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動收入最新的方法，幫你實現財務自由 – 20 種
創造被動收入的方法。

原文: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passive-income

作為小資族應該如何實現財務自由呢？

相信這是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疑問。作為一個上班族，我們不得不花費自己的時間去獲得固定的收入，但
這離財務自由往往存在很長的距離。

現金流很重要，但具體來說，到底該怎麼創造被動收入呢？

在《富爸爸窮爸爸》一書中就有提到實現財務自由的方法，那就是創造被動收入。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被動收入是什麼？有哪些？以及如何增加被動收入？因此，以下總結了 20 種創造被
動收入的方法，幫助你創造現金流，在家也能夠穩定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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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收入是什麼？

在介紹創造被動收入的方法前，我們需要對什麼是被動收入有一定的了解。

被動收入是相對於主動收入來說的，兩者的區別如下：

「主動收入」：勞動型收入，通常利用時間與勞力換取的收入，無法長期累積。
「被動收入」：非工資收入，通常來自於資產或系統換取的收入，屬於累積型收入。

簡單來說，被動收入就是指，無論你是否有在工作，都能持續產生的收入。

創造被動收入的方式，只有兩類：不是購買資產，就是創造資產。但現實中，購買資產需要的資金非常的
大，而創造資產則是要投入一些努力。

即使《富爸爸窮爸爸》一書中，也只提到如房地產、股票、版稅收入，具體的案例非常少。

因此，以下將主要介紹創造資產的方法。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為什麼需要有被動收入？

主動收入是大部分人最熟悉賺錢方式，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必須主動花費你的時間和精力才能獲得。而就算
你的主動收入非常豐厚，還是會有風險，例如當遇上經濟不景氣，公司大裁員、當生老病死包圍我們的時
候，肯定是無法正常的投入產出的，而一旦停止上班，當然也就沒了收入來源，此時如果沒有預留的財產
供緊急使用，家庭生活狀況一定會出問題。

因此，我們應該學會去創造出了主動收入外的被動收入，而非僅僅依靠工作拿到的死工資。

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If you don’t find a way to make money while
you sleep, you will work until you die. （如果你無法找到睡覺時也能賺錢的方法，你將工作到死為
止。）」

換言之，不是只有喜歡投資理財者，才需要被動收入，但凡你有想要退休，迎接人生下半場的夢想，都應
該關注被動收入。

此外，隨著人類的平均壽命延長，如何在個人生產力有限的情況下，賺取一桶能讓自己輕鬆過銀髮餘生的
資金，自然是許多人要面對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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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內政部統計，109年國人平均壽命創下歷年來新高，達到81.32歲。然而，行政院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最
新公布的「110年度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報告書卻指出，預估到117年時，勞保基
金累積餘額可能由盈轉虧。

這還不包括工作人在晚年可能需支付的長照費用。衛福部最新統計發現，「不健康生存年數」，也就是老
年人在死亡前失能、臥床時間長達8.41年，創下紀錄。

隨著台灣工作者退休金來源之一的勞保基金，破產危機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工作者的平均餘命延長，
退休後維持生計的費用只增不減。因此，如何創造「被動收入」已是所有人不得不面對的議題。

 

20 種創造、增加被動收入的方法

創造被動收入的方法很多，但不同方法的難易程度不同，需要花費的精力也不同，以下總結了 20 種常見
的增加收入的方式，一起來看看哪一個適合你吧！

1.聯盟行銷

聯盟行銷（Affliate Marketing）的意思是，透過介紹他人的服務、產品來獲得介紹費。

這項商業模式共存在3種角色：服務／產品提供者、推廣者與消費者。推廣者經由介紹服務或產品，吸引
消費者購買，每完成一筆訂單，推廣者都能從服務／產品提供者處獲取一定比例的介紹費，也稱為獎金、
回饋金。

這是最好入門並打造被動收入的方式，它不需要你有資金就可以投入了，但它需要你會寫文章、彙整資料、
還有花時間來經營。

聯盟行銷的銷售場景大多在網路上，因此推廣者只需要推廣一次，消費者就能透過搜尋引擎、社群分享等
方式重複看見內容，進而刺激消費。

在海外，Amazon是聯盟行銷的巨頭，無數的推廣者經由推廣Amazon商城的產品獲利。在台灣，博客來
也有推出「AP策略聯盟」，使用者只要取得專屬的網址分享，消費者從網址購買，推廣者就能得到消費金
額的2%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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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關鍵困難點是行銷和內容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需要長期經營，持續產出好內容
回報大小：★★★

利基Niche市場：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方法創造的被動收入高低取決於網站流量的精準度，以及合作方的
利潤，因此，你需要保持好的產出和找到良好的合作廠商，才可能實現長期穩定的高額收入。

注：利基是英文名詞 “Niche”的音譯，Niche來源於法語。法國人信奉天主教，在建造房屋時，常常在外
牆上鑿出一個不大的神龕，以供放聖母瑪利亞。它雖然小，但邊界清晰，洞裡乾坤，因而後來被引來形容
大市場中的縫隙市場。在英語裡，它還有一個意思，是懸崖上的石縫，人們在登山時，常常要藉助這些微
小的縫隙作為支點，一點點向上攀登。 20世紀 80年代，美國商學院的學者們開始將這一詞引入市場行銷。

2.賺取AdSense廣告收入

在網路上，我們到處可見 Google 的展示廣告，它主要顯示在各大平台網頁裡，你時不時應該都會不小心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amazon-stock-price-analysis-and-forecast


點到，或者被廣告文字吸引到而去點擊。

但隨著時代越來越進步，現在連Gmail、APP以及Messenger裡都能看得見，近期最夯的莫過於Youtube影
片廣告了，Youtube會自動安插廣告到你的影片裡。但要透過Youtube影片賺廣告費必須先達到2個門檻，
頻道訂閱數滿1000人且近12個月內觀看總次數超過4000小時，Youtube才會開放申請合作夥伴並讓你有開
啟影片營利賺錢的功能。

而Google adsense廣告費主要是以千次曝光來賺取廣告費，目前1000次廣告曝光收入約1美金左右，你沒
聽錯，不到30塊台幣，所以那些Youtuber每支影片要有百萬觀看才有台幣3萬元。

當然不同影片屬性Youtube所給的營利也會有所不同，就取決於你頻道經營的方向是什麼，但這些營利是
可以透過長期累積的，不管是Youtube影片還是網站內容，一開始你需要先建立一個網站、部落格
或Youtube頻道，並開始為平台增添內容，並思考如何增加流量來源，爭取網站或影片曝光的機會，才能
有機會賺到這些廣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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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需要成為網路紅人才有高被動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台灣的AdSense獲利普遍比歐美低，換算公式是1000瀏覽0.5~1美金，你必須是個月瀏覽
百萬的youtuber，靠廣告才有上班族的基本薪資。目前Youtuber的生態普遍都還是靠業配在獲利。

3.電子書

如果你喜歡寫部落格，把自己的內容做成一本電子書應該很容易。

首先你需要有一個電子書的內容主題，可以從你擅長的項目來著手。取一個吸引人的標題之後，將它分章
節並撰寫成有價值的內容，再把它上架到電子書平台就可以了。

若不想給平台抽版稅，你就需要自己架站、設定金流、行銷等等，一些雜事都需要自己來，你也可以外包
請別人來做，但這些不能缺少的還是行銷，如何讓更多人看到你的產品。

該被動收入方法的好處是它基本上沒什麼成本，屬於零成本的賺錢方法，只有初期投資自己的時間，後續
不需要做太多的維護。關鍵是你要做好SEO (讓Google搜尋引擎找到你、排名很前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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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4.線上課程

你需要有某方面的知識及技能，把它轉換成像是線上教科書一樣，分成好幾個章節，切成幾個片段並製作
成影片。

再來，你需要把這些影片上架到網路上，讓客戶可以在網路上下單購買觀看。因此，你需要有網站的一些
基礎，結合金流服務，把影片寄給購買的人，若不懂也沒關係，你可以外包給專業的人來做，你只需負責
製作影片的部分。

這是屬於只要努力一次，就有長期持續回饋的被動收入，但如何將網路的流量導到你的課程介紹，這是需
要去琢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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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網站需要長期經營和維護
回報大小：★★★ 課程的收入其實還不錯

5.夾娃娃機

近年夾娃娃機店在各大商圈、夜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密度堪比便利商店。

儘管娃娃機產業現在慢慢走下坡，但對台主來說只要找到對的點位以及大家想夾的物品，也是能夠賺到些
錢的。但還是需要補貨以及觀察物品的熱門程度做適度的調整，也並非是全被動收入，有點創業的成份在，
成本是很大的考量因素。

但對場主來說這也是一項分割經濟，把一間30坪的店面分租給許多台主來收取租金，而店面要如何讓人能
持續租借以避免空窗期，這還是牽扯到了點位問題以及如何有效曝光來行銷自己的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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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如果找不到好的商品可能會倒貼錢

6.投資自動機台

除了娃娃機外，自助洗衣機店和自動販賣機也愈來愈常見。這些機台都是增加被動收入的潛在機會。但這
種被動收入是需要有一定的資金才有辦法開始。

首先是租金，畢竟你要租一樓店面，成本不會太低，再來是設備，洗衣機烘衣機動輒好幾十萬，你不會只
用到一台，這屬於資金較雄厚的對象操作較適合，甚至需要到合資。除非你有絕佳的地點、談判到很低的
成本，以及便宜的外包工作，否則較不推薦這種被動收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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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做到完全被動式收入並不容易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要靠這方法致富，你需要擅長運用一些財務槓桿。

7.成為二房東

二房東顧名思義就是和原房東透過談判讓他用便宜的價格租給你，經過你重新整理裝修房子後，再用高的
價位轉租給其他人。

這前提是你要對市場租金行情有一點的敏銳度，以及對裝修成本和後續出租成本的拿捏，評估多久後可回
本並開始獲利。因此，你需要留意市場上是否有好的物件，也要有一定的溝通談判能力，裝修風格是否是
大家會買單的，出租後的經營管理能力，若前期篩選都找到好的租客，那這真的是一項非常棒的被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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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花費金錢：★★★★★前期需要花費許多精力和成本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leverage


花費時間：★★★前期花費時間多
回報大小：★★★找到好的租客收入大且穩定

需要注意的是，房屋損耗、不好的租客、遇到天災等都是成為需要考慮的隱形成本。

8.建立比價網

簡單來說，就是創建一個評論網站，可以評比3C、日用品等等。

但這需要你有一點資訊背景，不管是程式設計或是架設網站，都需要專業度。你也可以選擇外包出去給專
業的架設，然後寫網路爬蟲隨時捕捉網路上最新的價格。

這在前期一定是要成本架設的，網域、伺服器、行銷都需要錢；有了流量之後就可以在網站上擺放廣告，
這樣就有穩定的被動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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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基本上必須全心投入創業
回報大小：★★★ 假使成功變成大網站，收入是還不錯的

9.製作LINE貼圖

這是已經流行好一段時間創造被動式收入的方法，但它比製作線上課程簡單，你只需要創造出讓人無法抗
拒想購買的組圖，後面所有的上架、金流串接等等都不用操心，Line都會幫你處理到好。

但它需要你擁有一點點電腦基礎和繪畫基礎。此外，製作 LINE 貼圖的利潤比較低，LINE
抽50%，Google抽20%-30%後，創作者只能抽20~30%左右的利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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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10. 建立一個部落格

建立一個部落格比賣電子書還要簡單，因為只要專注在維護內容品質就好。一般人可以在部落格建立30天
內開始得到收入，關鍵是你的部落格必須是某種利基市場的專家 (例如旅遊、美妝、美食)。

在台灣非常有名的就是痞客邦，不僅是免費的平台，在裡面還會幫忙導流量，架設blog對於google SEO也
比較好。不過缺點就是沒辦法可以有自己的網域名，如果是想要有自己的網域名，可以考慮使
用wordpress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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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需要長期經營
回報大小：★★★

11.授權數位內容

當你有不錯的作品，就可以透過「授權」來收取相關費用。



由於授權牽涉到「智慧財產權」，因此創作者務必要留意作品的原創性，避免產生爭議。授權數位內容的
管道相當多元，從數位圖像、到今年很火熱的 NFT都在列。

授權數位內容的優點，在於容易產生一連串的被動收入。例如你可以將自己的圖畫集結成冊出版電子書，
也可以授權給劇作家製成IP，做成各種周邊商品後，還有機會抽成。

假如你是攝影師、插畫家、圖文作家等藝術工作者，能將創作內容註冊、上傳到公開內容庫中，增加商業
可能，例如全球知名圖庫Shutterstock上，就有許多設計師、攝影師將作品上傳作為商用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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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需要有好的創意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好的內容獲得的被動收入將非常大

12.投資股市

談到便利性及多元性，投資股票可說是多數工作者都能觸及的市場。在台灣，股票、共同基金（包括股票
型、債券型與平衡型基金）、ETF（包括台灣與美國ETF）是一般人使用率最高的投資工具。

原因在於股票市場的波動大，有時能迅速帶來豐厚的投資報酬，不過風險也較高；而購買單價相對低廉的
官股，專門領現金股利的也大有人才，因此許多人將其視為創造被動收入的來源。

最常被納入存股投資組合的類股包括金融股（股價親民、業務穩定、有政府支持），電信產業（寡占優勢、
獲利穩定）與民生產業（有通路優勢，受景氣影響低）。

不過，個股投資除了基本面，還要顧及籌碼面、技術面與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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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　：★★★★★ 最簡單的增加收入的方法，但需要資金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花時間選擇好的標的很重要
回報大小：★★★★回報大風險大

13.購買基金

同樣能為投資人帶來配息的理財產品，還有共同基金。在台灣，2022年9月申購金額最高的前10檔境外基
金，就有6檔是有配息的固定收益型基金或平衡型基金，第1名是「安聯收益成長基金」、第2名則是「瑞
銀基金」。

不過，基金投資並非沒有風險。如果經濟景氣佳，基金能獲得優於市場的配息；但如果市場景氣萎縮，碰
上如油價崩跌的突發狀況，導致違約率提升，可能影響基金運作。

近年基金也因為相對較高的費用率為人詬病，即使有基金經理人專業操手帶來高配息，但真正落入投資人
口袋前，還得扣掉手續費、基金保管費、分銷費等費用，總開支超過2%，幾乎吃掉大半績效。

� � �

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nfts%e7%b0%a1%e4%bb%8b%e5%92%8c%e5%b4%9b%e8%b5%b7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getting-started-with-stocks


14.購買ETF

因應基金費用較高的問題，ETF近年躍居全球投資人的焦點產品。ETF的投資概念類似基金，最大的不同
是，基金是由專業經理人選股，ETF則是根據既有指數，按市值比例買進，持股名單透明，費用率也較低
廉。

國內ETF總受益人數在2022年8月突破500萬人， 2022年上半年規模最大的前三名ETF分別是「元大台灣50
（俗稱0050）」、「元大高股息」、「國泰永續高股息」。

� � �

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15.買定存收利息

這和股票的股息有點相似，但利息的收入是不需要你去冒投資風險的，只要你把錢存在銀行戶頭裡面，銀
行就會固定每年給你一點利息。

現在最多人存的就是高活存利率數位帳戶了，一年有1%～1.2%的利息，像台新、永豐、第一銀這些金融機
構都有提供相關的服務，不過還是有存款金額的上限，如果手邊有一些閒錢，可以先將資金停泊在這些地
方，也能產生一些被動式的收入。

� � �

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延伸閱讀：

美元下跌不止，存美元賠匯差？現在美金定存還好嗎？

儲蓄險與定存買哪個好？2022美金儲蓄險推薦及風險須知

16.抽股票

這裡講的抽股票指的是股票申購。現在手機APP很方便，都可以在下單APP上查到申購的公司，大多數都
是新上市、新上櫃或是要增資的。

雖然抽中的幾率並不高，但這裡非常建議大家去試一試。

抽籤之前記得要做功課不要甚麼都抽，而且真的幸運抽中的話要在撥券的當天把它賣掉，這樣才是真的被
動收入。

� � �

成功率　：★★抽中幾率小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is-it-okay-to-deposit-us-dollars-now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savings-insurance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stock-draw


17.建立線上商店

首先網站需要SEO，你必須排到搜尋的前幾名，才能讓客戶搜到你的網站；然後，你的顧客就可以在網路
上下訂單了。

記得，定價上一定要有服務的溢價，你才可能從中支付服務的費用並獲取利潤。

接下來，就是將支付的流程以及服務外包的流程自動化，基本上你不需要花什麼時間，頂多等生意很大時，
再請一個人來幫你顧生意，你就自由了。

� � �

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18.在網路上賣東西

建立線上商店比較困難的話，你可以選擇直接在網路上賣東西。

現在很多網路平台都是免費提供的，你可以在上面販賣自己手做的東西，或是從各種渠道買來的物品。平
台大多都會收一點的成交費用。

不過網路賣東西記得要看平台的法規，不要賣違法的東西。

� � �

成功率　：★★★
花費金錢：★★★★選擇、採購商品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19.代購

這個方式可以有很多種，但需要你有商品的進貨管道、客人以及一個平台。

進貨的話可以看身邊朋友有沒有因為工作很常出國，或是本身就住在國外；如果有的話，可以跟朋友一起
合作拆分利潤。又或者利用國外特價時間大量購買，例如美國的黑色星期五，這樣就可以以很便宜的價格
購買到國外的商品，尤其是化妝品和護膚品，深受人們喜愛。

平台的話可以創立一個IG帳戶，或是LINE社團或是FB社團，方便進行溝通，了解客戶需求。

� � �

成功率　：★★★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20. 設計T恤、馬克杯等

如果你有設計專長，這會是個好方法，當然它會有一些前期的作業。

該被動收入方法的成本很低，關鍵在於「大量」，例如 10樣產品 x 100張照片=1000樣產品，但把這麼大
量的產品放上網可能花不到一天。



成功率　：★ 行銷很重要，你的產品可能永遠沒沒無聞
花費金錢：★
花費時間：★★
回報大小：★★ 這是個競爭激烈的市場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靠被動收入實現財務自由案例

投資理財 YouTuber 蕾咪（Rami）就是靠被動收入實現了財務自由。

蕾咪來自臺東，畢業於臺大電子所，曾旅居義大利工作，並在美國知名企業擔任過研發工程師。她在32歲
之前就完整經歷了《富爸爸，窮爸爸》的ESBI過程：

員工（E）：22歲月入2萬多，26歲進外商月薪翻3倍。
自僱者（S）：27歲離職，在家接案，投資股票賺40%。
企業家（B）：32歲創業開設數位行銷公司。
投資人（I）：25歲靠工作與投資月入超過10萬，28歲每月被動收入10萬元，29歲更超過30萬，30歲
買下人生第一間房。目前已購入三間房，並在臺東經營民宿。

辭掉了許多人羨慕的高薪工作並沒有使她陷入危機，反而使她靠穩定的被動收入實現了她的夢想。

因此，無論你是學生或是小資族，都可以嘗試去賺取被動收入，讓你擺脫工作的束縛，實現真正的財富自
由。

 

結語

總的來說，增加被動收入方法有很多種，每一種都不容易達成，天底下沒有一勞永逸的事，增加被動收入
需要長期持續的努力。

本網頁上的內容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投資建議，內容僅供參考。

更多投資理財的資訊請看：

特斯拉股票怎麼買？可以買嗎？為何Tesla股價不斷創新高？

https://www.btcc.com/zh-TW/promotions/lp-seo-new?slug=0111&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PP35710&utm_campaign=APP_AD2
https://operation.onelink.me/yxkn/r6evw3gw?pid=BTCCCOM&c=GW_SEO_APP&af_siteid=A35710
https://operation.onelink.me/yxkn/r6evw3gw?pid=BTCCCOM&c=GW_SEO_APP&af_siteid=A35710
https://operation.onelink.me/yxkn/r6evw3gw?pid=BTCCCOM&c=GW_SEO_APP&af_siteid=A35710
https://operation.onelink.me/yxkn/th3k4yjp?pid=BTCCCOM&c=GW_SEO_APP&af_siteid=A35710
https://operation.onelink.me/yxkn/th3k4yjp?pid=BTCCCOM&c=GW_SEO_APP&af_siteid=A35710
https://operation.onelink.me/yxkn/th3k4yjp?pid=BTCCCOM&c=GW_SEO_APP&af_siteid=A35710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tesla-stock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tesla-stock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tesla-stock


《富爸爸窮爸爸》你讀懂了嗎？越花錢越有錢的秘密在這裡！

外匯保證金交易平台怎麼選？2022台灣外匯交易平台排名及推薦

如何辨別外匯保證金詐騙？辨別MT5、MT4黑平台技巧

外匯投資必看丨外匯怎麼玩？如何看？新手如何玩外匯賺錢？

CFD是什麼？CFD差價合約交易平台、風險及投資教學

澳幣值得買嗎？2022澳幣匯率走勢分析及預測

K線圖（蠟燭圖）是什麼？新手如何看 k 線？

外幣投資教學懶人包丨新手如何買外幣？怎麼投資？

現在適合買美金嗎？2022美金匯率走勢預測及如何投資

斡旋金是什麼？多少才合理？下斡旋一定要知道的技巧及注意事項

股票抽籤是什麼？抽籤的流程有哪些？申購新股的技巧和心得分享

股價淨值比PBR是什麼？如何計算？多少合理？如何用PBR選股？

美股怎麼買？美股開戶要選哪一間？2022美股開戶及投資教學

權值股是什麼？如何投資？2022台股、美股權值股市值排名

2022股票入門教學丨新手玩股票如何開始？怎麼玩股票？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是什麼？公式為何？如何用 ROE 選股？

投資報酬率ROI是什麼？怎麼算？投報率多少才算高？

白銀投資方式有哪些？現在買好嗎？台灣白銀去哪裡買？

 

如果你想學習更多有關加密貨幣的資訊，可以進入 BTCC 學院 及 資訊 頁面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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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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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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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註冊 BTCC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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