內之內

容與節點自有的帳本(Ledger)進行比對，若與之

前紀錄無差異則寫入帳本，並在主鏈上掛上該

區塊，完成此次的交易請求。

整個過程包含幾個重要的技術，包含雜

湊數列、公開金鑰與私有金鑰、工作證明共識

決、時間戳章和分散式帳本，整套機制能杜

絕雙重支付(Double Spent)，建立去中心化的

交易環境；交易的內容為一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每次交易會擁有上一次交易的數列

和下一位擁有者，或可稱為交易對象的公開金

鑰(Public Key)，將兩者打包為一雜湊數列，

如圖3所示，並廣播至網絡上。

圖2 區塊鏈交易流程 (https://blockgeeks.com/guides/what-is-blockchai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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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下的區塊鏈技術交易描述卻僅限於

單圈式的交易動作描述，限縮了比特幣的應用

(Wood 2014)。為應付更多元需求，技術人員導

入智能合約的應用，智能合約於1993年由Nick 

Szabo學者提出，其概念在於”在機械上可自行

運作，並遵守人類社會中合約的法律精神”，

但在當時的電腦設備和人類社會環境並不適合

發展(Omohundro 2014)，因此直到區塊鏈技術盛

行時廣被使用在各交易平台上，其中又以乙太

坊發展最為廣泛接受。

乙太坊之智能合約具有圖靈完備(Turing-

complete)的特性，圖靈完備賦予智能合約的程

式碼能有循環判斷的條件性和確保其正確性，

可創建複雜的條件狀態，進而允許合約執行時

可以有更多元的交易內容與行為，如：滿足階

段條件領取部分款項的交易需求(Wood 2014)。

智能合約可以是一個可被呼叫或接收訊息的端

點，當合約帳戶接收到交易消息時，就會啟動

合約內的程式碼進行執行動作，同時合約可以

和其他合約互動或將結果傳遞至外部帳戶，

因此乙太坊能執行多元的交易應用。

圖3 交易內容示意圖 (Satoshi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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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避免雙重支付的疑慮，區塊鏈導入

時間戳章(Timestamp)，每次交易該雜湊數列

必須含有鏈上前一個已成立的交易區塊的時間

戳章資訊，當解算時就能確認是否為已存在資

訊，若和主鏈上前一區塊的時間戳章相異，

則拒絕該次交易，戳章內容記錄在區塊頭裡

(Blockheader)。

工作證明(proof-of-work)是允許參與節點應

用設備算力進行解算，工作證明允許每一節點

有公平投票權，而解算被稱為挖礦(Mining)，成

功解算的節點可獲得該筆獎勵。帳本資料保存

於每一節點上，且每一分帳本完全相同，此一

架構為分散式帳本，帳本內容為該區塊鏈上之

主鏈，或稱為最長鏈，整個網絡共同維運該條

最長鏈，若某一節點發現自有帳本異常時，會

自行更新。區塊鏈架構讓已寫入帳本的區塊內

容很難竄改，若要竄改，意味著算力要大過半

數，搶先制定接續的區塊，在制度上並不容易

執行，且在竄改行為背後行為成本過高，降低

誘因，這也成為區塊鏈技術中所宣稱的「不可

竄改」的特質。



區塊鏈應用私鑰/公鑰組機制，避免擁有

者身分的揭露，進而達到隱私性的保護，比特

幣區塊鏈技術透過分散式帳本和挖礦及付費機

制，建立平等權和不可竄改的特性，但較侷限

於金融交易的應用，而乙太坊與智能合約則建

立了合約帳戶制度，讓區塊鏈應用不受限於金

融資產的交易，能多元化地協助各領域，是否

適合導入區塊鏈，可以從業務特徵進行系統性

評估(Peck 2017)。

參、既有區塊鏈應用

區塊鏈透過時間戳章與共識決，解決了

數位貨幣的雙重支付問題(Double Spending 

Problem)(Kuo, Kim et al. 2017)，讓交易雙方

不在需要透過專任第三方來協助確認，達到了

去中心化的可行性。在金融交易程序上，意味

著不再需要銀行擔任中介者，協助交易雙方，

也代表著手續費用可降低，而在跨國操作時，

也能節省交易等待時間，因此促使金融科技

(Fintech)議題的熱絡，尤其是跨國轉帳、線上

購物、基金/股票/証卷購買等相關應用，最為熱

門，區塊鏈和比特幣將對金融產業帶來明顯的

影響(Vigna and Casey 2015)。

區 塊 鏈 智 能 合 約 的 應 用 ， 已 讓 物 聯 網

(IoT)產業相關人員高度關注(Christidis and 

Devetsikiotis 2016)。在傳統物聯網的架構下，

當裝置已在使用者端時，製造商必須提供完整

商品支援，意味著將會耗費大量的成本(P. Brody 

and V. Pureswaran 2014, Zhang and Wen 2017)。

葉小榕等人(葉小榕，邵晴，肖蓉 2017)指出物

聯網的設備間普遍存在(1)信任不足；(2)監管

難以追溯；(3)數據透明和隱私權保護的衝突，

三項潛在問題，物聯網涉及機器相互交換資料

(Machine-to-Machine,M2M)的程序，而上述三項

問題技術上可歸咎在連線(Access)和身份辨識

(Identity)的管理是很重要的關鍵，而區塊鏈之

技術特色能強化管理，降低風險，提升資訊安

全(Dorri, Kanhere et al. 2016, Kshetri 2017)，區

塊鏈能在物聯網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強化的部分

整理如下表3.1。物聯網將進入機器自動消費的

模式，不論是購買/交換必要的資訊做為決策判

表1 與物聯網中之區塊鏈潛在應用

挑戰 說明 區塊鏈潛在的解決方式

成本與容量限制

處理物聯網設備的指數增長是一項挑
戰：到2020年，網絡容量至少要達到
2016年水平的1000倍。

不需要集中式管理的相關數位設備：
設備可以安全地進行溝通，彼此交換
價值，並通過智能合約自動執行操
作。

體系不健全
物聯網的每一個節點/伺服器/終端，
都扮演特定角色，容易受到網路攻
擊，而導致系統的癱瘓。

設備間的指令或訊息的傳遞，可透過
區塊鏈的公私鑰加密和驗證制度，強
化資訊安全，進而提升體系的健全。

雲服務器停機並且服務不可用

各種的攻擊或設備或電力供應等問
題，都有可能造成中央管理的雲端環
境停止作業導致網絡潰散。

區塊鏈的分散節點特性，縱使有單一
設備/節點異常時，仍不會影響整體的
運作。

易受影響的操作程序

駭客攻擊可針對特定程序或節點進行
程序的篡改或變更執行指令，導致網
絡執行程序異常。

區塊鏈的共識決與帳本一致性，可有
效杜絕駭客攻擊。

資訊或物件購買等交易過程

設備間若要達成最佳的服務往往需要
不同的應用設備提供專有的資訊來做
判斷，而資訊需要授權被使用，授權
就涉及到付費過程，傳統付費需要進
行協商在支付後取得授權，在物聯網
中速度已顯不足。

訊息採購的啟動可以透過智能合約進
行交易管理，並透過虛擬貨幣的支付
來解決付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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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不僅可以在產業上發揮技術特質，

替企業降低成本或提升成效，也能在非營利目

的行為上提供協助，尤其是協助難民/災民的

跨國際捐款，能降低手續費，更讓資金透明。

另一方面，區塊鏈也可在政府治理的議題上發

揮效用，如：土地管理、投票等，確保每一位

國民的平等權。

捐款須透過特定組織協助，且多數為非營

利組織，但非營利組織的營運會耗損捐款的金

額，且非營利組織管理並不完全透明，讓大眾

產生質疑(郭瑞坤, 張玲瑜 et al. 2013, 賈宏偉 

and 鄧修權 2018)。應用區塊鏈技術建立捐款平

台，讓捐獻者可捐贈虛擬貨幣，減少匯損，也

能追蹤捐款是被如何使用。聯合國糧食計畫署

(WFP)，於2017年成功地使用區塊鏈技術發放約

值140萬美元的食物卷予約旦難民，同時可追蹤

救難金使用結果。

而災民的身份識別也是一項重大議題，根

據Anna Irrera參與ID2020會議的報導，合法的

身份識別是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之一，

為達成此目標，應用區塊鏈的技術來建立身

份識別已是重要的發展方向之一；Arunkumar 

Krishnakumar的報導則指出，芬蘭新創公司MONI

正致力於應用區塊鏈協助政府救濟難民，應用

帳戶的惟一性，配合領用數據的追蹤，來達到

個人身份的識別，追蹤政府救濟的成效。

從上述非營利性質的案例，區塊鏈降低使

用者端進入障礙，達到「普惠」與「平權」的

價值，另一方面，讓資訊更加透明，卻不失隱

私性，而不可竄改也讓可信度提升，即是強化

權利的歸屬與義務的追溯管理效果。評估區塊

鏈能提供之各項優點，可如圖5之程序進行。

定使用，或購買真實物件/服務來滿足消費者/

設備，都涉及到購買程序(Purchase Order)(Zhang 

and Wen 2017)，透過智能合約的條件設定和虛

擬貨幣進行支付，則可讓程序有效率地自動化

地執行。

以綠能交易為例，分散式綠色能源為永續

發展的重點，但必須克服小額單位發電的儲存

和販售，在傳統的能源網管理架構下，是難以

用合理的成本達成目標(沈煒翔 2017)，借重區

塊鏈的技術則可能達成能源互聯網中的消費者

及生產者的核心概念，且可直接透過機器進行

交易(張甯, 王毅 et al. 2016)，Esther Mengelkamp

等人(Mengelkamp, Notheisen et al. 2018)提出新

的能源互聯網的架構，由區域化的市場內透過

區塊鏈平台，自由地進行交易，無須由電力公

司執行，旨在讓能源互聯網能真正落實自由貿

易的願景。

上述說明區塊鏈營利應用，金融交易是

透過數位貨幣與網路資訊流通，應用區塊鏈的

去中心化和帳本共識，達到降低手續和時間成

本，而物聯網與能源互聯網則是透過區塊鏈分

散式架構，降低單一雲端營運的風險，同時透

過智能合約滿足各種交易的需求，實現機器對

機器自動運作的作業模式，可歸納出透過區塊

鏈的去中心化、分散式和智能合約能打造機器

自動交易運作的環境，如圖4。

圖4 區塊鏈於機器自動運作模型上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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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防救災業務之現狀與區塊鏈
導入探討

災害管理可分為「整備」、「應變」、

「復原」和「減災」四個階段(Baird 2010)。

本研究針對「整備」、「應變」和「復原」三

個階段進行討論，而關係對象則聚焦於「災

民」、「一般民眾與組織」和「政府單位」三

個方向，「一般民眾與組織」中所謂一般民眾

是指在災害中可貢獻的民眾，於平日中並無歸

屬於特定組織進行活動或行為，而組織則包含

非營利組織和營利組織。在救災過程中，國家

災害防救法為最高準則，依法執行，民間所提

供之協助則屬輔助性質，而本研究為針對防救

災資訊系統框架的改善計畫，分析根據災防法

作為基礎，探討「資訊交流及管理」和「公私

協力」下的防救災業務。

整備階段：災防法第22條，為減少災害發

生或防止災害擴大，應於平常實施，如表2。應

變階段：根據第31條，各級政府應視災害狀況

實施，整理如表3。復原階段：明文指出鼓勵民

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17項措施整理如表4。

從整備階段第9和12項即指出政府必須和民

間建立溝通管道，且資訊交換非常重要，目前

我國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為負責資訊整合

的單位，並建有防救災資訊整合平台，但第9項

目前僅只能和有組織管理的民間單位合作，無

法擴及民眾個人。在應變階段，災防法第32條

指出，政府在救災過程中可隨時額外爭取民間

圖5 區塊鏈技術面和價值面

表2 災害預防措施(整備)

編號 措施項目 災民
一般民眾與

組織
政府單位

1 災害防救計畫之擬定、經費編制、執行及檢討 Ｖ

2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Ｖ

3 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或應用 Ｖ

4 治山、防洪及其他國土保全 Ｖ

5
老舊建築物、重要公共建築物與災害防救設施、設備之檢
查、補強、維護及都市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

Ｖ

6
災害防救上必要之氣象、地質、水文與其他相關資料之觀
測、蒐集、分析及建置

Ｖ

7
災害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及適
時公布其結果

Ｖ

8 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之訂定 Ｖ

9
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協助及獎
勵

Ｖ Ｖ

10 災害保險之規劃及推動 Ｖ

11 有關弱勢族群災害防救援助必要事項 Ｖ

12 災害防救資訊網路之建立、交流及國際合作 Ｖ Ｖ

13 其他滅災相關事項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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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應變措施項目

編號 措施項目 災民
一般民眾與

組織
政府單位

1
災害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人員疏散、搶救、避難
之勸告、災情蒐集及損失查報

Ｖ Ｖ Ｖ

2 警戒區域劃設、交通管制、秩序維持及犯罪防治 Ｖ

3 消防、防汛及其他應變措施 Ｖ

4 受災民眾臨時收容、社會救助及弱勢族群特殊保護措施 Ｖ Ｖ Ｖ

5 受災兒童及少年、學生之應急照顧 Ｖ Ｖ Ｖ

6 危險物品設施及設備之應變處理 Ｖ

7
傳染病防治、廢棄物處理、環境消毒、食品衛生檢驗及其他
衛生事項

Ｖ

8 搜救、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 Ｖ Ｖ Ｖ

9 協助相驗、處理罹難者屍體、遺物 Ｖ Ｖ

10 民生物資與飲用水之供應及分配 Ｖ Ｖ Ｖ

11 水利、農業設施等災害防備及搶修 Ｖ Ｖ

12
鐵路、道路、橋梁、大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電信、自來水及農漁業等公共設施之
搶修

Ｖ Ｖ

13 危險建築物之緊急評估 Ｖ

14 漂流物、沉沒品及其他救出物品之保管、處理 Ｖ

15 災害應變過程完整記錄 Ｖ

16 其他災害應變及防止擴大事項 Ｖ

表4 災後復原重建措施

編號 措施項目 災民
一般民眾與

組織
政府單位

1 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Ｖ Ｖ

2 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 Ｖ

3 志工之登記及分配 Ｖ Ｖ

4 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Ｖ Ｖ Ｖ

5 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持 Ｖ Ｖ Ｖ

6 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導 Ｖ Ｖ Ｖ

7 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施之復原重建 Ｖ

8 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讀 Ｖ

9 古蹟、歷史建築搶修、修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 Ｖ

10
古蹟、歷史建築受災情形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應變處理
措施

Ｖ Ｖ

11 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及處理 Ｖ Ｖ

12 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 Ｖ Ｖ

13
水利、水土保持、環境保護、電信、電力、自來水油料、氣
體等設施之修復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

Ｖ

14
鐵路、道路、橋梁、大眾運輸、航空站、港埠及農漁業之復
原重建

Ｖ Ｖ

15 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 Ｖ Ｖ

16 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 Ｖ Ｖ Ｖ

17 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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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從過去的國際重大災害事件中，民間投

入大量能量，災防法其中8項措施都和民間協助

極其相關。復原期間更需要民間的投入，而在

此階段多屬於投入志工工作協助各項事情，多

為專業性服務，如：心理輔導、衛教，而營利

型組織則可志願性協助，如：就業輔導，也能

與政府簽訂契約，提供專業服務。

針對三個階段下的災防法，在整備過程

中，政府與民間單位的互動是較少的，且接觸

的對象是有條件性的限制，但在應變階段民間

組織提供協助的項目卻大幅增加，且此時已擴

大到更多的自主運作的單位或個人或由個人臨

時所組成的團體，顯然災害管理架構已產生缺

口，且災防法要求政府單位必須完整記錄應變

過程，在喪失民間組織的管理和統籌，多數情

況下政府單位已無法紀錄；而在復原階段可發

現措施多屬於長期性作業，此時資源都必須合

理的紀錄及分配，但在救災階段的資訊已遺

失，導致漏洞產生。從上述分析，並參考區塊

鏈應用案例的成效，可以確認既有的防救災問

題和區塊鏈提供的改善，說明如下：

 物資與應變措施的追溯，尚無法完全列管

　　區塊鏈平台每一筆捐獻和由哪位災民使

用，由哪個政府單位執行智能合約，都可透

過追溯，透明呈現，而帳本不可竄改的特

徵，足以作為正式報告的內容，相關應用可

參考金融科技應用的案例和技術架構。

 非特定團體/個人貢獻能量在應變時，政府不

容易掌握

  政府須透過契約和民間訂定協議，且當

協助者為個人時，單元過小；然而區塊鏈的

平台則可提供地址和智能合約發佈的介面，

地址具有惟一性，可確保組織或個人的身

份，而智能合約執行能由機器自動執行，亦

即能協助政府在應變時，提供一個數位管

道，自動媒合，相關應用可行性可參考互

聯網和能源互聯網的案例和技術架構。

 需要有法律性文件與上述之民間能量進行協

議

  智能合約被賦予契約的法律執行精神，

經過政府立法和訂定相關技術應用規定後，

智能合約也能在數位環境中達成現實生活上

之法律性文件的角色，相關應用案例可參考

非營利性區塊鏈應用。

因此，災防法下所建置的災害資訊與決策

平台導入區塊鏈框架確實能解決體制和程序上

的缺陷。

整體而言，區塊鏈提供之輔助可歸為兩項

目的：「減少災害的損傷」和「有依法執行的

過程」，另一方面，政府建構系統時須確保個

人隱私，且政務之執行成果，無機密疑慮下，

需可公開檢視，達到開放政府。系統設計時必

須考量要有擴充可能性，必須兼具包容性，讓

民間可隨時進入系統體制，根據技術面和需求

面之因子，本研究將各面向之政府角色考量因

素整理如表5。政府在防救災體制中所扮演之角

色，是體制的制度建立者、執行者和管理者，

因此政府在系統上必須扮演主管(Administrator)

角色，並以授權(Authorization)同意單位執行措

施，並針對體制的運作加以維運，確保系統可

以穩定且正確地運作。

從防救災勤務的需求面驅使技術面因子，

政府在防救災體制下，最適合扮演基礎平台與

提供原則之角色，除依循既有法律條款所建置

之主要系統外，政府應在平台上提供符合法律

之原則性共用程式(共通API)，讓民間團體可

自主建構支援系統並可和主系統進行互動，此

外，政府系統同時也必須建構開放參與機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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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成為資料網的基礎。

台灣世曦於2017年所建置之「公路橋梁

防災管理系統」，目前已針對高速公路局、公

路總局、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

府、宜蘭縣政府等單位所轄之橋梁，建置約

8000餘座橋梁工程資訊，包含工程設計圖稿、

物料管理、施工/維運單位等多項重要性屬性，

資料的完整度如圖6～8所示；此外，台灣世

曦更將橋梁維運的力學和檢測等科學方法逐一

建立於平台上，並提供資訊讓決策者可參考，

這代表著區塊鏈上的外部參考資料供應者，同

時也成為各項專業資料庫流通的通用定義，當

災難發生時，即可透過台灣世曦於區塊鏈上協

議，取得必要資訊，還原現場，且從內部的廠

商管理資料庫，也能於第一時間掌握最合適之

廠商，發揮平台的最大效率。 

能，讓民眾可不受資訊技術差異性之限制，以

個人方式參與；從區塊鏈技術之角度演繹，政

府應該建立聯盟鏈且扮演主要管理者，建構授

權制度和智能合約標準內容，開放民間團體依

授權機制可加入節點，提供側鏈支援，同時也

須建構民眾個人「交易機制」，讓民眾將可貢

獻之資源建檔於區塊鏈上，協助救災應變措施。

伍、工程顧問介入角色定義

防救災業務是一套縱向和橫向，跨領域

的勤務體制，大型工程顧問業者是整合民間專

業資源的重要關鍵組織，不僅可提供專業資料

庫，更能在第一時間整合下游工程相關廠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正妥適地扮演此角色；台灣

世曦為工程顧問先驅者，設計大量基礎設施工

程，且協助

政府監督下

游廠商，40

餘年累積巨

量的工程資

料與實務經

驗，並已積

極建構基礎

工 程 資 料

庫，提供服

務給予政府

或其他相關

表5 政府角色技術因子和需求因子

      需求面
技術面

制度管理 平等權 透明性 隱私性

可執行性
政府具有系統的主管
權，可依法辦理業務

系統應讓災民或協助
救災之民間團體可均
等獲取權益

措施之執行成果可被
公開且正確的揭露

資訊的傳遞必須確保
個人或單位資訊

擴充性
系統可確保穩定執
行，邏輯基礎不得
有異常

系統可在反應時間內
接受大量的使用者加
入

擴充之範圍，仍需可
被追蹤和管理

擴充之範圍，仍必須
確保資訊傳遞時的保
密

包容性
系統應要可容納以共
通法律為基礎所建構
之(民間)支援系統

經過法律邏輯檢核為
真之支援系統必須等
同權利使用之

支援系統之成果紀錄
格式必須可被接受並
追蹤

支援系統必須遵守保
密原則維護使用者隱
私權

圖6 橋梁資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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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區塊鏈能在整個體制上扮演協助者的角

色，在平台上導入區塊鏈有其價值和重要性，

尤其是民眾個人資訊的授權和救災物資分派

上，區塊鏈不僅在技術上可提供解決方案，讓

政府的體制可嚴謹執行，且個人資訊的授權得

以在必要條件下，開放政府或救災組織取得並

加以應用與流通，不僅能提供身份識別，更能

確保民眾隱私權。政府在應扮演「基礎平台提

供者」和「原則制定者」，而平台基礎操作需

提供給救災人員、政府救災單位和一般民眾使

用，要有易於操作的介面；而專業組織或民眾

個人的投入，政府應建立清楚、可遵循的體制

原則及技術規範，可讓專業者延伸應用，由外

提供更多的協助。

建議政府針對既有法規體制，研擬「防救

災民間組織協力智能合約」範本，實務上與工

程顧問業有深刻的關聯性，如台灣世曦工程顧

問，是上層組織，從工程的設計、施工、原物

料供應與管理到基礎設施的全生命週期系統維

運，工程業者掌握相關的專業能量，極度適合

擔任區塊鏈微中化心化的角色，可快速且有程

序 化 的 統

整，提供更

佳效率，因

此整體的防

救災區塊鏈

平台可以成

為三點式架

構 ， 由 政

府、工程顧

問聯盟與社

會群眾共同

落實防救災

之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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