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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年代裡普受投資人追捧的黃金，在

化學元素表上的代號是	AU。金，是帶有明

亮光澤、柔軟、密度高、有延展性極大的貴

金屬，其密度是水的	19.3	倍，到	1064	 ° C

才能讓它熔化。其不僅具備稀有性、更不怕

火煉不怕水淹不會生鏽，因此全球央行包括	

Federal	Reserve	 (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

Deutsche	Bundesbank	(德意志聯邦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以及台灣的中央銀行等等，

無不大量持有作為戰略儲備；根據權威的	

World	Gold	Council	( 世界黃金協會 )統計，

僅在	2019	年，全球央行就總計買了	650	公

噸黃金，以目前市價而言，已逾	1.2	兆台幣。

當市場上的危機感升高時，黃金總是金融巨

鱷們首選的避險工具，在幣值不穩定的國家，

它更是美元之外的頭號資產。

過往實體黃金無法達成分散儲存以及有

流通性不佳的問題存在。因此，我們運用區

塊鏈的技術，為投資者提出 DEAC 黃金解決

方案；畢竟實體黃金有著太高的持有成本及

儲存風險，黃金價值雖高，但買回家裡隨身

攜帶怕遺失，又或著是被偷、被搶；黃金存

摺與黃金	ETF	又都各有其不便之處。所以，

DEAC 能隨時兌換金幣或金條、賣出變現、

或發送給任何人。各大數位貨幣交易所，也

將陸續上架	DEAC	與其他數位貨幣之交易對

（DEAC/USDT,	DEAC/BTC,	DEAC/ETH	

等），更加強化黃金的流通性。

本白皮書旨在介紹實體黃金的提貨單	-	

DEAC。我們與全球其他號稱「1:1 對標黃金」

的穩定幣之間最大的差異之處是，DEAC	的

持有人買到的，不但是實體黃金隨時兌換的

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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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掌控權	( 其他的黃金穩定幣，都說他們

的黃金儲備是放在一個遙不可及、你想進也

進不去的超級安全金庫，你要信就信吧 )，

更可以透過數位錢包隨身攜帶、安全發送。

我們將介紹相關歷史背景來解釋現今的黃金

市場、數位化黃金存取方式的重要性；最後

我們會詳細說明支持	DEAC	的基礎、兌換機

制、主要優勢等，包括我們的技術以及堅剛

的技術團隊。

我們創造出一種最便捷的方式，讓全亞

洲的使用者能以最經濟的方式買到、保存、

賣出甚至出租黃金。這就是	D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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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演變至今，全球黃金市場仍舊沿用

老思惟，找不出一種真正方便擁有、流通便

捷的實體黃金商品。

為 此， 香 港 商 全 金 集 成 有 限 公 司

（GoldAlles）推出革命性的	Decentralized	

AU	Currency（ 去 中 心 化 黃 金 提 貨 單，

DEAC）來完整解決上述問題。DEAC	的持有

人只要想換成實體黃金，就能拿到國家級央

行所發行的純金金幣、或是以	9999	高成色

見稱、雙馬標誌享譽東亞的景福金條，成為

投資人信心的堅強保證。DEAC	是實體黃金

的數位化產品，區塊鏈化之後，任何人都能

夠擁有；我們解決了黃金市場的根本難題，	

同步實現了實體黃金的普及化。

擁有一單位的	DEAC，代表	1	公克實體

黃金的提貨權，如果客戶擁有足夠代表整顆

金幣或金條數量的	DEAC，則足額兌換金幣

或金條（金幣因為有精鑄且限量發行之特性，

市價較高，兌換時需加計手續費；金條則全

部免收）。DEAC	 提貨單目前支援波場鏈

（TRON	Network）區塊鏈錢包，並相容於	

ERC20	協議，未來還會支援其他公鏈，目前

已經可以在	GoldPro（GoldAlles	 所開發的

專屬黃金數位錢包）與	BitoPro（幣託）的錢

包上自由轉入轉出。

2. DEAC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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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是一種貴金屬貨幣制度，於	19	

世紀中期開始盛行。在金本位制度下，每單

位的貨幣價值等同於若干重量的黃金；當不

同國家使用金本位時，國家之間的匯率由它

們各自貨幣的含金量之比值－金平價（Gold	

Parity）來決定。	金本位制總共有三種實現

形式：金幣本位制、金塊本位制和金兌匯本

位制，其中金幣本位制最具有金本位制的代

表性。

希臘是目前已知首個使用黃金的文明古

國，希臘人在 2500 多年前就製造出了商用

金幣 [1]。到了 20 世紀，黃金被用作主要的

交換媒介和大多數貨幣體系的基礎。例如，

英國於 1717 年採用金本位，美國於 1792 年

採用金銀本位。在這些體系下，各國貨幣的

價值與一定重量的黃金或白銀相互掛鉤。

該體系一直延續至 1971 年，美元在該年

8 月度正式脫離了金本位，並推出了法定貨

幣，將一盎司黃金的轉化率固定為	35	美元

[2]。換言之，美金從那時起正式成為「信美

國得永生」，不具備其他內在價值的貨幣。

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元價值相對大幅下

跌；1971年40美元不到就能換得1盎司黃金，

現在卻得花將近	$2,000。美元已然如此，其

他國家法幣的鉅貶就更不必提了。黃金已經

成為具有獨特市場動態的個別資產類別，並

且作為保值或穩定增值的長期投資手段而在

世界各地投資者的投資組合中佔據重要地位。

儘管歷經時勢變遷，黃金的需求和價值

始終恆定，但它的核心挑戰從來沒變過：黃

金一直都是不易搬移（境內運送怕搶，跨國

運送有法規限制）的資產；對於小額投資人

有各種的不便利、而對於高資產戶又怕曝光

的「優良」投資標的。

1	“HISTORY	OF	MONEY.”	History	World	www.
historyworld.net/wrldhis/PlainTextHistoriesB.asp?gtra
ck=pthb&ParagraphID=agz.	
	
2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
business-53696713

3. 黃金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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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市場的分析主要關注於全球最大的

黃金批發市場：符合倫敦金銀市場（LBMA）

標準化管理的倫敦金市。倫敦金銀市場

（LBMA）針對金條以及面向倫敦市場生產金

條的精煉廠製定了相關標準。符合最高質量

標準且由權威熔煉廠生產最值得信賴的金條

被稱為“	倫敦標準交割金條	（倫敦金）”。

這些金條通常為 400 金衡盎司，但重量

4. 現代黃金市場

投資級實體黃金

全球最大避險基金集團橋水投資公司

（Bridgewater	Associate） 創 辦 人 Ray	

Dalio 認為	“Cash	 Is	Trash”（現金就是垃

圾），並始終大量增持黃金，他在 2020 年

初就因為全球央行超發貨幣的趨勢，預測金

價將漲破每盎斯 2,000 美元；就連一向不碰

黃金的Warren	Buffet，也在 2020 年 8 月斥

資近 6 億美元買入金礦大腕 Barrick	Gold 的

股票。

在從美國、歐洲到亞洲的各國央行因為	

COVID-19	新冠肺炎所帶來的經濟危機，而

啟動一波波的毫無節制、零利率甚至負利率

的貨幣政策之際，黃金比起現金，顯然是更

加優良的資產。

可以在 350 至 430 金衡盎司之間浮動，黃金

純度最低 99.5%。

每根金條上都有一組標記，表明金條的

特定序列號、熔煉廠、純度和製造年份。倫

敦金銀市場（LBMA）確保生產倫敦標準交割

金條的熔煉廠均遵守質量標準。

倫敦標準交割金條的購買形式有兩種：

記名和非記名。購買記名黃金的客戶將有權

擁有在金庫存放或由客戶自行存放的特定金

條。

購買非記名黃金的客戶不擁有特定金條

的所有權，但擁有若干數量黃金的部分價值。

然而要購買到這樣的倫敦標準交割金條實屬

不易，一般人也沒有管道，即便從各大銀樓

買到了實體黃金，不論是在持有成本，以及

後續存放都是問題，因此	DEAC	的出現就是

為了讓一般投資大眾對於黃金不再遙不可及，

我們讓所有人都能在任何時間，以最簡單的

方式即可取得兌換實體黃金的權利，但又不

需要擔心存放的問題，大大降低風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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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各方之間購買、出售、轉讓、

確認和結算黃金資產的大多數流程仍主要由

人工來完成，就連各家銀行的黃金存摺都不

例外。這不僅缺乏透明，且已過時。依賴人

工處理很容易出錯，同時嚴重影響市場的流

動性。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受限於少量有資質

的投資者，在現實中造成大部分黃金價值無

法隨時可用。

此外，實體黃金的規格和重量對於市場

而言也是一項根本挑戰。因為實體黃金難以

運輸且存儲費用高昂，所以投資者會發現黃

金是難以實際操作的投資資產。黃金的機構

投資者和散戶投資者都面臨這些挑戰。現有

的投資方法雖然克服了一些實體固有的挑戰，

但各個市場或工具都存在自身獨特的限制因

素；因此	DEAC	的問世，係為了解決上述所

遇到的痛點。

當前黃金市場所面臨之挑戰 黃金數位化的過往

目前已有多種嘗試基於區塊鍊和非區塊

鏈的黃金數位化形式，但都未達到顯著的市

場規模。許多數位化黃金錨定的是來源不明

的黃金（未有國家級中央銀行或各大銀樓所

擔保），甚至不一定以實體黃金為背後資產。

另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決定存儲費用。

一些規定任何持有用戶代幣的交易所或錢

包都必須定期支付一定金額的管理費。因而

DEAC	的橫空出世，能完美解決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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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每年的黃金銷量均在 4,000 公噸

以上，非常穩定。以近期低點每公克金價美

金（以下同）60 元估算，每年全球只要銷售

1,000 公噸，總額即達 600 億元〔1,000	 ( 公

噸 )	x	1,000	x	1,000	x	60元	=	600億元〕。

亞洲人尤其喜愛黃金，除文化因素

外，更為保值、投資之用，包括	Frederic	

Neumann	 等 經 濟 學 家 依	World	Gold	

Council（世界黃金協會）之資料，表示亞

洲新興國家之珠寶、金條、金幣需求占全球

5. DEAC 的設計理念

基本要素

1. 市場策略：錨定亞洲

比例，已從 2004 年 35% 上升至 2013 年

60%。既然亞洲黃金銷量佔逾全球半數，不

值得受歐美各種無端嚴苛的法遵箝制。且亞

洲除少數地區如日本外，純金買賣免繳營業

稅，更為優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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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在 2019 年 7 月 3 日金管證發字

第 1080321164 號函，循美國 HOWEY	TEST

的標準，表示「... 所稱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

貨，係指運用密碼學及分散式帳本技術或其

他類似技術，表彰得以數位方式儲存、交換

或移轉之價值，且具流通性及下列投資性質

者：( 一 ) 出資人出資。( 二 ) 出資於一共同事

業或計畫。( 三 ) 出資人有獲取利潤之期待。

( 四 ) 利潤主要取決於發行人或第三人之努

力」。

然而，在購買	DEAC	時，您並沒有對於

任何「共同事業或計畫」出資。您僅不過是

買入一定數量的黃金，而全金集成還會開立

合法足額的統一發票；您想去兌領成金條、

金幣或直接將	DEAC	賣出時，是您自己對於

黃金所有權的行使，和任何交易所或全金集

成的事業經營得好與壞，一點關係都沒有，

法律上性質單純，就是黃金的買賣。

3. DEAC 無證券性

實體與數位黃金之買賣，許多國際級的

大公司如德國的 Haraeus（賀利氏）和加拿

大的 Kitco（金拓）早已行之有年，完全不需

要特許執照。1992年，台灣的行政院廢除「黃

金進口及買賣管理辦法」，也將黃金視同一

般商品，任何人均可從事買賣、租賃的業務。

金管會及經濟部的函釋，更進一步證明

不論線上線下，黃金買賣均免牌照。2020 年

金管會銀局法字 1090135414 號函：「按銀

行法第 29 條所定之銀行專屬業務，尚不包黃

金買賣」；2020 年經濟部經商字 02411860

號函：「公司從事黃金買賣及出租等業務 ...	

無須領得許可文件 ...」，並表示以電商平台

或實體店面從事，並無法令適用上之差異。

最後，從全世界的電商包括 Amazon,	

eBay,	PChome,	Yahoo,	蝦皮 ...	等平台上隨

手檢索亦可得知，大家都在合法公開地進行

黃金零售。DEAC亦可同於上述等電商平台，

以實體 + 網際網路的線上線下整合模式，合

法公開地進行黃金零售。

2. 黃金等同一般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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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C	 比起其他的黃金商品，具備快

速兌換的優勢，很多時候，客戶到銀行兌領

實體黃金，需憑存摺、原留印鑑，至所洽分

行臨櫃填具「黃金存摺提領現貨申請書」，

並繳交「黃金存摺轉換金品應補繳款」方能

提領，而如需兌換特定規格之金條或金幣，

因非常備貨，故仍需等待調貨時間等；相比

DEAC，無須過於繁雜的手續流程，只需使用

GoldPro	App	/	Web	依預約兌領流程操作，

並於指定之預約時間，至指定地點進行兌換。

1. 快速兌換、可換多種幣別、高流通性、 

前三年免手續費、小單位更容易入手

2. 可兌換多種幣別的便利性、具備高流通性

主要優勢

DEAC	相比其他的黃金商品，更具備高

流通性的優勢，甚至有著可兌換多種幣別的

便利性。舉例而言，黃金存摺目前僅能以新

臺幣、美元及人民幣作為計價方式，然而卻

不得跨幣別買賣，不同銀行之間的黃金存摺，

也不能跨行互轉；而 DEAC 除 GoldPro	App	

/	Web	上可兌換法幣之外，亦可持 DEAC 兌

換實體黃金，未來除幣託外，也將持續上架

更多交易所，將支援各式幣種的交易對（如，

DEAC/USDT,	 DEAC/BTC,	 DEAC/ETH	

等），達成跨鏈交易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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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AC 可小單位買入，降低實體黃金投資

門檻。

4. 分期買進 DEAC 可以買到超值的實體黃金

5. 秒速到帳 / 自由交易 / 低兌換門檻 

黃金存摺的交易單位為 1 公克，黃金現

貨的臺銀金 (AU9901) 和一銀金 (AU9902) 甚

至只能以每台兩（即37.5克）作為交易單位，

這對於部分想進入黃金投資市場的大眾或是

一般小資族群的門檻就不那麼親民了；使用	

GoldPro，可以用最小單位	0.01	（即0.01克）

作為交易，在	APP	/	Web	操作轉給其他人，

倘若使用交易所，則需看各交易所錢包的最

小轉出量限制，然而這已經大大的降低投資

黃金的進入門檻，更重要的是，交易 DEAC	

前三年免手續費，再者，以足額 DEAC 兌換

黃金條塊也無須額外收取手續費。

實體黃金價格驚人，投資門檻極高，若

購買黃金	ETF	又需負擔手續費及管理費，

多次操作恐導致利潤被侵蝕。但現在有了	

DEAC，即可小額投資，分批買進，累積後可

以買到超值的實體黃金，也可藉由波段性的

操作降低風險。再者 DEAC	支援	24	小時交

易，且交易流程方便快速，綜觀現今瞬息萬

變的世界局勢，DEAC	協助使用者以最佳之

效率，第一時間跟上市場趨勢，掌握投資先

機，展望黃金的超額利潤。

目前市場上已有眾多號稱「實體黃金儲

備穩定幣」之商品，雖然都宣稱能表彰數位

黃金的持有權益及價值，然而它們真的能實

現交易的便利性嗎？是否能滿足使用者兌領

時的需求呢？

DEAC	設計時就將交易速度列入考量，

且為了給使用者更多的選擇自由，支援使用

多種高速交易之區塊鏈技術，如：	TRON	

（波場鏈）進行交易；相較於其他以實體黃

金儲備之穩定幣商品，多數僅支援	Ethereum	

(ETH，以太坊 )	，DEAC	具備絕對的交易速

度及燃料費之優勢，使用者可藉由	DEAC	的

先進技術，充分享受自由交易、秒速到帳、

低燃料費的好處。

此外，DEAC	亦考量使用者之自由兌換

的便利性，相較於部分以實體黃金儲備之穩

定幣的高兌換門檻，DEAC	只需低門檻即可

進行實體黃金的兌換，亦可在支援的交易所

售出並兌換為現金。未來我們也將上架更多

交易所，將支援各式幣種的交易對，達成跨

鏈交易的便利性。DEAC	的持有者，買到的

是實體黃金隨時兌換的絕對掌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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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黃金，比如金條、金塊、黃金飾品

及紀念幣，在銀行或銀樓皆可買到，然而實

體黃金並非理想投資商品，但因可以看到實

體閃亮的黃金，所以很多人願意去買。實體

黃金並非生息資產，而且我們還要為它的存

儲提供專門設備比如保險櫃，它的流動性也

非常差，存在“易買難賣”的現象，所以用黃

金現貨作為投資非常不划算。

因而	DEAC	即為解決上述的問題，不需

要出門到銀行或是銀樓，只要在家打開手機

操作	APP	即可簡單的購買	DEAC，當持有	

DEAC	後等同於持有了實體黃金的提領權，

你也不需要擔心存放安全的風險性，而透過

各大交易所及我們的	GoldPro	在流通性這點

上絕對是大過於實體黃金。

黃金購買及銷售

1. 實體黃金買賣

黃金存摺是提供客戶以存摺方式登載銀

行與客戶間之黃金買賣及保管業務，不支付

利息。

亦可稱之為紙黃金，簡單來說，我們買

入黃金由銀行幫我們保管，這樣我們並不需

要持有實體黃金，買賣都通過銀行即可，缺

點在於買賣價差，也就是銀行高價賣給我們，

再低價從我們手裡回收，總體來看，黃金存

摺只適合長期持有，不適合頻繁交易。

其交易時間分為臨櫃：營業日上午 9 時

至下午 3 時 30 分；網銀：營業日第一盤 ( 約

上午 8 時 40 分 ) 至下午 3 時 30 分；網銀盤

後交易：營業日（不含週六補上班日）之下

列時間：新臺幣計價黃金存摺：下午 4 時至

2. 黃金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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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 8 時、人民幣計價黃金存摺：下午 4 時

至夜間 8 時、美元計價黃金存摺：下午 4 時

至夜間 11 時。

而當今天要將黃金存摺兌換實體黃金，

需要繳交「黃金存摺轉換金品應補繳款」及

「運費」；所謂的黃金存摺轉換金品應補繳

款是由於黃金現貨包含鑄造、精煉、運輸、

保險及儲存等費用，所以存戶提領黃金現貨，

銀行會根據不同規格與種類的金品要求補繳

貨款差額。

甚至在部分銀行還有運費的部分（這個

總費用相加不便宜）；DEAC	換取黃金條塊

是不收取任何手續費的，而且客戶可	24	小

時使用我們的	APP	及網站進行交易，不會像

銀行有限制交易時間。簡而言之，黃金存摺

的買賣概念本質是『幣幣交換』，即使兑換

出黃金，概念也是將存摺裡的『幣』換成物(黃

金 )。但提單是『物物交換』，其本質就是『黃

金』不是『幣』，所以當兑換成現金時，是

黃金買賣，並非把錢提領出來	( 黃金存摺已

是錢的概念，所以提領是提錢 )。

3. 黃金現貨

目前在櫃買中心，有 2 檔黃金標的可以

交易，標的分別是臺銀金 (AU9901) 和一銀金

(AU9902)，用一般券商的證券戶就可以買進

黃金現貨，報價是台錢，成交單位是台兩 (1

台兩 =10 台錢 )，也就是報價乘以 10 是實際

買賣一單位的金額。目前黃金現貨買賣交易

的手續費是千分之 3，一買一賣就是 0.6%，

提領時每台兩的費用台銀是 850 元，第一銀

行是908元，大約是額外1.8%的費用，再者，

黃金現貨最大的缺點在於黃金現貨的成交量

很低，雖然有造市者 ( 提供買賣流動性 )，但

每日成交量依然極少，因此它的流動性是非

常差的。

由此可見，DEAC	相較黃金現貨的交易

成交單位可以用每公克的單位進行交易，大

幅降低一般人的進入門檻，而在	DEAC	問世

的前三年，不收取任何的手續費，最大的優

勢在於當持有者想要兌換實體金條時，是不

需要再另外加計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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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GoldPro	用戶在	GoldPro	上購買	

DEAC	皆須支付交易手續費用。購買黃金，

其價款只能以實際入帳之數額計算；因此，金

流費用（如銀行匯款或信用卡）需由使用者自

付；我們的優惠之處，是錢包相關燃料費及	

GoldPro	手續費，在	DEAC	問世的前三年，

不問次數，我們均自行吸收。然此交易手續費

用可能因不同交易平台而有不同規定。

預約提兌：DEAC	持有者點選	GoldPro	預約

提兌，填入欲提兌之實體黃金單位及數額及

預約時間（不小於 48 小時），選擇	GoldPro	

顯示的處所預約提兌。但此流程可能因數

額過大而無法立即預約成功。每次黃金提兌

之最小黃金重量為 30 公克，低於此重量，

GoldPro	無法受理預約黃金提兌。

兌領黃金：依前項預約黃金提兌成功後，使

用者須於預約提兌時間至指定之特店營業所，

以掃碼方式將其持有之	DEAC	移轉至合作處

所之	GoldPro	錢包。

兌換機制

交易手續費

預約兌領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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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DEAC	支援	TRON	 ( 波場鏈 )	區塊鏈網

路，其中在	TRON	係使用	TRC20	協議。

DEAC最小切割單位是小數點後第六位，

亦即最小交易量，可為	0.000001	DEAC。

藉由目前	DEAC	支援的區塊鏈協議，網路上

任何使用者皆可經由區塊鏈查詢每一個鏈上

錢包地址所持有的	DEAC（例如：TRON	提

供的	TRONSCAN	交易瀏覽器服務，網址為	

https://shasta.tronscan.org），這些區塊

鏈上的紀錄即可作為使用者持有	DEAC	的證

明，並表彰黃金的持有及提領權益。

黃金形式：目前我們所提供之實體黃金有：

國家級央行所發行的紀念金幣（熊貓	30	公

克普制金幣）以及香港景福	5	兩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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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C	預計在	11	月上架	BitoPro，幣託

將成為讓此一創新的黃金投資工具帶入數位

貨幣市場的領頭羊。隨後我們的	GoldPro	也

將亮相，之後會陸續上架於各大交易所，另

外，全金集成有限公司目前也和中國人民銀

行所發行的投資級	30	克熊貓普制金幣在台

北、深圳、香港、澳門均取得經銷權，並設

有實體門市的大洋金幣集團，達成以 DEAC	

為結算媒介的金幣提領、法幣收付之合作協

議；為了面對廣大的市場需求，我們更即將

在最短的時間內，把	DEAC	的運營從台灣拓

展到深圳、上海、香港及澳門。

而未來	DEAC	瞄準的是整個亞洲市場，

我們會不斷的增加應用場景以及流通性，除

上述台、港、澳、中國以外，我們也會持續

朝其他地區，如：泰國、馬來西亞、日本、

新加坡等。

未來	DEAC	 得於亞洲交易，基於本公

司與亞洲各國營運地點之營運計畫暨締約情

形而定。DEAC	以該國 / 地區註記，並以當

地幣別計價，如	DEAC-TW	 以台幣計價、

DEAC-JP	以日圓計價。又	DEAC	持有人於

非註記國交易時，如	DEAC-TW	持有者於日

本（此時為非註記國）交易（提兌黃金及轉

出	DEAC），GoldPro	會先將該國貨幣轉換

成台幣，再依	GoldPro	所公布之黃金價格交

易。故	DEAC	使用者於非註記國交易時，須

承受匯損之風險。

6. DEAC 的願景暨發展路線圖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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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的全球銷售點

香港大洋金幣文化有限公司	

軒尼詩道 209 號金軒商業大廈地下 A舖 ,		
Wan	Chai,	香港

深圳市中泉錢幣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區前灣一路 1 號 A 棟
201 室

香港商全金集成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30 號 7 樓

澳門大洋金幣投資有限公司	

殷皇子大馬路 17 號群發廣場地下M舖

台灣大洋金幣有限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9 號

未來亦持續布局於亞洲市場，將視本公司與	

亞洲各國營運地點之營運計畫暨締約情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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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創辦人劉立恩，是科技暨數位貨幣專

業律師，對全球軟體與互聯網之技術與商業

模式的發展研究至深，亦持續在相關創新領

域進行早期投資。

〔法遵〕與〔營運安全〕是 GoldPro 的核心

戰略優勢，我們也在早期即獲得大型數位貨

幣交易所的投資。

核心團隊  

董事長 Chairman

劉立恩 Ivan Liu

執行律師業務20餘年，精通跨國併購、投資、

智慧財產權、財務與稅務，更對全球軟體與

互聯網之技術與商業模式的發展研究至深。

執業五年後，即開始持續在相關創新領域進

行早期投資。

技術長 CTO

曾義峰 Ant Tzeng

10	餘年互聯網架構設計及軟體開發經驗，項

目跨足金融科技、電子商務、數位廣告、影

音及遊戲等領域。具備多年資訊安全經歷、

豐富的技術背景，能不斷評估新趨勢和研發，

並引進技術及掌握風險。

7. 附錄

有關全金集成（GOLDA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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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白 皮 書 並 非 提 供 您 是 否 應 加 入	

GoldPro	或購買任何	DEAC	的建議，亦非您

進行任何契約或購買行為應參考的文件。本

白皮書不構成任何買賣行為之要約，亦不構

成任何形式的合約或承諾。

DEAC	並未計畫在任何國家或司法管轄

區構成證券或其他任何應受管制的產品。

本白皮書非募集說明書或其他任何證券

發行文件的基礎，亦不擬作為在任何國家或

司法管轄區發行或募資證券或其他任何應受

管制的產品。本白皮書未被任何國家或司法

管轄區的任一監管機構審核。

您認知並同意，DEAC	不具備下列功能：

1.	代表	GoldAlles	或任何司法管轄區之任何其

他機構之股權、控制權或義務，或參與、控制

前述機構應用決策之權利；

2.	代表任何類型之投資；

3.	代表任何擁有內在價值或市場價格之有價證

券；或

4.	代表任何人有義務贖回、或購買的商品或資

產。

本白皮書無任何聲明或保證確保其中所

描述或所傳達與本計畫有關的資訊、陳述、

意見或其他事項為正確或完整，亦未對任何

具前瞻性或概念性陳述的成果或合理性做出

任何聲明或保證，且無聲明與保證之事項不

限於前述事項。本白皮書中任一處皆不應構

成或被視為對未來所作之任何承諾或聲明。

在適用法律充分允許的範圍內，任何人

按照本白皮書行動而因此產生或有相關的任

何損失或損害時，不論其是否係屬疏忽、默

認或注意不足，我們不會對該等損失或損害

賠償或負任何責任。

免責聲明

DEAC 之性質

無聲明與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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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者法令遵循

1. 交易平台的安全性

2. 非有價證券之發行

GoldAlles 有權隨時修正與變更

本白皮書之內容。

GoldAlles	茲此聲明免責於所有您因使

用任何本服務所產生或與之相關的任何損失

或損害 ( 包括但不限於 :	有關任何具體區塊鏈

網路的運作，因交易或因無法控制因素導致

的損失風險 )。

GoldAlles	亦免責於所有與網路攻擊或

與之相關的任何損失或損害 ( 包括但不限於 :	

您的個人資訊遭竊 )、交易量前所未有的遽增

或遽減、服務的任何中斷或終止、或有關本

服務的其他技術困難。

您瞭解並同意	GoldAlles	對於買方交易

之準據法的擇定不負責任，可能適用的法令

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反洗錢相關法令、證券交

易法及稅務法規。您瞭解並同意對於可能適

用於您之交易所有相關法令自負遵循之義務。

在不影響前述條款的情況下，您瞭解

並同意您對使用本服務所產生的稅捐債務

承擔全部責任；同時，買方亦瞭解並同意

GoldAlles	不直接或間皆承擔本服務所產生的

任何稅務。	

您認知其透過	GoldPro	提供之服務儲存

或傳輸之資訊可能因電腦軟體故障、第三方

服務廠商的協議更改、網路故障及其他不可

抗力事件，而遺失、損壞或暫時無法使用，

其中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於來自第三方

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定期或不定期之維護，

或其他於	GoldAlles	掌控範圍內及外之原因。

您全權承擔備份前述資訊之責任。	

使用及購買由	GoldAlles	發售的黃金提

貨單，須承擔一定的財務風險。GoldAlles	在

此明確聲明，於	GoldPro	平台上所進行的交

易在任何司法管轄地法例下，皆不構成有價

證券之發行；於	GoldAlles	上發布的任何文

件，	皆不構成投資資金之募集。

免責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