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擬貨幣最全介紹，加密貨幣是什麼？種類有哪些？
交易所、風險一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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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很多剛剛進入幣圈的人來說，可能會不知道虛擬貨幣、加密貨幣到底是什麼，或認為兩者是相同的東
西。但實際上，虛擬貨幣並非完全等同於加密貨幣，加密貨幣應屬於虛擬貨幣的一種類型，主要體現去中
心化。

事實上，了解虛擬貨幣種類及其原理對於投資者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它可以幫你更快地進入到幣圈中，更
快地理解該項目是否適合你。

這裡將為您詳細介紹什麼是虛擬貨幣、加密貨幣，並匯總了許多常見的問題，如虛擬貨幣的種類有哪些？
除了比特幣還要哪些熱門幣種？要如何買加密貨幣？如何選擇虛擬貨幣交易所等。幫大家在投資前先做好
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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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貨幣介紹

虛擬貨幣（Cryptocurrency）又稱數位貨幣，是透過非國家政府開發者發行及管控的、全世界通用的沒有
實體的貨幣。它只存在於網路世界或者虛擬世界。例子包括飛航里程點數、遊戲幣、Line Point 等等。很
多人都在日常生活中都使用過虛擬貨幣。

虛擬貨幣有哪些？

虛擬貨幣的種類很多，常說的比特幣等加密貨幣就是其中的一種。一般，我們將虛擬貨幣分為三種：

可雙向兌換的虛擬幣：這類虛擬貨幣有買入價和賣出價，跟「真」貨幣類似，包括由發行機構發行1.
的，如第二人生的林登幣、可雙向兌換的遊戲幣等；也包括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如比特幣、萊特
幣、以太坊等。
虛擬環境貨幣：只能單向兌換，例如飛行的里程點數、微軟的積分、Facebook Credits、Amazon2.
Coin 等，可在虛擬和部分實體環境下使用。
網路遊戲貨幣：在線上遊戲中的貨幣，只能在特定的虛擬環境中使用。3.

 

加密貨幣與虛擬貨幣有何區別？

根據以上分類我們可以看出，加密貨幣只是虛擬貨幣中其中一個子類別而已，它是一種用密碼學保護，並
透過區塊鏈技術運作的虛擬貨幣，最常聽到的加密貨幣是比特幣。它是由一個叫「中本聰」的人 / 團體
（ 因為這是一個筆名，所以我們無從得知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團體。） 在 2008 年所提出的概念。

創建加密貨幣的技術叫作區塊鏈，它使得加密貨幣在交易時可以不受第三方的外力干涉，交易不會記錄在
銀行，而是直接記錄在區塊鏈的系統上。使用區塊鏈技術來記載交易資料，每筆資料有安全性高、匿名的
特性，因此不會被輕易竄改。

此外，由於加密貨幣是透過網路交易的，所以24小時都可以交易，沒有週六週日銀行休假日的限制。

 

加密貨幣有哪些？

介紹了虛擬貨幣和加密貨幣後，我們可以簡單了解一些知名的加密貨幣。

除了常聽到的比特幣，以太坊、幣安幣等也是幣圈中受歡迎的項目。因此，以下將對市值排名前十的加密
貨幣進行介紹，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幣種，可以點擊→行情頁面了解幣種詳情，還可以 USDT 合約交易
加密貨幣。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虛擬貨幣交易帳戶，可以點擊下方按鈕直接開通，現在入金還可以獲得高達 17,500
USDT 的交易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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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特幣（BTC）

比特幣是世界上第一個被廣泛採用的加密貨幣，它於 2009 年由中本聰推出。作為一種數字現金形式，它
無需銀行或政府等中央機構。相反，比特幣使用點對點互聯網網絡直接在用戶之間確認購買。

目前，它已經成為全球市值最大且最知名的加密貨幣，它的流行激發了許多其他加密貨幣的發展。 比特
幣 (BTC) 是被稱為加密貨幣的新興資產類別中的第一個，也是最有價值的進入者。

》》》虛擬貨幣賺錢投資教學入門丨比特幣怎麼玩？

2.以太坊（ETH）

以太坊是世界交易量第二大的加密貨幣，是一種完全在線存在的交換媒介，它的許多用途可以為新投資者
創造比比特幣更大的學習曲線。

以太坊於 2015 年首次亮相，其數量不設限，市值僅次於比特幣之後，是第二高的加密貨幣。對於幣圈人
而言可以說是最具發展潛力的幣種。

》》》新手指南丨什麼是以太坊和以太幣？附以太幣購買指南

3.泰達幣（USDT）

泰達幣是由 Tether 公司於 2014 年發行的加密貨幣，同時亦是世界上首個穩定幣。目前，泰達幣市值位
居加密貨幣第三名，也是目前交易量最大的穩定幣。

泰達幣是一種模擬法定貨幣價值的加密貨幣，並與美元掛鈎，即 1 USDT = US$1。與比特幣不同，泰達
幣的價格較穩定，適合想要嘗試加密貨幣但又害怕過高波動的投資者。

4.USD Coin（USDC）

USDC 是目前市值第二大的美元穩定幣，由 Coinbase 交易所和 Circle合資成立的 Centre 公司於 2018
年共同推出。

每個 USDC都被保證是由相對應的美元作抵押，每個月的美元儲備都由排名前5的會計公司：Grant
Thornton LLP 公開做認證。USDC 儲備金的透明與合規性，讓交易者在 USDC的應用降低了風險，並在
許多層面上 USDC 都讓被視為更穩定的穩定幣，避險的特性更為鮮明。

作為低波動性的數位資產，USDC 與 USDT 一樣，是廣泛被接受的支付工具。 而 USDC 在 DeFi 平台上
也很受歡迎，可用於 DeFi 放貸賺取年化收益，年化收益高，為使用最廣泛的數位資產之一。

5.幣安幣（BNB）

幣安幣是由幣安交易所（Binance ）於 2017 年發行的平台幣，它是幣安鏈（Binance Chain）和幣安智
能鏈（Binance Smart Chain）的原生代幣，它快速推動了幣安生態系統的發展。

自 ICO以來，BNB 的價值隨著交易所的增長而上升，目前幣安幣是市值第5的加密貨幣。

6.瑞波幣（XRP）

瑞波幣（XRP）是一種具有特定功能的加密貨幣，它由美國科技公司Ripple Labs Inc 開發，最初的用途是
作為「為全球支付而構建的數字資產」。目前，瑞波幣在加密貨幣市值中排名第六。

該代幣的特色是是能快速在全球移轉數十種不同的貨幣，同時許多金融機構普遍認為瑞波幣交易系統更安
全、手續費更低。瑞波執行長 Brad Garlinghous 更號稱，比起比特幣結算交易需要 4 小時，瑞波幣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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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3.6 秒就能完成交易。瑞波現在也開始透過企業區塊鏈網路 RippleNet，協助商業客戶提升跨國支付
交易效率，提供跨境支付解決方案。

7.幣安USD（BUSD）

幣安 USD 簡稱 BUSD，是加密領域最受歡迎的穩定幣之一。它由字資產交易公司幣安發行，與美元 1：1
挂鉤，其中 1 BUSD = 1美元。

BUSD於 2019 年 9 月 5 日推出，旨在將美元的穩定性與區塊鏈技術融合在一起。它是一種數位法定貨
幣，以 ERC-20 發行，支援BEP-2，存儲在全球幾個 Paxos 保護區。

與其他穩定幣類似，BUSD 的創建是為了提供交易的便利性去中心化金融（DeFi）生態系統。該虛擬貨幣
是第一個獲得紐約州金融服務部（NYDFS）監管批准的三種穩定幣之一。

8.艾達幣（ADA）

艾達幣（ADA）是基於 Cardano 區塊鏈的加密貨幣，它是首個完全基於密碼學和工程專家的科學和數學
原理構建的分散式網路。

艾達幣的目的是創建出比以太坊更完善、先進的智能合約，並且提供點對點支付功能，達到交易安全、快
速、低手續費的目標。

自發布以來，艾達幣一直是市值排名前 10 的加密貨幣，成為整個加密貨幣行業中增長最快的區塊鏈資產
之一。

9.Solana（SOL）

Solana 是一個可程式設計的區塊鏈，致力於在不失去其核心功能分散化的情況下執行高速交易，該網路使
用一種稱為歷史證明的新機制。 SOL 是區塊鏈的原生代幣，用於支付交易費用，也可以抵押。Solana 是
以太坊網路的直接競爭對手。

和以太坊一樣，Solana 既是一種加密貨幣，也是一個用於運行加密應用程式的靈活平台。

10.狗狗幣（DOGE）

狗狗幣（DOGE）是一種點對點的開源加密貨幣，它由開發人員 Billy Markus 和 Jackson Palmer 創建，
並於 2013 年 12 月推出，被認為是一種山寨幣，其標誌是柴犬的形象。

與上述的其他虛擬貨幣不同，狗狗幣是一種迷因幣，它起源於一個笑話。但像其他加密貨幣一樣，它可以
作為價值儲存手段或被公認的提供者用作貨幣。挖礦狗狗幣比它的一些競爭對手更容易，更快，這成為了
狗狗幣進行交易的優勢。

狗狗幣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通貨膨脹性質。雖然比特幣對發行的硬幣數量（2100萬）有硬上限，但 DOGE
理論上具有無限的供應量。

 

如何購買加密貨幣？

在介紹了虛擬貨幣和加密貨幣後，下面將為你介紹三種常用的虛擬貨幣購買平台，個人也進行簡單購買。

1.加密貨幣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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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常提取法定貨幣一樣，加密貨幣也可以在 ATM 上進行購買。在台灣比較常見的加密貨幣 ATM 是比
特幣 ATM，您只需輸入您的賬單並將您錢包的二維碼放在螢幕上，相應數量的比特幣就會發送到您的帳
戶。

》》》【加密貨幣交易教學】個人如何購買比特幣呢？

2.點對點交易平台

你也可以透過幣安 P2P 等點對點平台直接從其他比特幣所有者那裡購買加密貨幣，這也稱為場外交易
(OTC) 交易。場外交易的速度要快得多，並提供更多種類的支付選項，但這也會帶來更大的風險。

3.加密貨幣交易所

購買虛擬貨幣的最簡單方法之一是透過虛擬貨幣交易所。

》》》2022 全球&台灣十大加密虛擬貨幣交易所排名推薦

加密貨幣交易所是一個使用不同的傳統法定貨幣期權或其他加密貨幣買賣加密貨幣的平台。根據運作方式
的不同，加密交易所可以分為中心化交易所和去中心化交易所兩種。

（1）中心化交易所

這是目前主流的交易所，透過虛擬貨幣交易所當媒介(像是幣安、火幣、BTCC 等平台)，這些交易所幫投
資人管理數位資產，通常規模大、安全性較高。

但是，由於存放了大量的虛擬貨幣，也更容易受到駭客覬覦。因此，選擇交易所要關注其是否曾經受到駭
客的攻擊，確保安全性。

BTCC 交易所從創建之初到如今已過了 10 年的時間，這十年間並沒有發生重大的安全疑慮事件，即便前
幾年 BTCC 的總部還設在中國，且當時正逢中國政府對加密貨幣的打壓期，BTCC 仍就安全地保護住用戶
的資產。隨後將總部遷出中國後，BTCC 也積極地取得美國、加拿大、歐洲等地的監管牌照。

點擊查詢→美國MSB監管牌照（31000168143239）

點擊查詢→加拿大MSB監管牌照（M20713346）

》》》BTCC獲歐洲加密貨幣交易許可

除了取得合法監管牌照之外，BTCC 還會將平台內的資產存放於獨立的冷錢包中，再搭配多重身分驗證
（信箱、手機、證件等）和谷歌驗證等，為用戶的資產安全提供最嚴密的防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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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去中心化交易所

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買賣行為，都是直接發生在區塊鏈上，而非交易所的資料庫中。比起中心化交易所，它
更加公開透明，但由於沒有直接控管投資人的資產，缺乏流動性，因此交易量、用戶量都比較低。

 

加密貨幣 vs 股票，哪一個適合你？

說道投資，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股票和基金，那麼，和股票比起來，加密貨幣有什麼優點呢？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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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你呢？

股票和比特幣都是當今收益高、風險大的投資方式。與股票相比，比特幣的波動性更高，風險更大。但高
風險也意味著高收益，加密貨幣有快速創造巨大盈利的潛力，年均回報率高達 230%。

如果你想要進行短期的投資，那麼你可以選擇加密貨幣。如果想要進行長期的投資，則建議選擇股票。

》》》新手指南丨比特幣和股票有什麼區別？哪個更值得投資呢？

� 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投資加密貨幣或股票，都應將目標放長遠，穩步投資，步步謹慎。同時需要注意
的是，不是所有的交易能夠產生穩定的回報或保證收益，因此在交易中要保持良好心態，在實踐中逐漸摸
索市場的規律和趨勢。

 

虛擬貨幣的風險有哪些？

投資市場是不斷的在變動的。因此在進入一個投資市場之前，你需要了解該項目的「基本觀念」並清楚
「投資風險」。然後在自身能力範圍內，拿出資金直接進入市場，邊學邊投資。

以下是加密貨幣的 5 大風險：

波動性較高：加密貨幣的波動性，不但可以讓你大賺資金，同時也能讓你賠掉本金。
網路詐騙多：隨著加密貨幣、NFT市場的參與人數越來越多，詐騙集團也趁機四處埋伏。常見的詐
騙手法有 : 假加密貨幣交易所、網路釣魚、詐騙軟體、假空頭、假網站…等。
不受監管：加密貨幣目前不受政府和中央銀行的監管。不受監管的同時，也表示著「不受保護」。
系統風險：由於外部環境或技術性問題而導致的系統故障，交易可能會受到影響。
能源消耗：加密貨幣的運作，需要依靠大量的能源、電力才能進行計算、驗證。而這提升了全球的
環境汙染。

需要注意的是，幣圈詐騙很多，但時常還是有人會被騙，因此，我們需要擁有良好的反詐意識。

》》》5種常見數字貨幣詐騙 新手應該如何防範？

》》》T-SET事件詳解，我們應該如何避開加密貨幣騙局

 

如何在 BTCC 中交易虛擬貨幣？

如果你尚未註冊成為 BTCC 交易所的成員，可以透過以下連結進行註冊，新用戶註冊還會送 10USDT 贈
金。

免費註冊 BTCC 帳戶

註冊成功後，你就可以開始在 BTCC 中交易虛擬幣了。具體交易方法可以參考下文：

》》》BTCC 加密虛擬貨幣期貨合約交易指南

你可以在 BTCC 中選擇其他熱門加密幣種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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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BTCC交易比特幣（BTC）？

》》》如何在BTCC買賣以太幣（ETH）？

》》》如何在BTCC買賣萊特幣（LTC）？

》》》更多資訊請點擊：BTCC 學院

 

 

BTCC交易平台註冊特惠

目前 BTCC 正舉辦新戶註冊最高 17,500 的入金獎勵活動，只需要充值一定比例即可獲得 USDT，還沒註
冊過 BTCC 交易平台的可以點擊註冊連結參與活動。

另外還有著幣安帳戶認證領 10USDT 的活動，只需要提供幣安帳戶的截圖至 BTCC 官方 LINE 即可獲得
10U 的贈金獎勵。如果有任何活動上的問題，可以聯繫下方 BTCC 的 IG、LINE 官方帳號進行資訊喔~

》》》BTCC 交易所 IG：BTCC交易所IG官方帳號

》》》BTCC 交易所 LINE：BTCC交易所LINE官方帳號

 

 

結語

以上就是關於虛擬貨幣的完整介紹了，希望對各位讀者有所幫助。如果你想要現在就開始，可以註冊
BTCC 帳戶開啟合約交易旅程。

免費註冊 BTCC 帳戶

關於BTCC

安全性高，已獲得美國、歐洲、加拿大等地監管牌照
提供多種期貨合約：當日、當週、季度、永續合約
提供10到150倍靈活槓桿
交易費低至 0.03%
行業領先的市場流動性
每月提供大量福利活動
24 小時中英文客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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