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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更新 

項目 原始 更改 頁碼 版本 

1 ICO 開始  時間 2018 年 3 月  1

日  格林威治時間上午 8 點  

ICO 結束  時間 2018 年 3 月

21 日  格林威治時間上午 8 點 

ICO 開始  時間 2018 年 3 月  1

日  格林威治時間上午 8 點  

ICO 結束  時間 2018 年 3 月

22 日  格林威治時間上午 8 點 

P.30 V1.17 

2.   新增兩位顧問 
Mr. Bret Treasure 與謝禎國
先生 

P.26 V1.17 

3.  新增一位夥伴公司 NTT 
Data 

P.27 V1.17 

4.   新增 
獲利回購 JOY銷毀與加值方
式 

p.19 V1.18 

5.  

一億 JOY 代幣燒完之後，

JOYSO 團隊會將交易所每年

收取之手續費扣除成本後之

20%，按持有比例以 ETH 方

式發獎勵給 JOY 代幣持有者

(限持有 1,000 JOY 以上的地

址)。 

修正： 

一億 JOY 代幣燒完之後，

JOYSO 團隊會將交易所每季

收取之手續費扣除成本後之

20%，按持有比例以 ETH 方

式發獎勵給 JOY 代幣持有者

(僅適用於持有超過一定比例

之持有者)。 

p.19 V1.19 

6. JOY 代幣持有者可在 JOYSO

的治理、營運議題上進行投

票，例如選擇在本交易所上

架的其他代幣。 

JOY 代 幣 持 有 者 可 參 與 在

JOYSO 的行銷活動之會員資

格，例如參與討論在本交易

所上架的其他代幣。 

P.9 V1.20 

7. 刪除 

2. 一億 JOY 代幣燒完之後，

JOYSO 團隊會將交易所每季

收取之手續費扣除成本後之

20%，按持有比例以 ETH 方

式發獎勵給 JOY 代幣持有者

(僅適用於持有超過一定比例

之持有者)。 

 P.19 V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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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JOYSO 是一個混合式去中心代幣交易所，不僅具有去中心化交易安全和隱私特性，更有中心

化交易所快速且便利的功能。 

JOYSO 可交易所有符合以太坊 ERC20 協定的代幣，使用者不需要將自己的私鑰和註冊訊息給

中心化交易平台保存，將大幅減少數位資產或個人資訊被駭的可能性。JOYSO 在鏈下完成交

易訂單與撮合，並將撮合結果以智能合約的方式寫入以太坊區塊鏈，大幅提升了去中心化交易

所的效能。簡單來說，JOYSO 有以下好處： 

● 掛單為限價單，使用者可以得到最好的價格。 

● 採用鏈下完成智慧撮合，可以快速地執行一對多撮合交易。 

● 智慧撮合後將每筆交易寫入區塊鏈，撮合過程透明可追溯。 

● 一對多撮合將多筆掛單合為一筆交易，手續費比純去中心化交易所降低許多 

● 所有資金皆由智能合約保管，交易所無權任意移動或改變使用者的資產 

● 使用者不需要申請帳號與登入網站；僅需使用自己的錢包對買賣訂單授權簽章。 

● 使用可以直接對智能合約取消訂單或提出資金，不需要交易所同意。 

● 所有交易皆會上鏈區塊鏈，公開透明可追溯。 

● 比現有的去中心化交易所更低的手續費用(包含交易所服務費和上鏈手續費)。 

JOYSO 由一群台灣比特幣、以太幣社區的早期參與者組成，對準首次代幣發行(ICO)的次級交

易市場，提供新發代幣零上架手續費的福利。而經過多次優化精進的交易智能合約，可讓使用

者享受到比其他去中心化交易所更優惠的上鏈手續費。 

在錢包方面，JOYSO 將支持現有的 Metamask 和 Ledger Nano S 硬體錢包。本計畫正在進行

中，概念驗證和主要功能已在以太坊測試鏈完成，測試版本預計在 2018 年 5 月上線。本計畫

第二階段將整合去中心化的保證金交易和跨鏈交易。 

本計畫將產生 2 億 JOY 代幣，其中 1 億會被分配到 2018 年 3 月 1 日開始的 ICO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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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去中心化、混合式去中心交易所 

中心化交易所雖然高效，但必須幫使用者保管財產，往往淪為駭客攻擊的目標。僅在 2017 一

年內，就有多個中心化交易所被駭的新聞傳出，損失總和超過 10 億美元。中心化交易之風險

至今仍然存在，以目前情況來說，去中心化交易所將漸漸取代原有的中心化交易所。 

然而，測試階段的去中心化交易所無法提供良好的用戶體驗，主要有三個原因如下： 

去中心化交易所提供得交易模式和工具仍落後中心化交易所，舉例來說，去中心化交易所尚未

支持限價訂單，買賣掛單還如同露天拍賣一般原始不方便，用戶必須要從訂單簿(order book)

裡先指定要與哪個交易對手與購買量，無法一次買進所有同價位但不同的訂單。 

其次，使用區塊鏈執行所有交易所的事情，效率相對來說較低，尤其時執行快速迭代的交易服

務，包括取消交易、價格查詢、多項買進賣出價等。如果依賴區塊鏈單獨驗證和處理每個節點

和當中的每項交易，導致處理速度緩慢，所造成的延遲不僅帶來不便，更增加了礦工、投資人

和交易所操縱市場的機會。 

最後，區塊鏈上的交易確認手續費(俗稱礦工費)不低，每筆買賣單與取消訂單等皆需支付礦工

打包交易上鏈。 

綜合以上原因，可發現中心化交易所與去中心化交易所各有其優缺點，如何兼顧中心化與去中

心化的優點並去除兩邊的缺點，發展混合模式將會是接下來未來虛擬貨幣交易所發展趨勢。 

一個理想的混合去中心化架構(Hybrid-decentralized EXchange, HEX)，至少要讓用戶可控制

自有資金，由中心化資料庫進行市場撮合，當訂單撮合成功且雙方結清算資訊在資料庫完成

後，還必須將交易結果廣播至區塊鏈上進行區塊確認。此外，用戶一方面仍需保有自己資金的

控制權，同時還可享有接近實時交易的體驗，與建立具市場效率與流動性優勢的資產。 

更重要的是，因應監管科技與趨勢，所有廣播至以太坊上的交易資訊將是透明化且可追溯的，

比起中心化交易所，一旦發生市場操縱等人為控制行為將更能夠被檢測到。 

廣泛應用於中心化交易所的訂單撮合系統，如果要完全複製移植到區塊鏈上的環境使用，則並

非實用的。因為緩慢且高手續費的鏈上掛單系統，費用既高且反應不夠即時。 



 
 

 

© 2018 所有權利保留，共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www.css-inno.com 6 

我們所提出的混合式交易所 JOYSO 具備許多中心化特性，舉例來說，實作中心化訂單撮合系

統，用戶可以同時掛多筆買單與賣單，而未撮合成功的部分將會被掛成新的訂單。此外，這樣

做也可減少傳輸溝通成本，降低區塊鏈網路負擔，以因應未來越多越多 ICO 或去中心應用的

雍堵問題。 

JOYSO 的使用者不須登入帳戶、提交客戶資訊或者暫時交出資金使用權，JOYSO 系統在交易

過程中，一切資金與代幣所有權將直接透過智能合約轉移至交易對手。因此結算部分必須在鏈

上完成，使用基於區塊鏈的智能合約好處即是所有資產帳本無法被竄改或干擾，並且作為可被

驗證且公開的信任引擎。 

以上為 JOYSO 團隊所研發的摘要需求，此技術將無縫與以太坊區塊鏈做完美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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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SO 架構圖 

 

 
JOYSO 架構 

JOYSO 屬於一種混合式交易所，結合了中心化交易所的效率和去中心化交易所中智能合約的

安全與隱私性。 

經由 JOYSO 送出的訂單皆為限價單，一種以等同或低於指定價格買進的或以等同或高於指定

價賣出的訂單。 

交易程序主要分為三部分： 

1. 用戶首先將數位貨幣存入智能合約，透過網路頁面向 JOYSO 下買單或的賣單，並傳送電子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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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YSO 透過掛單撮合引擎進行撮合，一筆 Taker 能同時配對多筆 Maker 訂單，使用戶成交

在較優價格。 

撮合過程會在 JOYSO 系統執行，並開放所有使用者觀看，撮合機制為先進先出，並依序傳送

至以太坊鏈上。 

相同於中心化交易所，使用的撮合演算法為非開放原始碼。 

然而，若 JOYSO 擅自更改交易順序以進行套利，所有變更將顯示於網頁上 。 

3. 智能合約驗證雙方的電子簽章後，會將撮合結果廣播至鏈，撮合結果完成前，用戶能隨時

鎖上智能合約，並取消交易，必要時直接提出資金。 

JOYSO 管理員無法更改智能合約內容，更無法動用客戶的資金，由於智能簽章是由用戶自行

送出，區塊鏈為公開帳本，因此所有交易透明且可追溯。 

JOYSO 合約中，用戶的帳面金額若無智能簽章則無法被更改，而開源的智能合約需驗證

JOYSO 管理員私鑰，才能將交易結果狀態寫入到區塊鏈上。 

智能合約就像是一個可被交易對手信任的機器，他主要取代了原本必須透過可信任的中間人來

完成資金清算，而所有交易都可在第三方區塊鏈瀏覽器(etherscan)上查詢到是否已被區塊確

認。為了確保負責結清算交易資金的智能合約是透明公開的，我們將開源 JOYSO 智能合約於

github 上面，供社會大眾檢驗。 

以下假設 Michael 想用 Y 代幣購買 X 代幣，此時 Tina 剛好想賣出她的 X 代幣。 

1. Michael 不需要註冊新帳號，只要填寫訂單資訊，並透過 MetaMask 或 Ledger 

Nanon S 傳送至 JOYSO 系統，將 Y 代幣存入 JOYSO 的智能合約。代幣數量確認後，

Michael 的訂單會被傳送到中心資料庫，等待撮合引擎進行撮合，資訊完成紀錄後，

Michael 可重新下新的訂單，所有訂單將依序處理，Michael 可在單一委託單內下多

筆買賣單。 

2. Tina 從網站上看到 Michael 的訂單，認為交易價格在合理範圍，Tina 同樣不需要申請

使用者帳號，可直接透過網路頁面填寫訂單，並將代幣存入至智能合約。 

3. 當 JOYSO 收到 Tina 的訂單，也確認了代幣數量，此時兩筆訂單撮合成功，雙方收到

通知，資料庫也因此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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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chael 和 Tina 不需要等待交易結果確定，可繼續在 JOYSO 下單做其他交易 

5. JOYSO 將撮合結果傳送到區塊鏈上，交易完成後雙方可提出自己的代幣。 

6. 若交易結果使 Tina 還有未售出的代幣，JOYSO 將自動把剩餘的 X 代幣包裝成新的賣

單，重新放到 Order Match Engine 等待撮合。 

智能撮合 

相較中心化交易所一對一的訂單撮合，用戶會偏好於 JOYSO 的智能撮合系統。 

假設 Tina 想用 100 顆Ｙ代幣購買 10 顆Ｘ 代幣，智能撮合系統會尋找願意賣 10 顆 X、價格最

低且必須低於 100 顆Ｙ的訂單，也就是說 Tina 或許不需要花到全部的 Y token 就能買到她想

要的 X token；若是在一對一的中心化交易系統，則不一定能撮合於最適價格。 

當 JOYSO 系統無法找到符合 Tina 的訂單時，Tina 100 顆 Y token 的賣單將自動轉換為 10 顆

X token 的待出訂單，並可能賺取高於 100 顆 Y token 價值的報酬。 

透過智能合約，使用者能在指定價或更好的價格上進行交易。 

 

JOY 代幣 

預計生產兩億顆 JOY 代幣，分配方式如下： 

50% 公開銷售 ICO 

25% 非公開銷售 

25% 由 JOYSO 團隊保留 

在 JOYSO 中使用 JOY 代幣可享有百分之五十手續費折抵（這部分不包含礦工費） 

JOY 代幣持有者可參與在 JOYSO 的行銷活動之會員資格，例如參與討論在本交易所上架的其

他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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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廣告費若使用 JOY 亦可享有折扣，其餘優惠將在短期內宣布。 

更多銷售細節資訊可在網站上 Token Sale 頁面找到 

 

The ICO 市場 

ICO 市場在過去九個月內募資金額已超過美金，而撰寫此書的當下，每月金額已達 1.3 兆美

金，比創投的天使和種子投資階段預期多出 3 億。 

至今以太坊每日交易量已超越比特幣，即使面對規模差距的挑戰，以太坊區塊鏈上 ICO 的需

求依然龐大。 

在這 ICO 數量快速成長的階段，新創公司面臨上市費過高的問題，從前三顆比特幣的費用如

今已提高數倍。 

此時 ICO 市場提供我們一個能夠幫助其他新創，同時推廣 JOYSO 平台的機會，我們目標為設

立一個使任何符合 ER20 協定的代幣皆能免費上架的交易所 。 

協助新創成長可增加其流動性，而流動性使更多投資人使用我們的平台，由於他們的代幣將來

會在各交易所上市，提早與這些公司合作將成為我們的優勢。 

若能提供良好的服務，客戶將成為回頭客，尤其現階段的 ICO 和去中心化交易整體來說，還

無法提供良好的用戶體驗。 

JOYSO 能簡化 ICO 過程，申請人僅需填網路表單，JOYSO 管理員會驗證申請人之身份及何時

其代幣能被解鎖、上市和交易。 

ICO 結束後，我們將研究如何支持符合 ER20 協定以外的代幣以及跨交易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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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議題 

混合式與去中心化交易所需仰賴數位錢包之安全性，傳送智能簽章。期初 JOYSO 會支援

MetaMask 和 Ledger Nano S，兩個幣圈常見且受到好評的數位錢包。 

當接收到用戶智能簽章，訂單將送到撮合引擎，JOYSO 管理員會將撮合成功的訂單傳送到智

能合約，驗證和結算金額。 

  

 

 

資料防竄改 

若駭客成功侵入並控制了 JOYSO 網站，但未取得 JOYSO 管理員私鑰，仍然無法執行智能合

約，合約將自動偵查未驗證之管理員帳號，使交易無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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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即使連 JOYSO Admin 帳號私鑰亦被盜用，駭客能夠影響到的範圍，仍以不違背用戶已簽

章授權的行為。也就是說，用戶如果簽章授權掛 100 元價位的賣單，駭客即使可假扮 JOYSO 

Admin，但仍無法幫用戶以 99 元賣掉。因為這樣違反使用者意願，送到智能合約執行驗簽程

序會遭遇失敗，因此資金完全不會移動。 

即使如此，JOYSO 團隊也可以在第一時間使用多重簽章方式，更換 JOYSO Admin 帳號，重

新取回 JOYSO 控制權。 

 
災難復原 

萬一 JOYSO Server 發生災難，無法再執行下單與撮合訂單功能，由於用戶所有的資金都是保

管於智能合約裡，所以即使 Server 無法再被復原，所有的用戶仍然可以與智能合約溝通，將

屬於自己的資金與代幣從智能合約提出來。 

詳細的做法，用戶可直接透過智能合約鎖定自己的帳號，JOYSO Server 收到智能合約的通

知，將不再受理該用戶的下單與撮合服務，等待一段固定的冷卻時間後，用戶可不需透過

JOYSO 管理者直接從智能合約中提出資金與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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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安全性 

以下談論關於 JOYSO 與 ICO 合約安全性 

1. JOYSO 代幣合約 (Token) 

Joyso 所 發 起 的 代 幣 為 JOY ， 遵 循 ERC20 的 協 定 。 使 用 OpenZeppelin 所 開 源 的 

StandardToken.sol 作為雛形。 

JOY 在傳輸函式 (transfer/transferfrom) 中加入條件，除了擁有者外，禁止在代幣銷售活動結

束前移動。代幣合約發起時會把會把擁有者權限跟 JOY 總數兩億顆分配到 JOYSOWallet 上，

由 JOYSOWallet 做預售代幣的分配。在代幣銷售活動前會把擁有者權限轉給代幣銷售合約，

因此除了代幣銷售合約外無人可以移動 JOY 代幣。代幣銷售活動結束會解鎖移動條件。移動

條件只能被解開一次，且無法重新鎖上。此合約沒有呼叫其他外部合約，所有行為皆在處理合

約狀態變數，較無安全疑慮。 

2. 代幣銷售合約 (Crowdsale) 

使用 OpenZeppeling 所開源的 Crowdsale.sol 為雛形。增加結束函式用以解鎖 JOY 移動條件

以及正式結束代幣銷售。結束函式可由 JOYSOWallet 呼叫，一段時間後仍未被呼叫，則可由

任意使用者發起，以確保 JOY 代幣不會被鎖住。代幣銷售合約會將收到的以太幣直接轉移給 

JOYSOWallet，Crowdsale 合約內不會有任何暫存的以太幣。此合約只有兩個情況會呼叫另

外的合約，一為轉移 ETH 給 JOSOWallet ，二為結束函式會呼叫 JOYSO 代幣合約來解鎖移動

條件，兩個合約皆為可信任合約。 

3. JOYSO 合約 

此合約為 JOYSO 核心合約，其複雜度不同於一般常見代幣或代幣銷售合約，也因此我們會在

這份合約被更完整的審核後才正式上線。我們盡量把所有函式寫在一個合約裡，以節省與外部

合約所需要的溝通數量。  

JOYSO 使用了 OpenZeppling 所開源的程式庫，其中包括了 SafeMath.sol, Ownable.sol 以

及 ERC20 標準代幣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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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SO 合約裡大部分的函式都有做權限管控，包括撮合、取消掛單以及提錢等功能，只能由 

JOYSO 撮合引擎發起。這些函式第一步為檢查使用者簽章，會由智能合約驗證撮合引擎所發

起交易內容是否經過使用者同意，不用擔心撮合引擎在未經使用者許可下移動使用者資產。目

前的版本中，與 JOYSO 合約互動皆須提供有效的使用者簽章，不支援其他智能合約做掛單以

及買賣。所以在出金方面，雖有對外部的呼叫，但可以確定為一般使用者而非智能合約，不會

有預期之外耗費計算資源的情形。在交易順序上，有相依性的交易會由撮合引擎控管，由同一

個帳號發起，利用以太坊協定嚴格遞增的 nonce 來保證礦池無法改變交易順序，所以 JOYSO 

不會有被大礦池做 front-running attack 的可能。關於 JOYSO 合約更細部的安全性分析以及

程式碼會逐步開源並更新在 JOYSO 的網誌上。. 

4. JOYSOWallet 多簽錢包 

JOYSOWallet 直接使用 Gnosis 開源的多簽錢包。該錢包的使用者還包括：Bancor, 0xProject 

等著名的專案。另外，此錢包也無相依於其他區塊鏈上合約或程式庫 (library) ，不會發生像 

Parity 多簽錢包被凍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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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JOYSO 與所有過程皆不涉及任何法定貨幣金流交換，例如美金與新台幣。我們負責籌劃本次

ICO 活動主要為登記在台灣的分公司，而當地政府目前定義虛擬貨幣為一種商品而並非法定貨

幣。因此，JOYSO 平台與本次 ICO 活動皆只有虛擬貨幣對虛擬貨幣間的交換應用，例如 JOY

代幣對 ETH 虛擬貨幣交換，我們認為這屬於一種只發生在網路上之數位資產相互交換行為。 

我們已充分了解並尊重各國或地區對於虛擬貨幣或 ICO 有不同的監管法尊政策，對於目前已

禁止虛擬貨幣交易或 ICO 國家或地區，我們將限制使用者參與本次 ICO 活動，直到當地政府

宣布解禁後才可以重新開放。 

此外，JOYSO 平台由管理員負責管理以下事務： 

l 即時傳送撮合成功訂單至智能合約清算，並確認交易結果及雙方帳上虛擬貨幣餘額 

l 公告 JOYSO 營運狀態，例如新功能宣布，區塊鏈此時的負載流量，系統維護資訊等 

l 智能合約的版本更新與部署，並通知用戶從原合約提出資金和代幣，再存入新合約 

 

程式品質和測試 

JOYSO 同時使用行為驅動開發和測試驅動開發來確保產品的安全性和優化的用戶體驗。 我們

使用大部分採用的 Zeppelin Solidity 框架為程式碼設計模式，以減少重複設計避免程式出

錯。 

目前，訂單匹配與交易引擎正在進行性能測試。 在 ICO 開始時，我們將會把把這些智能合約

部署在 Ropsten 測試網絡提供給使用者測試，以便證明我們已初步完成所有可執行的主要功

能，例如存款、取款、訂單匹配和取消訂單的概念驗證，並進一步降低礦工費用。 

我們也將在 ICO 開始後導入中進行賞金計畫，針對我們的 JOYSO 測試環境提供程式除錯賞金

獎勵。其中面對面用戶測試和獨立稽核將在應用程序部署到主鏈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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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對手分析 

所有交易所，無論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皆為競爭對手。以目前市場來說，中心化交易所仍是市

場主流，而這也成為他們的優勢，然而歷史資料顯示市場變動快速，我們相信市場上投資者能

看見混合式去中心交易所提供的值得信賴的解決方案，以下是去中心化及混合式去中心交易所

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之分析。 

EtherDelta 

EtherDelta 是最早的去中心交易所，使用簽章訂單在 Server 上的 Order Book 上執行，即所

謂的 Make order，等待許多 Taker 來當交易對手把訂單取走。如果有 Taker 願意且簽章，

EtherDelta 會將此訂單送進智能合約進行。但其實撮合機制有如露天拍賣一般需要 Taker 自

己判斷並選取合適交易對手訂單，又時常有 Taker 看到一筆很划算的訂單，急忙下單送上區塊

鏈上交易搶單，但是最後成交其實是要靠礦工是否會打包此筆交易進入區塊確認，才算完成交

易與資金清算。常常會等到最後才發現同時有很多 Taker 在競爭同一筆訂單，但是最後只會有

一筆訂單成交，其他 Taker 會交易失敗並耗損礦工確認費用。 

EtherDelta 宣稱有一百萬名使用者。曾有用戶在 2017 年九月時因使用 EtherDelta 系統交易

私鑰遭駭客盜用，2017 十月駭客入侵了 EtherDelta DNS server，架設假網站盜用使用者資

金，這些事件證明了去中心化交易所也無法達到百分之百安全性，2018 年一月 EtherDelta 正

式為此事件公開道歉。 

0xProject 

0x 和 EtherDelta 使用相似的架構，然而比起交易所，0x 的設計較像是一個協定，交易方面同

樣使用去中心化交易及去中心化掛單簿。0x 希望將去中心化系統包裝為許多產品。所有使用

0x 協定的交易所可以共用掛單簿，以建立較大的流動庫。使用者必須用 0x 的 ZRX 代幣在這流

動性較高的平台上進行交易，這是 0x 使自己發行的代幣增值方式之一。 

0x 和 EtherDelta 皆未支持自動撮合系統，因而產生套利空間，對於反應速度較慢的投資者，

在市場波動大時十分不利。0x 接受訂單種類分別為廣播訂單(broadcast order)和點對點交易

(point-to-point order)。點對點交易可以省下廣播訂單的手續費，但是必須先找到交易對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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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Swap 

AirSwap 是一個 P2P 交易網，不同於 0x 是它不向用戶索取費用，系統為去中心化交易，不使

用中心化訂單，它採用一對一的交易模式，而非傳統的掛單交易。 

交易員使用鏈下報價資訊機制(Off-chain Orcale) ，一種負責連接區塊鏈的軟體，來取得建議

交易價，而定價是交易的關鍵，目前還無法確認此方法是否能比上能提供更多價格資訊的中心

化訂單。 

Kyber Network 

Kyber 為不使用中心化訂單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同樣在區塊鏈上執行，可以由智能合約確保最

便宜價格。Kyber 上的賣家需有一定儲備金，用來取得其他交易所的最適價。成交撮合是否成

功必須靠儲備金，且需要儲備金的關鍵在於其他 Kyber 無控制權的代幣上，而儲備金唯在有發

生在高流通性的代幣才能發揮其效用，因此需要設計更好的誘因機制鼓勵賣家準備儲備金。 

 

IDEX (Aurora Labs) 

IDEX 是一個同步混合式去中心交易平台，使用中心化區塊鏈做資金結算，交易者可同時下多

筆訂單，且取消訂單時不需支付礦工費，然而訂單撮合未使用類似 JOYSO 複雜的專業技術。 

IDEX 後端智能合約架構和 JOYSO 不同，只有 JOYSO 用戶能在單一訂單同時與多筆訂單進行

撮合，手續費也相對低許多，同時 JOYSO 透過壓縮智能合約參數進而降低礦工費，可以幫助

用戶更省交易成本。 

 

The Blocknet 

相似於 IDEX，但此系統目標為增進不同數位貨幣之間的流動。他們的目標是要建構一個在以

太坊區塊鏈內部的基礎設施，建立不同加密貨幣用戶之間的開放式溝通和服務交付。他們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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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描述為區塊間服務的通用基礎架構。其他競爭者包括 OasisDEX 和 Radex 使用鏈上交易，

而緩慢的區塊確認體驗，將使它們在市場不容易吸引新的用戶。 

 

Bancor 

Bancor 在 2017 年舉辦了很大的 ICO，Bnacor 是一個去中心化流動交易網，使用者不需透過

市場撮合就能交易以太坊。代幣擁有者必須用 Bancor 代幣，存入足夠儲備金，並使用一個會

透過購買量及銷售金額自動調整價格的定價工具，理論上這會使價格波動受實際銷售量影響，

而非市場情緒。 

Bancor 的智能合約相對較複雜，交易需使用大量資訊，系統必須完成大量內部交易。進入此

交易所之代幣除了需遵循 ERC20 協定，同時需遵循 Bancor 的自訂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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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 

手續費減半： 

我們收益將主要來自交易手續費，2018 五月的測試版啟用後便開始接收以太幣和 JOY 代幣，

其中 order maker 支付 JOYSO 0.1%、order taker 支付 JOYSO 0.2% 的手續費。 

同時，我們將透過 50%手續費折抵優惠來吸引 JOY 的使用者，同時提供免上架費用的服務，

以增加未來交易手續以及廣告費用，如果透過 JoySelect 站內推廣行銷亦可使用 JOY 代幣，享

有 50%的折價優惠。 

 

燒幣減量機制： 

1. 我們將會在 JOYSO 交易所上線後，每季將 JOYSO 當季淨利潤的 50%用於回購 JOY 代幣並

直接銷毀，直至銷毀總量達到一億顆 JOY 代幣即停止。回購記錄將會第一時間公佈，用戶可

通過區塊鏈瀏覽器查詢，確保公開透明。 

 

第二階段： 

我們將發展保證金交易，而且如果用戶使用 JOY 代幣作為質押擔保金，其維持率可低於使用

ETH 作為擔保金，對用戶來說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相較中心化交易所，我們提供較低的結算成本和錢包的整合成本，主要原因來至於智能合約及

區塊鏈的效率。JOYSO 使用高效率的 HEX，系統運作成本較低，JOYSO 不需儲存客戶的

private key，因此節省了保管和維護這些資料所需的硬體和軟體費用。我們透過壓縮參數以

及提升智能合約執行效率的技術，降低礦工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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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計畫 

 

目標市場，受眾客群 

 

對於金融科技產業或數位貨幣投資感興趣、25 至 35 歲的投資者。曾經買過數位貨幣、有交

易所使用經驗、使用過錢包。 

 

目標客群 

市場區隔與使用者經驗旅程 

價值主張 

 

JOYSO 為混合式交易所，提供近乎中心化的交易速度與優化服務體驗，以及去中心化的安全

與隱私性。 

 

溝通點(痛點) 

中心化交易所用戶 

● 你安心把私鑰交給交易所？ 

● 你安心把資金交給交易所保管，並讓交易所完全控制你的資金？ 

● 你知道 2017 這一年當中因駭客入侵造成了超過 10 億美元的損失？ 

去中心化交易所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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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交易流程如此困難？ 

● 為什麼交易確認這麼緩慢又常失敗？ 

● 為什麼要負擔這麼高的礦工確認費用？ 

 

銷售通路 

 

根據市場調查結果，我們初步目標市場為台灣、亞洲國家及特定英語系國家。 

由於我們和中國與新加坡的比特幣早期投入者有密切聯繫，預計這些海外華人將成為我們 ICO

的投資者。 

而我們和比特幣與以太坊社群的台灣用戶已建立長期穩定關係，將有助於往後的銷售和宣傳。 

 

廣告與社群行銷 

 

我們和數位行銷公司合作，於 2018 年一月至三月實施全面的銷售計劃，並製作多國語言的宣

傳影片、圖片、文案以及服飾，同時本團隊也為 JOYSO 計畫建立了 Twitter, Telegram, 

Youtube, Google, Facebook 等帳號。 

 

社群建立及後續堆廣 

 

我們將透過線上社群和聚會方式與客戶保持聯繫，JOYSO 團隊已累積相當多舉辦相關活動和

討論會等經驗。 

我們將參與特定國家數位貨幣相關活動，尋找潛在客戶和其他合作對象，並出席於重要場合，

以提高本團隊知名度。 

我們也會站在第一線，直接面向支持 JOYSO 的社群與許多意見領袖，獲取相關意見評論，以

作為持續不斷調整的參考。 

 

定價策略 

● JOYSO 的礦工費將低於其他去中心化交易所 

● 使用 JOY 的 50% 手續費折抵使我們成為交易成本最低的交易所之一 

● JOYSO 平台上架的 ICO 不需提供審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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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SO 團隊 

JOYSO 團隊由八名正職與三名兼職員工組成，此計畫由共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共識科

技是一間區塊鏈新創，過去曾接過版權、音樂作品和金融相關計畫，合作對象亦包括台灣最大

的金融機構之一。共識科技核心團隊曾協助 dodocker 建立公益群眾募資去中心化平台，並在

2017 年 Q3 開始了 JOYSO 計畫。 

 

團隊成員 經歷簡介 

宋倬榮 

[Tso-Jung Sung] 

TomSoong 

執行長 

 

學經歷： 

清大電機學士碩士 

數位貨幣早期投入者 

Facebook 比特幣中文社團 版主 

Facebook Taipei Ethereum Meetup 社團 版主 

AlcheMiner (數位貨幣礦機晶片製造商) Founder & CEO 

世芯電子專案經理(成功研發世界第一顆 28nm 比特幣挖礦

晶片) 

瑞昱半導體 IC 設計工程師 

 

原為 IC 設計工程師、計畫經理，2013 年進入區塊鏈加密貨

幣領域， 曾為客戶開發出全世界第一顆 28 奈米製程比特幣

晶片， 後自己成立公司開發出全世界第一顆 40 奈米製程萊

特幣晶片及挖礦設備， 現為區塊鏈加密貨幣投資者， 並同

時致力於區塊鏈落地應用之開發。工研院巨資中心區塊鏈顧

問。 

高崎鈞 

[Chi-Chun Kao] 

Taka  

營運長 

Taka 是工業技術研究院前技術經理，畢業於台大機械系

所。 

台灣公益群眾募資平台 Dodoker 計畫與中國信託區塊鏈實

驗室金流服務的技術架構貢獻者。曾借調行政院科技會報擔

任研究員兩年，主要負責區塊鏈與大數據應用倡議和科技政

策協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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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兩年裡，他是兩屆「區塊鏈愛好者大會」主要規劃

者與總招待。 

在工研院服務超過十年，曾主持與參與各種 ICT 大型政府專

案計畫。 

  

謝咏宸 

[Yung-Chen Hsieh] 

Will 

資訊長 

 

台灣大學資工系博士生  

Commiter of Gcoin foundation 

COO/PM of DiQi inc.  

Taipei Ethereum meetup organizer 

 

Will 是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博士候選人。他是台灣 Gcoin 的關

鍵貢獻者之一，Gcoin 是一個為企業提供經批准的分佈式區

塊鏈基礎架構，他在 Taipei Ethereum meetup 十分活躍，

常分享區塊鏈技術與開發心得，同時負責 JOYSO 的智能合

約設計與 Dapp 開發。 

 

陳翊銓 

[Yi-Cyuan Chen] 

Emn178 

翊銓是一位資深全端工程師，擁有十年以上的軟體開發經

驗。他是 GitHub 上許多開源項目的貢獻者，例如 js-

sha3。 

他的開發經驗包括前端和後端開發，例如全球知名線上博弈

公司 Titansoft 開發金流清算系統與應用，該公司擁有同時

10 萬名線上用戶規模。 

他負責 JOYSO 的全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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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構師

 
 

朱昱翰 

[Yu-Han Chu] 

John 

DevOps 工程師 

 

John 是一位全端軟體工程師。他建立並運營台灣最大的數

位貨幣挖礦社群。GPUMINE ETH, Zen, Whale 和 Music。 

他在 2015 年開始了 GPUMING 社群，現在有超過 16,000

名成員。他主要在 JOYSO 從事後端開發。 

陳鼎元 

[Ting-Yuan Chen] 

Kevin 

法務代表 

Kevin 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過去在天恆法律事務所、聯誠國際

法律事務所工作。除了法律界的背景之外，亦曾任職餐飲、旅

館、新聞媒體、補教、傢俱製造業。具備中文、英文、日文的語

言能力，過去十年有在中國廣東、美國洛杉磯和日本埼玉的工作

經驗。兩年前開始接觸加密貨幣，目前擔任 JOYSO 的法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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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簡介 

周宇修 

[Yu-Shiou Chou] 

Clarence Chou 

 

周律師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公法組，政治法學法律系，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曾任職於安中法律事務所、陽

明國際律師事務所。現在擔任聯誠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律師、

台北律師公會理事、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國際特赦組織台

灣分會理事、國際公益法組織成員。 

               

陳昶吾 

Chang-Wu Chen 

 

陳昶吾博士是 AMIS 首席科學家，也是政治大學助理教授。他

正在研究共識協議(Casper)，在以太坊朝向 POS 協議轉型的過

程中發揮了重要影像。他是 Ethereum Casper 研究的貢獻者。

他曾在中國最大的獨立數據中心運營商 21Vianet 擔任高級區塊

鏈工程師，並於 2015-2016 年在伊利諾伊大學做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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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宏毅 

[Hung-Yi Tu] 

Tony Tu 

 
 

杜弘毅博士自 2008 年起擔任臺灣網路認證公司策略長，負責戰

略規劃和市場開發，專注於電子商務安全和金融技術的新電子

商務模式。杜博士還擔任多個國家計劃的負責人，如台灣個人

身份識別中心計畫，台灣票據交換所區塊鏈電子支票計畫，多

個移動設備的電子認證計劃與新一代金融服務等 

     

Bret Treasure 

 

在區塊鏈和智能合約領域擔任顧問，市場顧問和數位內容創建

者。 白皮書，內容策略，社交媒體和傳統渠道。 Blockchain 

Australia 創始董事會成員。 澳大利亞網絡行業協會主席，澳大

利亞網絡獎評審主席。 

謝楨國 
Ben Hsieh 
[JHEN-GUO SIE] 

 
 

謝禎國先生是台灣恩悌悌數據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負責台灣

地區以及大中華區 SAP 業務與經營管理。恩悌悌數據是日本最

大的 IT 服務商，同時，配合全球區塊鏈的發展，建立了區塊鍊

活用推動小組，重點擺在金融領域、公共與社會建設領域、及

B2B 服務事業領域，要在 2020 年 3 月以前，確立 100 件以上

活用區塊鏈的事業與契約。 

日前並與三菱東京 UFJ 金融集團旗下的核心銀行,三菱東京 UFJ

銀行聯合宣布啟動一個概念性驗證(PoC) 原型，利用區塊鏈技

術，加強新加坡和日本之間的貿易關係。該原型倡議將利用和

加強新加坡的國家貿易平台（NTP），使跨境流動更加安全、

有效和透明，長期目標是促進整個區域的貿易和供應鏈一體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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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 簡介 

MakerDao 

 

 

因為數位貨幣的價格變動過大，如果有個可以對法幣穩定

的數位貨幣是具有市場需求的，也有利於社區發展去中心

應用。 

我們很榮幸的可以與 MakerDAO 策略合作，在第一階段

JOYSO 上線時，即會整合 MakerDAO 所發行的去中心穩

定貨幣(stable coin) Dai，作為可對美元穩定的數位代幣。 

 
NTT DATA 集團是全球前 10 的 IT 服務供應商、日本最大

的資訊系統整合公司、財富世界 500 強第 50 名的 NTT 集

團核心企業。隨著集團全球化進程的推進，NTT DATA 集

團業務遍佈全球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約 11 萬+名員

工，規模及實力位於全球 IT 行業前 10 名。在銀行、製

造、零售等眾多領域中都有卓越的業績，營業額一直保持

在日本國內八強之首，高達其餘七強之和。 NTT DATA 自

成立以來，通過 IT 服務，特別是大型和關鍵的 IT 系統，為

日本基礎設施的建立和推進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繼續支援

日本基礎設施系統的同時，將以全球化的視野和規模，力

求成為利用資訊技術幫助客戶實現變革的真正的全球合作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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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表 

 

商務 時間 產品 

概念發想 2017.9.15  

 2017.10 計畫開始 

官方網站 2018.1.20 技術架構和程式碼 

代幣預售 2018.2.01 雛形展示影片 

ICO 開始 2018.3.01 雛形系統部署至 ETH 測試鏈 

ICO 結束 2018.3.21 外部測試和獎金計畫 

JOYSO 上線 2018.5 產品公開至 ETH 主鏈 

 2018.9 服務水準規模擴充 

達成日交易量 2000 萬美元規

模 

2018.12 跨交易所 API 發布 

 2019.3 保證金交易發表 

達成日交易量 10 億美元規模 2019.6 鏈下付款服務發表 

 2019.9 行動支付錢包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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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幣銷售 

代幣銷售詳情 

市場定位 JOYSO 提供近乎中心化的交易速度與優化服務體驗，以及去中

心化的安全與隱私性。 

代幣名稱 JOY 

發行公司 共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幣格式 以太坊 ERC20 

發行價格 1 ETH = 10,000 JOY.  

發行量 總發行量 :   200,000,000 (100%) 

ICO 數量 ：100,000,000 (50%) 

預售數量 ：  50,000,000 (25%) 

團隊保留：   50,000,000 (25%) 

購買上限 無購買上限 

銷售時程 ICO 開始  時間 2018 年 3 月  1 日  格林威治時間上午 8 點  

ICO 結束  時間 2018 年 3 月 22 日  格林威治時間上午 8 點  

代幣銷售方式 智能合約收到 ETH 後，會立即將等值 JOY 代幣轉至購買者帳戶地址 

代幣轉移 ICO 期間 JOY 代幣不能移轉，但等到 ICO 結束後，即可自由轉移交

易 

代幣流通時間 2018 年 3 月底(ICO 結束後) 

未售出代幣處理 所有已產生但未售出的代幣將由團隊回收保留。 

在未來幾年，團隊以不高於每年 15％的速率釋放。 

法律顧問 周宇修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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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運用 

完成 ICO 後，資金運用方式如下表參考。 

  用途 

35% 產品開發 前端前端整合、訂單撮合演算法、排程引擎、智能合約、行動支付系統、

保證金交易、穩定貨幣導入、跨交易所 API 建置 

前端與後台開發、測試鏈與主鏈部署、行為與測試驅動開發 

20% 市場銷售 ICO 上架、交易所上架 

新聞發布 

目標式廣告、集客式行銷 

社群經營、宣傳影片 

合作對象促銷優惠 

夥伴合作 

參與、舉辦和贊助相關會議和活動 

15% 整合維運 開發維運、狀態檢測、監控機制、系統部署、資料備份、負載平衡、性能

優化、議題偵錯、故障回報 

顧客服務、支援團隊、代幣審計和上架、價格追蹤、交易費牌價更新 

出入金、對帳單服務和營運報告 

10% 法律諮詢 為未來數位貨幣法規與法尊的快速變更，預作因應措施 

10% 賞金計畫 使獨立性高、審計成本低的 JOYSO 系統強化防竄改和災難恢復系統，達

到更高安全性 

10% 團隊獎金 激勵團隊士氣與未來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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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有任何疑問歡迎寄信至 

info@joyso.io 與我們聯繫 

或加入 Telegram 社群詢問 

https://t.me/joyso_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