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斯克為何力挺DOGE？狗狗幣是如何一步步成為迷
因幣王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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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Elon Musk）可以說是狗狗幣（DOGE）的「頭號迷弟」，隨著其正式入主推特，社群對狗狗幣
的期待也突破天際，使得狗狗幣在一周創下了 160% 以上的漲幅，遠遠超過比特幣和以太坊。

此外，馬斯克在推特上的言論也多次引發人們的想象，推動狗狗幣的一次又一次的上漲。這也喚起了人們
對這位億萬富翁過去發帖如何引發狗狗幣瘋狂上漲的回憶。

那麼，為何馬斯克如此青睞 DOGE？狗狗幣又是如何從一隻小狗成長為現在的迷因幣王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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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幣的誕生

狗狗幣是在 2013 年底作為一個玩笑誕生的，兩位工程師 Jackson Palmer 和 Billy Markus 拿比特幣的代
碼改了改，創造了 DogeCoin（DOGE）。原意只是想惡搞一番，豈料無心插柳柳成蔭，此舉引起了網友
的極大迴響，並速成了狗狗幣的誕生。

而最開始靈感來源於一隻柴犬，這隻本名叫做 Kabosu 的柴犬來自日本，主人是幼兒園老師佐藤，常常在
網路上分享 Kabosu 的日常，在 2010 年 2 月 13 日「今天晚餐吃什麼？」的文章中，佐藤分享了
Kabosu 的生活照，其中一張照片，Kabosu 雙手交叉疊放、得意微笑，表情過於人性化，就是這張照片上
的表情，擊中了 Jackson Palmer。

當時還是 Adobe 員工的 Jackson Palmer，初心是想諷刺當時加密貨幣泛濫的現象，於是便將這張 Doge
梗圖加上加密資產元素，製作出一張有著 Doge 頭像的加密貨幣圖。而後，Jackson 將這張圖發上推特，
並寫下：「投資狗狗幣吧！這將是下一件大事。」這則貼文同時受到了迷因界與幣圈網友們的迴響。

在網友們的鼓動之下，Jackson 買下了 dogecoin.com 域名，並在推特上徵求想要一起開發狗狗幣的伙伴。

推特上這則訊息很快進入了 IBM 的工程師 Billy Markus 眼中，他也一直都有研究加密貨幣，且一直希望
能夠創造出一款讓人們可以廣泛使用，而非單純用於投資的加密貨幣。

Billy 聯繫了 Jackson，並馬上開始著手打造狗狗幣，他一字不漏的照抄比特幣源代碼，雖然大部分他都看
不太懂，但作了些簡單的修改：

把「Bitcoin」改成「Doge」，「挖礦（mine）」改成「挖洞（dig）」
將幣值數量 2300 萬枚改成 1000 億枚，並大幅降低「挖洞」難度
把字體改成活潑有趣的動漫字體—— comic sans



傳聞整個過程大概只花了 3 個小時，某天午休，Billy 聯合 Jackson 便讓狗狗幣正式上線了。可以
說，Jackson 創建了狗狗幣的官方網站 Dogecoin.com，然後 Billy 獨自開發了狗狗幣的前 4 個版本。

狗狗幣誕生 2 週後，它每天的交易量就超越了比特幣。誕生不到一個月，網站訪問量就超過了 100 萬人！
後來在台灣曾以一張《關於感情的問題我一律建議分手》又紅了一把。

2014 年，Billy 和 Jackson 相繼退出了狗狗幣的開發工作，原因未知，猜測可能是當時狗狗幣還是一文
不值，因為連創辦人自己被採訪的時候都說：「我們認為，這是注定消亡的一個大玩笑」，好像他們自己
手裡也沒有留一些狗狗幣了。

後來新的狗狗幣核心開發團隊組建成立，這個團隊由一個核心維護者團隊構成，多年來得到了 40 多名貢
獻者的支持，從那之後，狗狗幣就一直由他們在開發和維護。

不過相對於圈內崇尚「價值投資」的比特幣投資者，狗狗幣有點打臉，因為起初幾年它一文不值，後來才
坐擁幾百億美元市值。也許有的東西存在本身就是價值，只是金子需要時間來發光？

契機是狗狗幣逐漸成為美國知名論壇 Reddit 的打賞貨幣，因為夠便宜，受到大量網友和名人的青睞，也
算得上是第一個對標的實用場景。

當時有位 Reddit 網友寫出了打賞機器人，每每有網友分享了很讚的內容，就可以透過小費讚賞機器人，
送出 5 枚狗狗幣給作者，以表謝意。



當時狗狗幣價值約為 0.0005 美元，雖然不值沒多少錢，但更重要的是「光榮感」，甚至有人說：「拿到
5 枚狗狗幣的小費，比收到 2 美分（0.02 美元）更讓人開心。」

雖然起源於一個笑話，但低廉的價格加上容易購買的優點，讓對加密貨幣有興趣的人更容易參與。因此，
狗狗幣的用戶迅速增加，提升了其作為加密貨幣的價值。加密貨幣的基礎設施，礦池、交易服務也同時誕
生。而且狗狗幣很快發展出了一個龐大且充滿激情的加密貨幣社群，成就了一些偉大事業和慈善事業。

例如，2014 年狗狗幣社群籌集了 2650 萬枚狗狗幣（當時價值約 3 萬美元），用於支持牙買加雪橇隊去
參加索契冬奧會。2014 年 3 月，狗狗幣社群籌集了超過 4000 萬枚狗狗幣（當時價值約 3 萬美元），
用於幫助在肯亞建造清潔水井。狗狗幣基金會還與廣受歡迎的 YouTuber Mr Beast 和 Mark Rober 合作
開展了 TeamSeas 計畫，籌集了 3000 萬美元用於清除海洋垃圾。

時至今日，狗狗幣的官網還有相關介紹。

Dogecoin 還有個很獨特的理念，如果說，比特幣是對傳統金融體系的反叛，那麼它就是對比特幣的反叛，
它和比特幣完全相反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比特幣是總量固定、不增發，DOGE 則是初始 1000 億枚，每
年 5% 無限增發，即狗狗幣每年發行 50 億枚，供應無上限。

狗狗幣另外一個吸引人之處就是入場費低。一枚比特幣價值動輒上萬美元，就連熊市也令普通人望塵莫及，
而一枚狗狗幣的價值不足 1 美元，而且交易手續費相對較低，對資金有限的投資者有一定的吸引力。

另外，隨著狗狗幣知名度的提升，越來越多的交易平台也相繼宣布可買賣或託管狗狗幣。

你看，狗狗幣原本只是在 Reddit 用於打賞，後來狗狗幣發展成為慈善之用。然後可以在多個交易平台把
狗狗幣兌換為其他加密貨幣作投資之用。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已經有超過 1400 商店接受以狗狗幣付款，
就連馬斯克也宣布接受狗狗幣支付 SpaceX 登月任務。

發展到現在，狗狗幣已經躍升為全球第 8 大加密貨幣，但是誰能想到，靈感來源是在 2010 年被網路瘋
傳的柴犬 Kabosu 呢！

相關閱讀：

什麼是meme幣？為什麼狗狗幣等迷因幣如此受歡迎？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狗狗幣的發展——從小狗成為迷因幣王者

狗狗幣的發展與大多數加密貨幣不同，因為其幣價會因為市場的情緒而出現戲劇式的變化，有可能於短時
間內急升，亦有可能暴跌，投機意味濃厚。

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尤其是在馬斯克一言一行的影響中，狗狗幣的幣價快速上漲，市值佔據目前迷因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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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0%。

接下來，將帶大家一起回顧狗狗幣的發展歷程。

1.2017 年加密貨幣熱潮

2017 年 3 月 10 日，隨著散戶投資的大幅度增加，狗狗幣的第一個主要注資湧入加密貨幣市場，提升了
所有競爭幣的價格。在 70 天的時間裡，這一「迷因幣」從 0.00021 美元上漲到 0.0042 美元的峰值，
漲幅超過 1890%，打破了之前的歷史高點 0.0021 美元，市值飆升了 4.23 億美元。之後不久，狗狗幣在
兩週的市場回調中暴跌 75%，又反過來影響了所有加密貨幣行情。

2.比特幣突破 19,783 美元，激勵狗狗幣上漲

到了 2017 年 11 月，加密貨幣市場又出現了強勁的購買勢頭，巨大的交易量推動比特幣升至 19,783 美
元的高點。全球加密貨幣市值達到了驚人的 8,300 億美元，繼而也帶動了狗狗幣等小市值項目拋物線式
的增長。

2018 年 1 月 7 日，狗狗幣突破了 0.02 美元，比之前的高點高出 380%。其現階段的市值為 16 億美元。
然而，這次漲勢非常短暫，幣價後來在 8 天內下跌超過 70%，回到 0.0047 美元。

3.加密貨幣市場反彈

2018 年 4 月 14 日，就在整個市場進入「加密貨幣寒冬」之前，絕大多數的加密貨幣項目都出現了短暫
的復甦。三天之內，狗狗幣從 0.0020 美元漲至 0.0041 美元，漲幅 103%。相比之下，比特幣僅在同一
個月內上漲了 40%。但沒過多久，狗狗幣的市值又從歷史最高水平下降超過一半。

4.以太坊/狗狗幣網橋測試

2018 年 9 月，狗狗幣/以太坊網橋的系統測試完成，也是狗狗幣第一次逆市大反彈。

這個網橋被認為是一個更新，將允許兩個區塊鏈之間實現互操作性。該公告重新激起了社群對該項目的支
持，並且狗狗幣的價格在 48 小時內上漲了 173%。然而，後來得知，由於以太坊的價格暴跌，沒有足夠
的資金繼續開發這座橋，所以更新被擱置。從那以後，沒有人提及狗狗幣和以太坊之間的橋樑是否會繼續
下去。狗狗幣價格也復原了。

5.Tiktok 上翻紅

2020 年年中，Tiktok 的一段爆紅影片引起了連鎖反應，引發狗狗幣價格大幅上漲。

一位 TikTok 網友發起了一個名為「#DogecoinTikTok」的挑戰，鼓勵平台上的網友去買狗狗幣，將其價
格推升到 1 美元。有網友計算，如果 TikTok 所有的 8 億用戶都花費 25 美元去買狗狗幣，那麼，當狗
狗幣漲到 1 美元的時候，他們每個人至少能賺進 1 萬美元。

毫無疑問，TikTok 網友的炒作推高了狗狗幣的價格。隨著炒作愈演愈烈，狗狗幣的交易價格達到了幾週
前的 2.5 倍以上。隨後又逐漸回落。

6.WallStreetBets 的瘋狂，馬斯克的推文

2021 年 1 月 11 日，傳統的金融市場被一個名為 WallStreetBets（又稱 WSB）的 subreddit 嚴重打亂。
這些業餘的股票投資者決定聯合起來反對傳統的金融機構，並對 GameStop、BlackBerry、AMC、Nokia
和 Bed Bath & Beyond 等主要避險基金押注會貶值的股票，發動軋空攻勢。

1 月 28 日，WSB 股市狂熱蔓延至狗狗幣，並推動了加密貨幣大幅反彈。在不到兩天的時間裡，狗狗幣
在幣安飆升至歷史新高 0.087 美元，漲幅達 1100%。這波暴漲部分是由幾則推文推動的，其中就包含馬
斯克。



但後來馬斯克在一次採訪時說，狗狗幣是騙局，隨即價格狂跌……

7.馬斯克的推文

2021 年 4 月 1 日愚人節，馬斯克表示，要用 SpaceX 把一枚狗狗幣帶到月球上。

消息一出，狗狗幣直線拉升，當天大漲 15%。此後，狗狗幣開啟了快速上漲模式：自 4 月 14 日突破
0.1 美元後，緊接著就在 4 月 19 日創下了 0.43 美元的歷史最高價，幣價在短短一周內暴漲了 336%。
根據 CoinMarketCap 的數據，其總市值在 4 月 20 日達到 500 億美元，超過了福特汽車。

到了 5 月 5 日，狗狗幣價格又大漲，盤中超過 0.68 美元，24 小時漲幅一度超過 50%，再創歷史新高。
截至 5 月份，彼時市值約 880 億美元，成為當時僅次於比特幣、以太幣和幣安幣的第四大加密貨幣。後
其價格隨著推文熱度的降溫而下跌。

8.馬斯克收購推特

狗狗幣在上週出現了拋物線式的飆升，在此期間，狗狗幣已從大約 0.06 美元攀升至近 0.15 美元，漲幅
遠遠超過了比特幣的表現。

其直接原因是，長期支持狗狗幣的馬斯克斥資 440 億美元收購了推特。

回顧自誕生以來，狗狗幣的幣價由 2013 年不足 0.0001 美元，一度飆升至 2021 年 5 月的 0.74 美元，
狂漲幾百倍，隨後又暴跌。狗狗幣的價格波幅極大，所以說，不適合追求穩定回報的投資者。

綜上所述，馬斯克之於狗狗幣，不得不說，確實是很關鍵的人物。可以看到在 2017 年到 2020 年間，狗
狗幣雖有上漲，但是總體起伏不算大，自從 2021 年馬斯克開始推波助瀾後，狗狗幣才開啟了過山車般的
價格走勢。如果說，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那麼對於著名的狗狗幣，最好的朋友一定是馬斯克。

 

狗狗幣存在的問題

在偌大的加密貨幣市場中，狗狗幣是一個特殊的存在，我們知道，狗狗幣的誕生完全是一個「黑色幽默」。
只是源於 2013 年 Billy 和 Jackson 對比特幣的嘲諷，然後一不小心就爆紅了，萬萬沒想到，如今竟能成
為這樣的「龐然大物」。

如果說，價格漲跌是狗狗幣的一大看點，且是優勢看點的話，那麼，接下來這些現存的問題，或許能讓你
對狗狗幣有一個更全面清晰的認知。

1.開發停滯

在馬斯克力挺狗狗幣以前，狗狗幣的區塊鏈開發比其它區塊鏈項目更為零星。在前幾年，其基層代碼維護
幾近停滯。上一次狗狗幣的最新重大進展還要追溯到 2019 年 11 月 8 日，而在 2015 年 11 月 10 日
至 2018 年 2 月 4 日之間，該項目代碼沒有任何更新。上個月有消息傳出，狗狗幣開發團隊目前正在開
發兩個主要版本—— 核心更新 1.14.7 和 1.21，但應該還未實施。

2.應用局限

除了之前在 Reddit 作為打賞介質出圈了一次，作為支付方式的狗狗幣目前使用範圍也並不廣，據一些報
導顯示，到 2021 年或僅有 1300 家企業接受狗狗幣作為支付方式，而這個不閃亮的成就耗費了 8 年時
間。現在，每天在狗狗幣區塊鏈上進行轉帳的交易大約近 4 萬筆，這尚不及 Visa 和萬事達卡每日交易筆
數的零頭。

3.缺少長期發展的內在動力



作為價值載體的狗狗幣，是否能承擔長時間的價值交換，答案顯然是不確定的。儘管不可否認，狗狗幣讓
許多投資者取得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收益，但事實也很明顯，在短時間內，異常火熱，是依賴於少數名人的
背書和站台效應，存在明顯的偶像崇拜色彩，但是沒有任何實際價值為依托。換句話說，這裡面充滿了無
形的泡沫。

Digital Currency Group 執行長 Barry Silbert 曾分享過他對狗狗幣及其市值的看法。Silbert 提到，儘管
DOGE 具有潛力，但這種加密貨幣並不值幾百億美元的市值。這不禁引發思考，加密貨幣的核心價值是否
僅僅在於共識？

4.波動大、風險高

透過現像看本質，狗狗幣的價格完全是由炒作、對事實的無知和錯誤資訊所驅動的，漲跌週期短，波動劇
烈。

雖然說，漲與跌是投資的基本屬性，而暴漲與暴跌是加密貨幣投資的基本屬性，不過從上文可以看出，狗
狗幣的漲跌全靠市場情緒。而且迷因幣尤其容易受市場利好消息的影響。從長遠來看，如果沒有強大的基
本面和實際用例來維持，很難看到長期投資價值。對於想穩定獲利的普通投資者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的選
擇。

5.馬斯克被指控運作龐氏騙局

月 17 日，一名狗狗幣投資者起訴馬斯克，指控他通過運作龐氏騙局，即傳銷來支持狗狗幣，要求他賠償
2580 億美元。據悉，這名起訴者名為基思·約翰遜，在他提交給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的起訴書中，他指
控馬斯克及特斯拉和 SpaceX 公司敲詐勒索，稱馬斯克和他的公司先四處宣揚兜售狗狗幣，推高狗狗幣價
格，然後又讓其價格暴跌，進而從中獲利。一些多頭甚至組成了一個小組，以「制止馬斯克」發表推文。

與此同時，馬斯克創辦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也風波不斷。SpaceX 的部分員工致信管理層，公開
譴責馬斯克的行為，並建議應將公司與馬斯克的個人品牌分開。

相關閱讀：

狗狗幣是什麼？ 購買狗狗幣的四大風險須知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結語

作為比特幣的仿盤，狗狗幣能夠存活下來並成為目前市值第 8 大的加密貨幣可以說是幣圈的一大奇跡。
它的出現了帶動了許多狗狗迷因幣的出現，如柴犬幣、寶貝狗狗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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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狗狗幣之所以能夠存活下來，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形象足夠可愛，還有其基於狗狗幣自身迷因文化
衍生出的社群屬性，再配合交易時間短、價格低廉且更接地氣的特性，使得受眾就比較廣，再有名人馬斯
克的助推效應，從而給狗狗幣帶來了不一樣的全球流動性。

在馬斯克收購狗狗幣後，狗狗幣能否被採納，能夠獲得進一步的飛躍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相關閱讀：

什麼是柴犬幣（SHIB）？它和狗狗幣有什麼區別？

新手指南丨寶貝狗幣（BabyDoge）是什麼？

什麼是Dogelon Mars (ELON) ？它的未來如何？

 

在 BTCC 購買 狗狗幣

對傳統金融來說，加密貨幣也許看來荒唐、波動巨大而且充滿風險，狗狗幣等迷因幣更是其中的最不穩定
代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迷因幣背後通常有一個強大的社群支持，即使看似荒誕，卻有不可小覷的力量，
尤其是有狗王馬斯克三不五時加持，想要體驗高風險的朋友，絕對不能錯過。

BTCC 是一家主打合約交易的虛擬貨幣交易平台，提供多種主流加密貨幣的期貨合約，槓桿可高達 150
倍，即使擁有少量本金也可以進行交易。

相關閱讀：

BTCC交易測評：一個平台搞定虛擬貨幣期貨投資

除了受到合法監管外，BTCC 擁有以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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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競爭力的交易成本
提供 10 到 150 倍靈活槓桿
交易費低至 0.03%
提供模擬交易
支援網銀匯款、台幣買幣
交易成本遠低於CFD，只收取交易費
每月提供大量福利活動
提供 24/7 中英文在線客戶支持
提供教育和研究工具
註冊和交易在幾分鐘內完成
PC/APP 操作界面簡單易用

如果你想要現在買入狗狗幣，可以註冊 BTCC 帳戶開啟合約交易旅程。新手還可以透過模擬交易的方式熟
悉交易流程和交易策略。

BTCC 快速註冊通道

註冊成功後，在帳戶中入金即可進行正常交易了，入金200U，即可享受VIP1的手續費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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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交易方法可以參考下文：

》》》如何在BTCC交易比特幣（BTC）？

》》》如何在BTCC買賣萊特幣（LTC）？

》》》如何在BTCC買賣以太幣（ETH）？

》》》更多資訊請點擊：BTCC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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