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起源

目標

的商業模式及技術原理概述

古董市場介紹

1-1
1-2
1-3
1-4

3-1
3-2
3-3
3-4
3-5

4-1
4-2
4-3
4-4
4-5

2-1	
2-2

理念與願景
概述區塊鏈
數字貨幣發展
古董交易發展與挑戰

透過藏品巡迴策展發揮文化推廣及商業效益
開辦藝術品借貸
線上拍賣及私人藏品交流紀錄
JPin	藝術基金
建立線上數位博物館

策展及	IP	授權
藝術品借貸流程及收益
私人藏品交流上鏈及鏈上拍賣
JPin	藝術基金
JPin	運營模式

古董市場現況
疫情下全球古董市場的遇到的挑戰

JpiNJpiN

JpiNJpiN

JpiNJpiN

壹、

、

、

、

貳

參

肆

目錄



3

項目團隊

路線圖

代幣規則

5-1
5-2
5-3
5-4

6-1	
6-2

創辦人
諮詢顧問
團隊夥伴
合作團隊

發布計畫
發行階段及價格

伍、

、

、

陸

柒

中國文化部	主辦「琳琅珍瑰」入選	
漢武帝	玉瓶

2013、2014 年



1

起源
1-1  理念與願景
     JDX International Group（以下簡稱 JDX）是一間致力於保存並推廣

東方歷史文化的公司，在東方數千年的歷史中，玉受到歷代君王及修仙

者的喜好，玉作為與上天溝通的神器，乘載了君王及修仙者的冀望，希

望透過玉淨化心靈進而羽化成仙，由此可見在東方文化中，玉乃是神器

之最，其中高古羊脂白玉更是西元前東方漢朝時期 ( 西元前 141 年 - 西元

前 87 年 ) 的皇帝家族特權專用玉，此玉質地非常堅硬，即使入土千餘年

卻仍然溫潤如初，油脂光澤如故。羊脂白玉非常的稀有，極具收藏價值，

也因為如此，羊脂白玉 ( 和闐玉 ) 的價格年年飆，而高古羊脂白玉更是其

中漲幅最多的，西漢高古玉 - 羊脂白玉定價每公克達 15,000 美金以上。 

這個項目中 JDX 與 JPin 創辦人兼首席鑒定官李德鐘博士合作收藏數件

漢代以和闐羊脂白玉製成的玉器（Jade Pin, 符合幣安鏈 Binance Chain 

Bep8 標準發行的代幣 , 以下簡稱 JPin) 從漢代高古玉中能感受到歷史的

厚重感，高古玉的雕工能感受到漢代玉匠手工藝的精巧，而玉器上的圖騰

跟紋路更蘊含漢代君王的思想，JPin 希望透過高古玉的收集、研究、促

進交流、策劃展覽，讓更多人了解漢代高古玉及其文化內涵，並能享受收

藏高古玉或是高古玉 NFT 帶來的樂趣和收益（所謂 NFT (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質化代幣，網路上喜歡暱稱它為 Nifty，意指根據 ERC721 標

準在以太坊所發代幣或者在其他鏈參考 ERC721 標準所發行之代幣，其特

性為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獨一無二）。

JpiNJ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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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概述區塊鏈
       區塊鏈是中本聰 (Satoshi Nakamoto) 在 2008 年發布的論文《比特

幣：一種對等式的電子現金系統》（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提出的一種技術。

在 2009 年第一個區塊鏈應用比特幣 (Bitcoin) 上線後，開放式的會計系

統逐漸廣為人知，透過數學邏輯及程式語言直接解決第三方信任的問題，

其獨立性、開放性、安全性…等特性，被譽為最有可能開啟第 5 次顛覆式

革命的新技術，許多大企業也嘗試導入區塊鏈應用來節省人力及資料管理

的成本，區塊鏈技術將可能實現部分去中心化或者完全去中心化的數位資

產安全管理，數位資產又包含個人資產及個人數據。

     區塊鏈本質上是分散式帳本，可以以去中心化或者部分去中心

化的方式呈現，點對點的方式讓所有的移轉紀錄都可以被快速的查

驗，透過時間戳記的技術保護資料不可被篡改，基於這些特徵，在

不同的應用場景下可以為交易方及參與方帶來四個不一樣的意義： 

I. 消除交易中間人存在的必要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實現點對點或者機

構對點的數位資產直接轉移，中央處理或者清算組織成為非必要的存在：

交易的真實性由區塊鏈上的所有參與者被認證的長老成員共同驗證和維

護，第三方的信用仲介失去存在價值。

II. 不透過第三方做信用驗證大大的提高了交易效率，可以做到即時的交易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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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數字貨幣發展

JPin	將運用線上拍賣及區塊鏈的技術特性消除舉辦拍賣、	

預展、建立第三方信任所衍生的龐大費用，	

讓藏品更容易流動，並且不管是傳統拍賣、線上拍賣、	

收藏家私人讓藏，都可以先將藏品透過數位的方式建檔，	

並在交流的過程中在區塊鏈上留下紀錄，	

使藏品的流動軌跡變成有機可循。

III. 區塊鏈上信息的不可篡改特性與去中心化的數據儲存方式，是最理想的

資料保存載體。

IV. 可以編寫的區塊鏈使交易流程可以完全自動化：透過雙方確認後的交

易規則，直接預設在智能合約上就可以達成自動執行，減少人為干預。

    數位加密貨幣的由來可以追朔到 1982 年由 David Chaum 提出的

Ecash，到了 1996 年就出現了具有代表性的 E-gold，他是由實體黃金托

底的一種電子貨幣，E-gold 鼎盛時期黃金儲備量到達 3.5 公噸，這些電

子加密貨幣發展的技術及應用的過程，也成為比特幣這個使用區塊鏈技術

的數位加密貨幣重要的養分，在 2008 年中本聰發布了比特幣的論文，在

2009 年的 1 月 3 號比特幣正式上線，在 10 多年的時間中，比特幣發揮領

頭羊的作用，帶領著所有對於密碼學及去中心化有信仰的開發者，在數位

加密貨幣上做出許多重要的創新及各有特色不同的區塊鏈系統，更發展處

具有智能合約功能的以太坊，直到 2020 年包含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開始

正視數位貨幣的重要性，針對 CBDC 央行數位貨幣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開始小規模的運行測試，而從 2019 年末開始 covid-19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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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古董交易發展與挑戰

     古董和古玉為一種價值難以估計之收藏品，它們一直是藝術品鑑賞產

業和收藏家關注的焦點。 但是，當難以估計收藏品的價值時，容易導致

整個古董市場的買賣流量減慢、市場交易減少，使買賣變得更加困難，而

收藏家也很難脫手變現。

     人們對古董藝術和古玉等行業的認知大多僅限於由專業拍賣師主導的

競標活動。但是除了傳統的拍賣之外，仍有很多古董藝術品的價值處於不

明確的狀態。一些慧眼獨具的收藏家可能會在某天從收藏者手中購買它

們，但是當需要進行古董的鑑價、資產管理與流動時，能否將這些未被市

場肯定的珍貴藝術品，成功地從收藏家手中釋出，並以嶄新的價值與相對

應的價格重生？

     近年來，東方古董玉器頻頻在海外拍賣市場中以高價出手，跟華人買

家有很大關係。這些富裕的華人赴海外投資回購流失文物的熱情空前高

漲，有種收復失物、讓藝術品回家的味道。同時，不單因他們資金實力雄

厚，隨著古董的交易量日益增長，收藏家的專業度也相對提升。這可能是

為什麼近年來拍賣場上東方的古董藝術品屢創天價的原因。

因其強大的傳染性，意外地降低了實體現今的交流，大大提升了各種電子

支付的使用率，許多國家加快了 CBDC 的部屬進度。而由國家央行領導

的 CBDC 也側面的證實了數位加密貨幣的前瞻性，包含比特幣、以太幣

等公有鏈及幣安幣這樣的聯盟鏈，更容易被公眾所接受，不再只是愛好者

間的交流，許多應用將直接深入生活的各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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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鑒定師難尋：

     古董與藝術品鑑賞是一門複雜的學問，需要知識、經驗、眼力

長 年 累 月 的 積 累， 才 能 正 確 有 效 地 判 定、 鑿 鑑 古 董 藝 術 品。 鑑 定

（Authentication）一直是古董市場、收藏和博物管理中的重點議題。鑑

定的定義：「在古董藝術領域所指稱的是一個對物品真偽與年代的證明過

程，是由古董鑑定專家，不論是學院的、獨立的史學家、博物館和收藏策

展人、古董藝術經銷商或是拍賣公司的專家，來認定一件古董藝術品是出

自哪一位名師之手，屬於哪一個特別的文化和時代，或它曾被哪一位帝王

或名人收藏、使用過。」

     古董藝術品鑑定是一個集體的決議，不是單一、簡單的事情，羅納德·

斯賓塞（Ronald Spencer，2004）指出，鑑定有三種方式，其一是專家，

第二是文獻和收藏記錄，例如清晰的收藏歷史和展覽紀錄、有著錄等；還

有藝術家、收藏家的專題目錄都是重要信息，第三是科學鑑定，評估基於

共識決，並非每個專家的觀點與眼力都是相同的。因此，為了達成沒有雜

音的共識，是一項難度很高的事情，也是權力競爭。有時鑑定後不是“最

終拍板定案“，因為隨著時間推進，有時出現新的證據，或最新鑑定技術

的出現，將推翻先前的鑑定結果。如同在乾隆時期，元朝的黃公望《富春

山居圖》（無用師卷）被認為是贗品，後來被鑑定證實是真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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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市場介紹

（二）買賣流通平台不透明：

     物以稀為貴，照理說古董值錢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在古董藏家交流

中，談及中國的古董為什麼這麼難賣？為何中國古董價格虛高，名人收藏

屢屢天價，但古董仍處於有價無市的窘境。國內古董圈偏局限，圈子狹窄、

奇貨可居，且古董圈內信息不透明，交流買賣少，古董投資顧問人才缺乏，

導致收藏家只會買，不會賣。投資者想買不會選，結果反而導致變得不敢

買的惡性循環。

     近三十年來，東亞古董藝術品市場的最終建立和發展，是在於法規缺

失，市場經濟體制尚未確立或很不完善的歷史背景下，由群眾自發性的收

藏、交易行為促成的。市場的整個形成和發展，始終伴隨著缺乏缺乏公開

透明的買賣資訊、缺乏真偽判別機制、缺乏誠實守信的陰霾。

全球銷售額：2019 年藝術品和古董的全球市場銷售總額估計達到 641 億

美元。較 2018 年下跌 5%，主要在高端產品萎縮，使市場恢復到略高於

2017 年的水平。相比之下，全球銷售量達到十年來的最高點，按年增長

2%，交易量達到 4,050 萬宗。

2-1  藝術品與古董市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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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市場：

美國、英國和中國這三個主要國的藝術市場，仍佔 2019 年全球銷售總額

的主要占比，它們的百分比較 2018 年略降至 82％，下降 2％。

• 美國仍為藝術市場所佔的最大宗，銷售額估計達到 44％的市場占比，

保持穩定於 2018 的紀錄。

• 儘管英國脫歐帶來政治不確定性，英國仍以 20% 的市場佔有率保持其

第二大市場的地位（年比下跌 9%）。

• 中國仍是第三大市場，儘管 2019 年經濟增長放緩，占比相較 2018 下

降 1％，佔市場份額的 18％，銷售額約為 117 億美元。

資料來源：The	Art	Basel	and	UBS	Global	Art	Market	Report

資料來源：The	Art	Basel	and	UBS	Global	Art	Marke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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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品市場表現出對經濟和政治事件的應變能力。然而，疫情在

2020 年的前六個月中不可預測地世界給市場（尤其是實體藝廊、私人博

物館）帶來了一些挑戰。許多藝廊、私人博物館為了應對 COVID-19 危機

不得不休假或永久裁員。接受調查的實體藝廊中有三分之一在 2020 年上

半年縮減了員工規模。營業額在 250,000 美元至 500,000 美元之間的藝

廊，依據報告其裁員的比例最大，為 38％。

2-2 疫情下全球古董藝術市場的變遷與挑戰

晚商	玉雲紋豬

資料來源：The	Art	Basel	and	UBS	Global	Art	Market	Report



9

銷售額 2020 年的前六個月與 2019 年同期相比，藝廊銷售總額平均下降

了 36％（中位數下降了 43％）。營業額低於 500,000 美元的小型藝廊

則在所有藝廊中跌幅最大。展望未來，大多數藝廊預計銷量將繼續下降，

有 79％的實體藝廊預計下半年的營業額會持平或萎縮。

     新冠病毒的流行大幅提升線上拍賣市場，富藝斯 (Phillips) 拍賣行亞

洲區主席陳遵文提出，未來是數位的時代，而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之一就

是加速了藝術領域更加數位化的發展趨勢。今年富藝斯 (Phillips) 的線上

銷售藝術品數量急劇增加，例如在 2020 年的 2 至 3 月，共舉辦了 12 場

線上拍賣；且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之間，線上寄售

拍賣提交數量比 2019 年同期增長了 110％。同個時間段裡，線上帳戶的

創建數量較 2019 年同期增長了 90％。而新買家的數量也大幅增長，且

主要是年輕一代的買家。例如，2 月由亞洲團隊策劃的跨類別線上拍賣

「REFRESH：RELOAD」的買家中有 56％是富藝斯的新買家，而 42％

的買家是 40 歲以下的。而我們原有的客戶也越來越習慣於使用線上競標

和富藝斯的線上互動平台。

資料來源：The	Art	Basel	and	UBS	Global	Art	Marke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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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藝術品銷售：五年多的銷售持續增長，藝廊線上拍賣銷售額所佔

比例，從 2019 年佔總銷售額的 10％，到 2020 年上半年高達 37％。《瑞

銀投資者觀察》和 Arts Economics 高淨值調查 (Arts Economics HNW 

Survey) 顯示，近一半（48%）的藏家經常或時常使用網上平台購買藝

術品。千禧世代的藏家是最常使用網絡渠道的用戶，只有 8% 受訪藏家

從未在網上購藏。儘管 65% 的高淨值藏家表示從未在網上購買價格超過

50,000 美元的單件作品，但是四分之一的受訪者總花費已超過 100,000

美元，而 8% 的受訪者更已花費超過 100 萬美元，相較 2018 年的佔比

（4%）增加了一倍。

資料來源：The	Art	Basel	and	UBS	Global	Art	Marke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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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COVID-19 在全球大流行，但根據統計調查顯示，大多數高淨值

收藏家 (HNW) 仍然活躍在市場上，其中 92％的人在今年藝術品市場的前

六個月即購買了高價位的藝術品。並在 2019 年針對七個市場（美國、英

國、法國、德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總共 1300 位高淨值藏家的調查

結果。調查發現千禧世代的藏家是最活躍及花費最多的買家，兩年平均支

出總額為 300 萬美元，是嬰兒潮一代支出的六倍以上。

高淨値收藏家活躍度不降反增

漢武帝	大玉舞姬

資料來源：The	Art	Basel	and	UBS	Global	Art	Marke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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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接受調查的高淨值收藏家中，有 59％的人在 COVID-19 的發

生之後，反而增加了他們對高淨值藏品的興趣。可見對於高端藝術收藏家

而言，疫情對於高淨值藏品的收藏興致不降反增。

目標JpiNJpiN

      JPin 策劃以高古玉為主題的展覽進行全球巡迴，讓觀賞展覽的民眾

可以透過 JPin 精選藏品揭開古代東方帝王生活的神秘面紗，從帝王使用

的傳國玉璽到喝西域進貢紅酒所御用的紅酒杯，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彷

彿穿越千年重生，不但可以推廣東方文化，更可以帶來龐大的商機，展覽

本身有助於藏品的價值提升，更可以透過 IP 授權及周邊產品販售帶動整

個展覽的資金活水。

3-1 透過藏品巡迴策展發揮文化推廣及商業效益

資料來源：The	Art	Basel	and	UBS	Global	Art	Market	Report



13

     JPin 將協助眾多藏家把藏品進行數位建檔，李德鐘博士會與藏家共同

深入研究藏品所屬年代的歷史背景，並透過藏品的形制、工藝、圖騰、紋

路、材料去探討當時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等，以及藏品當初擁有者之身

分地位及如何使用這個藏品，將相同屬性藏品歸類到同一個主題中，協助

擁有同主題的藏家可以互相交流，透過同主題的藏品更完整地勾勒出藏品

蘊含的歷史。

    JPin 會主題性的分類藏家的藏品，讓同一時代的藏品可以藉歷史文化

含義共同呈現某個時間段時空背景，讓參觀者身入其境，充分的理解每一

件藏品的歷史、文化蘊涵、社會背景，JPin 更會與藏家共同策劃主題性的

線上及線下的展覽相互提升藏品的價值，透過同類別的藏品展示出時代的

經典。

    JPin 在第一階段策劃主題為西元前 141 年 - 前 87 年西漢時代漢武帝

為主題，漢武帝是中國歷史漢朝在位 54 年的君王，他派遣張騫出使西域

開拓了著名的絲綢之路更引進了新疆的和闐玉料，李博士將拿出 JDX 收

藏數件屬於漢武帝的玉件，與同樣藏有漢武帝時代高古玉的藏家合作，尤

其著重在以羊脂白玉為材料的的皇家玉件，用成套 20 件以上的漢武帝時

期羊脂白玉高古玉器來呈現、勾勒出東方文化中玉器，將呈現最為鼎盛輝

煌的時期，與漢武帝寫實的生活形象，透過這樣的展覽來推廣漢文化，並

透過授權金、門票收入、周邊商品販售等方式為 JPin 合作藏家及 JPin 擁

有者帶來收益。

    JPin 在線下巡迴展覽首站鎖定美國拉斯維加斯的酒店為合作夥伴，希

望透過在世界最知名的觀光勝地打開知名度，建立一套可以依循的展覽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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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開辦藝術品借貸

2012 年	藝流國際	春拍	漢	玉大鳳幣

1. 銀行

     這種貸款除了以藝術品作為主要擔保品外，銀行還會對貸款人的

個人資產狀況進行評估，在無法償還貸款時除會以藝術品償還貸款外

還會有額外的違約金支付，利率一般是在 LIBOR 的基礎上增加 2 個百

分點。

     證券、不動產、藝術品是國際公認的三大投資領域，就年化報酬率來

看藝術品的報酬更是居三者之冠，由梅摩斯藝術交易指數（Mei Moses 

All Art Index）來看，藝術品的平均投資獲利高達 12.6% 居三大投資領域

之冠，但同時藝術品的變現因為受眾較小、且交易市場較不普及無法較為

即時的紓解藏家的資金需求，以現行的拍賣行拍賣家的需求，受困於各地

法規及銀行規則，藝術品或者古董的融資一直是不容易的事情，李德鐘與

世界首屈一指的鑑定專家合作，透過鑑定專家的鑑價，協助銀行準確的判

斷收藏品的價值，讓藏家得以與銀行合作進行資金的調動，JPin 同時具有

拍賣的制度，可以協助銀行在遇到呆帳的時候，即時的獲得資金的解套，

避免藝術品融資呆帳的風險。

     藝術品貸款雖然不是一項新的服務，但是藝術品貸款大部分發生地還

是在美國，JDX 公司在美國已與銀行有多次藝術品貸款的合作案例，藝術

品貸款依照承作方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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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拍賣行

     而拍賣行或者以藝術品金融為主體的金融機構，則是單就以藝術品

作為擔保，借貸時借款人會著重在藝術品的鑑價，當無法償還貸款時

只需沒入藝術品，利率是在 LIBOR 的基礎上提高 6.5 到 7 個百分比。

(LIBOR，即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倫敦銀行同業拆息，是

一個英國銀行同業之間的短期資金借貸款的成本，由英國銀行家協會按

其選定的一批銀行，於倫敦貨幣市場報出的銀行同業拆借利率，計算出

平均指標利率。此指針利率，每個銀行營業日都可能不同。)

     這兩種區別在於銀行在對個人資產的評估較為專業，而對於藝術品

的鑑定與價值判斷，時常需要借重第三方專家的合作，而拍賣行及藝術

品金融機構則具有專業的藝術品鑑定能力，且有自己的藝術品變現通

路，因此兩方貸款方式有所差別。

     JPin 可以透過專業的鑑定及鑑價協助銀行進行承辦以藝術品為主要

擔保且無追索權的借貸，除了可以提高銀行的獲利，也提供銀行拍賣通

路，讓銀行可以針對中小型的藝術品藏家進行融資，增加銀行的可能業

務量，也讓小藏家更容易獲得使用藝術品作為融資擔保。

   拍賣行是一個古老的行業，在藝術品的市場上現存的拍賣行可以追朔到

18世紀，全世界最大的兩間國際性拍賣行佳士得跟蘇富比街成立於18世紀，

拍賣行的制度經過 200 多年的發展已經非常成熟，在拍賣行拍賣的手續費

已經有一定的規則可追尋，早期拍賣行佣金是同賣家共同磋商，而 1995 年

開始各大拍賣行將佣金制定在落槌價的 10%，而後逐步調漲，在 1997 更

爆發了拍賣行聯合壟斷佣金的醜聞，

3-3 線上拍賣及私人藏品交流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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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佣金最高被調漲到了 20%，經過 3 年的調查，在 2000 年美國紐約

曼哈頓地方法院，正式對兩大拍賣行佳士得及蘇富比提起訴訟，這個醜聞

最終導致蘇富比董事會前主席陶布曼遭判刑一年，從這個事件可以發現拍

賣行是一個長期被壟斷的中心化事業，藏家因通路的缺乏不得不接受拍賣

行提出的種種條件，從而獲得拍賣行提供的服務。

     藏家與拍賣行可以說是相愛相殺的關係，拍賣行是現行藝術品買賣唯

一具有第三方信任的公信力單位，更是藏家搜尋目標藏品的唯一可信任管

道，拍賣行除了成熟的買賣制度外，多年累計的拍賣紀錄更是拍賣行重要

的無形資產，許多藝術品的真偽除了專家的鑑定外，由拍賣行紀錄在案的

拍賣紀錄也是相當重要的見證。

     以現行拍賣行制度，藏家將藏品送入拍賣行拍賣，如果成交必須負擔

20~40% 的高額佣金，而購買者也需要承擔高額的佣金，這導致了收藏品

需要經過相當時間的增值，才可能再度進入拍賣行買賣，大大的降低了藝

術品的流通性。

     現行拍賣制度因為需要舉辦實體的拍賣會，前期的拍賣品製冊，預展

加上最後舉行拍會所需要耗費的運送、保全、保險人事場地等成本，使得

拍賣佣金高居不下，而其中隱形的第三方信任的成本也異常的高昂，中心

化及實體活動的缺點被一再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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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in 透過將藏品數位建檔上鏈，並建設線上博物館將藏品數位

化，可直接協助藏家在線上進行展示，最後達成線上拍賣的目的，線

上拍賣可以省去傳統拍賣中需要耗費高額的運送、保全、保險人事場

地等成本，而且線上拍賣突破了空間及時間的限制，拍賣可以成為沒

有單次拍賣參與數量限制及單次拍賣的天數限制，在藏品的選品中更

多的中小型藏品得以展示，更能以一個較長時間的展示讓更多的人來

進行藝術品的挑選及鑑賞。而第三方信任可以透過區塊鏈在時間紀錄

及防止竄改的特性來取代，透過 JPin 在資料上鏈時擔任預言機完成初

步信任後，藏家可以透過鏈上紀錄來了解每件藏品的數位記錄從而辨

別真偽並了解每一件藏品的流動，與傳統拍賣行的紀錄不同的地方在

於，透過區塊鏈加上數位記錄，可以達成藏品在每個藏家間交流時不

論透過傳統拍賣行、線上拍賣、私人交流都可以留下紀錄以供追蹤，

這可以讓藏家在交流時更加自由且無須顧忌交流型態。每一件藏品都

可以透過這樣建立一個完整的交流紀錄，李德鐘博士很好地描述了這

件事情，藝術品是屬於全人類的文化資產，並不屬於藏家，藏家只是

在藝術品的整個生命歷程中的過客。藏家與藝術品是互相印襯的關係，

就像許多古董乘載的不只是本身的歷史意義，古董拍賣記錄也承載藏

家的精神。

中國文化部主辦「琳琅珍瑰」	
首選做入口屏風	春秋玉四璜璧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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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品雖然是公認的穩健高報酬投資選項，但是兩個高門檻資金

及專業鑑定知識將大部分中小型投資者拒之門外，藝術品投資大多數

人看的到吃不到，而藝術基金正是中小型投資人進入投資藝術品的解

決方案，由基金管理人負責募集資金，並通過多種藝術品類組合或者

單一藝術品類組合的投資方式，以達到最終實現較高收益的目的，而

高古玉是一個長期被低估的市場，2012 年後才正式被開放，預期將迎

來一波蜜月期，專注在高古玉的藏品投資正是藝術基金不可多得的標

的，JPin 擁有最專業的鑑定團隊及投資經理人，將會在高古玉為主軸

的藝術基金大展拳腳。

     

      博物館的經營需要繁複的人員編制及非常多的預算，而藏品的複

雜性、收藏條件及有限的空間也侷限了藏品呈列展示的方式，而呈列

之後藏品又需要進行保養及修復，JPin 希望透過與藏家合作將藏品數

位化後在網路及區塊鏈上留下紀錄，並可以透過區塊鏈的 VR 項目來

呈現藏品、也可以將藏品的數位資訊留存在 IPFS 系統中，確保藏品 

資訊可以永遠的留存，並在區塊鏈的虛擬世界 Virtual Worlds 項目中

建立數位博物館，可以突破國籍、時間、空間的限制，讓藏家及參與

者自由地來展示及參觀，也可以為藏品建立專屬的主題空間，避免掉

實體展出後需要花費的龐大維護成本，也讓博物館的經營方省下巨額

的開銷，在完成主題性的藏品匯集後可以以世界巡迴展覽的方式有計

畫及主題性的策展，博物館原本就無法一次性的展出所有的藏品，大

部分的藏品都需要被妥善的保管、維護、修復，透過線上博物館的方

式可以一次性的呈列所有的藏品來讓人參觀，並透過虛擬空間的布置，

3-4 JPin 藝術基金

3-5 建立線上數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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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完整的藏品背景及提供歷史背景資料，從而更深入的了解藏品文化內

涵，而主題性的藏品來策展可以讓龐大的維運成本轉為小型可以被規劃的

商業模式，透過展覽的門票、周邊、IP 授權等讓展覽可以自給自足達到永

續經營的目的。

的商業模式
及技術原理概述

JpiNJpiN

     在展覽的策劃中，JPin 先主題性地整理會員藏家藏品後，將由李德鐘

博士領導研究團隊，將藏品的歷史背景及文化內涵進行資料整理，再由

JPin 策展團隊依照時代氛圍、國際趨勢設計展覽內容，每一次展覽將以一

個主題 20-30 件的藏品作呈現，展覽將分為兩種型式設計，第一種是由

JPin 團隊將展覽做全面的規劃，並完成藏品展示的設計、場地動線、布展

景品、周邊商品等等，展覽所需的藏品 JPin 會以 租賃的方式向 JPin 合作

藏家借藏品，租賃費用將參考藏品估價 1-20‰或另行商議每月租賃金額，

展覽將會以線上展覽作為線下展覽的預熱，JPin 提供展覽完整方案及顧問

服務做為一個完整的巡迴展方案提供尋展單位借展，而借展單位每個月支

付展覽單元原始製作費之 5-15% 作為權利金。第二種由 JPin 進行 IP 授

權提供主題及所需 IP，包含由 JPin 團隊官方認證等比例複製藏品、藏品

圖騰影像讓策展 單位發揮使用，JPin 團隊將以顧問腳色協助策展單位進

行展覽規劃，此類展覽費用依所需 IP 價值協商 IP 授權金。

4-1 策展及 IP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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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in 策展團隊同時也會提供展方了解展覽的詳細內容、規格、授權

費、借展費或相關抽成，就要對預算、市場、內容等進行完整而全面的評

估。從總經費預估中，推算出門票價格、商品客單價、入場人次最低標等

等，透過這些數字再回推出展期每日進場人次，分析市場是否能達成，這

些 JPin 都會經過市場調查，加上策展人經驗提出評估分析，最後才進入

決策會議討論。事實上，理性的數據分析更能幫助策展單位聚焦在觀眾的

喜好。

     項目如何支持藏家使用藏品跟銀行融資藏品融資收益，美國公司與銀

行開保證狀，以公司藏品作擔保，銀行開擔保信用狀給台灣銀行，借出藏

品 20% 金額，賺手續費及拍賣，銀行承擔風險，藏品抵押在台灣銀行，

借款手續費 2-3%，利息比照商業銀行貸款，公司賺鑑價 費用及不良品

拍賣。

     JPin 透過專業的鑑定及鑑價以台灣為起點，協助台灣藏家及銀行進行

以藝術品為主要擔保且無追索權的借貸，由 JPin 在台灣的合作銀行針對

有資金需求的收藏家，提供藏品作為融資的主要擔保品，在 JPin 給出藏

品鑑價後，收藏家可以獲得藏品估價 20% 的融資，JPin 在這個過程中收

取鑑價費用及融資金額 3% 作為開辦費用，而在融資期間若有發生收藏家

違約的狀況，JPin 將收購作為擔保的藏品，消彌銀行的呆帳風險，並將藏

品進行拍賣或者協議轉讓，其中 JPin 可能實現的利潤高達藏品估價的 30 

% 以上。

4-2 藝術品借貸流程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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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董及高古玉的收藏價值，除了本身的材質的價格及工藝精湛度、藝

術品價值外，最珍貴的是藏品本身沉澱的時間資訊，現在對於藏品的歷史

訊息，只能透過藏品本身可鑑定的資訊及文獻考據來判斷藏品的歷史，另

一方面在藏品交流過程中，收藏家之擁有紀錄，是對藏品可信度的背書及

價值的增值， 而現在區塊鏈的技術在時間資訊的紀錄具有非常強大的優

勢，JPin 使用區塊鏈來進行藏品交流的各項紀錄，過往藝術收藏品的收藏

紀錄形成的價值堆疊，需要透過拍賣行的拍賣紀錄來得知其藏品的交流狀

況、收藏家及拍賣價格，這也造成了拍賣行極度中心化的結構，JPin 為了

打破這種壟斷的情況 ，所以使用區塊鏈來記錄藏品的交流狀況，而在未

來也可以透過去中心化治理完成拍賣及交流記錄去中心化，而 JPin 及未

來加入鑑定及交流紀錄驗證者，也可以透過收取驗證費用達到永續經營的

目的。在線上拍賣的部分將使用區塊鏈的技術來作為技術基底，現行拍賣

制度因已線下實體活動為主，需耗費高昂的各項費用導致拍賣佣金高居不

下，而其中隱形的第三方信任的成本也異常的高昂，中心化及實體活動費

用高昂，受限於地區的缺點在這次疫情中被一再的放大。

4-3 私人藏品交流上鏈及鏈上拍賣

漢武帝	玉酒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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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in 藝術基金首期募資規模為三百萬美元，第一期為三年，基金將專

注於高古玉投資，以蒐羅具投資價值且易於流通的高古玉物件為主，以期

在未來 8-13 個月通過拍賣、協議轉讓、租賃等多種方式實現投資收益，

而閒置資金會投資在無風險或者低風險的短期理財產品，基金經理人會

透過市場熱度調查去了解增值空間、流通管道、同類型藏品比較等資訊，

JPin 預估此檔基金將帶給基金投資人每年 6% 以上的報酬。

     JPin 協助藏家把藏品數位建檔，包含將鑑定文件上鏈及藏品數位化，

可以直接在線上進行藏品展示，最後達成線上拍賣的目的，線上拍賣可以

省去傳統拍賣中實體活動所需的高昂成本，而且線上拍賣突破了空間及時

間的限制，拍賣可以成為沒有單次拍賣參與數量限制及單次拍賣的天數限

制，在藏品的選品中更多的中小型藏品得以展示，更能以一個較長時間的

展示讓更多的人來進行藝術品的挑 選及鑑賞，JPin 將把節省下的成本直

接反映在拍賣手續費上，吸引更多藏家投入線上拍賣，而透過區塊鏈技術

可以透明化拍賣佣金，揭露拍賣佣金有助於抑制佣金被聯合壟斷操縱的行

為，讓藏品可以更快速的流通，雖然 JPin 在平台上只收取 5% 的佣金，

低於現行拍賣佣金非常多，但 JPin 預期線上拍賣將刺激拍賣交流次數大

幅的提升，從中獲得相當可觀的營收。

4-4 JPin 藝術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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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in 團隊在運營上將以 JPin 為主題去擴展業務，在初期 JPin 作為認

同者的憑證，JPin 團隊在 2021 正式營運後將每季做結算，發布季度報告，

報告中將揭露項目進度、每季營收及淨利潤，並公告回購開始日期，團隊

將會把淨利潤的 30% 進入自由市場以市價購回 JPin，購回之 JPin 將鎖

倉 6 個月，JPin 預期公司每季度回購之 JPin 將逐步增加，此方式會逐步

減少市場上 JPin 流通總量。 在營運進入正軌後團隊會陸續規畫 JPin 落地

應用，譬如支持客戶以 JPin 支付鑑定費、拍賣佣金、授權費，拓展 JPin

的應用場景，建立 JPin 之價值。

4-5 JPin 運營模式

JDX 公司資產	漢	龍鳳大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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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Kuo 是一位企業家和投資者，專注於

風險管理、國際貿易、顧問諮詢和區塊鏈技

術等。他畢業於聖何塞州立大學航空運營理

學系。Peter Kuo 在多家科技新創公司擁有

豐富的經驗，並專研於創新如何影響我們的

生活領域；亦在醫療設備、加密貨幣和電

子消費等領域擔任顧問。同時他也是加州共

和黨的副主席、矽谷風險投資圓桌會議（Silicon Valley Venture Capital 

Roundtable）的總經理、HRSV 扶輪社社長、矽谷 NAIFA 總經理，並活

躍於加州的政策討論、執行與宣傳等。

5-1 創辦人

項目團隊

Peter KUoPeter KUo Co-Founder	&	President

JDX 公司資產	漢武帝大鳳玉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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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鐘博士岀生台南府城，曾於日本亞細亞

大學企管系留學，1977 年到美國加州洛杉

磯投資移民，從事不動産開發、銀行、期

貨、廢五金貿易 ...... 等。期間接觸法裔猶

太集團，開始收購中國高古玉器，致力於

國寶回歸政策；2008 年向中國文化部建言

溝通，終在 2012 年中國文化部成立了玉文

化研究中心，聘請李德鐘博士為常任理事。李德鐘博士曾任命於 2012 年

藝流國際春拍＋大漢文明特展玉器鑑定總監、台北長流美術館和台灣藝

術發展交流協會之玉器展示策劃。2015 年成為中華古玉文化研究會的永

久榮譽會長。2016 年受中國文化部文物局中國文物學會收藏鑑定委員會

任命為理事。2018 年成為美國 JDX lnternational Group Inc 的首席古玉

鑑定師。2018 年成為 Emperor Jade Co.LTD 首席高古玉鑑定師。2018

年和明道大學合作「漢武帝典藏玉器研究學會」。目前正策劃美國 JDX 

International Group lnc. 漢武帝玉器展，並致力於推廣中華漢文化。

D.C. LeeD.C. Lee Co-Founder

台北藝流國際	 春拍		
漢武帝	龍鈕玉瓶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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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Robinson 是極具經驗豐富的軟件

開發專案經理 /SCRUM 實施者，且專精於

大數據資料庫處理，曾在 BMC Software，

CA Technologies 和 IBM 等 公 司 工 作。

且 為 福 布 斯 教 練 委 員 會 成 員， 曾 為 數 百

位 CEO 執 教 過。Charles 現 為 JDX 公 司

的首席顧問，AR 公司 Tanzle 的顧問以及

Engiven.com 貨幣架構工程師。 同時 Charles 也是橙縣和聖地亞哥縣的

Hedera Hashgraph 大使。

郭致良教授在美完成研究所學位後回台灣服

務，於皓宇工程顧問公司擔任規劃設計部門

總監一職。八年後轉至大學任教，至今已有

二十餘年；曾擔任明道大學設計學院院長，

並多年來持續受邀擔任政府文化及規劃設計

部門的諮詢顧問。已完成並主持之計畫案超

過百例，擔任諮詢顧問之專案亦接近三百

件。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創意美學、空間景觀設計、影視造形傳媒藝

術等。

Charles RobinsonCharles Robinson

郭致良  教授

Senior Advisor

文化創意美學顧問

5-2 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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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傑·羅伊斯 (Roger Royse) 是 30 多年稅

務與商業法經驗的權威律師，具深厚的專業

知識和廣大的影響力，同時在史丹佛大學的

空中大學 (Stanford Continuing Studies) 擔

任區塊鏈方面的講師。現為美國知名大型國

際法律事務所 Haynes and Boone, LLP 律

師團中的成員，該公司在美國德克薩斯州、

伊利諾伊州、加州、華盛頓特區、墨西哥、英國倫敦及中國上海等地皆設

有辦事處。

法律顧問Roger RoyseRoger Royse

五龍戲鳳玉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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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Jason
ColesColes

JasonJason
ScaleseScalese

JeffJeff
GitlinGitlin

Matthew Matthew 
DanielDaniel

AlexAlex
LiuLiu

Business Development

VP &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Advisor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Business Development

5-3 團隊夥伴

5-4 合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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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in 團隊在幣安鏈 (Binance Chain) 上發行，幣安鏈作為幣安向去

中心化邁進的灘頭堡，在信任及安全上提供了足夠的保障，又同時具有

去中心化的特色，團隊可以自主在幣安鏈上進行各項操作，我們最終選

定 BEP8 作為首次發行之協議，BEP8 是幣安鏈為專案前期設置的 Mini 

Token，非常適合作為 JPin 出發點，JPin 將發行 1,000,000 個，並在發

行後直接在幣安去中心化交易平台 DEX 上架。

    代幣分布如下

1. 公司持有 30% 共 300,000 個 : 這部分將作為創始團隊、顧問及運營團

隊的獎勵，這部分將直接鎖定 36 個月。

2. 販售 40% 共 400,000 個 : 將分為三個階段發售 早鳥 : 此時的兌換價格

為 1JPin:10BUSD，另外提供兌換數量 3%JPin 做為早鳥獎勵公開 : 此時

的兌換價格為 1JPin:10BUSD 交易所上架 : 交易對價格為 1JPin:12BUSD。

3. 商業開發 15% 共 150,000 個 : 首期將有 50,000 個可以使用在商業開

發上，剩餘 100,000 個將鎖定 6 個月後每月解鎖 5,000 個。

6-1 發布計畫

6-2 發行計畫

代幣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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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幣分布如下

1. 公司持有 30% 共 300,000 個 : 這部分將作為創始團隊、顧問及運營團

隊的獎勵，這部分將直接鎖定 36 個月。

2. 販售 40% 共 400,000 個 : 將分為三個階段發售 早鳥 : 此時的兌換價格

為 1JPin:10BUSD，另外提供兌換數量 3%JPin 做為早鳥獎勵 公開 : 此時

的兌換價格為 1JPin:10BUSD 交易所上架 : 交易對價格為 1JPin:12BUSD。

3. 商業開發 15% 共 150,000 個 : 首期將有 50,000 個可以使用在商業開

發上，剩餘 100,000 個將鎖定 6 個月後每月解鎖 5,000 個。

4. 市場行銷 5% 共 50,000 個 : 這部分將用於市場行銷，包含社群獎勵、

獎勵計畫、空投 等等。

5. 保留 10% 共 100,000 個 : 這部分由公司保留暫不動用，未來需要動用

時由公司公布使用方案。

6-2 發行計畫

JPIN		代幣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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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流 國 際	 春 拍		

元遼金	龍戲鳳大玉瓶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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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圖

公司創辦人之一的鑑定官 - 李博士

致力於研究與收藏高古玉藏品

漢武帝『玉透雕龍鈕四系舞人方壺』

獲選為中國文化部『琳琅珍瑰 II』

中國民間古玉展系列展品

『春秋玉四璜璧』在一萬件藏品中

脫穎而出被遴選為中國文化部

「琳琅珍瑰」中國民間古玉展展品之一

且作為入口屏風處展示

1982

201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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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操作藏品基金

公司操作藏品基金

實體博物館成立

各國拍賣會策展佈局

線上博物館成立

數位交易平台推廣

線上線下數位體驗

台北策展國際發布會

國際藏品基金會成果展示

高古玉區塊鏈技術

高古玉俱樂部招募

美國飯店集團策展

與融資銀行洽談合作方案

2021

2023

2025

2022

2024

2028

Q1

Q1

Q2

Q2

Q3

Q3

Q4

Q4

首席鑑定官李博士藏品 - 漢武帝

『玉神獸』等四件 受邀入選為

李克強總理主辦之『中國貴陽』 

大數據玉展之展品是為台灣首度

且唯一之代表

公司首席鑑定官 - 李博士受邀聘加入

中國文物學會收藏鑑定委員會

玉器研究部為理事

是為台灣首位且唯一代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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