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虛擬貨幣交易所排名推荐, 2023 全球&台灣十大加密
貨幣比特幣交易所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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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要進行比特幣、以太幣、萊特幣等加密數位貨幣交易，需要買賣虛擬貨幣現貨，那麼最好的選擇
是尋找一個可靠的台灣虛擬貨幣交易所。

虛擬貨幣交易所允許客戶將加密貨幣與其他資產（包括傳統法定貨幣和其他加密貨幣）進行買賣交易。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收益，玩衍生品合約是一種更好的選擇。衍生品合約自由槓桿，低保證金，不穿檔。
買漲買跌都可以。可玩性更強，投資回報更豐富。

市場上虛擬貨幣投資者交易平台有多達數百種，且在產品、註冊、收費等各有不同，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找
到合適的交易平台呢？

本文將參考 CoinMarketCap 相關推薦數據，總結 2023 全球二十大虛擬貨幣交易所排行，並簡單進行介
紹。相信看完這篇文章，你也能夠快速選出適合自己的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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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BTCC 贏3500U豐厚贈金（入金活動）

虛擬貨幣小知識：法幣是由政府或中央銀行發行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貨幣，如台幣、美元等，而虛擬貨幣
則是沒有特定國家或地區發行的，只需要支付少量區塊鏈服務費就可以方便的在全世界進行轉帳，也不用
在不同國家貨幣間來回兌換，是一種能讓資產自由移動的貨幣。

為了提高虛擬貨幣的流動性，虛擬貨幣交易所提供了一個讓虛擬貨幣的集中市場，這使得流動性更強，減
少交易成本，並且讓交易過程更安心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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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貨幣交易所排名（現貨）

底下列出全球Top20虛擬貨幣交易所排行榜，全球交易所非常多，但建議選擇大的就好。

由於虛擬貨幣交易時，每個人都會很擔心安全性問題，而這又是一個很新的領域，缺乏時間的檢驗，因此
選擇規模排名靠前的交易所平台，選擇歷史悠久的，運營安全穩定的交易所。遠離質押高回報的交易所。
FTX雷暴就是因為高質押回報引發擠兌，產生流動性緊缺。

以規模和交易量來說，可以觀察到前幾名和後面幾名落差很大，另外，也不是每個交易所都有中文。原則
上，不在這排行榜上的交易所就不用考慮了，以下是整理排名表格，這個表格未來隨時間仍會持續變動。

現貨交易量是最能體現一間加密貨幣交易所成交量和註冊活躍用戶量的指標，目前排名第一位的是幣安
（Binance），其交易量為 18,082,165,333 美元。前二十的虛擬貨幣交易所排名如下（數據截止4/27）：

交易所/Spot
Exchanges

成立時
間 24小時交易量

推
特
粉
絲
數

費率
（%） 幣種 開放

國家
中文界
面

1.幣安
（Binance） 2017/7 $18,082,165,333 940

萬 0.1 382 全球 繁/簡

2.Coinbase
Exchange 2014/5 $2,340,345,593 530

萬 0.25 241 全球 無

3.Kraken 2011/7 $1,013,432,212 145
萬 0.2 224 全球 簡

4.KuCoin 2017/8 $1,126,939,457 219
萬 0.1 830 全球 繁/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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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itstamp 2011/7 $339,728,748 49
萬 0.15 74 全球 無

6.Bitfinex 2012/10 $255,275,116 91
萬 0.2 190 全球 繁/簡

7.Bybit 2018/03 $1,485,139,384 250
萬 0.2 370 全球 繁/簡

8.OKX 2017 $2,717,785,853 200
萬 0.08 338 全球 繁/簡

9.Bithumb 2014 $322,717,006 25
萬 0.5 223 全球 無

10.Binance.US 2019/9 $1,081,360,885 38
萬 0.1 154 美國 無

11.LBank 2015 $1,919,372,861 49
萬 0.1 490 全球 無

12.MEXC 2018 $1,026,514,488 77
萬 0.1 1566 全球 無

13.bitFlyer 2021 $164,344,275 13
萬 0.15 9 日本 無

14.Gemini 2014 $53,939,526 45
萬 0.15 116 全球 無

15.Bitget 2018 $843,341,477 68
萬 0.1 507 全球 繁/簡

16.Upbit 2017 $1,909,441,076 2萬 0.1 190 韓國 無

17.Huobi 2013 $817,310,408 140
萬 0.2 615 全球 繁/簡

18.BKEX 2018 $937,183,881 14
萬 0.1 579 全球 無

19.Coincheck 2018/4 $101,947,287 18
萬 0.2 2 日本 無

20.BitMart 2018 $1,655,390,722 60
萬 0.2 711 全球 無

作為加密貨幣現貨交易最主要的難點是本地幣種出入金的問題。所以很多人會選擇台灣本土交易所，不過
本土交易所產品少，對衍生品的限制更多，限制槓桿合約，獲利空間主要靠加密貨幣的漲幅，玩法單一。
所以主要作為現貨交易平台。

虛擬貨幣交易所排名（衍生品）

前面介紹的虛擬貨幣交易所排行榜是以現貨為主，但實際在交易虛擬貨幣時，不少人也會玩衍生性金融商
品。

常見的衍生品有槓桿交易、合約期貨、槓桿代幣、期權合約等，投資者可以根據市場的實際情況，來買漲
買跌，利用槓桿獲得更多的收益。目前，台灣的虛擬貨幣交易所大多只提供現貨交易，而海外交易所能夠
提供虛擬貨幣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標也更加豐富。

BTCC 是世界上最早的虛擬貨幣交易所（2012年創立）之一，提供多種主要加密貨幣的衍生品交易，並提
供 1-150 倍的槓桿，還可以玩股票，商品期貨。出金和入金都非常方便。 7X24小時本地客服。如果你現
在還沒有虛擬幣交易帳戶，BTCC可以直接台幣入金，同時可以模擬帳戶交易真實盤口。可以點擊下方按
鈕直接開通，新用戶送贈金10U，同時現在入金還可以獲得最高 3,500 USDT 的交易贈金。現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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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00U，直接升級到VIP1等級，獲得9折手續費的權利。點擊下面註冊>>

免費註冊 BTCC 帳戶

底下列出虛擬貨幣衍生品交易量最大的前二十名交易所排名表格，這個表格未來隨時間仍會持續變動。

全球前二十的虛擬貨幣交易所排名（衍生品）如下（數據截止4/27）：

 

交易所 24小時交易量 掛單
費

吃單
費 市場數量

1.幣安
（Binance） $100,819,618,386 0.02 0.04 252

2.Bybit $25,592,880,824 0.01 0.06 210

3.BTCC $31,105,209,120 0.03 0.03 65

4.OKX $32,615,407,590 0.02 0.05 175
5.KuCoin $5,026,352,977 0.02 0.06 149
6.Huobi $4,008,527,601 0.02 0.04 89
7.Bitget $13,717,591,712 0.02 0.06 151
8.Kraken $207,133,151 0.02 0.05 99
9.Deribit $2,051,956,738 0 0.05 23
10.BitMEX $11,717,204,569 0.01 0.075 70
11.BingX $12,034,079,810 0.02 0.04 67
12.Deepcoin $27,357,297,241 0.04 0.06 45
13.XT.COM $26,771,826,371 0.04 0.06 352
14.Bitrue $19,361,722,675 0.04 0.06 130
15.MEXC $8,157,624,740 0.00 0.02 195
16.Gate.io $4,053,694,456 0.015 0.05 48
17.Phemex $1,582,652,437 0.01 0.06 28
18.LBank $854,437,059 0.02 0.06 32
19.Bitfinex $155,193,768 0.02 0.065 70
20.Poloniex $25,530,970 0.01 0.07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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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台灣虛擬幣交易所介紹

1、全球知名虛擬貨幣交易所

了解了虛擬貨幣排名前十的交易所後，以下將為您詳細介紹其中幾個台灣知名的海外加密貨幣交易平台。

1.幣安（Binance）虛擬貨幣交易所

幣安（Binance）對很多人士虛擬貨幣的人來說並不陌生，該交易所僅運營7個月便成長為全球最大的幣幣
交易所。幣安的貨幣交易服務開始於2017年，每秒可以處理約 140 萬個訂單，提供 150 多種加密貨幣的
交易，包括受歡迎的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坊、萊特幣以及它自己的BNB幣安幣代幣。

ptt 網友對幣安的評價也十分好，「大量買還是建議去幣安，台灣交易所深度實在太淺」，「幣安是全世
界最大的交易所，交易方便，選擇多，雖然是交易平台，但是質押和活存的功能可以讓你在交易之餘讓資
金運用更靈活」。

目前 BTCC 正舉辦豐富的入金活動，如果你有幣安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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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CC交易測評：一個平台搞定虛擬貨幣期貨投資

如果有任何活動上的問題，可以聯繫下方 BTCC 的 IG、LINE 官方帳戶進行資訊。

》》》BTCC 交易所 IG：BTCC交易所IG官方帳戶

》》》BTCC 交易所 LINE：BTCC交易所LINE官方帳戶

註冊 BTCC 贏3500U豐厚贈金（入金活動）

2.Coinbase 虛擬貨幣交易所

Coinbase成立於 2012 年，是一家受美國監管與許可的加密貨幣交易所。該交易所是美國最大的加密貨幣
交易所，且在世界各地都設立有辦事處，支援在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

Coinbase交易所交易介面非常簡單，對新手十分友好，且平均流通性位於各大交易所前列，可以保護投資
者在市場動蕩時避免承受嚴重的點差。

除了提供虛擬貨幣交易服務以外，Coinbase還推出例如：Coinbase Pro交易平台、Coinbase
Wallet、Coinbase Card、Coinbase Earn、USDC以及商家支付等諸多產品和服務。

3.Kraken 虛擬貨幣交易所

Kraken 交易所創立於 2011 年，其規模為世界前五大加密貨幣交易所，在2014 年時 Kraken 與
Coinbase 一同被金融數據供應商彭博機選為加密貨幣數據提供方，讓 Kraken 得到了類似金融保障的認定，
很快在金融界打開知名度。

目前 Kraken 除了交易所外也提供類似交易平台的快速買幣功能、質押賺利息以及選擇權合約的交易功能。

Kraken 的安全功能除了 Google 雙因素認證（2-Factor）、使用多重簽名授權交易、SSL 網站加密憑證
這些基本標配外，使用冷錢包儲存 95% 客戶資產，目前 Kraken 也沒有發生過被駭或是資產意外損失的情
形。

4.KuCoin 虛擬貨幣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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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Coin 是由螞蟻金服的前技術專家 Michael Gan 創辦，成立於 2017 年，發展到現在已經是每日交易量
第五大的中心化交易所，總部設立於新加坡，並且在中國、日本、菲律賓、泰國等地都有當地辦事處，全
球註冊超過八百萬用戶。

有別於其他交易所，KuCoin 具有獨特的三大優勢：適合小幣種玩家挖寶、 搶先創新佈局，獨到眼光以及
KCS 獎勵金

5.BTCC 虛擬貨幣交易所

BTCC是面向台灣市場的虛擬貨幣交易所，台灣是BTCC的重要市場。相對其他交易所，BTCC更重視在
台灣市場的發展。

BTCC 是2012年成立的加密貨幣交易所，英國註冊，這裡擁有全球最健全的金融服務體系。創始人人鮑
比·李(Bobby Lee)是萊特幣開發者查理·李(Charlie Lee)的親哥哥，目前作爲比特幣財團理事會成員活
動。該交易所目前專營衍生品，季度以及永續合約交易，不久還會有貴金屬，股票等產品上線，玩法更多。

BTCC 交易所從創建之初到如今已過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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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 BTCC 贏3500U豐厚贈金（入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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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 BTCC 位於 CoinMarketCap 衍生交易所的第 5 位，交易量為 10,848,419,687。並且，BTCC平台
不收取掛單費和吃單費，手續費最低0.03%，新手也能放心進行交易。BTCC同時可以用U本位合
約(USDT)交易黃金，白銀等期貨，還有股指股票可以玩，更符合台灣用戶的習慣。

6.Bybit 虛擬貨幣交易所

Bybit 的創辦團隊主要來自於中國上海，CEO 為周本(Ben Zhou)，他過去有八年的外匯經理經驗，在
2017 年時開始關注加密技術，並於隔年創辦 Bybit。 Bybit專注於加密貨幣衍生品的交易，提供多種加密
貨幣現貨、永續合約，掛單費0.01%、吃單費0.06%也相對便宜。

7.OKX 虛擬貨幣交易所

2017 年OKX 成立，舊名 OKeX，是一家總部位於東非塞席爾的交易所（原本在北京）。

8.Bitstamp 虛擬貨幣交易所

Bitstamp 是一家位於盧森堡的虛擬貨幣交易所，於2014年創立，但在2015年卻遭遇駭客攻擊，盜取了價
值510萬美元的比特幣，因此平台暫時關閉，後重新開放，而Bitstamp交易所至今仍活躍於虛擬貨幣市場。

9.Bitfinex 虛擬貨幣交易所

Bitfinex 是由台灣女婿方雋哲在 2012 年成立的，30 多年前他從荷蘭來到台灣。他們最初只提供比特幣
P2P 保證金借貸平台服務，之後再增加了其他的加密貨幣服務。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ripple-xrp
https://www.fincen.gov/msb-registrant-search
https://www.fincen.gov/msb-registrant-search
https://www.fincen.gov/msb-registrant-search
https://www10.fintrac-canafe.gc.ca/msb-esm/public/detailed-information/msb-details/7b226d73624f72674e756d626572223a3136313636352c226d7362526567697374726174696f6e4964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072696d617279536561726368223a7b226f72674e616d65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3656172636854797065223a312c22737461747573436f6465223a317d7d/
https://www10.fintrac-canafe.gc.ca/msb-esm/public/detailed-information/msb-details/7b226d73624f72674e756d626572223a3136313636352c226d7362526567697374726174696f6e4964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072696d617279536561726368223a7b226f72674e616d65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3656172636854797065223a312c22737461747573436f6465223a317d7d/
https://www10.fintrac-canafe.gc.ca/msb-esm/public/detailed-information/msb-details/7b226d73624f72674e756d626572223a3136313636352c226d7362526567697374726174696f6e4964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072696d617279536561726368223a7b226f72674e616d65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3656172636854797065223a312c22737461747573436f6465223a317d7d/
https://www10.fintrac-canafe.gc.ca/msb-esm/public/detailed-information/msb-details/7b226d73624f72674e756d626572223a3136313636352c226d7362526567697374726174696f6e4964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072696d617279536561726368223a7b226f72674e616d65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3656172636854797065223a312c22737461747573436f6465223a317d7d/
https://www10.fintrac-canafe.gc.ca/msb-esm/public/detailed-information/msb-details/7b226d73624f72674e756d626572223a3136313636352c226d7362526567697374726174696f6e4964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072696d617279536561726368223a7b226f72674e616d65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3656172636854797065223a312c22737461747573436f6465223a317d7d/
https://www10.fintrac-canafe.gc.ca/msb-esm/public/detailed-information/msb-details/7b226d73624f72674e756d626572223a3136313636352c226d7362526567697374726174696f6e4964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072696d617279536561726368223a7b226f72674e616d65223a224d3230373133333436222c2273656172636854797065223a312c22737461747573436f6465223a317d7d/
https://www.btcc.com/zh-TW/register?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judy2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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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tcc.com/zh-TW/register?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judy25113
https://www.btcc.com/zh-TW/register?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judy25113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btcc-receives-european-cryptocurrency-trading-license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btcc-receives-european-cryptocurrency-trading-license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tether-usdt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analysis-of-the-future-trend-of-silver-price


2015 年與 2016 年，Bitfinex 遭駭客入侵，盜取比特幣，之後他們發行 BFX 代幣，希望以 1：1 的比例，
以美元來補償遭竊的用戶。

Bitfinex 的特色是提供各種數位資產的 P2P 融資、OTC 市場、保證金交易及衍生品交易等服務。

10.Gemini 虛擬貨幣交易所

Gemini 於 2014 年 10 月創立，至 2020 年正式踏入亞太區，並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多年來堅守取得美
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的 SOC Type 1 與 Type 2 認證，是全球首間取得此認證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並積極
配合美國 KYC 與防止洗錢的政策，以「Crypto without chaos」為口號，為客戶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務。
Gemini 的每日交易量約為 20 億美元，支持 100 種以上加密貨幣與 21 種以上加密貨幣交易對供用戶使
用。

11.Crypto.com 虛擬貨幣交易所

Crypto.com 是一家提供 VISA 加密貨幣金融卡服務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它提供了高達 196 種幣幣交易對，
並且提供借貸質押服務，其質押利率可高達 10％。

12.Huobi Global(火必) 虛擬貨幣交易所

Huobi(火幣)為位於新加坡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創立於中國，並已在香港、韓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設
有辦事處。 2018 年，它的累積成交額已超過 1.2 萬億美元，為超過 130 個國家的使用者提供服務。

13.BitFlyer 虛擬貨幣交易所

BitFlyer：由高盛前員工創立，旨在填補 MtGox 倒下後的日本比特幣交易空缺，是日本、美國和歐洲第一
個受監管的比特幣交易所，於 2014 年在東京成立，2016 年在矽谷舊金山開設美國子公司，可買賣 9 種
加密貨幣，包括比特幣（BTC）、Ripple（XRP）、以太坊等。是目前日本交易量最大的比特幣交易所，
日本政府承認比特幣支付合法化後，交易量大增。

14.LBank 虛擬貨幣交易所

LBank：LBank交易所成立於2015年，是一家頂級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擁有NFA、MSB、加拿大MSB牌
照。該交易所致力於為全球用戶提供安全、專業、便捷的產品和服務，包括加密貨幣交易、衍生
品、Staking、NFT和LBK Labs投資。用戶可以購買主流數字貨幣，如BTC、ETH、USDT等，並支持20
多種支付方式，包括Master Card、Visa、Google Play、ApplePay、銀行轉賬等。 LBank交易所以其高
效、安全、可靠的交易體驗備受用戶信賴，已成為全球頂級加密貨幣交易平台之一。

15.Bingx 虛擬貨幣交易所

Bingx：位於新加坡的 BingX 交易所成立於 2018 年，其在香港、台灣、越南、愛沙尼亞和澳洲共設有辦
公室，提供市場服務範圍涵蓋亞洲、歐洲、北美和大洋洲等 60 多個國家及地區。該交易所原名為
Bingbon，而在 2021 年 11 月更名為 BingX。

BingX 交易所一直致力於提供高效、安全、創新的數字資產交易平台，通過提供多種交易方式，如現貨、
永續合約和期權，以及豐富的數字資產種類，如比特幣、以太坊等，满足用戶多樣化的投資需求。

2、台灣虛擬貨幣交易所

虛擬貨幣交易所主要提供虛擬貨幣交易與出入金服務，這表示用戶可以在平台上用加密貨幣去買賣或兌換
另一種加密貨幣，也可以進行加密貨幣的購買及提領。

不過多數用戶一開始並沒有加密貨幣，對於海外交易所，部分還只能提供幣幣出入金服務，選擇交易所支援
「法幣」的功能成為一種需求而存在，使一般剛踏入幣圈的新戶。多數希望能夠用美元、日圓或新台幣之
類的法幣來出入金，並且用法幣來買賣或兌換加密貨幣。



並非所有的交易所都會支援「新台幣」功能，註冊台灣虛擬貨幣交易所正是這種需求的體現，因為它們大
多都有提供新台幣出入金的功能，方便我們用新台幣買賣加密貨幣。以下是網路上包括 PTT 跟 Dcard 會
比較常提到的台灣本土交易所平台：

 

交易所 MAX ACE Bitopro Bitgin
成立時間 2018年3月 2018年11月 2018年3月 2020年9月
交易服務 現貨交易 現貨交易 現貨交易 現貨交易
法幣支付 台幣出入金 台幣出入金 台幣出入金 台幣出入金

手續費 掛單0.05%，吃單0.15% 掛單0，吃
單0.1%

掛單0.1%，吃
單0.2%

掛單0.1%，吃
單0.25%

交易幣種 20種 20-30種 80種 3種
USDT交易 有 有 有 有
平台幣 有 有 有 無

特殊功能 閒置資產收益、借滿益、收滿益
債權、屯幣理
財、信用卡入
金

無 無

出金速度 當日 11:00 前出金可當日到帳，或
等候1工作天 0~1天 0~7天 0~1天

平台優勢 台灣規模最大 手續費最低 出入金方便 免費出入金

 

1.MAX 台灣虛擬貨幣交易所

2018 年上線的 MAX 是隸屬於 Maicoin 集團的虛擬貨幣交易所，同時也是國內最大的交易所，平台幣為
MAX Token。

其中，MaiCoin 集團是台灣非常早期的虛擬貨幣代買代買平台，也是台灣首家合法合規的交易所，他們還
有跟 7-11 及萊爾富合作加密貨幣交易，目前設有實體門市並提供現場諮詢的服務。

從安全方面來看，平台上所有的訊息都會通過 SSL 技術加密，法幣資產會由 MAX 跟遠東銀行合作開設
「信託專戶」來保管，而數位資產則會使用多重監控及 AMIS 專利門檻式簽章技術來加強防護，並將大多
數的數位資產都存放於離線的冷錢包，做到物理隔絕。

2.ACE 台灣虛擬貨幣交易所

ACE 是 2018 年成立的虛擬貨幣交易所，也是台灣早期合法合規的交易所，除了在台灣北、中、南設有實
體門市之外，同樣也有自己的平台幣 ACEX Token。

安全性方面，新台幣資產有委託凱基銀行擔任「新台幣資金信託保管銀行」，使用戶資金與公司資金完全
分離，而錢包系統是透過 CYBAVO 的解決方案來增加安全性，數位貨幣則以國際級 DDos 防禦機制及 AI
應用程式防火牆把關。

此外，ACE 屬於亞洲區塊鏈生態系 (Asia Blockchain Ecosystem) 之一，與亞洲區塊鏈加速器
(ABA，Asia Blockchain Accelerator)、ACE 區塊鏈基金 (ABF，ACE Blockchain Fund) 跟亞洲區塊鏈傳
媒 (ABM，Asia Blockchain Media) 等機構多有來往。

3.BitoPro 台灣虛擬貨幣交易所

BitoPro 是在 2018 上線的虛擬貨幣交易所，隸屬於幣託集團 BitoEx。而幣託集團雖然沒有實體門市，但
能搜尋到台北辦公室，並且擁有平台幣 BITO Coin。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fund-app-recommendation


幣託交易所提供的服務除了有 TTCheck 禮物卡跟 BitoDebt 債權認購之外，還有另外跟全家便利商店合作，
使用戶可以在全家購買或兌換加密貨幣。

在安全性方面，幣託的錢包系統方面有與 CYBAVO 合作，因此客戶的加密資產會有標準普爾 AA 級國際
保險公司諾德保險經紀的承保，可享有高規格的資產保護與保險理賠的保障。另外，幣託是取得資誠會計
驗證實名制的交易所，每一筆交易稅務會由會計師查驗並出具稅簽。

4.BITGIN 台灣虛擬貨幣交易所

BITGIN 成立於 2020 年，它的交易方式是「兌換」，也就是直接與交易所買賣，而不是用訂單簿系統委
託下單，操作上較方便，不過可交易的幣種較少。

在安全性方面，BITGIN 會請資安顧問公司對公司系統進行資安測試，而用戶的法幣資產 100% 是由凱基
銀行信託處理，數位資產也有用冷熱錢包分開管理，大部分會存放於冷錢包以防止駭客攻擊。

除此之外，BITGIN 有與國內知名的金融科技法律事務所及加密貨幣律師合作，以落實政府法規，還有經
過全球四大會計事務所的認證，確實落實反洗錢跟實名制。

台灣哪一個虛擬貨幣交易所更適合新手？

如果以功能及相關費用來看的話，ACE交易所感覺更好，它不僅有提供較豐富的加密貨幣理財服務，出入
金及手續費也相對較優。與此同時下面這兩種交易模式需要用戶去根據實際情況考量。

訂單簿模式:相當於交易所被作為一個中介平台使用，平台上用戶跟用戶之間的交易，交易所從中抽
手續費，費用相對比較便宜，但是交易比較繁瑣。
報價兌換模式:相當於跟交易所直接交易，交易所直接給出市場參考報價，價格能接受的話就可以直
接成交兌換，所以是用戶跟交易所之間的交易，買賣流程比較快，但報價通常會包含較貴的手續費
或相關費用。

3、小結

目前，台灣的虛擬貨幣交易所只提供現貨交易，與海外交易所相比，台灣交易所的交易標的少、流動性低、
深度差、交易成本高，而海外交易所交易手續費低、幣種多，且提供槓桿合約交
易、ICO、IEO、DeFi、NFT、交易挖礦、質押放貸等。

如果你認為台幣入金更加方便，可以選擇台灣的虛擬貨幣交易所，因為它的出入金管道更加通暢。如果你
想要獲得更好的交易產品，或想要進行期貨合約交易，可以選擇 BTCC 交易所。

投资者可以在 BTCC 上輕鬆地交易多種期貨合約，安全性也非常值得保障。

想要了解更多請查看：BTCC交易測評：一個平台搞定虛擬貨幣期貨投資

BTCC 快速註冊通道

 

 

 

有關虛擬貨幣交易所要知道的事情

中心化交易所&去中心化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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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虛擬貨幣交易所（加密貨幣交易所）不受任何中央銀行或政府機構的監管、控制；但仍然有區分為以
下兩種形式 :

中心化交易所 （ 英語：Centralized exchange，縮寫：CEX ） : 意指由第三方控制、監管的交易
所。
去中心化交易所 （ 英語：Decentralized Exchange，縮寫：DEX ） : 意指不受任何人控制、監管
的交易所 。

目前加密行業主要以中心化交易所為主，包括幣安、BTCC 等都是中心化交易所。

想了解兩者的區別可查看：

新手指南丨CEX vs DEX，哪個更適合你？

虛擬貨幣錢包的重要性

虛擬貨幣 （ 加密貨幣 ） 有兩種類型的錢包：冷錢包 （ cold wallet ）、熱錢包 （ hot wallet ）。你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合適的使用。

熱錢包 : 意指連結網路的虛擬貨幣 （ 加密貨幣 ） 錢包。所有交易所中的錢包都屬熱錢包，此
類錢包較缺乏安全性，因為有連結網路代表有被駭客攻擊的機會。
適合 : 資金較小、時常進行交易的人。
冷錢包 : 意指離線 （ 未連結網路 ） 的虛擬貨幣 （ 加密貨幣 ） 錢包。冷前錢包需要另外購
買。它是較安全的存儲方式，因為擁有離線的特質，使風險大大降低。
適合 : 擁有大量資金、長期持有虛擬貨幣 （ 加密貨幣 ） 的人。

在交易所買賣虛擬貨幣需注意

以下是幾個玩加密貨幣的建議。

1. 虛擬貨幣交易目前仍屬於高風險的交易，特別是一些新交易所，提供高福利質押，這種交易所因為質
押擠兌，很容易因為資金鍊斷裂雷暴。選擇一個有歷史的交易所更可靠。

2. 各大交易所都曾經出現駭客並遭遇損失的問題，是否有能力保障客戶資產取決於交易所本身的規模與
技術實力。

3. 目前虛擬貨幣領域安全性還有待時間檢驗，對錢包的使用一定要有學習準備。不能大量資產都放在一
家交易所。自己的熱錢包也可以作為資產的備用帳戶。如果是炒衍生品，獲利的資產儘早通過券商兌換成
法幣。

BTCC台幣出金服務 OTC

虛擬貨幣交易所案例分析：FTX Pro交易所倒閉

FTX成立於2019年，平台上有70種以上的合約交易對、6種指數合約，

還有不爆倉槓桿代幣、波動率合約、原油合約等等。

FTX在出事之前，在CoinMarketCap網站上，也是現貨和期貨的高評分交易所，但從2022/11/8出現問題
後，出現擠兌潮和提幣問題，最後雷暴破產，FTX提供高獲利質押產品，同時很多因素也影響了資金鏈。
目前後續破產重組與賠償情況尚在陸續進行中。

 � FTX事件的重要的啟示：

1. 如果你要參與加密貨幣市場，不應該有過高比例資產放在任何一個交易所。冷錢包是一種更好的手段，
當然多幾個熱錢包也是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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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要把加密貨幣長期放在一個交易所錢包中。除了經常需要流動的部分以外，剩下的可以放回自己的
冷錢包。

3. 不要聽信高回報質押，這類交易所經常會出現擠兌風險，因為他們高昂的營銷成本和用戶利息會間接
讓風險增大。

 

免費註冊 BTCC 帳戶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怎麼選擇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如前所述，每個交易所可能是彼此完全不同的，在選擇交易所之前，你需要確定什麼是最重要的。以下是
幾點選擇交易所時需要注意的：

1.可靠性

隨著加密貨幣的興起，開始出現了許多虛擬幣交易平台。大多數交易所只存在了幾年，一切都還很新，而
且還處於起步階段。過去曾有幾家交易所遭到搶劫，黑客設法滲透並可能竊取數百萬美元。

因此，你需要確認交易所是否安全可靠。交易所可靠性有很多方式判斷，首先可以通過交易所的CMC排名
判斷。作為新手，你可以選擇創立時間舊的虛擬貨幣交易所，因為它們經過了時間的考驗，比新的交易平
台更加安全。您也可以在網路上搜索有關該交易所的評論，以查看是否存在任何濫用行為。

查詢域名的註冊時間也是一種判斷虛擬貨幣交易所可靠性的方式。比如，BTCC域名註冊於1995年。一個
歷史悠久的域名價值是非常高的，不可靠的交易所是不會去用這種域名的。

》》》https://www.whois.com/whois/btcc.com

》》》BTCC交易所靠譜嗎？ 附BTCC使用攻略

2.成本

交易所會收取費用。大多數交易所收取交易加密貨幣的費用；此外，存款或取款可能也會產生費用。因此，
你需要了解不同交易所的手續費，以較低的成本進入投資。以下為幾家交易所的交易手續費：

Binance 交易手續費：Maker : 0.100% – 0.020% （ BNB 7.5折 ）；Taker : 0.100% – 0.040% （1.
BNB 7.5折 ）
OKX 交易手續費 ： Maker : 0.080% – 0.060% （ 25 FTT 獲得 0.000 % ）；Taker : 0.100% –2.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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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base 交易手續費 ： Maker、Taker 均 : 0.50% 以下；信用卡、金融卡 : 3.99%；Coinbase3.
錢包、銀行帳戶：1.49%
Kraken 交易手續費：Maker : 0.160% – 0.000%；Taker : 0.260% – 0.100%；穩定幣 : 0.9%；外4.
匯 : 1.5%
KuCoin 交易手續費 ：Maker : 0.100% – 0.005%；Taker : 0.100% – 0.025%5.

對於期貨交易手續費普遍交易所在0.07-0.03%之間。BTCC的會員體系根據資金入金來提升，更高VIP手續
費，交易費用折扣上會更有優勢。VIP1等級只要200美金。

登錄 BTCC 帳戶查看費率

 

3.幣種數量

幾乎所有虛擬貨幣交易所都支持 比特幣和以太幣交易，但依然有成千上萬種加密貨幣在市場上流動。所
以，若你想投資更多種類的虛擬貨幣，你可以了解交易所支持的幣種數量多寡，依此作為考量。因此作為
交易者，您幾乎不必轉移到另一個交易所。

4.語言界面和體驗

對多數台灣人來說，有繁體中文介面的交易所，使用上會比較舒服、流暢。而用戶體驗也不容忽視，但因
感受較為主觀，建議你可以多看看各個交易所的瀏覽頁面。

5.入金方式

並非所有虛擬貨幣交易所都支持台幣入金，部分平台只支持加密貨幣充值。新人建議選擇支援台幣入金的
交易所，這樣出入金比較方便。

6.本地客服
對於一個所來說，本地化客服是市場重視程度的提現。如果交易所提供本地化客服，則說明該交易所很重
視這個市場。在服務上更會用心去做。

 

虛擬貨幣漲跌原理？

虛擬貨幣漲跌是由供求所决定的，如果虛擬貨幣的供求不平衡，價格就會上漲或下跌。虛擬貨幣的價格受
其他市場的影響，如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同樣也接受風險預期、資金流入和出、投機性交易等因素的
影響。此外，比特幣的漲跌也可能受到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因為比特幣是一種從政府發行的貨幣，它的變
化可能受到政府管制的影響。此外，技術因素也是影響比特幣漲跌的重要因素，比如比特幣礦工們採礦量
的增加或減少可能會影響虛擬貨幣的供求情況。

加密貨幣市場根據供需情況而發生變動。由於它們是去中心化的，因此它們不受傳統貨幣的許多經濟和政
治問題的影響。雖然因加密貨幣仍有許多不確定性，但以下因素可能對其價格產生重大影響：

1.供應：加密貨幣的總數及其發行、銷毀或丟失的速率。

2.市值：現存所有加密貨幣的價值以及用戶如何看待它的發展。

3.市場需求及非現金交投：加密货币的价格受市場需求及非現金交投情況影響，因此价格波動較大。

4.經濟政策變化：政府經濟政策的變化可能會對加密货币產生影響，諸如宏觀貨幣政策，價格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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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技術：新技術的應用可能對加密貨幣價格產生影響，例如比特幣的挖礦技術，投資者對特定技術的信
任度也會對加密货币产生影响。

6.政治局勢：政府政策的改變可能會對加密貨幣價格產生影響，政府軍事衝突，外國政治環境和經濟事件
等都可能會對加密货幣產生影響。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開始進行虛擬貨幣交易需要注意什麼？

虛擬貨幣交易目前仍屬於高風險的交易，由於非常的新且虛擬貨幣的本質傾向去中心化不受集中管理，因
此並非各國都有法規提供完善管制和保障。此外，雖然幣圈相對於傳統的股市、匯市有更大的空間，但如
果你想要透過虛擬貨幣馬上實現一夜暴富，那麼你就要做好虧掉所有資產的準備。

目前虛擬貨幣領域安全性還有待時間檢驗，國外有論壇上是建議帳戶上不要長期停留大額資金，如果有獲
利可以定期提領出來、只留小額金額在帳戶中，也不失一個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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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貨幣在台灣是合法的嗎？

目前，台灣政府尚未將加密貨幣視為貨幣，而是以“商品”的角度來審視。因此，台灣官方通常將加密貨
幣稱作“虛擬通貨”。虛擬通貨是指通過密碼學、分佈式賬本技術或其他類似技術，能夠以數字方式存儲、
交換或轉移價值並用於支付或投資用途的商品。然而，它不包括數字新台幣、外國貨幣以及大陸、香港或
澳門發行的貨幣、有價證券及其他依法發行的金融資產。

不過，像歐洲央行（ECB）一樣，將加密貨幣視為虛擬通貨的定義可能會在未來發生改變。目前，台灣還
沒有能夠將這種商品定為違法或禁止的任何法規，因此在個人、法人持有或交易等加密貨幣的行為中，並
沒有違反任何現行法規的情況發生。

但是，考慮到加密貨幣容易被用於洗錢，此類貨幣被納入洗錢防制後，如何在交易或轉移方面實施洗錢防
制，將產生是否合法合規的問題。 除此之外，金管會是台灣政府指定的加密貨幣納入洗錢防制的執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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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近年來，金管會的態度也開始變得積極，提出了會員實名制等洗錢防制措施的規定。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如何識別加密貨幣交易所詐騙？

當我們在考慮從某個交易所進行購買或交易時，我們建議先在網絡上搜索該交易所。如果該交易所是新成
立的，或者在互聯網上無法找到相關信息，但某人向你推薦此交易所，那麼這個交易所很可能是非常可疑
的。此外，如果有人在你存入資金之前為你提供了非常詳細的一對一教學，也要特別注意，因為這是常見
的詐騙手段。

因此，在選擇加密貨幣交易所時，我們建議在選擇之前進行全面的研究，以確保所選交易所是可靠的。這
包括閱讀有關該交易所的詳細信息、了解其歷史背景以及查閱評價和評論。隻有在經過嚴格的審查後，才
可進行加密貨幣的交易或購買。

現今網絡詐騙層出不窮，其中很多騙局都通過註冊時間非常短的域名來完成。因此，即使網站的名稱與知
名交易所相同，也需要引起注意，要檢查它是否是官方網站的域名。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騙子經常使用
類似的網站名稱和域名來騙取人們的財產。

 

為什麼推薦選擇 BTCC 加密貨幣交易所？

BTCC 是一家專門做虛擬貨幣合約的交易所，歷史也十分悠久，安全性十分高。目前有提供合約交易的加
密交易所有不少，為什麼要選擇 BTCC 呢？原因有以下幾點：

1.無資金費率

不同於其他交易所主推的永續合約每8小時須收取資金費率，BTCC提供多種交易對的當季合約，結算日期
前不收取手續費以外的費用，雖然也有其他較易所提供類似的合約產品，但交易對較少。

2.槓桿數高

BTCC提供1-150倍槓桿，除了能放大獲利外，也能有效運用小資金(槓桿大，所需保證金就小)，其他家的
槓桿普遍是提供到125倍，且有些若要開啟高槓桿需要一定的資格

3.線上真人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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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CC的強項之一是擁有線上的真人客服，就算是合約新手，上班時間若有問題能直接與真人客服對接解
答，許多交易所會是英文客服或需要填工單。

4.BTCC營運12年未發生過安全事故

這在駭客頻傳的加密產業，做為最老牌的交易所之一，BTCC在12年中未發生過安全事故，用戶可以安心
存放資產。

5.交易深度大

BTCC提供頂級的交易深度，讓就算是大訂單也能馬上成交，且減少交易成本，這在高槓桿的合約交易中
是十分重要的。

6.BTCC除了有加密貨幣合約，還有股票與原物料、貴金屬合約

透過BTCC獨創的股票、原物料、貴金屬token，掛勾全球的市場價值，可從BTCC中輕鬆交易以上及加密
貨幣合約，免去需要另外開戶等繁瑣步驟。

7.手續費低

BTCC在交易過程中僅有兩種收費，交易手續費與隔夜利息(僅限永續合約、一天收一次)，針對後續手續
費的調整若有實現，對比他家交易所會低上許多，這對於頻繁交易與擅長短線交易的trader會是一大誘因。

如果你想要嘗試開始虛擬貨幣合約交易，試試使用 BTCC 吧！

註冊 BTCC 開始合約交易之旅

關於 BTCC 的詳細介紹請查看：

》》》BTCC交易測評：一個平台搞定虛擬貨幣期貨投資

》》》BTCC虛擬貨幣交易所 加密虛擬貨幣期貨合約交易指南

》》》用加密貨幣買美股台股：BTCC 股權通證及代幣化股票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如何在 BTCC 中交易虛擬貨幣？

step 1.進入官網主頁後，點擊上方「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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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交易前，您需要擁有一個 BTCC 帳戶，並完成入金動作。你可以進入官網也可以透過以下連結即
可快速進行註冊：

》》》快速註冊 BTCC，入金200U，享受VIP的權利

》》》2022 BTCC 最全入金教學

step 2.進入合約時，選擇幣本位或者是U本位合約，在左側框框中輸入或選擇你要交易的加密貨幣，例如
比特幣的永續合約（BTCUSDT）。

step 3.調整BTCUSDT下面的槓桿，調整槓桿，例如20倍槓桿（20.00x），點擊「確認」。BTCC 永續合
約槓桿最高可到100倍，但切記槓桿愈高愈容易爆倉，新手請盡量在10倍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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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選擇「市單價」、「限單價」或「停損單」。

市價單：是指以當前最優價進行成交
限價單：是優於市價的委托單。當您指定以低於市價進行買入，或者高於市價進行賣出，採用該掛
單形式
停損單：是低於市價的委托單。當您指定以高於市價買入，或者低於市價進行賣出，採用該掛單形
式

step 5.輸入買入的合約數量，例如0.1個BTC



step 6.設定止盈止損，幫你的投資做安全的交易，例如將價格下跌5%就止損以及當價格上漲20%就止盈。
（畢竟若上漲了20%沒賣出，之後下跌是很可惜的事。）



step 7.如果是看升，就點擊「買入/做多」，進行做多合約；如果是看跌，就點擊「賣出/做空」，進行做
空合約。最後點擊下方買入/賣出即可。

� BTCC 合約交易計算器

BTCC 合約交易頁面上帶有合約計算器，如果你不清楚合約費用，可透過計算器得出大致結果。其操作也
十分簡單，只需要輸入交易數值即可。



同時，BTCC 使用 VIP 等級階梯費率，不同 VIP 等級享受不同的交易手續費，具體費率可登錄後進行查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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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CC針對台灣市場定制化的做了大量本地化工作，同時重點側重台灣市場的業務流暢度。從入金到出金，
從產品到服務，無一不體現對台灣的重視。選擇BTCC就是選擇可靠穩定。

加入BTCC

以下是在BTCC 進行合約交易的影片和文字版教學：

》》》BTCC虛擬貨幣交易所 加密虛擬貨幣期貨合約交易指南

 

虛擬貨幣交易所註冊優惠

當前註冊BTCC的新用戶，都可以在註冊日起計30天內參與新手 3,500 USDT 贈金活動，此外，註冊成功
後只需充值 200 U，即可成為 BTCC 會員，享受超低手續費用。隨著會員等級的提升，最多可享受 50%
的折扣唷！

活動規則如下：新手專享好禮相送！！！

更多優惠內容：

如何以最優惠的價格買比特幣？BTCC 最全活動優惠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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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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帳戶進行資訊喔~

》》》BTCC 交易所 IG：BTCC交易所IG官方帳戶

》》》BTCC 交易所 LINE：BTCC交易所LINE官方帳戶

更多活動請訪問BTCC活動中心查看。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虛擬貨幣買賣懶人包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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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關於加密貨幣交易的資訊請查看：

更多關於加密貨幣交易的資訊請查看：

2023虛擬貨幣出金懶人包丨幣安、BTCC出金教學，如何提現台幣？

如何買賣比特幣？交易比特幣詳細步驟教學，新手也能快速上手

U本位&幣本位合約基本介紹，哪種期貨合約更適合你？

2023年哪些虛擬貨幣值得推薦？附最新加密貨幣排名介紹和交易教學

用加密貨幣買美股台股：BTCC 股權通證及代幣化股票

BTCC 正式上線 19 種季度合約！一文帶你了解季度合約是什麼？

新手教學丨BTCC 入金、出金介紹

如何在BTCC交易比特幣（BTC）？

如何在BTCC交易瑞波幣（XRP）？

如何在BTCC買賣以太幣（ETH）？

如何在BTCC交易艾達幣（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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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BTCC交易柚子幣（EOS）？

如何在BTCC買賣萊特幣（LTC）？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加密貨幣，可以查看：

Polygon(Matic)幣是什麼？單月跳漲50％！其未來怎麼樣？如何購買？

STEPN (GMT)幣是什麼？如何購買，價格走勢預測 2023-2030

文件幣（Filecoin / FIL）是什麼？一文了解$FIL代幣經濟、用途和未來

波場幣（TRX）是什麼？是詐騙嗎？2023 TRX用途、風險及買幣教學一覽

TheSandBox介紹丨Sand幣是什麼？2023 SAND走勢、用途及買幣教學

Axie Infinity介紹丨AXS幣&SLP幣是什麼？值得投資嗎？2023 AXS全攻略

Flow幣是什麼？值得投資嗎？深度解析Flow鏈投資價值及前景

Mask Network介紹丨MASK是什麼？它特別在哪裡？

什麼是猿幣（APE）？APE的用途有哪些？值得投資嗎？

DYDX幣是什麼？值不值得投資？2023 DYDX用途、功能介紹及投資教學

UNI幣介紹丨Uniswap交易所和代幣UNI是什麼？值得投資嗎？

LUNC 幣是什麼？值得投資嗎？什麼是Terra Classic 燒幣稅？

Polkadot（DOT）幣是什麼？值得買嗎？波卡幣用途、走勢及投資教學

幣安幣（BNB）是什麼？有何用途？如何投資？2023 BNB買幣教學

以太幣走勢預測 2023-2025丨乙太幣還會漲嗎？

狗狗幣價格走勢預測2023-2025，DOGE幣前景如何？

達世幣（DASH）是什麼？是否值得投資？如何挖礦DASH幣？

比特幣現金（BCH）是什麼？和比特幣有何差別？值得投資嗎？

恆星幣（Stellar）是什麼？XLM幣如何購買？未來如何？

Yearn.finance（YFI）是什麼？2023YFI 幣價格走勢、未來介紹及買幣教學

WAVES 波幣是什麼？WAVES幣價格走勢、未來及買幣教學

Bitcoin SV（BSV）幣是什麼？值得投資嗎？和比特幣有何差別？

Optimism（OP）幣是什麼？未來如何？2023年op幣投資攻略

ConstitutionDAO（PEOPLE）幣是什麼？2023 people幣還會漲嗎？

Project Galaxy (GAL)代幣是什麼？值得投資嗎？2023 GAL幣最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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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幣介紹丨ENS域名是什麼？如何註冊？ENS幣值得投資嗎？

1inch幣介紹丨1inch 是什麼？有哪些用途？值得投資嗎？

Blur空投發幣！ $Blur幣是什麼？幣價將會是多少？哪些交易所可以買到？

TON是什麼？未來如何？怎麼買最賺錢？Telegram如何透過TON提供加密服務？

Aptos（APT幣）是什麼？其背後的推動力有哪些？被稱韓國迷因幣

Cosmos（ATOM）幣是什麼？未來如何？值得投資嗎？2023 ATOM投資攻略

CFX幣介紹丨Conflux單週飆漲300%成GPU礦工首選，CFX幣怎麼挖？如何買？

Core代幣空投掀熱潮！Core幣怎麼買？投資者如何參與Core空投？

Gala幣是什麼？未來價格走勢如何？2023 gala幣價格預測

SOL 幣介紹丨Solana是什麼？SOL幣用途、價格走勢及買幣教學

柚子幣（EOS）是什麼？EOS未来走势、特性、運作原理、風險一覽

比特幣是什麼？怎麼買？能換成現金嗎？2023比特幣攻略一次看

Curve（CRV）幣是什麼？未來如何？現在買好嗎？

2023 Pi 幣指南，一文讓你了解Pi幣到底是什麼？用途、挖礦及價格走勢

Pancakeswap介紹丨CAKE幣是什麼？值得投資嗎？2023 cake幣價格預測

Arbitrum（ARB）幣是什麼？值得投資嗎？2023 ARB幣價格預測

Alchemy Pay (ACH) 幣是什麼？值得投資嗎？2023 ACH幣價格預測

Fantom(FTM幣)是什麼？適合投資嗎？2023 ftm幣價格預測

Mina Protocol (MINA)幣是什麼？值得投資嗎？2023 mina幣價格預測

 

結語

以上就是關於虛擬貨幣排行的所有知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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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曆史，正規平台
已獲得美國、歐洲、加拿大等地監管牌照
提供多種加密貨幣期貨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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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股票，股指，和大宗商品期貨通證
提供1到150倍靈活槓桿
期貨交易費低至 0.03%
交易成本遠低於CFD，只收取交易費
每月提供大量福利活動
24 小時中英文客服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