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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目的 

本計畫主要針對網路安全、數位經濟、人權、技術等四大網路治

理議題，並藉由參與區域網路治理相關會議，了解各國對此四大議題

之討論，同時觀察並整理如何鼓勵年輕人參與網路治理討論等國際會

議與可參與的議題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貳、 研究方法及限制 

本年度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簡稱 COVID-19)影響，故本年

度預計參與之國際會議皆改為線上會議，而藉由參與線上會議之討論

與收集國際間各領域專家所發表的相關文件，整理相關之議題，並藉

由參與線上會議、線上教育課程及其公開資訊的文件與相關的討論，

了解其他社群、組織如何鼓勵年輕人參與國際網路治理論壇。 

在國際網路治理議題中，分為四大主題：網路安全、數位經濟、

人權與技術。在網路安全議題中，先探討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進而

探討網路碎片化對整體網際網路穩定性的影響，及研究目前網路社群

中建立網路安全意識的作法及國際間可以參與的討論社群，並邀請國

外專家討論關於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機制及網路安全政策制定。 

•網路安全

•數位經濟

•人權相關

•新興科技與技術

研析網路治理議題

•了解國際、區域間

相關網路治理會議

•相關的組織及機構

了解國際間相關組織

•不定時透過網路參

與國際、區域間相

關網路治理會議

•實際參與相關會議

參與相關會議

•撰寫報告，依實際

經驗提出與會建議

提出與會建議

圖 1 研究項目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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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經濟議題裡，國際間討論多年的資料治理、數位轉型議題

在本年度因為疫情影響，更顯現出其重要性，故著重於疫情下工作模

式的轉換與數位落差的影響。在該議題中並收集關於國際間數位稅的

相關資訊及進展。 

在網路安全議題的收集中，先以了解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及網路

碎片化的相關議題探討及分類，同時了解國際間對於網路安全意識的

能力建構、相關的組織，若要參與相關的議題討論可從哪些方面、哪

些社群可以取得相關資源等資料收集。 

在人權議題中，以實際參與討論的資料主控權與資料保護及女性

使用網路的權利為主要的資料收集方向。 

在技術議題中，由於各種新技術推陳出新區塊鏈技術本年度以收

集國際間實際運用區塊鏈技術所進行的應用為主，而技術議題較多的

會議，則會以記錄與會後的心得為主。 

在各網路治理議題相關的會議參與裡，因 DotAsia 董事會要求遵

守保密條款，不得任意公開會議記錄及內容，故以個人從旁觀察的記

錄，而主要的網路治理相關的議題收集則著重於參與亞太區網路治理

論壇及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同時本年度因為只能透過線上與會方式，故另外依照本研究的主

要議題，規劃為四場小型專家討論會，主題分別為：具包容網路安全

政策與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資料轉型與數位經濟、新科技創新與政

策、人權等四個議題，分別邀請國外知名人權與網路安全政策倡議組

育 Global Partners Digital (簡稱 GPD)及積極參與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積極培育國際網路治理與外交人才的 Diplo Foundation 研究人員另

外進行議題的討論，但「資料轉型與數位經濟」議題的講者因本身家

中突變及個人健康因素，臨時取消本次會議，適逢聯合國網路治理論

壇會議即將進行，全世界講者均處理忙碌的狀態，故本年度進行三場

小型專家討論會，將會議記錄摘要及照片與其他參與之網路治理線上

會議的螢幕畫面照片皆附於附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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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年度執行進度規劃 

本年度計畫之起迄日期計畫簽訂後至 109 年 12 月 15 日止。將各

項重要工作項目及其進度如下表所示。 

表 1 本研究執行進度規劃 

時間 

 

工作項目 

109年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1.研析網路議題          

(1)網路安全          

(2)數位經濟          

(3)人權          

(4)技術          

2.了解國際相關組

織與會議 
         

(1)收集國際組織

資訊 
         

(2)研究會議之資

訊 
         

3.參與相關會議          

(1)DotAsia 4/23 5/21 6/26 7/30 8/27 9/17    

(2)APrIGF      
27-

30 
   

(3)APNIC      8-10    

(4)IGF 及其他        
11/2-

17 
 

4.撰寫期末報告提

出與會建議 
        M1 

每月工作進度(%) 10 10 10 10 10 20 10 10 10 

累積工作進度(%) 10 20 30 40 50 70 80 90 100 

預計查核點(M1)：109 年 12 月 15 日，繳交執行報告與執行進度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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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 

一、 網路安全 

網路安全議題多年來一直都在網路治理中的重要議題，從組織的

網路安全政策到個人網路安全的意識提升，網路架構的各層次管理及

安全認證、協定，到組織、企業、個人等不同規模的網路安全與資訊

安全政策架構、技術交流、資訊傳遞的加密，從技術到網路政策都可

以在「網路安全」的框架中，然而因為各國政府逐漸以國家領地主權

的概念緊縮對於網路空間的治理，藉由各種手段造成網際網路的碎片

化，都會影響到網際網路基本的開放性、互相可操作性、互通性等特

性。 

在全球十分重視網路安全議題時，本研究先了解網際網路的公共

核心，並了解使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穩定運作的重要性，國際間除了預

防自硬體建設的破壞、區隔造成網際網路的碎片化外，同時也應預防

來自政府或是商業目的對網路基礎建設施予壓力，並藉由教育訓練與

國際之間的訊息交流，提高所有人皆有維護網路空間穩定性的安全意

識。 

(一) 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 

在討論網路安全的各種議題時，應先探討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

了解什麼是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及為何會涉及網際網路的安全性。 

由於網路的便利性，已使網際網路趨近於公共事業，多數人的食

衣住行育樂皆已離不開網路，網際網路上各種服務每天所產生的訊息

難以計數，對網路的依賴性愈來愈高。在《The Public Core of the Internet: 

An international Agenda for Internet Governance》[1]論文中提到了所謂

的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部份的網際網路具有公共財的特性。網際

網路只有在保證通用性，相互操作性和可訪問性的核心價值並且支持

資訊安全的關鍵目標 (機密性、完整性和可取用性) 的情況下，網際

網路才能作為公共財。必須找到新的方法來永久維護此公共核心的主

要功能。」作者也提到，只有當網際網路成為全球性的公共財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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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全世界的人帶來利益，所以需要不同層面的人共同合作並採取維

護網際網路的行動。 

在 2017年 11月時，全球網路穩定空間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Stability of Cyberspace，簡稱 GCSC)便意識到全球對網際網路

的依賴，呼籲全球利害關係人，在不損害各利害關係人的權利和義務

的前提下，不是國家或是非國家角色，都不應該進行、損害、干擾網

際網路公共核心整體的可用性、完整性的活動[2]，並在藉由該委員會

對全球通訊建設和網路建設防禦專家進行問卷評估調查，於 2018 年

5 月提出了對於網路公共核心的定義與相對應的網路規範[3]，並將「穩

護網路際網路的公共核心」應該注意的內容如下： 

1. 封包的路由和轉發：包括但不限於設備、設施、資訊、通訊協

定和有助於將封包通訊從來源傳輸至目的地的系統。這也包括了實體

網路交換中心、路由連結的傳輸與頻寬…等，從系統到設計、生產製

造上述各種設備的等整體供應鏈，也包括了為維持通訊協定的一致性

的相關研發、標準化與維護流程。 

2. 命名和數字系統：這包括了於網路域名系統運做的資訊及系

統、域名註冊商、名稱伺服器、內容列表區域、如域名系統安全擴充

(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簡稱 DNSSEC) 等的加密

簽署記錄之架構與流程和用於根區域(root zone)的 whois 資料、反向

位址轉換、國家代碼、地理位置、國際頂級域名和新頂級域名、非軍

用的頂級域名。同也包括了經常被使用的公共域名遞迴解析器，如網

際網路號碼分配局和區域網路網路註冊中心，這些單位提供和分配網

際網路協議位址、自治系統編號和網際網路協議識別碼，還包括協議

本身的命名和編號，以及協議開發和維護的標準化過程和結果的完整

性。 

3. 安全和身份的加密機制：包括了用來發放加密使用者和設備

於網路傳輸、設施、設備、資訊、通訊協定和相關係統中的金鑰與相

關的設備，也不限於如密碼的管理、各種加密機制與支持的協定、架

構，能維持一致性的標準化流程和加密演算法、協定的發展、維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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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製造與能實施加密流程的整體設備供應鏈。 

4. 實體的傳輸媒體：包括實體纜線系統和公共通訊服務線路的

設置、國家領域與海底電纜、登陸的站點、資料中心和其他支持本項

目的實體設施。也包括了傳輸的系統、訊號產生器、信號再生、中繼

器、復用的各種系統，也包括了服務於地區或人們的電纜系統，但不

包括各個電信公司為客戶服務的電纜系統。 

自上述的規範與定義可看出，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還是以服務公

共為主，不以單一個體或私領域為主。 

(二) 網際網路碎片化的危機(Internet Fragmentation) 

在了解了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與相關項目後，便能理解網際網

路的碎片化可能都會危及大眾在使用網際網路時的一致性與完整性。 

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以

下簡稱 APNIC)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 在 2015 年的文章中，為使

網路使用者能清楚了解管制哪個層級的網路基礎建設會造成了網際

網路碎片化，也能了解不同等級的網路碎片化會造成網路社會與經

濟的影響，將「網際網路碎片化」(Internet Fragmentation)清楚的分類

[4]，包括了：IP 層的碎片化(IP Level Fragmentation)、路由的碎片化 

(Routing Fragmentation)、網路服務業者對接和傳輸(ISP Peering and 

Transit)、命名空間的碎片化(Name Space Fragmentation)、應用的碎

片 化 (Application Fragmentation) 、 安 全 的 碎 片 化 (Security 

Fragmentation) 

除了前述的各種在網路基礎架構可能發生的碎片化危機外，應

用的碎片化即為就各種服務間的互通性不足，這應些用程式的架構

應該都是類似的、接近的，但可能會因為各公司的加密方式或是其

他商業競爭原因，例如以電子郵件服務 Gmail 來說，就會將其他郵

件服務來源的電子信件標記為垃圾郵件。但目前為了避免這些情況，

則是讓這些郵件伺服器互相服務。 

本年度網際網路學會(Internet Society，簡稱 ISOC)即討論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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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標準」(Open Standards Everywhere，簡稱 OSE)，並認為開放

標準是網際網路服務的基石，也是實現網際網路一致性、相互操作

性與兼容性的核心原則，反之，若是互通性不足，就不足以達到這

樣的理想。 

在 2016 年 1 月，網路治理論壇耕耘的 Wolfgang Kleinwächter 與

William J. Drake、網際網路之父 Vinton G. Cerf 世界經濟論壇出版了

《網路碎片化：概述》(Internet Fragmentation: An Overview)[5]白皮書，

討論了網路碎片化的本質外，並談到了因技術、治理、商業活動所

造成的各種網路碎片化的情境，在白皮書中將網路碎片化分為三大

類：技術的碎片化、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和商業的碎片化。「技術的碎

片化」則是利用網路基礎架構中的因素來防礙系統原本具有可相互

操作和交換數據封包的能力，並且阻礙網際網路所有節點上一致性

的運行。「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則是指政府的政策和行動阻礙或限制

人民使用網際網路，或對特定的用途創造、分派、取用資源來源。

「商業的碎片化」是指因商業行為或目的而阻礙或限制消費者使用

網路，或阻礙消費者針對特定的用途創造、分派、取用資源來源。

茲將三大導致網路碎片化的主要類別、相關議題及種類整理如下表： 

表 2 網路碎片化的類別、議題與項目 

主要類別 相關議題 碎片化的種類 

技術 1. 網路位址 

2. 相互連結 

3. 命名 

4. 安全 

1. 網路位址轉換 

2. IPv4 和 IPv6 的不兼容和雙 IP

機制 

3. 路由損壞 

4. 防火牆保護 

5. 虛擬私有網路的隔離和阻擋 

6. TOR 洋蔥網路(Onion Space)、

暗網的威脅 

7. 國際化域名和技術錯誤 

8. 封鎖、阻擋新頂級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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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類別 相關議題 碎片化的種類 

9. 私有的域名伺服器和分割的

DNS 

10. 在飯店、餐廳…等分區段的無

線網路連線服務 

11. DNS 根伺服器備用的可能性 

12. 憑證頒發機構發出不被認可

的憑證 

政府治理 1. 內容和審查 

2. 電子商務和貿

易 

3. 國家安全 

4. 隱私和資料保

護 

5. 資料在地化 

6. 將碎片化作為

國家總體策略 

1. 過濾及阻擋網站、社交網路、

或其他不被管理當局認可、不

符合政府治理、違背政府法規

的內容 

2. 攻擊提供不受歡迎內容資訊

來源的網站 

3. 數位保護主義，阻擋使用者取

用、使用電子商務的關鍵平台

或工具 

4. 集中化和終止網路互連 

5. 攻擊國際網際網路和關鍵資

產 

6. 要求資料在地化處理或保留 

7. 藉由更改架構或路由，讓數據

流保留在單一主權領域裡 

8. 禁止跨境傳輸特定類別的資

料數據 

9. 擁有建立「分區段國家網際網

路」和「網路主權」的策略 

10. 意圖合法化限制行為的國際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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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類別 相關議題 碎片化的種類 

商業 1. 對接和標準化 

2. 網路中立性 

3. 高牆內的花園 

4. 因地緣政治要

求在地化及區

域的組擋 

5. 基礎設施相關

的智財權、專利

保護 

1. 對接、互連協議的潛在變化 

2. 可能阻礙物聯網互操作性的

潛在專有技術標準 

3. 阻擋、限制、或其他歧視行為

偏離了網路中立性 

4. 高牆內的花園(如中國禁止國

外電子商務、社交平台服務) 

5. 因地理區域阻擋部份內容 

6. 為了保護知識產權而以命名

和編號來阻擋內容 

參考資料：《網路碎片化：概述》(Internet Fragmentation: An 

Overview)，本研究製表。 

2016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及 Facebook 將用戶資料販售給輿論操作

公司 Analytica 以操作網路輿論、2018 年 5 月正式實行的歐盟一般資

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簡稱 GDPR)，

讓所有人開始體會到社群平台上的言論自由、資料保護的重要性、中

美貿易戰，致使美國與中國之間從 5G 晶片、技術的發展，限制到網

際網路的自由。各國政府紛紛以國家安全優先為由，開始要求軟體或

服務開發商在本地國建置機房與伺服器，以符合本地國法規，並以本

地國的網路安全法令來規範網路服務商，也如這些科學家們所提到的，

許多政策性的手段、商業性的目的，造成網際網路系統極大的壓力。 

北非、阿拉伯地區等伊斯蘭教國家則因為 2010 年底開始的「阿

拉伯之春」活動，抗爭者使用社群平台如：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平台傳遞資訊給外界的媒體，所以這些國家的政府紛紛以國家安全

為由，封鎖了這些網路平台。 

中國則以防火牆(Great Firewall)來控制該國內民眾使用其他國家

網路服務的權利或是進行言論審查、管制人民的言論，也藉由政治手

段阻擋外國的電子商務平台、社交網站、社群媒體，讓民眾僅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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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國內的服務，扶植中國自己的搜尋引擎、社群媒體、電子商務，

再讓這些服務到其他國家進行相關的貿易合作，例如 2017 年 11 月

時，時任阿里巴巴執行長馬雲與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在馬來西亞

成立了全球第一個「數位自由貿易區」(Digital Freedom Trade Zone)，

實現馬雲提出的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的

理想，將吉隆坡舊國際機場改為電子商務物流中心，並結合阿里巴巴

的電子商務平台，成為亞太地區甚至是全世界的的電子商務儲存、物

流轉運站。 

俄羅斯、伊朗政府則企圖打造國境內的封閉式網路[6]，2019 年 5

月時，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 簽署了管制俄羅斯網

際網路的法案，俄羅斯政府可以高度控管網路交換中心(IXP)、控管網

路流量，而國家域名系統則由政府內部負責監管網路的單位管理，提

高政府對網路審查的掌控權限，限縮國境內網路使用者的言論自由，

也有可能會改變硬體的網路電纜等設備，鼓勵國內的網路使用者優先

使用國境內的網路。俄羅斯總統所簽署的法案不止是因為擔心 DNS

的壓力，也直接對路由、網路的傳輸及對接、各種網路服務的監管，

都形成了高度的壓力。 

上述的各種案例都可以看到不論是商業性或是政策性目的，都會

相互影響，也都會自技術層面要求阻斷或是讓自己國內的網路與整體

網際網路隔絕，造就日漸分歧、碎片化的網際網路，各種網路的碎片

化都會破壞網路本身的開放性、可互通性、互相操作的特性，造成資

訊無法自由的在網際網路上流通，在應用層對各種網路服務的管制、

政府對網路使用者的言論審查、監控也侵犯了人民的言論自由。 

許多人權團體的重點會放在政府對於言論自由的管制或是對特

定人士的監控，所以會在人權上的訴求較為強烈，然而從目前網際網

路在各層所面臨的壓力來看，任何一種中斷或是政府若是強力介入監

管，都會造成網路的碎片化，也會使網路喪失其創造力與自由，進而

對迫害人權。 

僅管各個層級及網際網路治理的相關單位，如各區域網路註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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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支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簡稱 ICANN)及民間的學術單位、技術社群、人

權社群紛紛呼籲政府不要以各種目的對網際網路的運作與中立性施

加壓力，應維持其開放、一致、可取用的特點，並維護整體網路的安

全性及穩定性，才能使網際網路成為公共財，讓網際網路為所有人帶

來利益，而透過各網路治理論壇的討論，也得出需要建立各個層級的

網站安全意識，及不同社群的交流討論，持續努力維持網路的安全及

穩定，避免網路碎片化的未來。 

(三) 網路安全意識的建立(Capacity Building) 

網路安全意識並不是只有個人的行為守則，除了理解網路規範之

外，還有不同崗位、不同環節的工作者們都在為整體網路空間的安全

付出努力。除了如域名系統安全擴充(Domain Name System Security 

Extensions，簡稱 DNSSEC)、資源公鑰基礎設施(Resource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簡稱 RPKI)及網路服務商們紛紛加入路由安全的相互

協議規範(Mutually Agreed Norms for Routing Security，簡稱 MANRS)

等，藉由各種方式阻擋各種型式的網路攻擊外，從使用者端也需要建

立網路安全行為的意識，各個機構則透過教育，來為有興趣的網路使

用者或是藉由媒體、各種形式來加強一般網路使用者對於網路安全行

為的意識，避免因為社交工程、惡意連結而造成個人財物或是個人資

料的損失，也有人對企業進行教育安全訓練，減少企業內部會因為勒

索軟體(Ransomware)或各種攻擊手法造成的經濟與企業聲譽的損失。 

全球網路專家論壇(Global Forum on Cyber Expertise，簡稱 GFCE)

在 2018 年於新加坡的年會與每位參與者分享了需要建置一個協助

網路使用者建立網路安全意識的網站，便與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簡稱 ASPI)、外交基金會

(Diplo Foundation)、網路事件影響及安全團隊論壇(FIRST)、全球網

路安全能力中心(the Global Cyber Security Capacity Centre，簡稱

GCSCC)、挪威國際事務研究所(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簡稱 NUPI)，等五個機構共同成立了一站式建立網路安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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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網站 Cybil Portal (https://cybilportal.org/)，並在 2019 年於阿廸斯

阿貝巴的年會中公布該網站，該網站試圖在網路社群中建立一個知

識分享平台，不僅給一般的網路使用者、學術研究機構、網路服務

業者，也希望提供給制訂網路政策的政府部門，讓此平台具有中立

性、開放且全球的利害關係人共享的知識平台，這個平台有以下五

大目標[7]： 

1. 共享資料、資訊和全球網路建構能力成果的平台 

2. 確保使用者可以透過簡單的頁面瀏覽 Cybil 網站及網站上的

資訊 

3. 整合現有資源和引知的訊息 

4. 對全球 GFCE 社群能更有效的運用網路能力建構資源，進行

能力建構的相關計畫 

5. 統一網路能力建構計畫的資源和實行方式 

Cybil Portal 的主要架構分為四大類：專案、工具、出版品、角色、

事件，目前有 664 個網路研究專案、101 種網路能力建構工具、110

件關於最佳實作的出版品、全球 530 個利害關係人單位(角色)的資

料於網站中。這些資源是 GFCE 社群的工作小組的資源基礎，而這

些工作小組們又分為五個主題和著重的項目： 

1. 網路安全政策及策略：網路安全政策、協議、建立信任措施和

規範、網路外交、網路空間的國際法。 

2. 網路事件管理和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國家級電腦資安事件應

變、事件記錄與分析、網路安全演練、關鍵資訊基礎設施設防

護。 

3. 網路犯罪：網路犯罪法及立法框架、網路空間的執法、預防網

路犯罪的訓練、預防網路防罪。 

4. 網路安全文化和技術：網路安全意識、教育和訓練、發展相關

從業人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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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網路安全和標準：開放網路標準、萬物連網。 

除了 Cybil Portal 提供的這些資源之外，全球的區域網路註冊中

心也會在網站上提供線上教學資源、課程，網際網路協會也會有相關

的文件在其網站中，可以讓有興趣的人隨時下載，甚至許多網路安全

公司也會舉辦對企業的網路安全講習或是對用戶、使用者的網路安全

防護提醒。由於全球網路安全意識或是個人資料的保護意識都提升了，

所以在各層級都有相關的網路安全教育資料可以參考。 

除了上述的 Cybil 外，亞太地區也有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簡稱 APNIC)在網站上提供亞太網

路資訊中心學院(APNIC Academy)(https://academy.apnic.net/)，提供從

IPv4 及 IPv6、網際網路資源、路由、邊界閘道協定、網路安全等與網

路基礎架構相關、政策發展的教學資源，同時也提供除了英文之外，

還有 7 種亞洲地區常用的文字以供亞太各國對網際網路資源相關有

興趣的人線上學習，都是很好的能力培訓方式。 

(四) 國際社群的交流 

在國內外皆有許多討論關於網路安全的社群，討論範疇涵蓋政策

到技術面。國際間除了技術交流之外，也有不少平台是同時探討網路

安全政策、人權、能力培養…等議題，這些議題往往都會在一個議題

下討論，但可能分別因參與者背景與人數比重不同，而偏向某個範圍。 

國際之間技術交流的平台除了像是電腦緊急應變小組(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簡稱 CERT)的組織，透過 FIRST 這個全

球網路安全進行技術交流、資訊安全的即時訊息分享，也會討論網路

安全政策。 

FIRST 每年都會在不同國家辦理年會，聚集相關從業人員進行技

術交流與資訊分享，近年來也會在「亞太資訊高峰會」(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Conference on Operational Technologies ， 簡 稱

APRICOT) 舉辦技術交流會。由於 CERT 社群本身就會即時分享網路

安全應變事件，同時也會討論、互相交流，FIRST 的主席 Serge Dr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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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本年度的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中將 CERT 團隊比喻為「第一線的

救火隊」，所以任何緊急事件都會可以在 CERT 之間分享、技術交流。 

2019 年初在南韓 Daejeon 所舉辦的 APRICOT 中，就有不少技術

案例交流，也有跨國際的網路安全事件分享，讓台灣 TWCERT 與其

他國家的 CERT 團隊有更密切的交流。 

CERT 社群的分享較偏向技術、網路安全事件外，國際上還有很

多社群，從網路規範、安全政策的制訂到相關法規，都有不同的國際

社群在進行交流。例如由德國萊登大學(University Leiden)所主持的

「海牙網路規範計畫」(The Hague Program for Cyber Norms，2017 至

2021 年)，便是針對「網路規範」(Cyber Norms)的制定與實施，並研

究如何讓網路規範應用於網路安全、維護網路空間穩定及和平，並研

究網路領域的思想與學術發展，並貢獻於建立負責任的資通訊網路安

全行為標準對話。 

該計畫每年都會舉辦專家學者座談會，邀請的對象皆為網路治理、

國際關係、網路犯罪、網路安全等相關的專家或學者，今年因為

COVID-19 疫情影響，將實體會議改以視訊會議的方式進行，這些會

議都可以自由報名參與，可以在其中進行交流，也不需要擔心會因為

國籍而受到限制。 

國際上可以參與網路安全資訊交流的社群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如

前述的網路事件影響及安全團隊(FIRST)，就有許多層級的網路或電

腦安全警急應變事件團隊在裡面交流資訊。FIRST 除了每年會在不同

國家舉辦固定的大型年會外，也會安排技術交流會，也會提供獎助金

讓想參與但是資金較拮据的相關從業人員、相關科系學生參與其中。 

由於極權國家會以國家安全為優先考量，將國內的網路安全政策

提升至可能侵犯言論自由、網路連線的自由(例如截斷國內人民連結

及使用網路)、選擇網路服務的自由，更甚而進行網路言論審查、個人

監控等可能侵害隱私的行為。故也可以參與人權社群的討論，有些跨

國際的人權組織，會特別重在網路與資訊科技相關，如：Global 

Partners Digital(簡稱 GPD)、Access Now、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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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簡稱 APC)、Article 19，這些人權團體著重在網路與

資訊科技及網路使用者人權的維護，這些都有公開的討論社群在交流

相關的意見，這些人權團體每年都會參與 2011 年成立的 Rights Con

年會進行交流，也是很好的交流管道。其他如 Internet Freedom Festival 

每年都會在西班牙舉辦大型年會，年會通常會超過 100 個國家、1,000

位以上的參與者在現場針對網路自由的種議題交流。聯合國網路治理

論壇中，也有網路安全最佳實作經驗論壇工作小組，集結全球對網路

安全議題有興趣的人，不定時進行線上討論，藉由分工，讓不同時區

的參與者，藉由網路連結共同進行相關的研究。 

藉由國際間的資訊交流、建立網路安全意識，使每個人了解網路

安全是需要全體網路使用者共同維護及努力，共同維護網際網路的安

全性與完整性，預防因政治、商業目的而造成對網際網路基礎架構形

成的破壞，致使整體網路空間、資訊碎片化。歐盟於 2018 年 5 月正

式實施《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

GDPR)，讓所有需要處理資料的企業都必須設置相關單位及專責的人

員，除對內進行保護與傳輸資料的機制與審核，還有對外資料與資訊

交流的機制對談，從基礎架構到法遵的規範，都是在網路安全領域中

探討並值得再深入的議題。 

 

二、 數位經濟相關議題 

由於數位經濟的議題廣泛本年度因研究時程限制，且因為全球受

到 COVID-19 疫情影響，更突顯出數位轉型議題的重要性，加上因為

各行各業均受到疫情衝擊，唯有網路平台的營業表現較佳，且因為跨

國的服務造成各國在法律管轄、稅收上都較為難以管理，故本年度對

數位轉型議題及數位稅議題進行相關研究。 

在數位轉型的議題中，除了各國政府意識到資料的重要性外，紛

紛想藉由法令來保護自己國家的民眾，避免人民的資料被販售，或是

被侵犯隱私，然而在資料保護法的架構下，可能也要看到自己本土企

業在運作時，是否有保護資料的意識，又或是了解資料對其企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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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重要性。同時，也有不少民間團體、公司、企業進行轉型時，才

發現自己平常並沒有累積資料，導致轉型的步調必須重頭開始累積資

料，並重新建立相關的資料管理與治理措施。 

另一個關於數位轉型的議題，是由於疫情使許多人必須在家工作、

學生則必須在家學習，迫使企業面對改變工作模式、學校必須改變學

習制度的必要性；人們必須在家中開會、與不同地方的同事協作，也

面臨到網路頻寬不足、家庭上網的設施不夠，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

基礎建設的不足也讓他們面臨國內經濟停擺的狀況，對於期藉由網路

及數位化帶動國內經濟轉變、提升數位素養的國家來說，也是很大的

挑戰。 

在數位稅議題上，原本許多國家就會針對跨國的電子商務交易課

徵消費稅，然而許多國家的政府，如法國政府認為這些跨國的科技巨

頭在收集了本國民眾的資料後，可能提供給其他商家進行分析、預測、

推銷，並沒有回饋給實際進行消費的國家，甚至有可能是本地民眾執

行服務，收款或有交易糾紛時卻必須跨國處理，對於自己國家的民眾

造成很大的困擾，也讓政府無法管理，故決定依據不同的條件來對科

技巨頭課徵「數位稅」，除了增加國家的收入之外，也希望藉此保護

本國民眾的相關權益。 

(一) 數位轉型議題 

除了商業交易型態模式朝多樣化的發展，各產業也必須面對不同

的工作模式、工作思維、企業營運方式，從硬體設備的轉換，到營運

模式、人員訓練、人才招攬⋯⋯等，都需要為了全球經營模式與管道的

改變而轉換，從以往的自動化、電腦化過程中所累積的資料與經驗，

如何應用在現階段的數位化，並到未來應用這些既有的資料或是產生

中的資料為企業與國家增添競爭力，都在相關的議題研究範圍中。 

同時因為網路與相關科技的技術進步，雲端儲存、遠距工作都已

經是轉換中的工作型態，有些員工可能會選擇以遠距工作的方式同時

兼顧家庭與工作，員工的績效、企業營運的成本與治理政策也應該要

重新檢視，以符合新型態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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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驅動的數位轉型 

使用資料的方式已不再只有單純的資料探勘、分析，更是許多新

興科技的發展基礎，軟體開發者已意識到應用資料已是必要的基礎，

甚至如農業想要使用科技改善或是整體供應鏈流程的追蹤、食品安全

的科技、人工智慧演算法程式的訓練，都需要以「資料」為基礎，而

跨國企業資料在國與國之間的流通，都涉及資料治理與國與國之間的

資料管理規範與框架。 

GDPR 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正式生效後，許多國家、網路使用者

紛紛加強了對資料的保護的意識，也知道資料對於新科技發展的重要

性，各國也紛紛成立了相關的法規，例如美國《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

(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簡稱 CCPA)在本年度正式實施，針

對加州境內 1)年營業額 2,500 萬美元以上，2)基於營業目的而購買、

收集、販售或分享超過 5萬個消費者、家戶單位或裝置而收集個資料，

3) 每年有 50%以上營業額來自於販售消費者之個人資料，符合前述

三項條件之一者，便需要遵守該項隱私保護法案，該法案要求企業提

高資料治理的透明度，必須讓被收集資料的當事人知道企業收集資料

的目的及資料如何被使用外，同時也賦予近用權、刪除權、拒絕販售

權、資料可攜權等四種權力給被收集資料的當事人，若是有違反該法

的行為，遭到加州檢察長起訴後，法院可以針對單一行為處罰企業

2,500 美元，若是故意犯法則處罰 7,500 美元；若是針對個人資料的

侵害，消費者可以向法院請求民事賠償，每一消費者、每一單一事件

可求償 100 至 750 美元。CCPA 正式實施後，被稱為美國最嚴厲的隱

私保護法案，提供六個月的寬限期，讓企業及時配合該法案修正。 

在世界各已開發國家或經濟合作組織紛紛設立資料保護法案或

規範時，對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來說，反而是嚴重的衝擊，除

了網路基礎建設不足之外，也可能因為資訊教育程度不足，無法因應

許多科技發展的需求，在新科技的發展上，也面臨資料不足以提供新

技術的開發，例如若要發展智慧城市，就需要大量的感測器、連線的

基地台，但若電信、網路頻寬不足，也無法快速的將大量資料收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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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而演算法需要大量資料的資料來訓練相關的程式，若缺乏多樣

性的資料，這些演算法可能會偏頗、甚至在未來可能會侵犯人權，或

執行時造成偏差。 

然而，就算在已開發國家，仍然也會有數位落差的情況出現。台

灣已是屬於已開發國家，然而在企業數位轉型中，仍存在有相當大的

落差。以紡織業來說，已經有紡織企業透過雲端服務[8]，開發將布片

數位化及辨識的引擎，讓以往拍攝上傳需要 50 分鐘、需要 15 分鐘讓

系統辨識的布片圖檔，縮短為 3 分鐘完成上傳，40 秒完成圖像辦識，

讓 全 球 品 牌 的 設 計 師 、 品 牌 商 直 接 透 過 Frontier 網 站

(https://frontier.cool/ 或 https://www.frontier.tw/)快速打樣、上架，減少

許多的前置成本。但在其他的傳統產業，如農業、畜牧業，可能有興

趣進行數位化或科技化，卻發現自己還未有任何資料、數據可以應用，

可能還要先將日常的工作日記相關記錄系統化、資訊化整理後，才有

可能將這些資料應用於新科技的應用上，或是從數據的觀察中發現新

的機會，但往往就會受現於第一步，將工作日記電腦化或是資訊設備

不足、操作資訊工具能力不足的情況，且資料的累積需要時間，可能

必須先經歷過一段長時間且枯燥的電腦化記錄與累積數據的過程，才

能分析數據，再找出相關的用途與新的機會。 

2. 因 COVID-19 疫情所影響的數位轉型 

本年度因為 COVID-19 疫情的影響，許多國家因公共衛生政策管

制，限制封城、外出，自三月由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大流行」

(Pandemic)後，許多公司也紛紛改變其工作型態，例如讓員工在家透

過網路遠距工作，學生也必須在家學習。至報告完成前，許多國家仍

未恢復往常的工作型式。九月時，Google 的執行長 Sundar Pichai 表

示有 8%的員工期待天天回到辦公室裡工作，10%的員工則期待之後

的工作型態則改為長期遠距工作，另外有 62%的員工期待必要時可以

回到辦公室工作，但不是每天進辦公室工作，而 Sundar Pichai 更表示

在疫情穩定後會調整將員工工作的模式更為彈性；Facebook 則是因

為疫情影響，則考慮陸續將各地的辦公室工作回到舊金山的辦公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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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許多本年度辦理的國際大型會議也從實體轉為線上會議，許多國

際活動也因此取消，因為各國對邊境進出的嚴格控管，直接衝擊到全

球旅遊業、運輸業、會展相關產業。G20 於本年度 10 月 6 日舉辦的

部長級會議(The G20 Tourism Ministers Meeting)，便以視訊會議的方

式進行。 

這場疫情雖然讓許多國家進行封鎖的政策，管制民眾外出的時間，

但同時也讓企業開始轉為讓員工遠距工作，同時也讓各界開始審視網

路的品質是否堪用、每戶人家中的設備數及網路品質是否足以應付家

長網路工作的同時，家中小孩也需要透過電腦及網路接受教育的需求。

於是除了家庭單位中對於電腦與網路頻寬的需求、家中電腦、網路連

線至公司網路的安全需求也大幅提升，許多公司開始注意到這些相關

的網路安全問題，也有的公司會提供必要的連網設備，讓員工將公務

用的電腦與私人用的電腦分開，避免增加安全的風險。 

除了工作型態的轉變外，可負擔的網路連線工具、發展具包容性

的數位經濟也成了全球在縮短數位落差的重要議題。 

 

(二) 數位稅議題 

2018 年 3 月，歐盟委員會為了平衡跨國數位平台在歐盟成員國

之間的生意活動及稅務，也認為目前新型態的跨國商業活動，沒有對

當地國家造成收入，也沒有利益，當時的稅務政策也無法對跨國數位

活動來徵取稅收，例如消費者可能在美國的網站上購買歐盟成員國中

的服務或商品並支付費用，但依照稅務法規，實際給予服務或商品的

商家在歐洲，但收入與商家支付的稅收卻在其他國家，同時也衍生了

法律管轄的問題。2019 年 9 月，Google 支付法國近 11 億美元(9.65 億

歐元)以解決兩項法國政府對其的稅務調查[8]，在本年度 9月，Google、

Amazon、Apple 也將需要支付不同國家政府稅收的費用轉嫁到開發

者或是消費者的身上，例如英國政府便針對提供社群平台、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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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市集服務的公司收取約 2%的「數位服務稅」(Digital Services 

Tax)[10] ，而 Apple 與 Google 則是轉嫁到應用程式開發者所收取的費

用上，Amazon 則是提高對在 Amazon 上開店的商家所收取的費用，

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在 COVID-19 的疫情下，因為許多國家進行封城，要求人民留在

家裡，這段期間人民藉由網路，透過各種不同的平台，消費影視娛樂、

購物、線上服務，更讓許多政府開始思考對大型平台如 Google、

Amazon、Facebook…等平台徵收「數位稅」(Digital Tax)的可行性[11]。

更預期要對這些平台收取費用數位稅的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五種[12]，而

目前全球各國都還在考量中： 

1. 消費稅(Consumption taxes)：消費稅屬於附加價值稅(Value-

added Taxes, 簡稱 VAT)，指商業活動中，對消費者銷售出貨品或是服

務，政府可以將數位商品與服務涵括於其中。 

2. 數位服務稅(Digital Services Tax，簡稱 DST)：基於特定的數

位商品或服務基於一國用戶的用戶數量所得的收入來收取稅稅。 

3. 自數位業務中獲得的稅收優惠：此一項目較接近因為研發所

提供的補助措施。 

4. 對數位常設機構的規則：包括重新定義什麼是「常設機構」及

管轄區域內有無實體的數位服務公司，對於這些公司是否課徵當地的

稅收等。 

5. 依據數位服務營業淨額預扣繳的稅額：有些國家或地區考慮

先對該網路服務預扣一筆金額作為營業收入的稅額，但仍無法替代前

述的數位服務稅或是所得稅。 

在歐盟委員會於 2018 年 3 月的提案[13]中，準備使用兩種方式課

徵 DST： 

1. 針對營運線上平台的公司收取 DST：只要符合以下三種條件

的公司，都將會被收取 DST：1)在歐盟成員國中，因提供數位服務的

年收入超過 700 萬歐元、2)在歐盟成員國裡的一個稅務年度中，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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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擁有 10 萬名以上的會員、3)在歐盟成員國的納稅年度中，該公司

與客戶在當年度透數位服務完成 3,000 筆商業交易。此種方式的主要

收取的對象就算不在歐盟境內，只要發生的地點在歐盟成員國中並符

合上述的任一條件，都需要被課徵 DST，而這可能會影響到如線上串

流影音平台(如 Netflix)、提供共享服務的平台(如 Uber)，藉由使用者

資料投放廣告的收入，都會成為被課徵的對象。 

2. 針對數位活動所產生的收入而課程的臨時稅(interim tax)：這

是為了確保還未立法或執行課程 DST 的會員國所成立的建議，以確

保這些會員國可以在臨時性的活動中也能有相關稅務的收入。 

由於數位稅對於科技發展及業務拓展帶來壓力，同時也可能會擴

大數位落差或是使資訊不對稱的情況更為嚴重，但政府也需要考量這

些跨國科技企業在當地發展，可能也阻礙了自己國家相關科技企業發

展的前景，故以類似非關稅障礙(Non-Tariff Barrier)的手段，進行相關

的阻擾。有些國家認為這些平台業者藉由收集了當地消費者、人民的

消費、活動資訊，甚至是該國人民的個人資料，這些資料還被平台業

者們用來做為行銷分析，更懷疑該國人民在平台上的資料被作為商品，

銷售給行銷業者，對選舉或其他商品的銷售進行分析謀利，所以更應

該向這些跨國平台業者收取相關的稅收。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於今年 3 月 7 日公布了《Model Rules for 

Reporting by Platform Operators with respect to Sellers in the Sharing and 

Gig Economy》(簡稱 MRDP)準則，希望在號稱共享經濟、零工經濟的

時代裡，這些平台服務業者可以參考 MRDP 中的建議，對當地政府

進行稅務的申報，該共享和零工經濟的相關業者可以與傳統業者公平

競爭，不像以往簡單的區分買賣雙方，而是更詳細的將整個銷售流程

中每個環節的利害關係角色列出，OECD 也開始主導並與全球 130 個

國家及經濟體系開始進行數位稅的協商及多邊談判。 

許多國家政府分別對這些平台業者課徵消費稅和企業所得稅，或

是要求這些跨國企業在當地設立常設機構以符合當地國家的稅法。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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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為 COVID-19 疫情影響，造成許多國家的稅收滅少，增加了國家

財政壓力，但電子商務、相關的數位服務受到疫情的影響較少，甚至

因為工作型態與消費型態的轉變而增加收入，於是這些政府便希望能

自這些服務中收取相關的稅收。 

台灣政府於 2017 年 6 月公布「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

範」並修正了「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範了在我國境內銷

售的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都要被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在 2018 年 5 月時通過「跨境電商營業稅課稅新制」，並在 2019 年 1

月「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規定」年銷售額在 48

萬元以上的跨境電商就得辦理稅籍登記繳稅。台灣政府的作法則是以

實際發生的交易金額為計算的基礎，屬於消費稅的課徵方式。然而在

今年 11 月，法國政府已決定要向 Google、Facebook、Amazon、Apple

四家大型科技公司收取在其境內服務的 3%數位服務稅，並發出了相

關的通知，若是 OECD 的協商仍未得到共識，將會在 12 月時先對這

些公司收取數位服務稅。 

如前所言，數位服務稅類似於非關稅貿易障礙，除了會阻礙人民

使用網路平台的服務之外，也會造成企業不願意在當地提供服務。同

時也如同在網路碎片化中所提到的，若是這些服務不願意繳納稅款，

政府會採行什麼樣的措施？是否藉由阻擋人民使用該服務？藉由保

護手段以鼓勵自己國家類似企業的發展？這些都是待討論的議題中，

但無疑的，各國政府若是課徵「數位稅」，而其他相關伴隨而來的手

段將有可能加劇網路碎片化的壓力，若是原本企業將資料或服務置於

境外的雲端服務平台，在受到這些壓力下，是否也會受到損失。 

稅務制度通常是政府層級決定的政策，但在擬定相關的政策時，

也應考量對整體網際網路核心價值、國內企業對這些網路服務的依賴

程度、國內人民在使用該服務的偏好，同時考量以相關經濟正向發展，

而非以稅收扼阻科技服務的研發。OECD 的協商方式是採多邊談判，

而民間的稅務基金會則建議也考量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的加入，降低

全球稅務政策對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並鼓勵正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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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權相關議題 

國際間網路治理領域對於人權相關議題，最常討論的就是保護隱

私與言論的自由，其中也包括上網的權力、女性使用網路的權力、兒

少保護及網路使用的多樣性。當各國政府開始對網路的言論加以管控，

或是認為網路上的不實資訊造成國內社會的不穩定時，就會提高對網

路管轄的約束力，至今也很難提出標準以避免政府藉由管轄網路而侵

犯人權、侵害言論自由。 

由政府掌控人民大量的資料，國際間跨國商業或社群媒體平台上

的資料，通常也會為了符合當地資料保護法的要求，在當地興建資料

中心，並配合政府要求提供相關的資料。這雖然可以讓跨國企業遵守

當地國的法律，但在極權國家可能就會涉及侵犯隱私、言論審查、政

府不當的監控等違反了聯合國人權保護宣言中對於隱私、行動自由的

保障的議題。同時為了發展演算法、深度學習等技術，需要大量的資

料作為基礎，而這些資料的取得方式均未經資料主體同意，也可能涉

及生物辨識資料，如臉部、虹膜、指紋、基因，也有可能是個人的醫

療記錄與資料，由於資料的主體不知道這些資料如何被收集、被利用、

被保存在何處及被保存期間，許多不透明的資料收集與使用政策，對

於人民的隱私都造成極大的損害， 

另外，全球因為開發程度不同，仍有許多國家仍然不方便使用網

路，甚至也會因為性別的差異，在使用網路的自由度上仍然有差別。

參考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簡稱 ITU)

的資料得知，還有許多發展中國家無法上網，而每年都還會討論關於

性別與無法上網的原因，甚至也會因為疫情影響以致於全球女性上網

的人數減少。本年度試圖了解這些國家的女性無法上網的原因，並進

一步了解何謂「有意義的連線」。 

(一) 數據資料的主控性與隱私的保護 

近幾年因為數據資料的跨國傳輸，而各國政府紛紛以管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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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需求，對大型網路服務商提出了資料在地化的要求，除了各國

政府的角度之外，對於數據資料的主控權需求，其實也是企業對於資

料存放在雲端資料庫的管控、人民對於個人隱私保護的需求。 

當資料置於雲端資料庫時、人民使用網路服務時，這些資料或網

路足跡不見得會在本地國，這些伺服器可能安置於其他國家的國境內，

若是有國際的網路犯罪事件，執法人員需要跨境蒐證時，這些伺服器

的所在地國家是否擁有這些資料的控制權？若是伺服器的主機位於

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是否可以向這些國家請求相關的資料？這些問

題都成了政府在網路安全、網路犯罪的資料控管及治理上形成議題。 

中國在本年度 7 月推出《數據安全法》(草案)，並預計在 2021 年

正式實施。在該法草案第 32 條即寫明：「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因

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或者偵查犯罪的需要調取數據，應當按照國家有關

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依法進行，有關組織、個人應當予以配

合。」這一條法令可能威脅了不少在中國設置辦公室或應中國政府要

求在當地設置資料中心的跨國企業，都可能會感到壓力，不僅是在公

司的營業機密保護或是就使用者的資料保護，都造成威脅。 

由於中國政府積極的發展人工智慧，也使用大量的影像監視器對

人民進行密集度相當高的資料剖析，並連結其稅務、財務狀況，甚至

建立個人信用評等制度，限制人民移動的自由；在 COVID-19疫情時，

對於每個人採用健康碼來作為在中國境內移動的標準，對人民進行大

規模的監控。這些行為都是違反聯合國人權宣言中的第 12 條及第 13

條關於人們隱私、家庭、通信需要受到保護及人們有自由移動的權力。 

網路平台服務商，如社群平台，可以藉由分析使用者資料提供相

對應的網路廣告，2016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透過大量分析社群平台

使用者數據，取得分析結果後形成網路競選廣告、文宣，引導大眾輿

論，最終影響選舉的結果。由於使用者感受到自己在使用網路時的瀏

覽歷史記錄、廣告偏好都成了商業操作甚至是選舉操作的對象，可以

影響到整體國家的選舉結果時，紛紛擁有對於「資料的主控權」的意

識，認為企業不應該在未告知使用者或是在使用者同意的情況下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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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進行資料剖析，甚至是使用演算法高度剖析使用者的資料，進

行各種商業行為。加上為了有利科技發展，許多商業公司對於使用者

資料進行剖析，甚至是作為發展人工智慧、訓練演算法的基礎。網路

筆記平台服務業者 Evernote 曾打算為了積極發展機器學習技術，原訂

在 2017 年時修改隱私條款，讓少部份的員工可以人工監控使用者所

儲存的資料。這則隱私權條款修改通知，導致大量使用者抗議，更甚

而流失許多使用者，最終在 2016 年 12 月宣布不修改隱私條款，員工

也不會檢視用戶的資料。 

也因為用戶的資料、網路使用足跡資料已從原本的 New Oil 成為

New Air，成為不可獲缺的元素，但也可能更進一步的侵犯到使用者

的隱私，國外許多保護人權的倡議團體紛紛參與連署「The Civil Rights, 

Privacy and Technology Table」所發表了以下 6 個原則[14]： 

1. 終結高科技的資料剖析 

2. 確保自動決策能正義的審判 

3. 維護憲法原則 

4. 確保科技為歷史上受到歧視的人們服務 

5. 確保負責地使用個人資訊並強化個體的權利 

6. 讓系統透明且當責 

期待倡議這 6 個原則能使各國政府與民間企業在發展人工智慧

科技時，可以注意到公平與透明，如果能使演算法的「黑盒子」(Black 

Box)的學習過程與相關資料的使用、收集的方式與水流程、保存資料

的時間等資訊透明且公開，也能減少因不公正的程式、演算法因為資

料的偏差而在學習過程中產生對人種、膚色、宗教信仰的歧視而侵犯

人權。 

這些項目也涉及「資料的主控性」，人民有權知道自己的資料如

何被使用、如何被收集，更應該知道被哪些單位使用，這才具有足夠

的透明度，也才能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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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女性使用網路的權力及於未來職場的轉換 

依照 ITU 於 2019 年的報告「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15]中顯示，全球仍有 48%的女性無法自由的使用網際網

路，且在該份報告中也提到，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區域的男性上網人

口都超過女性。在網際網路基金會(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的統

計資料中也證實全球各區域裡，性別與上網人口數之間的差異性，如

下表 3 所示。 

表 3 全球各區域男女性上網人數占該性別人口比例 

區域 女性 男性 

北美洲 94% 95% 

拉丁美洲 60% 64% 

歐洲 77% 81% 

中東和北非 77% 79% 

撒哈拉以南非洲 28% 38% 

中亞 57% 64% 

東亞 83% 86% 

東南亞及亞太 60% 67% 

南亞 18% 37% 

資料來源：The gender gap in internet access: using a women-centred 

method, March, 2020, 網際網路基金會 

在另一份同樣由Web Foundation 於 2020年 10月所出版的報告：

《Women’s Rights Online: Closing the digital gender gap for a more equal 

world》[16]中，調查印尼、烏干達、迦納、哥倫比亞等國家的女性使用

者，得到對於女性在使用網路的權利上，仍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並可

參考以下的建議。 

1. 因為性別而無法形成有意義的上網 

雖然女性上網的人口增加，但在 Web Foundation 的研究調查中

發現男性比女性的網路用者多出 21%，且這個差距愈來愈大，因為性

別導致的上網人口差距，自 2013 與 2019 年相比較，這個差距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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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且還在持續增加中，從 ITU 的資料中顯示，已開發國家因性別造

成無法上網的落差在 2013 至 2019 年間是減少的；但在發展中或是最

不發達(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簡稱 LDCs)的國家，受到性別影響

的差距則在增加中(如圖 1)。 

在鼓勵增加女性使用者使用網路的建議中，並提議要讓網路使用

者是有意義的使用網路[17]：(1)規律的使用，至少每天都可以使用網路、

(2)適當的設備，例如至少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連結網路、(3)足夠的頻

寬流量，例如至少要讓使用者可以在家中、學校，擁有足夠、穩定、

安全的網路頻寬可以供網路使用者工作或學習、(4)快速的連線，減少

因連線速度在體驗網路時所造成的挫折感，也可以協助遠距醫療服務，

所以在速度要求上至少要有 4G 網路的速度。 

 

2. 缺乏對於新興科技或是使用網路的技能，成為了進入網路的障礙 

圖 2 2013 年及 2019 年因性別造成無法上網的網路人數使用比較 

(資料來源: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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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份報告中所調查的國家仍多屬於發展中國家，調查人員發現

因為缺乏在新興科技或是基本的教育，調查國家中，身處於農村的女

性，有 50%的女性受訪者表示不使用網路的原因是因為不知道如何上

網，而都市中的女性也有 45%表示因為同樣的理由而不使用網路。 

3. 女性較少在網路上創造內容 

調查報告中，女性在使用網路時較不願意創造任何內容，而男性

使用者則較常對於政治、經濟、社會議題發表意見或是在 Blog 發表

文章，在網路上銷售、廣告產品或服務的意願也都高於女性網路使用

者。 

4. 關心自己的隱私 

接受調查的女性也顯示出比男性更會因為擔心自己的個人資料

被誤用、洩漏了自己的隱私，而對自己本身造成威脅，或是因為結束

一段關係後，個人資料或私密照片被刊登在網路上，於是在網路上被

騷擾、個人資料被濫用的情況。這些則顯示出保護網路使用者個人隱

私及個人資料的重要性，因為直接影響了網路使用者使用網路的意願。 

5. 對網路服務業者缺乏信任感 

受訪者對於網路服務業者是缺乏信任的，高達 54%的女性受訪者

並不允許這些網路服務業者使用她們的資料。受訪者也認為，當他們

同意了網站上的服務條款時，也喪失了對自己資料的自主性，而且他

們也認為網站上提供的服務條款不易閱讀且難以理解。 

以上的調查結果也驗證了今年度亞太網路治理論壇中關於女性

上網的人權議題，女性的網路使用者十分關心自己的隱私，擔心無所

不在的監控設備或是為了發展智慧城市或維持城市治安所設立的監

視錄影機，曝露了自己的行蹤和隱隱私。 

同樣的，網際網路基金會也提出了相對應的建議，希望能建由政

策、教育與技術上的協助，提升女性上網的比率，縮短兩性上網的落

差，這不僅僅能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的第 5 項「兩性平權」

(SDG 5. Gender Equality)，同時也因為提升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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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家計狀況，直接或間接達成許多永續發展目標，例如：第 1 項終

結貧窮(SDG 1. No Poverty)、第 4 項優質教育(SDG 4. Quality Education)、

第 8 項尊嚴的工作和經濟成長(SDG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等多項永續目標，同時也符合聯合國秘書處高階數位合作

論壇所希望達到的目的，藉由數位合作，讓每個人都能享用數位服務

或產品的益處。 

除了女性上網的議題外，女性在未來的職場地位也是重要的議題。

2019 時，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簡稱 MGI)便

發表相關報告[18]，並指出由於技術的進步及全球積極發展人工智慧，

到 2030 年前，將有 4 千萬至 1 億 6 千萬的女性需要轉換職務，如果

她們沒有在這個過程裡學習新的技術並轉換成功的話，將有可能會導

致職場的性別更不均衡、缺乏多樣性，故如何讓女性在未來轉換職業

工作內容，具有相當的技能，會是在性別平權的議題之一。 

四、 技術相關議題 

5G、IoT 等資料應用的科技都被廣泛的討論中，而區塊鏈技術

(Blockchain Technology)及相關的應用仍然在發展著，由於其具有不需

要依賴第三方驗證機構、分散式系統、不易被追蹤、不易被竄改等特

性，特別是不需要依賴第三方或其他驗證機構及不易被追蹤的特性，

讓許多應用程式開發者紛紛投入如支付、證書記錄等相關應用。 

比特幣(Bitcoin)的發明人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發表白皮書時，

即以《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為題，並在簡介

中寫明了：「A purely peer-to-peer version of electronic cash would allow 

online payments to be sent directly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without going 

through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19]，即顯示當時是為了發展一套可以

不透過第三方金融機構，直接付款給對方的電子現金支付系統，可以

節省大筆的手續費，同時也因為不再需要透過其他金融機構，大幅降

低了發行支付工具的門檻，也讓各國政府從原本禁止發行數位國家貨

幣到重新開始思考，除了現行的電子支付系統、支付工具之外，另外

由中央銀行發行數位貨幣的可能性、各個新創企業藉由發行加密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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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資，更進而變成另一種金融投資市場的應用。中國在本年度設置了

數位貨幣政策，為了取代美元在世界貿易及全球金融匯兌的主要地位，

許多國家也發現區塊鏈技術可以協助追蹤貨幣的使用流向，且與以往

觀念較不同的地方在於可以追蹤加密貨幣在各錢包之間的流向、避免

偽造的貨幣流通於市面上，同時也因為今年受疫情影響，紛紛也開始

發展了各自的數位央行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簡稱

CBCD)，除了中國之外，歐盟、美國等國家也陸續在擬定相關的數位

化國家貨幣的政策，以因應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及全球貿易需求下，

貨幣政策的改變。 

區塊鏈技術自以往較被人熟知且應用於加密貨幣等相關金融產

業上，例如快速支付，但也有國家發現可以透過區塊鏈技術，來做其

他的用途，並鼓勵國家內部的企業可以將相關技術運用於其他用途，

如新加坡教育部、18 所大學與民間企業 OponCerts 合作[20]，將大學畢

業證書記錄在區塊鏈上，以減少企業在查核證書的合法性時所需要耗

費的時間，或是人們搬家、天然或人為災害的過程中，因為各種原因

可能遺失了相關的證件，需要重新再申請、查核、寄送等各種時間與

人力成本，在 2020 年 10 月底由 Blockchain Revolution Institute 所舉

辦的第二屆 Blockchain Revolution Global 2020 年會裡，也提到了各種

區塊鏈的應用，除了熱門的數位貨幣或央行數位貨幣外，同時也包括

身份識別、社群平台、供應鏈管理的相閞應用，這些新技術也許都還

在建構或試驗中或是僅有一個概念，但也值得注意。 

(一) 航運物流相關應用 

IBM 於 2018 年與全球最大的貨櫃運輸企業快桅集團(Maersk)合

作[21]，以 Hyperledger 技術，打造可以在全球通用的物流平台，加速

全球航運相關的報關程序及節省因為跨國航運所需要保存的大量文

件，利用區塊鏈的技術來建置通關的表格和提貨單等相關文件，加速

清關的速度，也能減少運輸的成本，將相關的訊息移至區塊鏈上，也

有助於分析貨運的成本，未來可能還會出現整個供應鏈流程的管理或

是結合海關的相關制度進行貿易融資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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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也曾考慮與快桅集團合作，在其國內進行數位央行貨

幣相關政策後，也考量整體的一致性與通用性，與另一廠商合作，同

樣以 Hyperledger 技術打造全球貿易的區塊鏈平台[22]，將產地證明、

提貨單、發票等文件都儲存在區塊鏈上，避免詐欺的情況出現。另外

也與多家銀行業者結盟，透過區塊鏈技術建置「貿易融資註冊處」，

將相關的金流文件儲存在該區塊鏈中，使整體交易系統更具透明度，

避免在貿易過程中，若是廠商有貿易融資的需求，也能避免詐欺案件

出現。 

(二) 使用區塊鏈技術進行數位身份證與經濟活動記錄 

繼愛沙尼亞政府將整體國家人民的身份證數位化並廣發數位公

民證給全球人民，招攬新創企業至該國設立公司、創業，並將相關政

府服務網路化後，置雲雲端，藉由其開發的 X-Road 技術讓政府之間

的資訊相互流通，並且人民也能透過網路快速的使用政府服務。 

然而另一種需求，則是當戰爭發生時，當大批難民需要周邊國家

庇護時，由於人數眾多，且他們本身已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對於給

予庇護的國家政府來說，也的確需要有安全上的考量；對難民本身來

說，由於無法具有身份，所以也無法在新的國家就業、到銀行開戶、

參與經濟與金融活動，可能也會因為求生的需求而從事較危險的工作。 

2017 年至 2019 年 4 月，芬蘭移民局與當地的區塊鏈技術創業公

司 MONI 合作，協助芬蘭政府發放 MONI 預付卡[23]，將原先以現金

發放的難民生活津貼發放於 MONI 預付卡中，所有發放及交易記錄

均記載於區塊鏈上，如果難民們無法在芬蘭當地開設銀行帳戶，

MONI 預付卡便可以讓他們透過區塊鏈技術建立自己的身份，不需要

透過銀行便可以直接消費、轉帳、購物支付，芬蘭的雇主在雇用這些

難民時也可以將薪資存入該位用戶的帳戶中，由於是即時記錄，且具

有區塊鏈透明、公開且不易更改的特性，開始為每個使用 MONI 預付

卡的難民們建立經濟活動的相關記錄，這提供了無法證明自己身份的

難民們一個機會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經濟活動身份，聯合國在當時也考

慮進行相關的技術為難民們建立新身份並且重新進入經濟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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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食物配給及難民相關救助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簡稱 WFP)配合其

永續發展目標，為鼓勵經濟發展及解決世界上有些國家面臨食物不足

飢荒的問題，在 2019 年時己發放了 21 億美元，普及 64 個國家、2800

萬人，這些經濟上的協助都需要透過金融機構的協助來完成。然而因

為有些國家處於戰亂中，無法信任其金融體系，同時也因為人民被迫

在短時間內離開家園，甚至無法取得身份證明，這些難民到了新的庇

護國家，因為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也無法透過傳統金融的支付方式

來取得援助。 

2017 年時 WFP 與區塊鏈技術廠商合作，先巴基斯坦信德省試驗

概念性驗證(Proof of Concept)，協助當地民眾建立數位身份與相關認

證作業，並測試交易活動，再與 WFP 的系統連結，成功建立了不需

要透過銀行機構便可以直接將救助的款項匯入難民的身份中。 

同年 6 月 WFP 則在約旦的敘利亞難民營建立以區塊鏈技術作為

支付應用，結合聯合國難民署的生物特徵認證技術來發放救助的金額

與食物券在難民的區塊鏈帳戶中。難民去難民營的商店消費，可以選

擇以卡片支付或透過掃瞄虹膜記錄消費後，記錄每一筆消費，進行身

份驗證後扣除其帳上的金額或食物券，難民們不需要擔心食物券或現

金遺失，讓難民們在當地也能有尊嚴的過生活。 

這個計畫讓 WFP 節省了發放物資到難民營的物流費用，也節省

下原本需要透過銀行、支付給銀行的金流交易相關手續費。之後，WFP

希望能讓這個計畫擴大、更添實用性，例如難民們可以透過行動載具

來支付，或是在提款機裡提領現金到未登錄在區塊鏈上的商店消費，

甚至未來能進行相關的供應鏈管理。 

WFP 除了建立發放救助金與物資的區塊鏈之外，也結合聯合國

開發計畫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創新網，對相關工作人員也

建 立 區 塊 鏈 相 關 知 的 教 育 系 統 ATRIUM 

(https://atrium.uninnovation.network/)，協助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可以快

速了解什麼是區塊鏈及相關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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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運用區塊鏈技術需要擔心的風險 

雖然愈來愈多國家或跨國機構使用區塊鏈技術來提供服務，但在

使用任何創新技術都需要考量其風險，參考區塊鏈技術的特性與近年

在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中討論的議題，於此次

研究中歸納出以下各點風險。 

1. 互通性不足 

網際網路服務的特性之一即為互通性，但目前不同的區塊鏈技術，

如比特幣(Bitcoin)和以太坊(Ethereum)之間是無法互通的、共識機制也

無法互通。所以若是採用一種區塊鏈技術，那其他相關聯的系統也需

要採用同一種區塊鏈技術，也因為互通性不足，可能會導致服務的單

一化，日後無法擴充，也無法鼓勵多樣性。在企業應用中，不同公司

不見得會使用同樣的技術或是共識機制，就算資料的主控權在使用者

手上，卻也無法帶至其他系使用。 

2. 擴充性不足且認證時間緩慢 

區塊鏈技術為去中心化的技術，需要視其共識機制對每一筆交易

記錄進行認證後支付，目前雖然每筆交易認證的時間少則 10 分鐘，

長則 30 分鐘以上。若是遇到大量的交易時，可能會延緩支付速度，

而只有交易記錄，也無法即時擴充加速認證速度。 

3. 政策改變的影響 

芬蘭政府在 2019 年 3 月時公告[24]將會於當年度 4 月底時停止將

難民們的救濟金支付於 MONI 預付卡中，並要求難民們將 MONI 預

付卡的資金轉入，同時也要求雇主們將工資發放於芬蘭政府於 2016

年時合作的 Prepaid Financial Service (簡稱 PFS)預付卡中，且需要在

當年度 4 月 15 日前完成。 

MONI 預付卡本身是一個不需要透過銀行組織的金融支付區塊

鏈服務，而 PFS 預付卡則是需要藉由銀行控管的服務，此次約有 20 

萬歐元的資金申請轉換服務，然而兩個系統之間的資金無法即時移轉，

到了 2019 年 7 月時，仍有資金未轉換完成的情況，造成難民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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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的情況下無法使用帳戶裡的金額，需要借貸，反而使生活處境更

為艱難[25]。 

這也顯示了若是政策突然轉變，不再獲得政府支援時，從區塊鏈

系統再回到銀行體系統服務的話，技術上因為缺乏彈性、互通性不足，

而造成難民們的生活損失與不便。 

4. 隱私保護在區塊鏈技術上的應用 

自 WFP 的難民救助區塊鏈系統中得知其結合了聯合國難民署中

的生物辨識資訊，在付款時留下消費記錄後，掃瞄購物者的虹膜，經

過系統驗證為本人時，便直接完成扣款。由於難民在逃出自己國家時

可能因過於匆促，無法帶走證明自己身份的文件，只能透過生物辨識

的方式來留下記錄，例如：虹膜、聲紋、指紋、血液、基因等，這些

都屬於極私人的生物物辨識資料，儲存於聯合國的系統中。然而若是

其他國家政府也發展關的數位身份驗證，在系統的安全、資料保護上

都需要非常注意。雖然區塊鏈技術具有不易被竄改的特性，且目前有

安全性風險的多為加密貨幣交易所本身或是應用程式的安全性不足

造成資料外洩或是加密貨幣的投資人損失，但若是有心人士藉由實體

攻擊超過 50%以上的網路雜湊運算力時，就可以立即刪除或更改區塊

鏈上的資料。 

其他因區塊鏈技術造成的負面案例也包括在 2018 年的聯合國網

路治理論壇、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均談論過實際案例。有些情侶在分

手後，其中一方報復性將對方較私密的照片、未成年兒少的裸體或是

性暴力的照片放置於區塊鏈系統，如星際檔案系統(Inter Planetary File 

System，簡稱 IPFS)的節點上，並公開這些位址，由於檔案共享、公

開性及無法移除，所以這些照片都將儲放及公開展示在網路上，對這

些未成年兒童或是受害者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5. 51%攻擊及未來量子電腦的強力運算威脅 

由於區塊鏈技術為加密技術的應用，要解密還是需要依靠大量的

運算能力才能解密，要造成 51%攻擊仍需要大量的運算能力，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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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的成本及消耗的資源目前仍不及藉由加密挖礦獲得的回饋，但未

來量子電腦的運算能力可能就會脅到區塊鏈加密技術的安全性，而容

易遭受到攻擊，則是需要考量的風險之一。 

網路間各種新技術無時無刻都有人在研發，也有許多的舊技術在

沉寂多年之後，因為相關設備發展較以往成熟，所以又被重新提出來

使用，例如區塊鏈技術的基礎其實是加密演算法，而透過加密制度來

保護傳輸的資料及資料的提供者，而人們對於加密的需求其實是源自

於對保護隱私的需求。由於新技術隨時都在變動，所以未來仍有觀察

與討論的空間。 

觀察國際間對於新技術的基本需求是不危害網路空間的穩定性、

不侵犯人權，能讓每個人都能負擔得起，並容易取用，區塊鏈技術目

前仍然有很多需要改進的空間，雖然有許多人稱該技術為新一代的網

際網路，但由於其高昂的成本及政策管制的需求，目前要普及使用，

仍需要時間觀察。 

 

伍、 國際網路組織研究 

本次研究注意到國際間網際網路的相關組織的組成的特性是由

下而上，以會員為基礎，當會員們認為網路政策需要修訂、更改時，

便會透過社群之間進行政策討論、表決尋求共識，在經過董事會檢視

無違反規章後，便會執行，中間可能有大量的討論、信件或是在會議

中各種辨論，不同於習慣的由上而下的垂直式架構，以命令的方式執

行。 

這些組織除了各種網際網路相關的議題探討之外，在近幾年來愈

來愈重視教育訓練、培訓年輕人參與國際事務，了解網際網路的歷史

與發展、現行的議題研究、鼓勵年輕人參與及在國際議事場合上表達

自己的意見。有的則是積極的參與國際事務，像是提升開發中國家的

人權、網路安全議題，並協助其他國家有興趣的利害關係人參與。本

次收集的社群多自該社群、組織的網站上取得之公開資訊，及以往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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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活動之經驗， 

一、 DotAsia 

在 2000 年時的網路社群對於於亞太地區不像歐洲有一個通用頂

級域名(Generic top-level domains，簡稱 gTLD)「.EU」,也沒有相關的

政府組織可以進行申請對亞太地區整體通用的域名，而 ICANN 僅將

兩個字母的域名限定為「國家或地區代碼頂級域名」(Country code top-

level domain，簡稱 ccTLD)，在經歷許多的社群討論及協調下，也適

逢 ICANN 在 2003 年宣布新一輪對 gTLD 贊助的規格書，從社群討

論到因應規格書中的要求，於是成立了 DotAsia 組織(以下簡稱

DotAsia)負責對相關組織的申請工作，並在 2004 年 3 月 ICANN 會議

上第一次送出規格書，直到 2005 年 12 月 ICANN 的第 24 次會議上

核准了此項申請案，並於 2006 年 12 月簽署贊助同意書。 

DotAsia 為負責國際頂級域名「.asia」的註冊及管理的非營利組

織，由社群由下而上組成，成員包括亞太地區的國碼網域註冊管理機

構、亞太地區國碼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機構及亞太網路資訊中心等重要

組織組成，總部位於香港，該組織為亞太地區網路發展提供協助，例

如支援亞太網路治理論壇(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簡稱 APrIGF)、網路資訊社會創新基金，且研究亞太地區青

少年的網路使用習慣，發表青年行動指標報告。 

DotAisa 組織的願景是期待建立全球可見的域名，並提供給泛亞

洲地區及亞太區域的網路社群使用，並期待藉此能促進此一區域的發

展程度。該組織則有三項使命：1)贊助、建立和營運具全球知名度和

區域意義的網路命名空間，致力於滿足泛亞洲地區及亞太區域網路社

群的需求，2)將盈餘再投資於泛亞洲地區及亞太區域相關的網路技術、

社群、社會進步的設施，及 3)發展具可行性的非營利性計畫，如對於

提升泛亞洲地區及亞太區域社群的技術能力或先進的世界級頂級域

名註冊管理機構。 

DotAsia 組織為一嚴謹的，自下而上的機構，該組織會員包括了

發起人成員及共同發起人成員。發起人成員應是 ICANN 的亞洲、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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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亞、太平洋地區(基於 ICANN 區域定義)所定義的泛亞洲和亞太

地區組織，該組織在前述區域管理和運營任何國家或地區代碼頂級域

名(ccTLD)註冊管理機構；而共同發起人成員則之泛亞洲和亞太地區

的區域性網際網路、通訊技術、電信、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或其

他相關社區組織，由這些成員中投票選出董事會成員。其董事會成員

有 10 席(最多 11 席)，皆來自於當初支持 DotAsia 成立之會員，這些

會員會有 8 席來自於 DotAsia 組織的發起人成員(Sponsor Members)，

2 席來自於共同發起人成員(Co-Sponsor Members)，每位董事會均以

個人的身份參與，每任董事任期為 2 年，並可以連選連任，由所有

DotAsia 組織的會員進行投票選出董事。除了董事會成員之外，再由

各共同發起人成員選派 1 位代表組成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

簡稱 AC)，AC 成員與董事會成員每月都會進行一次 AC 會議，討論

相關計畫的執行進度與提供意見。 

資料來源：DotAsia 網站 

圖 3 DotAsia 社群分布圖 



41 
 

資料來源：DotAsia 網站 

 

在 2020 年 5 月，DotAsia 組織於網站上公告[26]其治理方式更加

公開透明，藉由董事會的討論，將會公開董事會的會議記錄，並成立

了 4 個董事委員會：董事會治理委員會、董事會財務委員會、董事會

社群項目委員會及由董事會主席及前述 3 個董事會委員會的主席共

同組成的董事會執行委員會，並在網站上公告了相關的治政策文件，

提高整體組織治理的透明度，這些文件包括了： 

1. 董事會治理框架：董事會，董事會主席和董事會委員會的角色，

職責和流程。 

2. DotAsia 行為準則：適用於董事會，諮詢委員會，DotAsia 員工和

代表；和補救機制等 

3. 財務和採購標準操作程序：採購，銀行業務和銀行業務慣例； 

4. 公司文件董事要求程序：董事會成員向 DotAsia 組織請求公司財

務文件的程序；和， 

圖 4 DotAsia 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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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tAsia 核心價值觀和核心競爭力：DotAsia 組織的遠願景和使命，

表現在其優先考慮的運營框架中。 

上述的 5 份治理文件皆公開於網站上，十分不同的事，DotAsia

織組除了非營利組織的公益目標之外，也會積極的努力推動泛亞洲及

亞太地區的經濟事務，所以該組織不但具有公益性質的存在，也肩負

著鼓勵經濟事務活動的任務。 

由於亞太地區有國家，各國文化不同，在網路空間中，頂級國家

域名也成了網路主權宣示的手段之一，甚至 DotAsia 也能提供亞太地

區在品牌行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DotAsia 也積極的拓展 DotAsia 的域名，藉由發放電子報、社群

平台、到亞洲國家進行推廣，也都有逐年成長的成績，目前較多的使

用者多於中國，同時也積極的至越南推廣。 

DotAsia 也支援了 APrIGF 的秘書處，進行協調及規劃相關的會

議活動，及多方利害關係小組成員的意見，DotAsia 也在香港進行

NetMission Academy(簡稱 NMA)，對亞太地區的青少年進行相關的網

路治理培訓計畫，讓年輕一代，對網路治理議題、網路技術有興趣的

年輕人，進行相關的教育訓練及參與相關的會議。NMA 計畫主要是

針對所有亞太地區的青少年參與網路治理相關活動，鼓勵年輕人參與

國際網路治理的議題研討會。這些年輕人不止藉由這些活動了解網路

治理領域的議題，更一同參與了國際間的討論，協助推廣相關的知識，

甚至也帶領其他年輕一代的參與者參與網路治理的討論。 

除了泛亞洲及亞太地區的相關活動外，DotAsia 組織也會積極的

協助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相關的事務運作，或是協助「網際網路治理

論壇協會」(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Support Association，簡稱 IGF-

SA)藉由群眾募資平台向全球網路社群募款，同時也藉此來拓展

DotAsia 的曝光度。 

本質上，DotAsia 屬於具公益性質的組織，努力為泛亞洲地區及

亞太區域的網路社群提供各種促進發展的活動及項目，他們贊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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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數位包容性的服務，努力縮短數位落差，特別是在教育發展及縮短

經濟發展落差目標。同時他們本身也針對網際網路的利用，推廣相關

的教育計畫、知識的推廣、技術發展等活動給予贊助，也對這些資助

的計畫進行社會影響力的評估，進行短、中、長期的評估，不會讓計

畫流於空泛。 

二、 網際網路協會 Internet Society 

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簡稱 ISOC )成立於 1992 年，由

被稱為「網際網路之父」的 Vint. Cerf 和 Bob Kahn 促成，其願景為

「給每個人的網際網路」(The Internet for Everyone)。ISOC 的任務是

協助讓網際網路成為全球的基礎建設，並能讓所有人藉由網際網路豐

富生活，讓網際網路促使社會中良善的持續出現。ISOC 的目標是開

放網際網路，並讓全球能藉由安全、可信任的網際網路相互串連，並

與所有具共同目標的團隊或社團合作，全力將網路普及化。他們的主

要任務有：1)建立與支持社群，協助網際網路能在該地區運作，2)促

進網際網路基礎設施、技術和開放標準的開發與應用，3)共同提倡符

合 ISOC 價值觀點的政策。 

ISOC目前有 10個全球性的特別興趣小組(Special Interests Groups，

簡稱 SIGs)：Accessibility、Blockchain、Cybersecurity、Community 

Network、InterPlanetary Networking、Internet of Food、Internet of Things、

Rural Development、Women、Youth，同時也在全球各國與各經濟體系

擁有 126 個分會。成員們藉由論壇、郵件群組討論相關的議題及傳遞

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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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全球不同的分會或論壇也會不定時的舉

辦線上活動，Cybersecurity SIG 在今年 10 月就與不同單位舉辦多場

不同時區的視訊會議，並讓所有成員參與，也有即時的討論。 

ISOC 也有成立亞太地區的分會，除了支援主要的活動外，成員

也會參與亞太地區網際網路治理的相關活動，例如 APNIC 年會、台

灣網路治理論壇 (TWIGF)的會議，同時目前亞太地區的負責人

Rajnesh Singh 同時也是目前 APrIGF 的主席，而 ISOC 亞美尼亞的分

會成員中，也有成員擔任 DotAsia 董事會成員，並以負責社群服務為

主，同時也是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的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委員。ISOC

成員們也都積極參與全球的社群活動，也會發行電子報或透過社群平

台以傳遞亞太地區的網際網路活動資訊。 

ISOC 除了傳遞其理念之外，從網際網路的基礎建設、知識傳遞

與政策參與，都會積極的協助推廣及教育，多也來也與許多網際網路

圖 5 Cybersecurity SIG、英國 Global Partners Digital、African Union 和一

些非洲國家資訊人員參與 10 月 20 日 Inclusive Cyber Policymaking : 

Involving Stakeholders in Cyber Policy Development 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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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或教育訓練單位合作開發線上課程，如APNIC、Diplo Foundation，

都可以透過網站上的教育訓練模組學習，不需要審核，沒有時效性，

有助於了解網路基礎架構、網路發展歷史、技術協定、人權與網路安

全。有些課程除了英文外，還提供法文、西班牙文，但近期很重視將

英文的內容翻譯為當地的語言，以加速網際網路知識的擴散。 

在 ISOC 網站上的線上課程種類很多，除了提供前述的各種議題

課程，協助對各種網際網路知識有興趣的人，由淺至深的自提供投影

片，到提供實作，或每年度都有各種不同的目標在進行。 

除了線上的教學資源之外，ISOC 也會提供部份的贊助金額，讓

有需要的會員們參與聯合國網際網路治理論壇會議或是網際網路工

程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簡稱 IETF)的會議，此贊助計

畫分為： 

1. IETF Policy Program：支援政策制訂者參與 IETF 活動，主要

是讓政策與技術社群（DNS、BGP、MANRS、IXPs）在製定網

際網路標準的會議中可以互相交流。 

2. IGF Youth Ambassador Program：在 2019 年時，這個計畫被分

為對青年族群的 IGF Ambassador、Youth@IGF 計畫。是補助對

網路治理有興趣的社群，包括人權、網路安全、政策相關人員

參與聯合國 IGF活動，甚至也鼓勵申請人參與聯合國 IGF提案。 

ISOC 同時也提供了 IETF 公司總部，全並力支援 IETF、網際網

路架構委員會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簡稱 IAB)及網際網路研究

專門工作組(Internet Research Task Force 簡稱 IRTF)。 

(一) 2020 年的行動方案 

ISOC 於本年度訂定了行動方案，其中一個便是將主要的任務藉

由全球線上學習來傳播網際網路相關知識，除了前述常態性放在網站

上的教學資源外，透過線上教學平台及每週一次的視訊會議，提供參

與的成員們線上學習及互動。今年度的主要課程從網路歷史到政策的

了解，到技術、網路協定、網路安全都有，更主要的是配合其當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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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計畫來發展全球教育訓練活動： 

1. 網路治理：形塑網際網路 (Internet Governance: Shaping the 

Internet) 

2. 社群網路：建立無線社群網路(Community Networks: Building 

Wireless Community Networks) 

3. 防護全球路由：MANRS (Securing Global Routing: MANRS) 

4. 無所不在的開放標準(Open Standards Everywhere) 

5. 加密(Encryption) 

由不同的分會主席(Chapter Chair)評估申請資格，每個主題的成

員都來自各分會或是每個特別興趣小組，通過審核的申請成員可以加

入受訓，除了閱讀教學模組中的文件外，還要參與線上討論。 

ISOC 將所有的課程除了分為五大類別外，也因為語言的不同分

為：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三種，並提供不同時區的線上課程時間，

亞洲地區若有參與者，主要也是以英語來參與。線上的教材主要還是

以既有的投影片為主，同時也傳遞 ISOC 的價值與任務。 

成員在完成受訓前，依不同參與的主題，有些要提供一份參與學

習、有些則是要做出一個成果，或是翻譯網站上的教學內容為參與學

員的母語或主要流通語言版本，表現的形式可以是一篇文章、一則影

片。參與學員在製作成果報告前需要要先與分會會長或特別興趣小組

的組長協調作品形式與主題，完成成果作品後，分會會長或特別興趣

小組同意學員的貢獻後，學員才算是完成全部的培訓，並取得證書。 

(二) 參與成果及心得 

為了解如何提升成員的參與度及普及網路治理相關知識識，本年

度報名參與該項訓練活動，以「區塊鏈特別興趣小組」(Blockchain SIG)

的成員身份報名「網路治理：形塑網際網路」(Internet Governance: 

Shaping the Internet)課程，期待能與其他 ISOC 分會、特別興趣小組成

員交流。經過該特別興趣小組組長 Tawanda Kembo 同意後參與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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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訓練課程活動。 

由於在 2018、2019 年時即參與過類似的訓練，但主要還是以閱

讀網站上的投影片資料為主，並以線上論壇或網路社群的群組裡，以

文字討論方式為輔，每週可能會由該組的負責人在論壇或討論區提出

各種問題，刺激參與學員思考及反饋，在這兩年裡，並無明確的標準

可以讓參與學員遵循，所以許多學員在參與後並不知道自己有無取得

參與通過的任何證明。 

本年度則是較有規模，將已模組化的課程讓學員可以自行下載，

並藉由手機、平板或方便的行動載具，隨時可以閱讀，程式也會自動

記錄學習進度，參與的學員可以藉由網站或是應用程式了解自己的進

度。平時則是以閱讀這些投影片為主，可以在每週一次的視訊會議中

一起討論所遇到的問題或是對「網路治理」相關議題討論。然而，多

數時候還是以帶領課程的主持人員講述投影片的內容，偶爾會提到自

己的經驗，或是其他參與者也共同一起討論。 

 

三、 亞太網路資訊中心 

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簡稱

APNIC)，成立於 1993 年，總部位於澳洲布里斯班(Brisbane)，負責亞

圖 6 ISOC 課程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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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區 56 個經濟體系發放 IP 位址、自治系統號碼的單位，是全球 5

個區域性網路註冊管理機構(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簡稱 RIR)之

一，維護 APNIC Whois 資料庫及管理反向 DNS 區域委派。 

APNIC 的願景是提供一個「全球性、開放、穩定和安全的網際網

路」(A global, open, stable, and secure Internet)，其使命則是為亞太地

區提供區域性的網際網路服務，並支持亞太地區的網際網路發展。 

APNIC 是屬於非營利的機構，組成結構主要分為會員、執行董

事、APNIC 秘書處。會員的資格對於個人或是網際網路的組織開放，

目前較多是屬於網路服務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簡稱 ISPs)、

國家級網路註冊中心(National Internet Registries，簡稱 NIRs)、網路資

訊中心(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s，簡稱 NICs)，還有許多亞太區的

網路位址使用者，繳交會費後都可以成為 APNIC 的會員。近年來由

於網路資源的影響愈來愈重要，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各國政府也愈

來愈重視網際網路的監管，所以域名註冊機構、網路內容供應商、政

府監管單位、網路教育相關機構，愈來愈多加入 APNIC 的會員，而

每次召開年會、會員大會時，都會有政府的成員參與其中。 

APNIC 的會員也可以參選執行董事的選舉，由會員之間選舉產

生成立的執行董事委員會(Executive Council，簡稱 EC)，每任 EC 的

任期為 2 年，任期結束可以繼續參選連任。每個 APNIC 會員都有投

票權，可以在每次進行年會或會員大會時進行現場或線上投票。 

由於是以會員為基礎，其政策制定流程也是由下而上決定的，當

會員覺得需要修改政策時，便依照章程程序在正式會議前提案，經過

社團討論後，再於會議上由參與的會員進行討論、表決，在每次政策

發展會議討論結束，做出結論，由 EC 檢視沒有違反程序後，便由

APNIC 秘書處執行。APNIC 秘書處是由 APNIC 職員組成，秘書處主

要是服務亞太地區的會員、支持亞太地區網際網路的發展、與全球網

際網路利害關係社群或企業合作，並鼓勵利害關係人積極參與討論及

制定網路政策。 

該組織的職員也會至亞太地區國家進行教育訓練或是參與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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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區域的網路維運組織活動，與這些組織進行交流。教育訓練除了

網路安全的技術、政策外，也協助太平洋島國成立 CERT，致力於亞

太地區的網路安全能均衡發展。除了實際到當地國家進行教育訓練外，

也成立線上教學資源 APNIC Academy，讓不方便實際參與教育訓練

的人，可透過線上資源學習相關知識。對於會員也提供線上會員服務

平台 MyAPNIC，會員們可以透過該平台進行相關的維護服務，除此

之外，他們也積極的開發其他的平台，提供會員們更方便管理網路資

源的服務。 

APNIC Academy 中的教育資源十分豐富，並提供多語系的翻譯

可以讓亞太地區國家的網路使用者可以透過自己熟悉的語言來學習，

不定時也會有 APNIC 的職員藉由線上教室與使用者教授、互動、討

論，尤其在疫情期間，許多職員無法去其他國家進行教育訓練，便透

過視訊的線上討論來進行。 

在 APNIC 的會員中，也有不同的議題興趣小組(Special Interests 

Groups，簡稱 SIGs)，這些小組平時透過郵件群組連結、討論，雖然

不同群網之間也會有因為使用習慣不同，而有不同的討平台，但多數

在網路資源政策上的討論，還是透過郵件群組討論。 

每年 APNIC 會在年初進行一次年初會員大會(AGM) 及第三季

會舉辦會員大會(AMM)，會有許多的網路安全、網路資源發放政策討

論、技術交流會議在舉辦會議的期間進行，在這些會議中，APNIC 秘

書處也會向大家報告前次政策決議後的執行進度。 

無論是政策會議中的修改及討論歷程、會議中討論的文字內容、

發言內容、EC的選舉結果、EC會議每次的會議記錄都公開在網站上，

這些記錄都可以下載檢視，對於會員達到公開、透明且當責的管理。 

 

四、 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 

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簡稱 APrIGF)成立於 2010 年，主要是亞太地區國家對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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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有興趣的倡議人士會共同參與的組織，組成的人員可能有研究人

員、學者、社群、技術人員，少數的政府官員也會參與其中，共同擔

任 Multistakeholder Steering Group (簡稱 MSG)。MSG 成員的來源國

家都在亞洲，涵括了東亞、南亞、中亞、西亞、南半球的澳洲及太平

洋上的島嶼各國，往北則包括俄羅斯遠東地區，2019 年的 APrIGF 年

會便於俄羅斯的 Vladivostok 舉辦。MSG 成員的組成身份可以來自於

政府、學術研究單位、技術社群、人權倡議等各種公民團體，這些成

員們共同規範了議事的行為守則。 

APrIGF 主要作為各亞太地區社群的意見交流平台，每年會舉辦

一次大型年會，共同討論人權、網路安全、新興科技等相關意見，2016

年曾於台北辦理，2020 年則受到 COVID-19 而改為線上辦理，並決

定 2021 年於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辦。 

由於主要成員是亞太地區各國或各經濟體系對網路治理有興趣

的人組成，除了 1 位主席之外，也會有 2 位副主席協助，每屆主席與

副主席的任期是兩年。所有的 MSG 成員人數約 80 人，MSG 成員會

依照活動再自願組成：議程委員會、獎助金研究員委員會，再依照臨

時事務，由各 MSG 成員自己主動擔任職務，屬於自發性的工作內容，

內部主要是由 DotAsia 協助規劃一秘書處協助處理日常會議、連絡召

集等行政事務，籌辦並協助宣傳與 APrIGF 的相關事務。 

在 2018、2019 年時，整體 MSG 人數達到近百人，許多成員是掛

名但不參與平時的會議，於是也發展了其治理的原則，例如 MSG 成

員本身的責任與義務，需要每月參與線上會議參與討論，並且在需要

時自動參與提案或各種工作小組，例如：議程委員會、獎助金研究員

委員會、會後意見書工作小組及選舉時需要組成選舉委員會…等工作

小組，並將相關的文件公告在網站上，希望提升治理的透明度。目前

在APrIGF組織下有由DotAsia組織提供協助的秘書處、議程委員會、

獎助金研究計畫委員會、整合意見書撰寫委員會(Synthesis Document 

Drafting Committee)，另外會因應治理需求成立臨時的委員會，在任

務完成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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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rIGF 秘書處：負責網站的維護運作和執行任務外，也要負

責提醒和召開各委員會及 MSG 成員會議，同時也要負責協調當年度

會議舉辦地點的住宿、交通相關事項，秘書處還需要積極的參與各委

員會的運作，在每次 MSG 成員會議時，還要負責向全體 MSG 成員

提供各委員會的相關資訊。同時也會參與獎助金研究員計畫，協助並

連絡研究員們在交通、住宿上的需求，發放及追蹤獎助金研究員的相

關差旅文件。在會議當天，除了要負責現場的設備控制之外，也要安

排 MSG 成員的會議。在會議結束後，也要協助產出各項執行成果報

告，如報名人數、社群行銷成果等，工作相當繁重。在本年度由於改

為網路會議，秘書處也由 DotAsia 全體工作人員參與協助，主辦

APrIGF 第一次的網路會議。 

2. 議程委員會：先由議程委員會大致提供當年度的討論題目方

向，再由全體 APrIGF 成員決定會議主題及相關議題、討論方向，秘

書處會公告在網站上，向亞太地區的參與者徵求案件，而議程委員會

則就各提案的內容完整度、議程型制、邀請對象的性別與背景是否達

到多樣性或符合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定義來給予評分，議程委員會也會

與秘書處協調及安排議程的時間。 

3. 獎助金研究員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成員需要決定：申請時程、

補助的項目與補助的資格。近年來，為了避免獎助金浮濫的發放，從

以往僅需填寫報名表和為何需要申請獎助金與會，也逐漸要求申請者

必須做出與 APrIGF 相關的貢獻，讓領取獎助金的研究員不是只有與

會，除了需要參與討論外，每天在會議後還需要參與整合意見書的撰

寫，提供自己的意見，在整體會議結束後，也需要透過分享來協助推

廣 APrIGF。在 2018 年時，就要求每個領取獎助金的研究員需要提供

一篇心得，公開張貼於社群網站或個人的部落格裡，才能領取所申請

的補助。在近年來，委員會成員已不是只負責審核申請者資格的工作，

而是往能力建構的教育功能前進，除了邀請 MSG 成員們協助帶領符

合資格的研究員參與討論外，每個小組還要推派一位研究員針對會議

的子議題提出自己與會的論點及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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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合意見書撰寫委員會：每年 APrIGF 都會安排在當天的會

議結束後，邀請所有參與者共同撰寫整合意見書(Synthesis Document)。

依照當年度的會議主題、各項議題中的討論內容、各相關議程分類於

其中，邀請與會者共同提供意見。如果無法實際與會只能透過線上轉

播參與，也可以透過整合意見書的網站(https://comment.rigf.asia/)提供

自己的意見，有時也會看到參與者們透過網站進行討論。歷年的整合

意見書內容、討論歷程都會公開在網站上，最後由該委員會成員爬梳

整理後，公布初版草稿請大家提供意見，當最終版意見完成後，則會

由以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的名義，向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提案，與其

他國家的網路治理論壇參與者分享亞太地區在相關議題上的討論成

果。 

在籌辦當年度會議的同時，也決定下次主辦地點的提案，會議舉

辦的規格都會公開在網路上提供有興趣的國家下載，並對 APrIGF 社

群提案。在會議籌備前期，平均每月開一次的會議，由籌辦國的籌辦

人員對所有 MSG 成員報告會議籌備進度，包含場地、交通、住宿、

會議的相關設備…等。 

在 2020 年時，有感於整體 MSG 成員數量愈來愈龐大，但每次實

際參與討論的成員數可能約 20 至 30 位成員，決定獎助金發放資格、

議程規劃、會議開始前的與會成員較多外，主席決定重新審視 MSG

成員們的參與度，移除不參與整體社群討論或貢獻，只掛名的成員，

並請兩位副主席重新依任務需求規劃相關的委員會，在目前已決定，

除原有的委員會之外，也會有以推廣 APrIGF 的推廣委員會、以辦理

會議相關事務的會務委員會⋯⋯等相關委員會組織，並重新檢視 MSG

成員們的行為守則文件，制訂相關的治理文件項目，期待能使整個

APrIGF 社群更具有凝聚力。 

 

五、 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IGF 

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UN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簡稱 IGF)，

則是屬於聯合國會員國層級的論壇組織，主要的參與成員來自全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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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對於網路安全、人權、新興科技、數位經濟與區域均衡發展等議題

有興趣的倡議者，平時透過電子郵件群組互相聯絡、討論，或是召開

線上會議。由於參與的成員來自世界不同的時區，所以平時的會議不

見得會面對面，多是藉由網路會議的型式進行，同時參與者並不一定

要是聯合國成員才能參與線上討論。雖然我國並非聯合國成員，但仍

可以參與其線上會議，了解國際間對網路治理相關議題的討論。 

IGF 的主要成員是由聯合國的會員國裡，由來自政府部門、私部

門和民間社群、學術研究單位、技術社群的代表，共 55 名成員組成

「多方利益關係諮詢小組」(Multistakeholder Advisory Group，簡稱

MAG)，這個小組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供每年 IGF會議的計畫和時程表，

每年最多召開三次實際的會議，同時也會舉辦一次實體會議，IGF 本

身有一個秘書處在協助行政事務，例如召開線上會議、在不同工作群

組之間溝通、協調及交流。秘書處同時也負責了 NRI (National, 

Regional Initiative) 工作群組的討論，讓國家、區域層級的 IGF 成員

們可以在這個工作群組的議程中提供相關的議題並進行討論。 

聯合國 IGF 的主要組成是由主席、秘書處及 50 位多方利害關係

人諮詢小組(Multistakeholder Advisory Group，簡稱 MAG)成員為主。

2020 年起的主席為曾經是人權團體 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 (簡稱 APC)的執行理事，目前也是 APC 的資深顧問，

也是現任 GCSC 的委員之一的 Anriette Esterhuysen 擔任。 

目前聯合國 IGF 約有 50 位 MAG 成員的背景來自於政府部門、

私部門和民間社群、學術研究單位、技術社群，若是當年度舉辦會議

的舉辦國，則會有一固定的席位，成員的比例上約為 40%為政府部門

官員，以促使各國政府可以積極參與網路治理論壇活動，並提出意見。

MAG 的主席及成員背景條件，仍需為聯合國成員國，且由聯合國秘

書長指派，每任的任期約為一年，但可以連續兩年，第三年期算是新

任的一年，而成員的組合上，每年約有三分之一的成員會重組，以更

新整體團隊的思維和建言，不會有重複或是過於狹隘的建議出現[27]。 

MAG 的成員每年都會至少和主席開 1 或 2 次的實體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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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IGF 的議題、型式、為整個網路社會要帶來什麼樣的貢獻。由於

成員的人數愈來愈多，所以 IGF 在 2017 年也逐漸將 MAG 成員與個

人所要負擔的責任與義務公布在網路上，讓 MAG 成員可以了解自己

的工作內容，並能積極的參與 IGF 年會及平時的討論。 

主要的責任為：1)考量所有利害關係人的立場與意見，為每年聯

合國 IGF 會議的工作計畫、主題及子題；2)確保每年聯合國 IGF 會議

能有良好的組織及計畫；3)籌辦主要的會議，必要時也參與專業主題

的會議；4)自全球提案中選出適合當年度主題的提案，並促使這些提

案能順利完成；5)在 IGF 年會舉辦期間協調各議題的小組、專家成員、

議程，及各種所需要注意的事項，以確保年會能順利舉辦；6)支援會

議結束後的工作；7)在會議的舉辦期間至結束，協調各方利害關係人

溝通、合作、並積極參與整個會議，並推廣 IGF 活動，促進各方利害

關係人的參與。 

MAG 成員也有不同的工作群組，由 MAG 成員主參與。在 2020

年共分為四個工作群組：外部聯繫及參與工作群組(Working Group on 

Outreach and Engagement，WG-OE)、工作坊作業流程工作群組

(Working Group on Workshop Process，WG-WSP)、語言工作小組

(Working Group on Language，WG-Language)及 IGF 強化及策略工作

小組(Working Group on IGF Strengthening and Strategy，WG-Strategy)。

這些工作群組平時都是以線上會議、郵件群組在互相聯繫，主要的聯

繫人員是聯合國 IGF 秘書處，這些群組的工作目的還是以 MAG 及提

高聯合國 IGF 的貢獻與連結為主。 

在聯合國 IGF 中，除了秘書處與 MAG 之外，還有幾個主要的工

作群組，這些工作群組都是由各國參與者自願參與及組成的，較不會

因非聯合國成員而無法參與，在會議開始之前便會透過郵件群組、視

訊會議的方式召集成員與會及討論，聯合國 IGF 秘書處的成員也會參

與至各不同的工作群組中，同時也會儘量聯結不同的群組。主要的工

作群組分為： 

1. National, Regional IGF Initiatives 工作群組(簡稱 NRIs)：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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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群組的成員主要來自於各區域、國家的網路治理論壇的成員們自

主參加，也是最快了解全球網路治理議題的重點工作群組。NRIs 的

工作與聯合國 IGF 秘書處相當緊密，除了討論當年度的議程主題外，

還有議程的規劃、安排、現場的設施與交通需求。近年來因為已由

MAG 的工作群組分擔了部份的工作項目，所以 NRIs 也著重於規劃

自己的議程，也會積極參與其他工作群組的討論，以避免議題重複。

聯合國 IGF 秘書處也會在此工作群組中，討論全球網路治理社群的分

布、會議日期、進行方式，是一個與國際連結度相當高的工作群組。 

2. Best Practice Forum 最佳實作案例工作論壇(簡稱 BPF)：主

要的 BPF 有 4 個工作群組：網路安全、性別與取用網路、網際網路

環境中的資料和新科技、本地內容，並因應 2019 年聯合國高階數位

合作小組(UN High Level Panel on Digital Cooperation，簡稱 HLPDC)

報告書中之結論，未來可能成立如 IGF+相關的組織時，會需要一個

BPF on BPFs，將各 BPF 總結於這個工作群組中，作為跨國案例的參

考，故目前有 5 個工作群組。其中，在網路安全的 BPF 工作群組中，

自 2018 年起，便開始討論關於網路安全規範與是否需要全球安全法

規的相關議題，並陸續產出研究報告，成為網路安全規範、網路安全

法規、國際合作條約的參考資訊來源。 

3. Dynamic Coalitions 動態聯盟(簡稱 DC)：最早的概念出現於

2006 年在雅典舉辦的聯合國 IGF 成立大會上，由多方利害關係團體

組成的討論群組，目前針對網路網路的相關議題成立了 23 個動態聯

盟，討論的議題包括像是 DNS、區塊鏈技術、兒少安全保護、網路安

全標準、能力建構相關、資料運用及信任⋯⋯等議題性質的開放討論群

組。 

聯合國 IGF 的主要與會成員還是來自於聯合國的成員國為主，

主要的聯絡方式是透過郵件群組的訊息寄送，各工作小組也有自己習

慣的溝通模式，但很少會使用社群平台進行交流。雖然台灣並不是聯

合國的成員國，也無法以台灣的國籍進行提案或是至現場參與實際的

會議，但仍然可以參與各工作群組的討論、線上的轉播參與會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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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因為疫情的影響，聯合國 IGF 會議改由網路舉辦，更不會限制

討論者的身份，台灣人一樣可以透過會議平台與會、發表意見，這是

較以往更難得的情況。 

在未來，由於 HLPDC 的決議，未來將可能成立 IGF+相關的組

織，目前僅知將可能以原本 IGF 為基礎，但目前僅討論相關的成立架

構、成立機制、目標，藉由 IGF+組織，來完成 HLPDC 討論中的目

標，而這也是近幾個月來，國際相關社群藉由 HLPDC 網站

(https://digitalcooperation.org/) 的回饋機制，針對 IGF+的組成架構提

供相關的意見，而這也將牽動全球網路治理社群、數位與網路經濟發

展、貿易及商業的相關組織，在未來也將持續關注。 

每年的聯合國 IGF 會將當年度的報告刊登於網站中，公開各年

度、各場次的議程討論記錄 

(https://www.intgovforum.org/multilingual/documents)。今年年度的聯

合國 IGF 也要求各議程提供該場次的報告在其議程頁面上，同時也

會將其他單位協助的會議結論一起公布，儘管無法參與所有的議

程，也能夠藉由這些公開的記錄查找相關的資訊。 

六、 其他國際網路組織 

本年度因為疫情限制，加上許多國際組織在今年停止辦理實際的

線上會議，有些工作群組的討論也僅維持原有群組成員的討論，故本

年度僅介紹已參與兩年的自由線上聯盟(Freedom Online Coalition)。 

(一) 自由線上聯盟介紹 

因本身實際參與自由線上聯盟(Freedom Online Coalition ，以下

簡稱 FOC)分號於 2018 及 2020 年所舉辦的年會，同時因疫情影響，

本年度僅簡介 FOC 的成立背景及本年度相關活動。 

FOC 是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挪威、瑞典、愛沙

尼亞...等 32 多個國家組成的多邊聯盟，會員主要分為：政府會員與

非政府會員。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促進網路言論自由、維護人權，每年的年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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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會員與世界各國人權團體、公民社群交流的平台。 

組成的成員背景則是參考聯合國 IGF 中多方利害關係人

(Multistakeholder)的角色定義，分為：政府、私部門、社群(公民社群、

技術社群)、學界研究人員與智庫。 

FOC 自 2011 年開始，每年都會舉辦年會(以下簡稱 FO 年會)，原

本是在會議中討論 FOC 的營運，但近年來也逐漸召集各國在人權、

網路安全等議題上的的最佳實踐案例，在會議中與各會員分享與討論。 

FOC 在 2013 年時成立三個主要的工作小組，以強化對於人權、

網路自由所關注的議題相互合作，分別為：網路自由與網路安全、數

位發展與開放、隱私和線上透明度，這三個工作小組已於 2017 年五

月時完成其工作任務。 

與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IGF)不同的部份在於，FO 年會的參與者

有較多的政府部門人員參與，也較願意和其他與會人員交流，雖然其

中也有不少人權倡議的非政府組織單位，但多數都很願意敞開心胸交

流。 

2018 年 12 月時參與其於德國柏林召開之第七次年會，著重的議

題包括了當年度正式實施的 GDPR、網路上的不實資訊、恐怖組織藉

由網路社群平台招攬使用者加入其組織與散播恐怖主義、競選團隊藉

由網路操弄資訊，引導選舉人錯誤的認知，同時也討論了如何升網路

素養及政府對於內容審查、侵犯人權等相關議題。 

2020 年 2 月時於西非國家迦納召開第八次年會，其主題為

「Achieving a common vision for internet freedom」，討論的重點包括人

工智慧演算法對於資的使用、斷網對於經濟與人權的傷害及如何在斷

網後快速恢復經濟活動、網路安全法令與人權的權衡及數位落差等相

關議題。 

FOC在2020年的活動較多，除了不定時辦理線上討論的活動外，

也較以往更積極參與國際倡議聯盟協議的簽署，也在本年度聯合國網

路治理論壇中的預備會議成功提案，討論 2021 年於芬蘭的年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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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著墨於政府在建立人工智慧相關政策時所需要考量的重點等議

題。 

 

陸、 國際網路治理相關會議參與心得 

本次的題研究是藉由參與各組織的網路治理相關會議，以了解國

際間網路治理發展的趨勢，並自其中觀察我國未來可以參與的議題及

方式。本年度的網路治理相關會議在世界衛生組織於 3 月宣布

COVID-19 為全球大流行後，幾乎所有的會議都改為透過網路視訊會

議方式舉辦。 

DotAsia 的董事會每年會進行 2 至 3 次面對面的交流，每月則是

透過視訊會議進行 3 至 4 次的董事委員會會議，像是社群治理及支援

的評估、選舉與治理流程的改進，都在這些會議中進行討論。 

本年度於 9 月參與的 APNIC、APrIGF 會議，除了主要參與選舉

流程外，也參與線上的教育訓練及討論。 

11 月舉辦的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除了平時的工作群組線上討

論之外，以往無法實際參與，只能觀看線上轉播，但今年反而可以藉

由線上會議參與討論，並加入研究小組研究相關文件，並實際在會議

中互動。 

各會議也因為疫情的影響，許多的討論議題都會與如何藉由新科

技或是未來的網路發展來減少疫情的損失，或是在治療方法、疫苗上

市後，如何藉由網路來快速的回復經濟發展，都是在這次討論的議題

中。我國雖然目前在疫情中較沒有受到較大的影響，但國際間已經在

調適工作狀態，甚至也覺得藉由網路會議可以節省許多差旅支出、減

少因為時區轉換、長途差旅帶來的身體不適應。 

另一個議題則是在此次 APrIGF 與聯合國 IGF 共同討論到，關於

環境保護的議題，也在國際間受到重視。例如如何透過科技來監測空

氣品質、防救災，及水資源的保護、太空中的垃圾、衛星對於天文星

象的干擾、網路購物帶來的大量垃圾，都是在環境保護的議題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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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現在，相信在未來也會持續的討論。 

一、 DotAsia 

本年度參與 DotAsia 董事會，DotAsia 屬於亞洲的頂級域名供應

商，積極的推廣「.Asia」的使用，並努力藉由嚴謹的公司治理架構來

評估各種專案的社會影響力。DotAsia 每年都會在亞太網路科技高峰

會(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Conference on Operational Technologies, 

簡稱 APRICOT)舉辦時，同時舉辦年會。本年度董事會因 COVID-19

疫情影響，除了 2020 年初在澳洲墨爾本的面對面會議外，所有董事

會議都改為線上會議，同樣也因為該疫情的影響，2021年的APRICOT

原則上仍是由菲律賓主辦，但已確定透過線上會議進行，而 DotAsia

董事會在該年度年會也應會透過網路辦理。 

由於董事會成員處於不同時區、國家，所以除了會在前一次的會

議中提醒各會董事下次的會議日期與時間外，在會議前 48 小時還會

由秘書處再寄發開會通知及前一次會議的會議文字記錄，除了提醒各

位董事與會外，也讓董事會成員們有足夠的時間確認前次會議記錄內

容。 

會議遵循著嚴謹的治理架構，從文件的格式、儲存位置、權限的

管控、董事成員的選舉與選舉規則及選票格式與票務，到財務、評估

及參與社群活動的社會影響力，都會透過其董事會成員依其自願參與

並共同研討及制定完成。在 2018 年時於尼泊爾加德滿都參與 DotAsia

年會，在會議中，DotAsia 會報導相關執行的計畫、推廣的進度，及

董事成員選舉的結果，董事會成員也會在會議中公開提出自己的疑問。 

本年度所有的董事會都透過線上舉辦，目前 DotAsia 組織有 4 個

董事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每月都會進行一次會議，並且在每月的全體

董事會中報告。每次的會議開始前 48 小時會寄發開會通知及相關的

與會文件，以確保各委員會成員有足夠的時間確認會議內容。 

會議開始之初，確認所有的董事會成員都有參與，並確認前次的

會議記錄內容、選舉的結果。在會議裡由董事會的主席帶領董事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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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討論，大家共同討論，並做出決議。會議後則會將會議記錄寄給每

位董事，並由董事會成員同意後，除了公布在 DotAsia 網站上外，也

會遵循著檔案的命名規劃，將檔案存放在 DotAsia 的內部維基中，因

為有嚴格的帳號與權限控管，也會保留登入記錄，帳號密碼亦不可對

外公開，也因為保密條款的規定，董事會成員不能隨意公開會議的內

容與討論資訊，若需要索取任何的文件，也需要依照已公開的文件由

請流程向 DotAsia 取得相關的文件。 

以往會在年初或是年底的實際會議裡，DotAsia 的執行長會協助

新進董事了解 DotAsia 的業務，今年 DotAsia 透過線上教育訓練的方

式讓新進董事了解 DotAsia 的業務與挑戰。每年年底再做整體的營運

報告與成本收益分析。在 DotAsia 的主要兩個計畫 NMA 和 APrIGF

秘書處，參考香港社會服務協會提供的「社會影響計估價構」評量指

標來評估各種活動、提供協助予社群。 

透過董事會的討論，董事成員們彼此溝通與協調相關工作、與 AC

們討論、共同制訂董事成員的選舉規則、標準，並與 DotAsia 的工作

人員們協力推廣 DotAsia，提高 DotAsia 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二、 亞太區網路資訊中心會議 APNIC 

今年 APNIC 50 原本訂於孟加拉舉辦，但同樣因為 COVID-19 疫

情影響，本年度改為 9 月 8 日至 10 日的線上會議， 然而在 9 月 7 日

己有相關活動透過線上會議舉辦。 

(一) 9 月 7 日 

由於 COVID-19 疫情因素，許多會議都改為網路會議舉辦，而今

年度會議的主題也多與疫情有關，例如疫情導致遠距工作者增加、許

多公共場合的公開活動也改以網路會議模式進行，便有不少人在談論

在疫情發生後的「新生活模式」(New Normal)，也在探討網路頻寬、

網路通訊品質是否足以因應這樣的需求，同時是否有其他的新技術也

會因為疫情的影響而提前實現。今日下午便參與由 Asia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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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ing Group (簡稱APNG) 舉辦的Seminar: New Normal Life with 

AI on the Internet。 

主持人 Sunyoung Yang 先簡介了 APNG 的組織，而整個 APNG

在 2013 年至 2018 年的活動是較少的，但根據過往的經驗，參與過

APNG 舉辦的營隊活動有助於每個參與者的個人職涯發展。所以在

2019 年於 APNIC 48 時決定要重新舉 APNG 營隊，目的除了協助亞

太地區的網路工程師們的經驗交流，同時也可以藉此活動是為了培養

亞太地區在網路工程的議題領袖，並組織從 APNG Camp 畢業的過往

參與者可以組織為小型智庫，當然也希望在未來可以協助參與者的職

涯發展。 

 

在此次的線上研討會中，主要是討論疫情發生與之後的時期，人

工智慧技術可以為人類提供什麼樣的協助。有不少是分享在旅遊、智

慧醫療、Chat bot、銀行服務、網路安全上的應用。參與者也陸續提出

可能會面對的問題，例如在醫療助理上，若是聘用了虛擬的醫療助理，

可能會面臨要擔心洽談者是否提供的是真實資料，或是在旅遊的出入

圖 7 APNG Seminar 的開始，主持人簡介 APNG 的歷史。 

圖片來源：會議簡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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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銀行使用生物辨識技術，都可能面臨侵犯隱私，或是若有客戶屬

於歐盟的成員，也需要配合歐盟 GDPR 的規範，也因為涉及隱私議

題，所以一廂情願的進行研發，也可能忽略了未來面臨的法律議題，

將帶給企業、研發者更嚴重的損失。 

本場次會議最高有 54 人線上參與，由於主辦國是孟加拉，所以

多數的議題還是會以當地要解決的問題為主，例如農業、醫療，這些

研發專案也多是優先解決自己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同一場會

議中的專家還有來自台灣的講者，分享人工智慧科技與網路安全應用，

參與今日的會議相當於為接下來三天的正式會議進行暖身。  

(二) 9 月 9 日 

今日主要參與的議程為： IPv6 Deployment、APNIC - FIRST 

Security 2、NextGen Careers BoF及Meet the Speaker session with Kalana 

Guniyangoda - TechCERT。因 12 點時需參與 APrIGF 2020 MSG 線上

會議，故未參與 APNIC - FIRST Security 1。 

1. IPv6 Deployment 

在本場次裡，講者也談到了，在日本國內來說，純 IPv4 或是純

IPv6 都不見得會有較快的速度，有時是 IPv4 較快，有時則是 IPv6 較

快，演講者則分享如何藉由其編寫的套件，提升影音在 IPv6 上的快

速傳遞。 

2. APNIC - FIRST Security 2 

在本場次中，由 TWNIC 和 TWCERT/C.C. 分享在 COVID-19 疫

情期間，台灣所面臨的網路安全威脅。 

在簡報的分享中，提到當世界衛生組織在三月時宣布 COVID-19

為全球大流行後，相關的域名註冊數自宣布當天開始提高，TWCERT

便開始監控，並預防有人申請相關的域名後進行不當的網路行為。 

3. NextGen Careers BoF 

一直都很關注下一代或更年輕的網路工程從業人員在職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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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在本年度二月APRICOT 2020會議時，就已有第一次的NextGen 

Careers BoF，當時是邀請了太平洋及南亞國家的工程師人員分享自己

的職涯發展經驗。 

在今年年初 2 月於墨爾本舉辦的 APRICOT 2020 (APNIC 49) 會

議中，己有第一次的 NextGen Careers BoF 議程，當時是邀請南亞國

家、太平洋上島國的參與者共同分享自己在網路工程相關行業工作的

心得，本次會議則是邀請全球五大區域網路註冊中心 (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的執行長或總監，分享他們的職涯發展心聲。從個人

在學校的學習過程、工作時團隊合作、領導與授權文化，也很難得的，

主持人問了「如何在職場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這個問題通常會出

現在詢問女性的工作人員的職涯發展，很少會有男性講者被問到這樣

問題。在場的參與者更進一步提問：「如何減少女性職員想更投入職

場，但也可能因此忽略了家庭，通常女性職員也可能因此而有內疚感。」

Americ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Numbers (簡稱 ARIN)的執行長 John 

Curran 認為任何事還是家庭優先，他也致力於讓 ARIN 的文化也是

走向家庭優先。 

除了 ICANN 會議外，這是相當難得的機會能讓這些執行長們共

聚一堂分享他們的工作心得，雖然因為文化不同而對於期待的答案稍

有出入，不過大致上可以看到文化、信仰對他們在工作態度、賦權、

執行力上的影響，算是難得的經驗分享場次。 

APNIC此次的會議也針對網路政策討論的群組進行相關的調整、

前次會員會議結論的執行進度報告，由於 APNIC 會議較偏向年度會

員大會，所以也會對於相關的文字再進一步調整。 

相較於以往在實際場地舉辦，這次完全線上進行的 APNIC 50 會

議為了避免不同時區的影響，所以本年度議程安排的方式較為緊湊，

每一場次間隔 15 分鐘，當時間不足時由該場次的主持人直接提醒講

者，甚至是中斷講者的發言，的確有效減少了許多講者會講太久的情

況。仍然有些人因為網路技術問題而延宕了演講的時間，然而透過線

上會議不同的地方在於，講者更直接的面臨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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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會議中也宣布，接下來的 APRICOT 2021，原訂於 2021 年

2月 22日至 26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辦，但因為COVID-19疫情因素，

將會與菲律賓政府相關單位及網路維運社群共同合作，透過線上會議

方式舉辦，除了原本的正式會議時程外，2 月 22 日至 26 日為線上教

育訓練，3 月 1 日至 4 日則為 APRICOT 正式會議。 

三、 亞太區網路治理論壇 APrIGF 

本年度因為 COVID-19 疫情的影響，原訂 9 月 27 日至 30 日在尼

泊爾加德滿都舉辦的 APrIGF 會議改由網路會議方式進行，並由秘書

處來主導整個網路會議，而尼泊爾則辦理 2021 年的 APrIGF 大會，

也因為 2021 年的辦理地點沒有改變，所以在明年度的獎助。 

本年度大會主題並不因疫情而改變，仍然維持為「 Internet 

Governance for Good: Norms, Standards and Mechanisms」，並分為以下

四個主題：1)網路安全與信任 Cybersecurity, Safety and Trust、2)數位

包容、性別均衡與多樣化 Digital Inclusion, Gender Equality and 

Diversity、3)人權與倫理 Human Rights and Ethics、4)創新和發展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這四大主題一直都是歷年來無論是聯合

國網路治理論壇或是全球各區域的網路治理論壇都會探討的主題。 

本年度共有 65 個提案，因疫情影響，改由秘書處以線上會議的

方式舉辦三天的正式會議，選出了 14 個提案整併為 13 個議程與開幕

式、閉幕式，雖然是以線上會議的方式舉辦，同樣也有正式會議前的

能力建構日，主要是提供給未參與過 APrIGF 的參與者、今年通過甄

選的獎助金研究人員，讓他們先了解網路治理的議題並將獎助金研究

人員依照主題分組，每天的議程結束後也安排所有與會人員及獎助金

研究人員針對當年度的議題，整理一份大會記錄。APrIGF 秘書處也

會在聯合國 IGF 的會議議程與其他國家成員分享這份綜合文件 

(Synthesis Document)。 

今年約有 600 人報名，台灣除了已公開的參與者有一位獎助金研

究員，平均每個場次連同線上直播參與人數約有 130 至 150 人。以往

有些講者會因為簽證、交通等不同狀況而無法現場參與，今年改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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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會議後，有許多歐洲的講者可以參與，同時也為議題討論帶來多樣

性。在 2018、2019 年舉辦時也曾經有幾場是講者透過網路視訊參與，

但可能受限於 2018 年在 Vanuatu 島上的網路通訊設備情況不佳，而

2019 年的網路視訊則是品質稍佳。本年度的議題如下表 3： 

表 4 APrIGF 2020 年議題列表 

主題 議題 議題數 

Cybersecurity, 

Safety and Trust 

(1) Not just 0s and 1s : discussing the 

increasing role of technology in 

‘women’s safety’ 

(2) Do cybernorms help or hinder incident 

response activities? 

(3) Combating Live Streaming of Online 

Child Abuse Content 

(4) Breaking Encryption: Is it the Panacea 

for addressing security issue online? 

4 

Digital 

Inclusion, 

Gender Equality 

and Diversity 

(1) Accessible digital information, 

training and libraries: Reducing 

discrimination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y 

(2) New approaches to technical capacity 

building: an action-oriented dialogue 

(3) Bridging the digital gender divide: 

Learnings from the digital gender gap 

audit scorecard 

(4) Access to information: a holistic 

approach to meaningful digital 

inclusion. 

4 

Human Rights 

and Ethics 

(1) Promoting internet and human rights: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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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議題 議題數 

(2) Jack and the Tech Giant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in the 

Tech Era 

(3) The digital rights landscape in Asia 

Pacific after COVID19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1) Learn from Home During COVID-19 

(2) The Single, Global Internet – A 

Technical Discussion 

(3) The Internet’s Environmental Impact: 

an action-oriented dialogue 

3 

資料來源：APrIGF 2020 網站頁面 

(一) 9 月 27 日(Day 0) 

本日主要是針對從未參與過 APrIGF 的參與者，透過此次會議的

主題、子題進行分享，針對本次會議的子題，由 APrIGF 的委員們進

行相關的說明。有較多與人權團體，特別是女性權益的倡議團體談到

了亞洲國家女性的上網人口數偏低，在疫情期間，女性上網的人數更

是銳減，主講人比較擔心的是因為疫情造成對女性上網者的霸凌或是

禁止女性上網的情況更加嚴重。 

在「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場次，則是由 APNIC 基金

會介紹目前的運作、專案及創新的目的，並提到需要為了目的而進行

創新。Internet Society 亞太區的執行長  Raj Singh 並和大家分享

Internet Society 在之後補充了 Wireless for Community (W4C)的專案，

並表達在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考量包容性，以彌補經濟發展落差所帶

來的發展不平衡，造成這些地區在上網的過程中產生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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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線上在 Zoom 會議室中約有 70 至 80 人，另外也有人是透過

線上直播參與而不發聲討論。在會議過後也有進行隨機的分組討論，

但較不如現場面對面來得生動，同時也因為分組後成員對議題的興趣

不一或是帶領的分組領導成員的不熟練，造成分組後的會議室較安靜，

無法帶動討論的氣氛。 

(二) 9 月 28 日(Day 1) 

本日參與的議程及會議心得如下： 

1. Not just 0s and 1s: discussing the increasing role of 

technology in ‘women’s safety’ 

在這個場次裡，雖然主題是要討論如何利用科技的角色來增進女

性的人身安全，但同時討論了科技或城市發展的規劃，若是不夠公開

透明，也會涉及所有人可能被監視、侵犯隱私的隱憂，不止是女性，

而是所有性別。 

來自尼泊爾的講者提到尼泊爾政府也在提倡要發展智慧城市，並

透過科技來提高尼泊爾人民的生活品質。但對人民來說，有些地方的

網路連線及通訊品質都不佳，所以在發展智慧城市之前，應該要先提

高每個城市的網路與通訊品質。同時，因為政府想發展智慧城市，但

圖 8 APrIGF Day0 線上會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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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該國的居民來說，不知道整個智慧城市的發展時程、也不知道如

何發展，在發展智慧城市的同時也表示政府可能廣設監視錄影器，對

任何人來說，無所不在的監視器都有可能侵犯隱私，對女性來說，她

們無法得知這些錄影的影像資料會在哪裡？這些影像是否會侵犯她

們的隱私，或是這些影像資料是否會被濫用。由於該國政府對智慧城

市的發展規劃不夠透明或是民眾的參與程度不佳，民眾無法擁有確定

的發展規劃，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夠高，也會對智慧城市的規劃與

發展造成阻礙。 

講者有來自台灣的講者，並討論到關於 Digital Literacy 對於減少

性別歧視的影響。由於 Digital Literacy 的字面很難讓人聯想到應該對

什麼樣的能力提升所謂的「數位素養」，也許是媒體的識讀，讓人民

能夠分別訊息的真偽，像是在疫情初發生時期，有些國家出現了人民

瘋狂採購衛生紙或是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取得正確的防疫資訊。 

在這個場次裡，主持人還是希望大家能多注意女性在資訊社會時

的弱勢，可能會因為網路言語或是其他原因，讓女性在上網時成為弱

勢族群。本次的討論讓大家了解「透明度」的重要性，同時也讓大家

得知其實不是只有「女權」或是「女性的人身安全」需要被重視，不

論線上或是實際生活裡，都需要注意「平權」，不論是男性、女性或

是其他性別，「安全」(Safety)都是需要注意與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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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moting internet and human rights: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s 

這個場次是在討論，在推廣網路和人權時，在透過「多方利害關

係人」合作機制時所遇到的挑戰。這個場次也邀請了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與大家分享在 Internet Universality 專案中藉由多方利害

關係人機制建立 R.O.A.M-X 評量指標時所遇到的挑戰。 

圖 9 Not just 0s and 1s : discussing the increasing role of technology in 

‘women’s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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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在泰國曼谷便接觸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員，在各

種網路治理層級的會議中，討論關於 Internet Universality的評量指標，

除了在會議現場的討論及宣傳之外，也有透過網路問卷填寫來作為建

立指標的參考資料，並在 2018 年在六大項目下分別完成了 303 個指

標，其中的 109 指標為核心項目，2019 年在 12 個國家進行評估測試

[28]。 

圖 10 Promoting internet and human rights: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s 場次議題討論畫面 

(三) 9 月 29 日(Day 2) 

今日參與的議題及會議心得如下： 

1. The Single, Global Internet – A Technical Discussion 

這個場次主要是從網際網路的技術層面來討論網路分裂(Internet 

Fragmentation)的可能性和對網路生態的影響。講者中的 Champika 

Wijayatunga 是 ICANN 裡很受歡迎的講師，他提到一般網路使用者

所討論的層次較多是在應用層(Application Layer)，較少會接觸到更基

礎層的技術。 

在這個場次裡，也談到了 5G 的可能性。講者們和與會者們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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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多地方也許 3G、4G 的表現就不差，也有很多地方的通訊基礎

建設不足，所以如果他們先把基礎建設先完備、普及，再討論更新到

第五代的通訊。 

 

2. The Internet’s Environmental Impact: an action-oriented 

dialogue 

本場次主要是探討如何藉由網路的力量來影響環境保育，本場次

的籌辦者 Pablo Hinojosa 也邀請了台灣的唐鳳政委出席。 

由於今年聯合國 IGF 的主題之一是在討論環境，所以在這個場

次裡，也討論了許多藉由網路所進行的相關工作，並討論了資料的重

要性。唐政委並以台灣的「民生公共物聯網」及「總統盃黑客松」為

例，透過政府公開及開放的資料，如何讓民間串接，藉由競賽的方式

來促進與賽的團隊來找出如空氣、水資源等環境監測的服務。 

同時我們也討論到地緣政治(Geopolitics)對這些公開數據的影響。

地緣政治還是會影響數據的收集和利用，但有些時候可以透過群眾的

力量來完成這收集這些數手據，並完成目的。 

 

圖 11 The Single, Global Internet – A Technical Discussion 會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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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心得 

在 2019 年時，即有一場會議是多數講者因簽證問題無法至現場

參與，但可以透過網路連線參與，而因本次的會議是第一次透過網路

模式辦理，並由 DotAsia 對 APrIGF 的秘書處、NetMission 團隊、諮

詢小組(MSGs)全體在約一季的時間內完成全部的配置，從網站頁面、

成立各種委員會、副主席的票選、獎助金研究員的資格到延用至明年，

明年尼泊爾團隊也將繼續主辦⋯⋯等所有的事情都透過網路來處理。 

會議的每天早上，MSG 的成員們都需要比正式會議提前半個小

時至虛擬會議室中簽到，並在會議室中討論是否在進行會議時遇到困

難或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項。在會議上，DotAsia 因常參與 ICANN 會

議，所以在控制上也有一定的水準，雖然在 Day 0 時遇到莫名的參與

者在聊天室中發送騷擾的訊息，但在之後的會議便不再遇到類似的訊

息出現。 

在 Day 2 和 Day 3 的早上都會安排約 90 分鐘的 Townhall Session

討論每年 Synthesis Document 的內容。這份文件是線上共同編輯，針

圖 12 The Internet’s Environmental Impact: an action-oriented dialogue

會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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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年度的會議主題、子題匯集所有參與者的意見，有些人可能無法在

會議有限的時間中提出意見，但可以藉由 Townhall Session 或是線上

編輯來提供自己的想法。在此一活動裡，往往第一個發言的人也能帶

動後續的討論，所完成的文件也都將成為之後參與聯合國 IGF 時的分

享內容。 

本年度在 Townhall Session 中，大量的討論「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透明」(Transparency)和「可信任的」(Reliable)。在各場的

討論中，都有提到 Digital Literacy 對議題的影響，例如安全、訊息真

偽的辨識、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包容⋯⋯等，但很難具體描述什麼是

「Digital Literacy」，可能是使用網路工具的能力，也可能是辨識驗證

訊息或訊息來源真偽的能力，但在取得這些能力之前，還有很多國家

是連網路通訊都還是有問題或是無法負擔的。由於疫情的影響、加上

中國對香港的政治議題已延伸至網路領域，香港的參與者們也會擔心

中國政府藉由控制網路、強迫不可使用加密技術而監控人民在網路上

的言論，甚至危害到言論自由、侵犯個人隱私。 

另一個議題是談到「環境保護」。由於台灣總統盃黑客松的成果、

民生物聯網及其他國家運用網路資料來追蹤環境變化、預警自然災害、

圖 13 Townhall Session 的線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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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環境的案例，都讓所有參與者認同明年可以再多增加「e-waste」

議題，可能包括如個人電腦、各種行動載具的廢棄物處理，到太空中

的電子廢棄物等，都可以在討論的範圍中。 

本年度為了增加趣味性，除了在Day 0時使用隨機分組的功能外，

也安排了會後的趣味問答，這些問題都是由 MSG 成員負責編寫，以

符合網路治理的議題，讓線上的參與者透過這些問題，也增添了不少

趣味。 

整體而言，雖然今年度都是以線上視訊會議方式進行，DotAsia

也讓所有的員工都協助支援秘書處，但線上會議辦得很成功，除了即

時的討論很熱烈外，也讓許多講者克服了旅途、簽證、住宿及交通等

費用的支出，讓一些歐美的講者也可以參與在其中，而不是僅限於亞

太區的網路治理論壇。 

較不如預期的是原本認為改由線上會議，會提高參與人數，甚至

更多於以往各場次的實際參與者。然而今年有種不同直播協助分流、

有些人必須利用上班時間邊聽邊參與而無法發言，而無法有實際參與

的臨場感，也感覺較為冷清，但大致上還是充滿互動及樂趣的，更有

許多成員們期待明年的疫情能減緩，讓大家都能至尼泊爾參與實際的

會議。 

 

四、 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IGF 

第 15 屆的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以下簡稱聯合國 IGF)原訂於波

蘭舉辦，由於疫情的因素改為線上會議外，並配合全球時差與高階議

程，今年的會議由以往的 4 天議程改為 12 天，包含了自 11 月 2 日至

6 日的預備議程及 9 日至 17 日的第二階段議程。據大會秘書處初部

統計，今年超過 250 個議程、全球 160 個以上的國家及 3500 多位的

參與者都會透過此次的遠端連線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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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IGF2020 議程主要分類 

階段 日期 主要議程類別 

第一階段 11 月 2 日至 6 日 1. 為 4 大議題所做的簡介議程 

2. 新人、第一次參與者議程 

3. 動態聯盟 

4. 開放論壇 

5. 國家區域網路治理倡議工作小組

議程 

6. Day Zero events 

7. 其他預備議程 

8. 測試與訓練 

9. 連結與交流 

第二階段 11月 9日至 17日 1. 開幕式及閉幕式 

2. 主要議程 

3. 工作坊 

4. 高階領袖議程 

5. 成員會議 

6. 交流議程 

資料來源：IGF 2020: Virtually together for an Internet for human 

resilience and solidarity[29] 

今年大會的主題為：促進人類團結和韌性的網際網路(Internet for 

human resilience and solidarity)，再分為四個子題，各子題再與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建立關連： 

1. 資料(Data)：為在各國、各區域與國際之間協助發展、協調出

以人為本的各級資料治理架構。 

2. 環境(Environment)：了解網際網路與數位技術、環境保口護

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並強化其永續性。 

3. 包容(Inclusive)：促進網路治理社群之間，聯結與討論關於實

現公平和包容性網際網路的挑戰和解決方案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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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任(Trust)：討論確保在線上世界之間信任的策略和最佳案

例，及政府、各級產業和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角色和責任。 

以下則針對參與的議程記錄摘要，因時差問題，配合此研究四大

主題參與相關的議程。 

(一) 11 月 2 日 

本日參加兩個預備議題，皆與網路安全議題及維護網路空間穩定

的討論有關。 

1. Pre-Event #18 High Way or Wrong Way? Discussing chances 

and challenges of a global data governance framework 

本場次是由德國的康拉德 -艾德諾基金會 (Konrad-Adenauer-

Stiftung)基金會主導，邀請歐洲、美國、巴西、新加坡的學者共同參

與，討論關於 GDPR 及全球資料治理架構。其中新加坡大學的 Natalie 

Pang，也是「We, the Internet」公民對話平台目前的領導成員之一，在

會議中以台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公民參與、表達意見為例。 

由於 GDPR 在實行之後對許多跨國企業造成負面的影響，所以

在這場討論會議裡，也討論了是否應該針對全球資料流動是否需要制

定適用於全球的個人資料保護法或是資料儲存規範或是相關的法案

框架，或是只需要討論「原則」，再由各國之間採多方或是雙邊談判。

在會議中談到亞洲國家，因為中美之間的科技與貿易競賽及不同國情

因素的影響，亞洲國家多會要求跨國企業在當地國設置資料中心以達

「資料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的目的。 



77 
 

 

2. IGF 2020 Pre-Event #36 2020 Cyberstability Stocktaking of 

Norms and Institutional Dialogues 

該場次是由全球網路空間隱定委員會(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Stability of Cyberspace，簡稱 GCSC)和海牙戰略研究中心(The 

Hague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舉辦。 

由於並不是正式大會，所以與會者還是以介紹 GCSC 的業務、組

成成員及 2019 年 11 月所表發的報告，及之後所有委員們所提到需要

更新的回饋，與聯合國專家小組(UN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簡稱 UN-GGE)及開放工作小組(Open-ended Working Group，簡稱

OEWG)之間的差異。 

由於 UN-GGE 的成員僅為聯合國成員國的政府專家，在討論時

不具透明度，會議中的 GCSC 的委員們藉此預備會議了解了 OEWG

的最新進度，同時建議應該採用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讓更多人參與討

論、表達意見，避免只有政府指派的專家們自己關著門討論，因為不

少討論的內容可能會與網路基礎架構有關，但這些政府專家們不見得

圖 14 IGF2020 預備會議 High Way or Wrong Way? Discussing chances 

and challenges of a global data governanc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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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這個專業領域的經驗，所以更需要由技術專家們參與其中，更能

進一步的促進國際之間的合作。 

中間試圖參與由 MyData Finland 所舉辦的「IGF 2020 Pre-Event 

#38 MyData for smooth post-COVID19 recovery. How can ethical data 

sharing help build a more resilient future.」此場次但是由講者的網路連

線不甚理想，所以並沒有多參與其中。今日是第一天線上會議，對許

多與會專家來說仍有許多不熟悉的地方，例如網路連線品質不佳、設

備沒有聲音、不熟悉操作介面等問題出現。也為了預防有不相關的與

會者至線上會議中惡作刻，所以控制了參與者能否看到彼此的功能，

同時也減少參與者在會議室中討論、交流的機會。 

 

(二) 11 月 3 日 

今日參與兩個議程：「IGF 2020 Pre-Event #17 We the Internet - 

Experiencing the Global Deliberation」和「 IGF 2020 Pre-Event #37 

Protecting the Public Core of the Internet: from formulation to 

implementation」。 

圖 15 IGF2020 預備會議#36 2020 Cyberstability Stocktaking of 

Norms and Institutional 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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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GF 2020 Pre-Event #17 We the Internet - Experiencing the 

Global Deliberation 

這一場會議雖然是被定義為預備會議(Pre-Event)，但更像是會議

前的工作坊。主持人讓與會者進入不同的會議室後，再由不同會議室

的主持人進行意見調查。在這個場次裡較無國藉的限制，每個人都可

以發言。主持人並設置了線上投票，讓大家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在不同的會議室裡，大家分別討論了在不同部門，如公共部門、

私部門、個人在不同領域裡，如何避免不實資訊、惡意的言論對網路

言論自由或個人隱私造成傷害。主辦方也提供了一些工具，並把「教

育」作為工具之一。於是便提供了台灣事實查核網站的經驗，對方也

提供之前辦理工作坊時所做的一些調查結果給參與者。最後則提供了

一個會後問卷，讓參與者自己審核對於不實資訊、網路言論管制的負

責角色做進一步的探討。 

2. IGF 2020 Pre-Event #37 Protecting the Public Core of the 

Internet: from formulation to implementation 

在這場會議中先由 Vint. Cerf 的錄影開始，他提到了關於網際網

路是屬於中性的，在我們享受了網際網路帶來的便利、正面的用途時，

圖 16 We the Internet - Experiencing the Global De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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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同時也無差別的提供了具傷害性的內容：不實訊息、網路霸凌、網

路犯罪等事件。 

這場會議中的部份成員多為為 GCSC 的成員，所以也提到不少

GCSC 在網路安全上的努力，並且談到了所謂的「網際網路的公共核

心」(Public Core of the Internet)，而 GCSC 也曾在 2017 年時呼籲大家

重視所謂的網際網路的核心。 

在討論中也提到 Dennis Boreders 在 2015 年論文《The public core 

of the Internet. An international agenda for Internet governance》中提到

了所謂的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部份的網際網路具有公共財的特性。

網際網路只有在保證通用性，相互操作性和可訪問性的核心價值並且

支持資訊安全的關鍵目標 (機密性、完整性和可取用性) 的情況下，

網際網路才能作為公共財。必須找到新的方法來永久維護此公共核心

的主要功能。」 

由於網路安全是維持網路公共核心的基礎，但網路攻擊事件是不

會減少的，只會愈來愈多，在 2018 年時的「Paris Call」中也呼籲參

與的國家要保護「網際網路的公共核心」。所以與談人之一的 Serge 

圖 17 Pre-Event #37 Protecting the Public Core of the Internet: from 

formulation to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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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z 是 FIRST 的主席。他用救火隊來比喻 CERT 就像是網路安全的

救火隊一樣，並提醒大家：「如果你保護網路基礎建設，你也保護了

網路的使用者。」而各個 CERT、各個層級之間的資訊分享也是一個

重點，讓大家能即時甚至預防網路攻擊的行為。 

(三) 11 月 4 日 

1. IGF 2020 NRIs Collaborative Session: Cybersecurity local 

policies and standards 

這一場次 NRI 工作小組的正式會議之一。邀請法國、巴西、查德、

阿爾巴尼亞、馬其頓⋯⋯等國家的網路治理論壇參與者或是在聯合國

IGF 的代表，討論在其國家如何強化合作、資訊分享的重要性，也分

享在自己國家裡如何針對網路安全進行能力建構或是分享該國注意

的主題。 

在會議中，各國都同意分享網路犯罪及網路安全資訊是很重要的，

有時私部門之間的合作會比政府部門更有效率。各國或是各層級的

CERT 和 C-SIRT 則是具有跨國交流、合作、透過資訊分享可以建立

信任的功能，同時也能夠對於國家內部的人員進行資訊安全與網路安

全教育，帶入正確的網路安全使用觀念，並著重於鼓勵有興趣的人參

與及討論網路安全的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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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到了區域合作不見得只限於地理位置，如 2018 年法國總統號

召的 Paris Call，就成功的讓各國政府也積極的參與，而不管是國家層

級的政策制定面或是民間合作層級，都需要互相配合。 

 

2. IGF 2020 OF #16 Internet Governance with and for the 

Citizens 

這個場次屬於開放論壇 (Open Forum)，由「We, the Internet」主

持，並邀請了 Vint. Cerf、前 IGF MAG 主席 Lynn St. Amour 和幾位現

任的 IGF MAG 成員一同討論，主題是關於如何讓公民也能參與「網

路治理」。 

Vint. Cerf 提到了企業在透明度及資訊分享是十分重要的，企業

可以即時的分享資訊、直接或間接的顯示被政府要求提供資料的次數，

並以 Google 會提供透明度報告為例。 

主持人也分享了在之前工作坊的調查成果，顯示言論自由、政府

藉由立法對網路言論管制、事實查核等議題都有興趣參與，所以公民

是願意參與網路治理議題，但也需要對應的平台、議事機制來參與。

圖 18 IGF 2020 NRIs Collaborative Session: Cybersecurity local policies 

and standards 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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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在這場開放論壇裡談到了去年的「Paris Call」是屬於政府層級

且跨國際的合作，然而私人企業更可以帶動國家當地的參與，重要的

是也需要政府部門的支持，才能讓整個生態系更為完善。 

 

(四) 11 月 5 日 

1. IGF 2020 Pre-Event #65 Promoting Rights-Respecting AI: a 

Call for Action from the Freedom Online Coalition 

這是由 FOC 所舉辦的會前會，討論加拿大、芬蘭等國家對於人

工智慧應用及如何避免傷害人權。在會議中討論到人民無法得知自己

曝露在程式無時無刻的剖析，也無法得知政府使用人工智慧技術的透

明度，以目前的發展來說，也沒有明確的指標或評估標準來評估人工

智慧對人民、人權的影響，例如面部辨識。 

進一步討論關於如何建立評估標準。由於 FOC 本身是由 32 個國

家政府代表所組成的團隊，但多認同於採用「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機

制」，讓更多人民、學者、技術人員一起參與討論，對於整體人工智

圖 19 IGF 2020 OF #16 Internet Governance with and for the Citizens 會

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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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國家發展政策、評估制度及建立指標是較能維護人權、具透明度

的作法。 

芬蘭為 2021 年 FOC 年會的主辦國，所以也談到他們期待不論是

人工智慧也好或是何種新興科技，都可以避免未來的因為發展科技所

帶來侵犯人權的可能，同時也會以人為本、人權為必要條件，希望透

過人工智慧或是其他新興科技減少傷害人權的事發生，也期待可以藉

由這些新興科技來縮短數位落差。 

 

2. IGF 2020 NRIs Collaborative Session: Digital economy: trans-

territorial regulations and the impact on digital sovereignty 

在這此場會議中，阿爾巴尼亞、巴拿馬、SEEDIG(南歐網路治理

論壇)、查德的網路治理論壇參與者分享了關於自己國家在數位經濟

發展上的政策與影響。阿爾巴尼亞認同網路安全事件會影響到其經濟

發展，所以透過立法來處理網路安全並成立相關的學院教育網路使用

者及下一代的年輕人，期望提高他們的網路使用素養；巴拿馬則是有

政策制定者參與，協助提高網路的品質，並藉此提高兩性平權的使用

圖 20 IGF 2020 Pre-Event #65 Promoting Rights-Respecting AI: a Call for 

Action from the Freedom Online Coa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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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南歐網路治理論壇也談到了由於他們的組成至少超過 20 個國

家，所以在提升數位經濟上，互相競爭的情況更是激烈，同時加上地

緣政治的影響，還會面臨到中國、美國、歐盟之間的政治局勢影響，

多少還是會影響到該區域的經濟發展。查德共和國(Chad)則提到原本

負責的相關部會在今年度改名，所以會有較不一樣的經濟發展重點。

玻利維亞的 IGF 參與者則提到該政府十分重視網路使用者的數位素

養，同時也因為 COVID-19 疫情的影響，以致於學生們都必須在家裡

上課，所以也認同網路品質會影響整體網路經濟的發展。 

由於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網路基礎建設發展的程度不一，所以

要討論共同的發展策略其實並不容易，就如同 SEEDIG，會有國與國

之間競爭的情況。聯合國 IGF 秘書處長期負責 NRIs 工作群組的 Anja 

Gengo 便請這些主講的專家們分享自己國家的發展重點，同時也問了：

「當人民無法連上網時該如何處理？」。阿爾巴尼亞的代表則提到，

他們國家目前致力於串聯電子化服務，讓各個不同部門能夠串聯起來，

甚至未來也能夠進行跨境的服務；玻利維亞則是把重點放在教育，認

為提升網路使用者的素養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像奈吉利亞則以提升網

路品質、加速網路為首要目標，讓人民可以上網。 

在這個場次裡，可以注意到 NRIs 工作群組很有可能就是 Digital 

Cooperation 的合作基礎，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問題、不同的網路與數

位經濟發展，但透過這樣的平台交流，可以提升資訊的流通，也能互

相協助。 

在另一個 NRIs 的場次 Networking Break: Meet the NRIs 裡，MAG

主席 Anriette Esterhuysen 提到關於 APC 曾經做過的調查，顯示政府

人員參與各地區或各國 IGF 的比例仍然偏低，但在各國的討論裡也提

到政府人員的參與是十分重要的，但政府人員不願參與其中的原因也

是為了避免在 IGF 會議中給予任何承諾。會中也有人提到，除了聯合

國 IGF 會議會提供 6 種語言外，瑞士則會提供 3 種語言，也降低了一

些國家裡因為語言問題所造成障礙。 

另也討論到傳統的教育方式已經是過時了，但若是都需要連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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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才能接受教育，也有多國家的偏鄉在連結上網是不容易的；在學

習的內容上，也不再是僅有教科書的內容，需要上網學習，但學生上

網如何避免網路上不當的內容、老師如何在教育體系裡如何帶領學

生…等議題，都也是 NRIs 的聚會中提到的內容，相當於小型的全球

合作場域。 

 

(五) 11 月 9 日 

本日開始為 Phase-2 會議，相較於 2 日至 6 日多為預備會議或

NRIs 的會議外，9 日至 17 日為正式會議，會陸續有已通過的提案討

論、最佳案例的討論會、動態聯盟討論會、工作坊等。 

1. IGF 2020 WS #317 DNS-Abuse in the Age of COVID-19: 

Lessons Learned 

本場次是由 ICANN 所提案，討論在 COVID-19 疫情中關於 DNS

濫用的情況及學到的經驗分享，在討論中表示每當有事件發生時，相

關的域名就會被大量註冊，之後可能伴隨著網路釣魚、社交工程詐騙

或是大量寄送的垃圾郵件。 

圖 21 IGF 2020 NRIs Collaborative Session: Digital economy: trans-

territorial regulations and the impact on digital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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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世界衛生組織公告 COVID-19 為大流行(Pandemic)後，註冊相

關網址的註冊量大幅提升，所以各相關的單位，例內容傳遞服務商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簡稱 CDN)，並和執法單位配合，預防藉

由相關的 DNS 濫用、域名詐欺，或是藉由相關的域名進行社交工程

詐騙帳號密碼或是各種網路犯罪活動。 

由於避免 DNS 被濫用是專業的網路安全，有些註冊商會成立專

門的部門處理、判斷類似的事件，需要整個網路架構、社群的關係人

參與，同時也努力透過教育提升網路使用者對 DNS 相關專業知識的

了解。 

 

2. IGF 2020 Main Session DATA: Data governance and practices 

lesson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這個場次是配合四個子議題的主要議程之一，討論各國政府、社

交平台在注重及保護使用者隱私的前提下，藉由收集、使用這些收集

的資料進行分析，並進行各種進一步的利用。 

講者分享關於幾個非洲國家政府，對於該國人民個人資料的收集

程度。有的國家會藉由數位身份證來收集基本的個人資料，更進一步

的綁定手機號碼，取得每個人的地理位置資訊，南非則不會收集到個

圖 22 本場次的會議簡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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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地理位置資訊，相較之下較能保有隱私。 

Facebook 的隱私和公共政策經理 Robyn Greene 提供了 Facebook

在 COVID-19 疫情期間，透過該公司的資料使用政策框架，協助使用

者儘量避免不實資訊的傷害，也不會損及使用者的隱私： 

(1) 公共衛生專家的指導 

(2) 與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公共衛生控管當局配合宣傳 

(3) 使用者們自願配合收集資料，將自己的資料提供研究和預測 

(4) 透明度：明確告知使用者公司如何收集、檢視、分享、利用

這些資料。 

(5) 最小化資料：收集、使用、共享和儲存最小數量的信息以支

持 COVID-19 的相關計畫 

(6) 優先考慮人權和盡職查，確保 Facebook 可以有效識別與其響

應 COVID 疫情資訊有關的風險，並且只有在可以充分緩解

這些風險的情況下，才進行操作 

在座的講者們分別提到了信任是十分重要的，消費者們需要知道：

自己的資料如何被收集、被存放在哪裡、如何被利用、使用我們的資

料會多久？這些資料會被保存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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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都涉及資料治理的相關政策及使用者的隱私，然而當使

用者們提出問題時，卻很難獲得回答。 

 

3. IGF 2020 Opening High-Level Session 

這個場次是本次聯合國 IGF 所安排的開幕場次，主要探討的議

題，是如何在 COVID-19 大流行疫情期間，藉由網路政策和數位科技

讓整體社會更具有彈性。由於這場疫情使得每個人的生活型態、工作

型態改變，網際網路的使用除了協助企業與個人的工作方式、作業流

程改變外，許多學生們接受教育的方式也從現場面對面的教學，直接

更改為線上學習，也讓許多家庭面臨到網路頻寬、上網設備皆不足以

同時讓家庭成員同時在線上工作、學習的情況。就跨國企業來說，資

料在跨國之間流動，也面臨了許多資料治理相關的議題。 

2019 年第 14 屆聯合國 IGF 在柏舉辦，在該年度的會議中談到了

要建立一個對話的平台。聯合國 IGF 本身就是一個藉由多邊與多方利

害關係人對話的平台，當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這個平台並持續對話時，

也能為開發中國家帶來正面的影響。 

圖 23 IGF 2020 Main Session DATA 線上會議於開始時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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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數位轉型為各國所帶來的影響時，有許多中小企業因為疫

情影響，必須從原本的電子化更進一步面對電子商務，德國則積極發

展人工智慧、投資區塊鏈、數位錢包及量子電腦運算，建立一個新的

生態系，以使整個歐洲都能因為數位轉型而有新的數位經濟發展。斐

濟也提到因為他們的國家位於太平洋上由多個島嶼組成，所以在網路

建設或是為了連結上網而必須付出相當高的費用，但這也是一個很好

的機會讓政府發展線上服務，藉由線上服務來連結、服務國家的民眾，

但若是在網路建設較不足的地區，無法使用這些政府線上服務，可能

會更擴大國內數位落差、資訊不平等的情況。 

國際電信聯盟(ITU)的秘書長提出了 4 個「I」： 基礎設施建設

(Infrastructure) 、投資 (Investment) 、創新 (Innovation) 、包容性

(Inclusiveness)，提供更聰明的服務方式，改變人們連結到網路服務，

以改善國際與國家內部數位落差的情況。由於有些國家連結網路的品

質較差或是經濟發展有城鄉差距，即使是有些國家部份城市有良好的

網路品質、連線方式，但對於發展較落後的地區，可能還是無法連線

上網，除了透過政府藉由一些補貼措施以激勵電信商至當地提供服務

外，政府也應該要規定網路服務業者、電信業者能提供網路服務，讓

經濟發展較落後的地區也能連結上網。 

在會議中的業者代表為 WhatsAPP 的副總裁 Victoria Grand，提到

了許多國家的政府(英國、美國、巴西、澳大利亞、印度)都要求這些

軟體降低隱私保護門檻，甚至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這些服務開一個後

門讓政府監控特定人士。這是完全違反人權的要求，WhatsAPP 提供

了點對點加密訊息傳遞的服務，也因此使用者才能保有隱私，在以往

WhatsAPP 的加密服務是需要付費的，但現在則不需要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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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 月 10 日 

1. IGF 2020 Main Session TRUST 

本日的會議的主題是：「 Internet Fragmentation - Is Digital 

Sovereignty the Problem or the Solution?」討論了三個主題：數位主權

與資料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 and Data Sovereignty)、網路碎片化

(Internet Fragmentation)、對通訊技術的信任及內容審核(Trust in ICT 

and Content moderation)。 

在會議開始時主持人先對所有參與者詢問關於「數位主權與資料

主權」的定義是否清楚？過半數的參與者都認為目前對於「數位主權

與資料主權」的討論並不清楚，有時雖然在討論「數位主權」，但內

容是在討論「資料主權」，但不論數位主權或是網路主權都是新的概

念，所以並不是所有的參與者都能了解兩者的差異。 

德國經濟及能源事務部的主管 Rudolf Gridl 認為關於資料主權議

題，應該每個人的看法不同，且德國正希望邁向「資料自主的數位經

濟區」但也避免成為國際間的孤島，而是希望能進行區域合作，並解

圖 24 開幕時會議討論畫面，本場次最多時有 233 人同時在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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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了歐洲雲的概念是「資歐洲監管所有權」，而不是實際的本地化。

微軟的技術政策高級總監 Paul Mitchell 則是認為資料或許是有所影

響，但其較傾向由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角度去思考，讓資料成為共享的

資源。 

ITU 亞太區域的代表 Atsuko Okuda 女士，也在今年 APrIGF 擔任

閉幕時的與談人。在此場會議中，她提到了亞太地區連結網路的情況

仍然不是太理想，同時因為亞太各國的經濟狀況、國情與人文的因素，

各國之間要能建立一個規範或原則及透明度，讓網路使用者能真正擁

有資料的主控權，雖然網路使用者已經陸續有這樣的意識，但還未建

立起共識，而這也是 ITU 在亞洲目前努力的目標。 

主持人也向參與的專家提出問題，關於資料主權是否更多關於控

制權與正確的保護網路及數據資料？最後，主持人則問了大家關於網

路政策的制定是否應該尊重網路架構？在這個問題裡，獲得了 76%的

參與者同意。 

 

(七) 11 月 11 日 

1. IGF 2020 High-Level Leaders Track: Health Implications 

這個場次主要探討數位科技的發展與健康政策的影響。不止是討

論關於 COVID-19，更多的議題在討論政府如何採用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的模式、如何減低民眾對演算法的恐懼、如何增加民眾對

遠距醫療、數位化的醫療服務產生信心，以及如何讓每個人都能使用

數位化的診療服務。 

在討論政府與民間合作的模式時，主持人提到了「數位素養」

(Digital Literacy)會是跨國、不同部門在合作時的重要因素，除了文化

的考量外，對於數位服務的認知、使用程度、有無共同的語言，都會

影響到合作結果的成敗。在這些服務裡，由於醫療數據涉及個人隱私，

所以也需要廠商在產品設計、政府對於資料保護政策，尤其涉及跨國

傳輸資料時，及民眾之間相互信任，應該要發展以人或以使用者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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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醫療服務。 

講者之一，現在民間機構服務的 Kira Radinsky 談到了民眾對於

虛擬實境醫療或診療服務的不信任及對演算法的恐懼，她的觀點是這

些演算法其實利大於弊，甚至在缺乏醫療照護人員時，這些工具都能

即時派上用場。 

在該場次中同時也提到了數位方式的醫療服務還會與網路基礎

建設有關，有些地方就算可以負擔得起數位化的遠距診療服務，但不

見得有健全的網路可以使服務完整的被送達，或是傳輸影像時會不完

整，也會影響到診療的結果。在服務上，是否能達到性別平權、不歧

視膚色人種、也是重要的議題，例如在資料庫中若是缺乏某一些資料，

也可能會影響到演算法的準確度及建議結果，在 COVID-19 疫情期間，

也發現疫情間接導致上網的女性人口減少，因為無法外出工作，家中

的經濟情況變差，在開發中國家愈來愈多見到因疫情而有性別不平等

的事發生。 

小結本場次的結論為：需要確保國家內部都要有健全的網路建設，

政府需要擬定以人為中心的服務與政策。政府在與廠商合作時，應該

要納入各方利害關係人於其中，採用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合作模式，雖

圖 25 High-Level Leaders Track: Health Implications 視訊會議畫面 

 



94 
 

然費時，但更容易取得完整的意見；同時需要注意性別平等、提供可

負擔、容易使用的醫療服務、終結貧窮，讓個人都能取用這些遠距醫

療服務，也能符合聯合國永續經濟發展目標。 

 

2. IGF 2020 WS #234 Security of digital products: Industry and 

enhancing trust 

這個工作坊是由 Diplo Foundation 所籌辦的工作坊，透過與談人

與觀眾之間的互動並以其專案 Geneva Dialogue on Responsible 

Behaviour in Cyberspace 為例，在 IGF 中建立一個對話平台，討論產

業及如何強化信任，以創造安全的數位產品。 

在討論的開始，不論是參與者或是講者都花了不少的時間在爭論

「是需要先有信任還是先有網路安全政策？」參與者之一為 FIRST的

主席 Serge Droz ，以電腦安全緊急應變團隊的角度，他認為沒有信任

就不會有安全的網路安全政策；但處為政府方的講者 David Koh 則

是在討論開始時，以政府由上而下的角度談論了網路安全政策的重要

性，他則是認為有安全的網路，才能讓民眾信任政府。在參與者的討

論中，較多人是不信任政府角色，認為政府才是侵犯人權、進行大量

規模監控的角色。但政府也是國際互動、國際合作中重要的一員，例

如瑞士便啟動了數位外交政策(Digital Foreign Policy Strategy)，以數

位治理、繁榮及永續發展、網路安全和資料自理為主要四個行動方案，

以確保人民擁有自己資料的主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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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日來各國政府都要求網路服務商、產品生產者都要提供一

個後門，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監控可疑的使用者，這個決定使民眾無

法信任政府安全政策。就企業的角度而言，則是儘量強化內部的安全

控管，建立企業內部的安全文化，也能為企業建立良好的聲譽。 

 

(八) 11 月 12 日 

1. IGF 2020 BPF Data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an Internet 

Context  

本場次是聯合國 IGF 的最佳實做經驗論壇，主要是討論如何運

用資料來開發新的技術創造福祉，但又不會傷害人權。聯合國 IGF 秘

書處提到自本年度 2 月以來多次的線上會議及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

小組會議中希望能讓相關的用字與定義能在眾多使用者間達成共識，

並確保能讓科學家、記者、倡議者、私部門企業、政策制定者在使用

這些文字時，有共同的意義，指的是同一件事。在之前已經於聯合國

IGF 網站中提供議題卡及簡短的兩頁文件，讓議題卡促進術語與技術

之間的交流，期望在多次的交流後達成共識。 

圖 28 工作坊的開始畫面，最高時有 70 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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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網路人權倡議組織 AccessNow 的政策助理提供了之前由

AccessNow 所發布的文章「Privacy and public health: the dos and don’ts 

for COVID-19 contact tracing apps」，由於許多國家為了 COVID-19 疫

情擴散的程度與及患者的接觸史，所以設計了相關的追蹤應用程式。

該組織因應各國不同的國情，在該篇文章中，提供基於資料保護原則

的 8 項該做與 7 項不該做的業務，接觸者追蹤程式中該做與不該做的

各種事項。目前在歐洲，主要關注的議題是部份國家的政府使用了追

蹤的程式，而不同的組織也會考量使用者隱私的問題。 

微軟的高級法律顧問則是提到了該公司在疫情期間，為相關的技

術提供了 7 大隱私原則，並做了相關的解釋。在透明度上，資料如何

被收集、使用資料的方式和期間、保護的措施、最小化收集資料量及

種類、收集資料的目的，微軟希望僅就公共衛生目的而收集敏感資

料…等，希望能作為政府與民間時的參考。 

CLAIRE 計畫的主持人則說，在疫情期間，他們收集這些資料並

資料具結構性，是希望科學家們們透過這些資料貢獻於公共衛生、防

疫。資料若是儲存在雲對，也能夠讓不同國家、地區的科學家們透過

網路取得可靠的資料，並使用這些資料。 

這場討論的主持人，Michael Nelson 則表示目前網路上在討論時

會有許多相當模糊的用語，有些技術性的用語也容易引發大眾恐慌或

是誤解。於是他回到聯合國 IGF 秘書處的語言與認知的討論，請大家

提供各種容易混淆或是模糊不清的定義，並提供較合理的說法，例如：

資料治理(Data Governance)，對於社會上不同部門的人來說，這代表

了不同的事。對公司的執行長來說，資料治理是如何管理企業資料，

但在政府層級，資料治理需要考量的是公共的資料管理政策與資料流

的控管機制；像是最近歐盟所討論的 Ethical AI、Data Sovereignty / Data 

Authority / Personal Sovereignty，當大家在使用Authority及Sovereignty

時，都還會涵蓋到地理、國境主權的概念於其中，也會涉及更複雜的

外交政策，又如大家常說的「Data is the new oil”」替換為 「Data is the 

new air」…等用法。同時也提到在其他場討論中，資料掮客(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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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er)，才是大家需注意的對象，他們可能收集來自不同組織的資料

集、重組之後拼湊出重要的隱私資料，再將之販售，也是網路安全及

人權中需要注意的角色。 

討論之中，IGF 的主席也加入討論，認同有共同的語言及認知，

在多方利害關係人討論機制裡才會有共識。 

 

2. IGF 2020 High-Level Leaders Track: Economy 

本年度除了疫情為全球帶來健康的衝擊外，也對各產業發生影響，

加上已開發國家的網路產業藉由網際網路受到的疫情的影響較低，而

開發中國家或是低度開發的國家也希望藉由使用網路來提振國內的

經濟。 

在這場討論裡，主要是邀請非洲國家來談網際網路對其造成的衝

擊，中間也有人藉由發問討論關於數位稅(Digital Taxation)的看法。 

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的經濟事務專員談到 COVID-19 疫情對

非洲大陸社會的衝擊，包括失業人口增加、貧窮人口增加、農業生產

萎縮及私部門營收疲乏，同時也使公共支出增加。有些非洲國家如：

圖 29 BPF Data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an Internet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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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納與奈及利亞在農業上、肯亞和喀麥隆在醫療保健上，馬達加斯加

在追蹤疫情的接觸者的應用程式，這些國家仍然努力的使用科技為國

內的經濟帶來轉變。整體非洲大陸社會所面臨到的挑戰則有：(1)需要

大量投資數位基礎建設、(2)大量改變教育體制及教學方式、內容，讓

非洲國家的年輕人具有網路相關技能與知識，可以在疫情後立即投入

就業市場、(3)需要發展經濟與財務相關的數位工具。 

德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副總幹事，數字政策，郵政政策，國際事

務和媒體法規框架負責人， Daniela Brönstrup 女士表示 COVID-19 疫

情加速了全球數位轉型的程度，在德國境內的網路流量雖然增加許多，

但其網路基礎建設上並沒有太大的損壞。 

聯合國副秘書長兼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執行秘

書 Armida Salsiah Alisjahbana 女士提到亞洲國家的發展裡，有許多國

家在數位轉型或網路經濟發展上有很好的成績，但在太平洋上的發展

中的島國、開發程度低落的國家仍面臨無法負擔連結至網路的費用、

網路建設不足的情況。 

在參與者中有人提問了關於數位稅(Digital Taxation)，是否會造成

網路經濟的衝擊。非洲聯盟的經濟事務專員則回答，目前可能先著重

圖 30 IGF 2020 High-Level Leaders Track: Economy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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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非洲國家們的網路建設、相關產業的發展建全，讓每個國家都能連

結到網路。由於科技巨頭們因為在這次疫情中是最不受影響的，有許

多公司將服務移至雲端、增加網路頻寬，但這也造成非洲國家的公司

在短期間就需要付出相對高昂的成本去連結網路、支付頻寬的費用、

將業務流程網路化等，都需要付出較高的成本。 

 

(九) 11 月 13 日 

1. IGF 2020 High-Level Leaders Track: Security 

網路安全一直都是重要的議題。在這個高階領導人的議程中，

數位科技和社群平台協助人們透過這些平台或工具，在封城期間仍然

可以保持工作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繫，讓企業繼續維持營運，但部份企

業網路中的漏洞也成為了網路攻擊的目標。在這場高階領袖安全會議

中，則邀請了各界專家，試圖藉由討論以取得統一的應對方法。 

在疫情期間，關鍵基礎設施(如衛生保健部門)受到網路攻擊的

頻率就增加許多，世界衛生組織在疫情期間受到的網路攻擊次數增加，

是以往的五倍，也許是因為防疫需求又或是大家需要疫苗的資訊，加

上網路新手駭客也趁此機會練習攻擊，所以全球面臨的風險也增加許

多。 

各政府也紛紛意識到關於保護健康資料的政策架構，如何讓多

方利害關係人加入的機制，並確保提供可信任的數據資料。由於各國

政府皆已意識到網路安全的重要性，除了加強對境內網路的控管之外，

也因地緣政治、資料所有權、資料保護也強化了國際間的對立情況，

而這也成了阻礙全球網路安全合作。會議中的專家指出，由於在國際

之間的合作仍需要外交人員出面，所以需要專業的網路安全團隊援助，

提供具體的建議，並合作改進資料治理的機制，也許是採公私協作的

方式，也需要考量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建立具有包容性和有效性的資

料治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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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1 月 16 日 

1. IGF 2020 WS #267 Universal Acceptance of Domain Names 

and Email Addresses 

ICANN 的普遍適用性計畫(Universal Acceptance，簡稱 UA)長久

以來一直為增加網路的多樣性、包容性出發，希望能透過這個計畫，

讓非英語系的國家的使用者不需記憶英文網址，也能用自己的母語瀏

覽網際網路。該計畫可以分為兩個部份，一部份是域名的普遍適用性，

另一部份則是電子郵件位址，希望非英語系的國家能使用自己的文字

輸入網址或是寄送電子郵件位址能以使用者習慣的文字為主。原本是

以網址及 New gTLD 都能使用印度文為是較長的新一代頂級域名為

主，2020年則公告，包含阿拉伯地區所使用的文字也可以使用在 email

中。 

雖然目前可以使用如中文域名、Hindi 文字、阿拉伯國家地區文

字，但支援的瀏覽器、電子郵件與網站伺服器或是網際網路服務供應

商卻非常少，就算有中文網址，不論繁簡，都有可能遇到輸入中文網

址後，出現錯誤的情況。其他如東歐國家的網路使用者，他們使用的

圖 31 IGF 2020 High-Level Leaders Track: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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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可能是拉丁語系的文字，但常常在瀏覽器就已不支援、找不到網

站了，即使目前 UA 計畫可以協助印度的人民，例如印度能夠使用電

子郵件地址國際化技術，使用 Hindi 啟動 700 萬個電子郵件地址，但

對於其他國家，如俄羅斯、東歐、使用中文的國家，覆蓋率較差。 

原因之一可能是各服務商缺乏技術支持，其他如缺乏本地文字的

內容、網路使用者不知道還有該國語言的域名可以申請使用(市占率

低)、目前網路引擎的功能也足以讓使用者找到自己需要的網站，不用

像以往一樣要記網址，最後，當使用者看到一串 Hindi 文字的網址或

電子郵件位址時，是否該信任這些網址？而這些都是互為因果的問題。

當 ICANN的主席回答，公共部門可以鼓勵網路服務商支援UA計畫，

在採購案的規格書中要求這樣的支援，另外也需要提供終端用戶更多

相關的教育。至於信任的問題也是與網路安全有關，可能也是需要多

方的互相配合及協助，並不是只有 UA 計畫的網址有相關的信任問題，

安全問題可能涉及更多利害關係人於其中。 

(十一) 11 月 17 日 

1. IGF 2020 BPF Cybersecurity 

最佳實做經驗論壇是聯合國 IGF 裡固定進行會議的工作群組，

圖 32Universal Acceptance of Domain Names and Email Addresses 會議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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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則是其中之一的工作小組，自 2018 年起，該工作小組便積

極的為該工作團隊的角色、可以為網路安全領域做出什麼貢獻、能做

出什麼樣的行動？並試圖與「開放工作小組」(Open-ended Working 

Group，簡稱 OEWG)做出區隔。 

今年的重點在於研究各種網路安全規範(Norms)的內容，將技術

性、政策性的網路安全規範進行比較，在公布的研究文件中，團隊成

員比較了全球具代表性、也最常被人提及的 22 份網路安全規範，並

與 2015 年聯合國政府專家小組討論出來的網路、2017 年 GCSC 所提

出的網路安全規範等文件比較，以了解差異性與需要注意但未注意的

事項。 

目前的在網路規範的主要挑戰則包括了：1)缺乏合作的機制，這

不僅是各國家的義務，更是合作的開端，2)使用共同的語言、定義，

3)技術相關的意識也需加入其中，如 TCP/IP、通訊協定與標準等，4)

實施以事實為基礎的規範，並以證據為導向、以人為中心來評估對社

會的影響，5)國際、國家內部、不同地區的網路安全規範也會受到文

化影響，而 IGF 是一個可以溝通連結的場所，6)需要考量到有些獨立

的群組，需要建立連結與對話。 

此次比較的 22 份文件，有些是以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所編撰完

成，也有的是以多邊合作的方式來完成，有些則具有法律效力，在會

議上大家討論了各國具法律效力的網路條約、規範、協定，同時也討

論了「是否需要全球性的網路安全法？該以什麼機制來完成它？」這

次所比較的網路安全規範各自分別由技術社群、應用軟體商業公司、

有些是政府聯盟，各在不同的角色，若是由政府聯盟所形成的網路安

全規範則多少會與當地國家的網路安全相關法規有一些關係；有一些

網路安全規範的內容則屬於全球性的行為規範，範圍牽涉更廣，也可

能涉及網路安全的相關文化，然而，也因為各個角色團體仍然屬於較

封閉、只對自己社群內溝通，所以可能就會有各種用詞與定義無法統

一的情況，如果不同的角色要在同一平台對話的話，可能會因為定義

不同而無法形成共識。小組們並建議，技術社群的實際經驗、網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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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技術與經驗、願景需要被納入政策建議中，以避免未來無法預測

的網路安全事件。 

該場次超過 100 人參與，今年度的工作小組產出了兩份文件：

「 What Cybersecurity Policymaking Can Learn from Normative 

Principles in Global Governance」與「Exploring Best Practices in Relation 

to International Cybersecurity Agreements」接下來則會因應未來聯合國

會成立 IGF+的需求，而有所謂的BPF on BPFs，並將BPF Cybersecurity

工作小組在這幾年來的努力記錄於其中。 

 

(十二) 本次參與聯合國 IGF 會議心得 

本年度的會議以資料、經濟、環境、包容，為四大主要題目，而

在會議中也因為今年 COVID-19 疫情的影響，會討論關於疫情如何讓

各國不得不數位轉型、如何在疫情大流行中救助被疫情衝擊的經濟及

在疫情結束後如何迅速提升經濟…等，更提到疫情如何影響了每個人

的工作模式、女性上網的權力等，也同意了這場疫情更突顯了各區域、

各國家之間數位發展程度的差異性，加劇數位落差，有些國家可能還

存在著網路基礎建設不足，卻又要同時面臨衛生保健機關的網路不時

會遭受網路攻擊的危機，也有許多國家可能還不具有 4G 上網的連線

圖 33 IGF 2020 BPF Cybersecurity 與會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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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網路頻寬不足，但企業與孩童可能因為防疫的需求而必須在家

學習，但卻因為該國的網路覆蓋率低落，喪失了孩童就學的權利，而

改善這些狀態都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互相扣合。全球仍有 3.4 億的

人無法連結上網，除了協助網路覆蓋率不足的國家能儘快連結網路外，

也需要提供可負擔的網路連線工具，並減少因性別而影響上網權利或

是接受數位技能訓練機會，讓女性也能投入至就業環境，共同縮短經

濟與數位落差。 

網際網路之父 Vint. Cerf 則在閉幕式時強調[30]，政府法規必須考

慮網際網路的開放性(openness)、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和互通性

(intermobility)，以避免破壞這些使網際網路成為革命性發明的特徵。

網際網路的這三個特性也是網際網路的主要核心，是讓網路生態可以

自由發展的原因。同時，網際網路若是受到監管，則喪失了自由與開

放的特質，任何的規章或是規範都應該以人為中心，並保護網路使用

者的人權和民主價值。這次會議達成的共識之一，則是政府可以透過

適當的領導，創造對有利的環境，來協助與加速數位轉型。愛沙尼亞

的前總統 Toomas Hendrik Ilves 則表示：「愛沙尼亞就是透過政府的領

導所以才轉型成功，其實數位政府的技術早就存在，但各國皆缺乏承

諾和領導力來實施乏味且耗時的變革」。 

自 2017 年開始參與聯合國 IGF 的 NRI 工作小組，即利用網路會

議平台參與平時的會議，實際召開會議時，因台灣非聯合國的成員，

所以只能透過線上與會。往年參與會議除了要在聯合國 IGF 網站註冊

外，同時也只能透過 YouTube 以觀看的方式與會，若有意見也無法在

線上提出，若是需要線上發言，則必須回到網站登記發言的順序，並

由現場的秘書處安排順序，與現場參與者交替發言。 

2020 年則將參與重心放在 BPF Cybersecurity 工作小組，參與其

研究報告的規範文件比較。大會也因為 COVID-19 影響，將會議改為

全部線上舉辦，也因為不受到實體空間的限制，各國的參與者也不需

要付擔高額的交通及食宿費，所以將議程轉為視訊會議後，不僅可以

自由提問，也可以與講者們互動。聯合國 IGF 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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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的主席Anriette Esterhuysen也會在會議中主動要求控制小組讓參與

者知道彼此在線上，或是鼓勵大家利用聊天的功能自我介紹及相互連

結，也不再受到國籍的限制，互動性非常高。本年度會議仍依循原主

辦國波蘭的會議時間，所以有些會議因時差關係而無法參與，但事後

可以藉由觀看線上影片來了解會討論的內容，同時也因應包容性的議

題，如果觀看後仍有建議、詢問的內容，也可以透過該場次的線上表

單提問，由會議籌辦者再尋求專家回覆。 

 

柒、 參與國際會議之建議 

本年度因為 COVID 19 疫情影響，加上亞洲各國對於國境、醫療

管制限制的緣故，今年度所有網路治理相關會議都改為線上參與，線

上參與對於我國要參與相關網路治理議題的討較為方便，且較不會有

簽證、國籍相關的議題困擾，對於台灣的年輕參與者來說，雖然參與

這些國際會議或國際組織事務的門檻較高，且對於議題的掌握度也不

熟悉，也不清楚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透過本年度的研究，分別就參

與國際會議事務、議題討論將會面臨的挑戰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機會，

藉由本次的研究提供以下的建議及總結。 

一、 參與國際網路治理會議的議題討論及社群事務 

本年度就規劃的四大研究主題，與一整年度的參與相關會議，總

結相關經驗與議題研析，對未來參與國際網路治理論壇提出以下建議。 

(一) 網路安全議題 

經歷本年度一整年參與國際網路治理相關會議，多數的議題討論

仍圍繞在「安全」與「建立信任」。在網路安全的議題上，除了技術團

隊擔憂因為政治因素、商業利益等因素加劇網路碎片化的嚴重性外，

也擔心因為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企業以商業、智財保護、安全性為

由，反而讓言論審查、監控等侵犯人權的行為合法化。 

就網路安全議題上，可以從網路基礎建設的相關討論，維護網路

運作的穩定性、全球的網際網路運作，到國際間網路安全規範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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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參與。 

1. 技術性議題及網路基礎建設 

在保護網路基礎建設與安全協定、網路安全緊急應變事件的防護，

可以多參與國際的 CERT 技術團隊交流、ICANN、IETF、APNIC 亞

太區的相關會議，可以加入他們在網路平台上的社群帳號，觀察相關

的議題，並多鼓勵年輕學子、相關從業人員參與這樣的活動與討論。 

2. 網路安全政策與法規的討論 

今年度即參與了聯合國 IGF 的網路安全最佳實作案例論壇，分

析 22 份全球性質的網路安全規範，從技術團隊、民間商業公司間的

安全規範到人權社群對網路安全及人權的呼籲，都在比較的文件中，

這些議題的討論都不會限制國籍，也需要更多人參與。由於網路安全

的技術知識的專業門檻較高，所以若非從業人員或是具有相關背景知

識的人要參與討論也較有難度，所以平時可以自上述平台的線上教育

訓練活動，或是像閱讀 Cybil Portal 裡的文件，做為進入的門檻。 

全球自 2017 年開始探討 GDPR 與全球社群平台上資料的使用、

資料的所有權，2018 年探討恐怖主義、政治宣傳、人工智慧演算法是

否會產生偏差，2019 年開始討論網路碎片化、資料的主控權及如何重

建信任，2020 年有更多的議題在討論 1)是否需要建立全球性的網路

安全法？2)以什麼樣的機制來討論及建立相關的規範？3)如何有效

的運用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與多邊合作在制定全球性的網路安全法

規及 4)如何重建信任。都可以自這些議題中去參與討論。 

3. 網路安全法規與人權的相關討論 

在今年度的活動參與裡，特別是在聯合國 IGF 中，不斷的提及

「建立信任」，由於對網路安全的需求，有許多政府開始要求網路服

務供應商、應用程式服務開發者要提供相對應的管道，讓政府在以國

家安全及避免社會動亂的需求情況下，可以隨時了解使用者的狀況，

有些國家已經會以避免擴大國內動亂為藉口，禁止人民上網，讓該國

人民無法將訊息透過網路傳至外界。這些要求與行為都侵犯了網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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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隱私，更是許多民間人權社群倡議，時時刻刻都在提醒的相關

議題，也較技術性或是政策性議題容易切入及參與。 

(二) 數位經濟相關議題 

在經濟相關的議題上，由於今年度受到疫情影響，迫使許多企業

不得不改變工作流程與工作模式，國際間的會議也自以往的實際舉辦

改往線上會議，全球零售業也將銷售重心移至網路上，但同時因為供

應鏈的移轉，也令許多企業或發展中國家遭受到衝擊。航空旅遊業、

會展相關行業也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逼迫許多企業不得不進行轉型。 

在數位轉型的議題上，企業的數位轉型包括了勞動的相關法律、

資料跨境儲存、傳輸的需求，政府因應跨國科技巨頭在網路零售業、

資料儲存、個人資料的取用，網路攻擊對企業經營所造成的損失，或

是網路零售業平台上商品的合法性、網路影音串流業者內容是否侵犯

著作權或智財權、平台業者收取的費用是否也回饋給創作者或相關產

業的營利模式，甚至像是跨國服務平台業者與當地實際服務提供者之

間的勞資責任劃分，都是相關的議題。本年度雖以數位轉型和數位稅

為主要研究議題，然而還有下列議題是在本年度各網路治理論壇中所

討論的題目。 

1. 如何在疫情後使受創的經濟快速復甦 

由於許多國家的經濟受到衝擊，失業率上升，多數人期待在疫苗

研發成功上市後，就能恢復以往的經濟活動，但因為工作模式及部份

產業的損失或企業面臨必須停止營業，造成許多人在突然遇到停止工

作的當下，無法應變失業、喪失收入來源的衝擊，也造成各國社會的

恐慌與動亂。許多國家在討論與數位經濟相關的議題時，已經把重點

從資料的主控權移轉至在疫情受到控制後，整體國家經濟如何藉由網

路、數位模式的轉變而重新回到應有的水準，甚至是快速的回升。 

2. 跨國服務業者的稅收 

由於疫情讓許多國家意識到，科技巨頭以服務平台自稱，公司總

部或伺服器在其他國家，但實際的消費、服務的實際提供卻是由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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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及人民在進行，除了缺乏勞工的福利保障外，也缺乏對當地政府支

付相關的稅務，甚至在本地國的勞動者需要向位於其他國家的平台業

者請款時，中間可能還要被扣除相關的手續費，再者，這些科技業者

也收集與使用當地國消費者的資料、數位足跡。通常會由政府主動出

面制定相關的規定，如法國已決定對全球營收超過 7.5 億歐元，以及

在法國營收高於 2,500 萬歐元的企業徵收 3%數位稅，未來可能將衝

擊 30 家全球網路服務企業，其他國家是否也會對這些企業徵收數位

稅或是以其他方式來收取網路服務業者的稅收，可能在未來都會加劇

網路碎片化的壓力。 

對於發展中的國家來說，他們也希望可以收取相關的稅收，但收

取數位稅可能會導致企業離開當地，擴大其資訊落差，人民反而無法

取得相關的服務，或導致業者喪失投資意願，對於發展中的國家也是

很大的困境，也很難取捨。 

3. 數位落差與經濟發展落差仍然存在 

如前面所言，全球仍然有多數的人口是無法正常上網的。台灣經

歷了很長的一段縮短數位落差及偏鄉發展差距，從政策至民間機關的

努力，讓現在幾乎人人都可以上網，這樣的經驗曾經在 2017 年的聯

合國 IGF 中，由我國數位政府在相關場次中分享。 

然而今年的疫情讓許多開發中或是開發進度較低的國家受到衝

擊，當學校要求停課，學生必須回到家中透過網路連線上課，同時遇

到家長也在家中工作時，就會面臨到家中的設備不足、網路頻寬不足

的情況，也有些家庭是無法負擔網路連線的費用。ITU 在聯合國 IGF

中呼籲全球已開發國家增加對開發中國家、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協助，

讓這些國家也能以正常的設備上網，讓全球的數位經濟達到相同的發

展水準。台灣也有不少到邦交國提供網路協助的相關經驗，其實也都

可以在 APrIGF 中討論及交流。 

(三) 人權相關議題 

全球關注的人權議題除了因為政府加強對網路的管制，或是以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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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護為由，建立全球通行的健康碼或是對康復者、患者進行相關的

接觸者追蹤，都有可能侵犯隱私、言論審查或是不當的監控，在 2015

年的聯合國政府專家論壇中曾提到要建立信任的機制，然而可以感受

到重新建立信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每年在聯合國 IGF 與 APrIGF

中都會討論這個議題，但仍然面臨相當大的挑戰。其他可以參考的議

題還包括以下。 

1. 全球人權團體仍在爭取女性工作者平權 

女性工作者在組織、企業中一直都被分派在第一線工作，同工不

同酬的情況始終明顯的存在，且很難被更動，女性要進入 C-Suite 管

理階層更是難上加難。德國將有可能立法規定企業的董事會組成必須

有 30%為女性，但可能會造成部份企業管理階層的反彈。 

本年度有許多國家因為疫情而封城的影響，員工必須在家工作，

但在聯合 IGF 中的議程中可以知道，在印度，有些企業不認同女性員

工在家工作，認為女性在家工作並不是全心全意的為企業工作，故也

不會給予薪資，造成女性員工即時在家工作，也無法取得該有的工資；

有些國家的女性則是如今年研究所顯示的結果，仍然無法正常的上網，

使用網路或是透過可以信任的網路就學、創業，這些是每年都會討論

的問題。 

我國根據勞動部依不同性別在資通訊相關工作領域薪資的統計，

也是有著明顯因性別而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甚至在邀請專家學者時，

也都是男性的專家學者居多。無論在聯合國 IGF、APrIGF 中，都會在

提案時特別注意講者的性別比例，促使觀點更多樣化。 

2. 建立透明、當責的機制 

在多項的討論中，都在討論重新建立信任的機制與措施，不論是

在網路安全領域、人權或是數位經濟裡的關於資料的使用，或是人權

團體對於政府在網路管制上的介入、擔心監控，喪失隱私與自尊，或

是因為政府管制而造成資訊無法與外界一致，或是造成經濟的損失，

都是在此領域裡會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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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興科技相關議題 

1.  新科技的發展與對人權的維護 

於聯合國 IGF 的討論或是參與其他組織所舉辦的線上研討會，

也討論到目前是由科技在引導政府政策，由於科技走在前端，政府需

要立即反應，但應該是以保護人民權利的角色，而不是管制技術發展

的角度出發。與會者對於聯合國在「高階數位專家合作」討論中，都

了解各個角色在網路中是互相依存的角色，而未來可能會以 IGF+的

方式來進一步的探討新興科技與維護人權之間的均衡、政策討論的機

制、資料使用與保護，並配合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做到不會讓任

何一個角色被遺落的願景。 

未來在人工智慧的演算法程式編撰上，是否可以避免對性別、膚

色、種族、宗教信仰⋯⋯等形成偏見？有什麼方式可以讓機械學習的黑

盒子保有透明度，避免造成歧視？有些國家甚至已經使用程式協助選

民挑選合適合的候選人，協助過濾與自己立場意見相左的候選人，那

麼候選人是否會透過操弄資料與演算法讓自己當選？破壞民主社會

的制度？ 

同時，也有些國家已經開始使用具大規模毀滅性的自動化攻擊武

器，發動大規模的攻擊，這是否會傷害到更多無辜人民？都在全球性

的網路治理論壇或研討會中進行討論。 

2. 親和力與具包容性的科技 

今年的 APrIGF 中，特別安排一場討論是有提供手語的協助，期

望網路治理論壇也能夠多注意身障、視障或聽障參與者的權利。在以

往實際舉辦會議時，也會有人提及網站的親和力(accessibility)、場地

是否具有無障礙設施等，讓每個參與者不會因為身體的不便而喪失了

與會討論的權力。 

新科技的發展通常也較少會顧及到發展中國家或是開發程度較

低的國家，他們也期待新技術的導入及人力發展，但往往無法負擔這

些新設備或是網路基礎建設的費用，所以今年也有大量的議題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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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包容性(inclusion)的經濟發展，也期待發展可負擔的設備或費用，讓

這些國家可以快速發展，或是在一些國家中，如果有經濟發展的落差，

也可以藉這些協助縮短資訊或數位落差。 

3. 環境議題、e-Waste 的討論 

自 2018 年起，就有許多歐洲國家在討論是否可以運用新科技來

協助減輕環境污染的問題、解決水資源的相關問題，在今年的 APrIGF

上，我國數位政委也與其他國家的與會者討論了如何運用資料來進行

環境監控或是其他的公益活動；在區塊鏈技術發展的初期，國外也有

人提過運用相關的技術來監控海洋生態。新興科技的發展也會與經濟

的發展有關，例如運用環境資料、國家之間是否可以進行環境資料的

共享，這些也在討論的範圍裡。 

另外就是曾經被討論過的「垃圾郵件」議題。該議題也曾經在以

往被列在網路安全議題中，而這些垃圾郵件除了會消耗人們在處理郵

件的時間外，也消耗了網路傳輸或是郵件伺服器相關的運算力，這些

議題也會再被提出。 

網路零售業在郵件包裝材質的可回收再利用機制及消費性電子

產品的回收、棄置，這些與環境保護的相關議題也正逐漸在相關的網

路治理論壇中受到重視，這樣的議題也會涉及經濟發展，也都是可以

互相參與、討論的議題方向。 

4. 在新科技的發展下也同時建立信任 

目前在各網路治理論壇的討論裡，在「資料的使用」是發展新科

技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資料的來源、收集方式、如何被使用、儲存、

保存期間的透明度，都成了建立信任的基本要素。在網路安全的議題

中，也曾討論到如何建立使用資料的相關規範，除了藉由多方利害關

係人機制外，「透明度」是建立信任機制或措施的必要條件，例如未

來在演算法上的設計、機器學習的依據，是否能避免歧視、網路使用

者與政府、服務平台業者之間如何重新建立新任，也會影響到新科技

的發展，「建立信任機制」是自 2017 年就不斷討論的議題，在未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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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持續的被討論，而這不論在台灣或是亞太區、全世界，都是值得討

論也是可以參與的議題方向。 

(五) 多參與舉辦國際會議的相關事務 

除了述參與各種議題的討論外，也可以多參與社群會議的籌辦與

相關事務，由於網路治理社群多為志願性質的工作，但網路治理論壇

會議一年才進行一次，加上台灣並非以英文為官方語言，平時也是以

中文討論居多，所以若要積極參與及建立相關的人脈，需要多參與國

際網路治理社群事務及平時的討論。例如 APrIGF、聯合國 IGF 的工

作小組，這些工作小組的討論都是公開的，可以自其中參與並多認識

其他人。 

今年由於疫情的關係，許多會議都改為線上舉辦，較以往必須實

地參與，已克服空間、交通上及財務上的大量支出，所以若是在時間

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參與這些線上會議，在會議主持人的允許下發言

表達自己的意見，這些都能增加自己參與國際會議的經驗與機會。 

 

二、 參與國際會議之挑戰 

本年度在參與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與亞太地區網路治理相關會

議及相關的國際事務後，雖然比皆透過網路參與，但也發現參與相關

的事務仍有以下挑戰。 

(一)  語言的挑戰 

1. 英文仍是主要的溝通語言，需要加強英文口語表達能力 

儘管各個網際網路組織均鼓勵每個參與者多提供以自己習慣的

語言或當地母語來撰寫相關的內容，或是如 ISOC 鼓勵接受訓練者可

以將自己受訓的心得以自己習慣的文字寫下，或是以自己習慣的語言

及文字翻譯 ISOC 相關的文章，聯合國也有 6 種官方語言，在會議進

行時，針對主要的會議會提供即時的口譯，但在國際事務的討論裡，

還是以英文為雖一主要溝通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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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聯合國 IGF 的其中一場會議中，俄羅斯的講者便以俄文來

表達自己的意思，但因為沒有即時口譯人員協助，所以無論是即時的

文字轉播或是口譯人員均無法提供其他參與者協助，最後請講者再以

英文講述其想法。就算有口譯人員協助，中文的口譯人員無法提供對

等的翻譯品質，許多專有名詞或法律用語無法翻譯出來，也無法有效

的傳達。 

再以亞太地區來說，亞太地區的幅員廣大，語言、種族也具多樣

性，2017 年在泰國曼谷的 APrIGF 便有一名泰國的參與者以自己的母

語發表意見，在協調翻譯人員之後，才有即時的英文字幕供其他國家

的參與者了解其發表的意見。 

所以在會議時，還是以「英文」為主要溝通的語言，甚至是平時

的工作群組會議、郵件往來，還是以英文為主要用語，但也會形成部

份的技術專業人員不習慣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抗拒參與討論，

而具有英文討論能力的與會者不見得具有該領域的專業知識，或無法

準確的表達專業的意見，造成與會者溝通上的落差。 

2. 努力了解各種英文縮寫與專有名詞 

今年聯合國 IGF 其中一場最佳實作案例論壇，即討論是否必要

統一新科技與網路用字。由於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是使用英文，且有些

英文用字在不同語言、文化下也會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領域裡使用

的專有名詞也不見得相同，這也會造成討論上的困難，所以也許應該

有統一的用語及定義，避免各領域的與會者在討論時詞不達意或是因

為認知的不同而浪費太多時間在了解文字與定義上。聯合國科教文組

織、Diplo Foundation 也都在網站上提供許多網路治理論壇中的英文

專有名詞及縮寫的對照表，但科技日新月異，如果能讓人快速的了解

各種專業用語，並習慣英文的口語，也許也能增加我國參與國際網路

治理事務的討論機會。 

(二) 需要習慣多樣性的通訊方式 

1. 電子郵件仍為主要的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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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些國家會管制民眾使用社群平台或是因為網路建設基礎

不足，不論是聯合國 IGF、APrIGF 或是相關的社群，會以郵件群組為

主要溝通的方式，當參與者訂閱郵件群組後，便能透過郵件群組參與、

發表相關的意見，除此之外，電子郵件也能作為討論記錄的憑證，也

能留下各種記錄，隨時在群組中找到相關的討論訊息。 

我國民眾逐漸以通訊軟體替代電子郵件，除了即時、快速之外，

也認為通訊軟體較不會收到廣告郵件或是詐騙郵件，所以可能透過社

群平台或是其他即時通訊軟體的服務，而不太使用電子郵件，但在其

他區域、國家，所使用的社群平台、通訊軟體服務不見得也能用於亞

太地區或是我國民眾習慣的通訊工具在其他區域或國家無法提供服

務，也沒有大量的使用者。 

所以要參與國際事務，目前還是以電子郵件為主要的溝通工具，

這樣的通訊習慣也是需要建立的。 

2. 熟悉各種網路會議服務及社群交流平台 

雖然目前許多交流都可以透過社群平台聯絡、互通資訊，然而在

本年度因為 COVID-19 的疫情影響，許多討論都轉而已網路視訊會議

進行。聯合國 IGF、ICANN、APNIC、APrIGF 許多國家的網路治理

論壇都改為網路會議，雖然以往也有即時的轉播透過 YouTube 或是

Facebook 等社群平台播放，但也只有轉播的功能，參與者並無透過這

些平台發表意見或是參與討論。 

這些網路治理的相關會議所使用的平台從以往的 WebEx、Adobe 

Connection，到目前多數使用的 Zoom 或是 Microsoft Teams，都需要

熟悉操作方式，雖然參與發言不如主持會議需要大量的控制，但若能

熟悉這些服務，也可以在日後主持相關會議時提高專業形象。 

(三) 時差問題 

實際至會議主辦國開會的優點是大家的步調一致，也能專心在會

議的議題討論中，然而本年度因為疫情，則是參考會議主辦國的時間

進行網路會議，在全球參與的情況下，有些討論的時間可能是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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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至凌晨時間，這也會影響台灣參與者的意願，僅管台灣參與者可

以熬夜網路連線與會，但卻會影響到隔天的工作品質。 

本年度在邀請專家討論會時，便因為時差的關係，在台灣時間的

晚上 9 點，美國加州時間早上 6 點，雖然對議題都有有興趣討論，但

因為時差的關係，稍微影響了討論的品質。 

 

三、 總結 

雖然台灣並非聯合國成員，以往也無法實際參與聯合國 IGF，但

歷年來也都積極的參與APrIGF，但也因為較少主動投案或是因語言、

本身工作因素較難從事或參與相關的討論，且這些議題並不是只有與

會時才需要準備，而是平時就要參與各種不同的工作群組，或是參與

不同機構所舉辦的線上會議、線上教育訓練，對平時非從事相關領域

的工作者來說，進入門檻較高，也難以掌握國際間討論的方向或是認

識國外的講者。 

在議題的討論上，本年度雖建議四大議題方向，然而每個議題其

實是彼此互相關連，若是沒有穩定安全的網路基礎建設，不論政府或

是企業營運上一定會受到網路安全的威脅，人民的資料也可能因資安

事件而外洩，可能被盜用身份進行網路犯罪，或是造成經濟上的損失，

若是政府強力介入科技的研發或是相關的安全法規，可能會涉及言論

審查、侵犯人身自由的可能，例如為了防犯疫情傳播，部份國家會研

發如同通行證的 QR Code 限制行動自由、或是顯示出附近可能有染

疫者，造成病患被污名化、遭受攻擊而危害生命安全的可能。所以這

些議題都是交叉關連，而不是單一處理的，更需要多鼓勵不同利害關

係人參與其中，一起討論。 

針對今年度研究的四個議題在國際發展的狀況，提供國內各層級

參與國際網路治理相關會議討論及國內的發展之建議如下： 

(一) 網路安全議題 

在網路安全的議題中，不論金融、經濟、交通、傳播媒體…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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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業都會使用網路，加上國際間有許多網路安全規範的討論，政府

層級的外交部門、經濟與貿易事務相關單位、環境資源等相關單位都

會積極的參與這些國際法規的討論，對內也可以試圖藉由多方利害關

係人機制，共同制定各產業的資料使用、保護及網路安全相關法規。

因應未來資料傳輸、網際網路的資源分配，不論是經濟、數位通訊等

相關部會都應該派遣人員參與網路標準的制訂討論，例如 IETF 便是

討論網際網路相關標準的實際場域。 

除了政府部門的參與外，民間社群的參與也十分重要，國際網路

組織重視的是由下而上的社群參與、討論，尤其是網路相關政策、技

術標準的制訂，民間社群的積極參與，都有助於我國在國際網路標準

制訂上提供技術與意見與音量。 

(二) 數位經濟議題 

數位經濟議題上，雖然本年度僅探討數位轉型及數位稅，且目前

我國以消費稅的方式取代對國外服務課徵數位稅，但未來若我國企業

需要至歐洲國家或其他會課徵數位稅的國家進行網路服務的拓展，也

將會遇到相關的法遵問題，需要政府相關單位的協助，不論是外交或

是經濟相關單位，協助其了解業務與法遵相關問題，避免因為不熟悉

當地法律而造成損失。本年度因為數位轉型的緣故，讓全球真正意識

到數位轉型的需求，除了參與 OECD 數位轉型的衡量指標外，也極需

要藉由多方利害關係人、依不同產業特性建立衡量指標。 

由於各國也因為對資料的需求，需要資料及分析以作為未來新科

技或是觸發經濟成長的契機，然而資料的運用也可能涉及到隱私保護、

資料的所有權、資料收集與使用政策的制定…等相關議題，這些議題

不但與數位經濟、網路安全的發展有關，如何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

藉由多方討論的機制來建立相關的資料使用政策，不止與數位經濟議

題有關，同時也會與未來新科技政策發展的相關。 

如數位經濟議題項目所述，提供可以負擔的包容性經濟發展、網

路與通訊的基礎建設也都會是與人權相關的議題項目，也是能配合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進行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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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權相關議題 

人權議題上，雖然我國仍有男女薪資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但女性

在使用網路、創業等自由度上，在國際間也有很好的聲譽，也可以在

國際交流時提供經驗的討論。 

除了前述的數位轉型議題外，各國之間也會討論關於包容性創新、

提供安全、穩定的網路與基礎設以協助開發中國家快速轉型，也是未

來可以探討的方向。 

(四) 新科技發展政策議題 

在新科技政策的發展上，如芬蘭就在 2017、2018 年提出人工智

慧發展的相關政策，英國政府也藉由英國商業、能源暨工業策略部、

數位文化傳媒和體育部等部會，組織了人工智慧辦公室，並於本年度

提出了適用於公共部門的人工智慧指南及採購準則，相關的研究學者

及政府部會人員也很積極的在國際間分享他們的經驗與發展歷程。雖

然我國不能以政府人員身份參與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但相關的經驗

也可以在 APrIGF 或是藉由參與 FOC 等會議去建立連結、經驗交流

或是與其他國家的人員討論，了解亞太或歐美地區的發展狀況。自

2018 年以來便陸續會在網路治理論壇中，討論如何運用新技術來協

助環境保護或是減少浪費資源的相關議題，這些議題不止在國際間，

在國內也十分需要重視及被討論。 

我國交通部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目前均積極參與的國際網路

社群如 ICANN、APNIC 或國際的網路治理相關，未來不同的部會也

應多參與討論，促進政府層級之間的國際交流。 

民營公司、組織在新科技的發展上則可以多著重於由下而上，從

需求面談至供給面，由於各公司在研發時也會需要安全、人權相關的

議題建議，所以民間的意見表達也是十分重要。 

(五) 民間的積極交流 

在民間社群、研究機構與國際社群交流的情況，現階段有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開放文化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網路治理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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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單位，固定參與 ICANN、APrIGF、Rights Con、APNIC 等網路治

理或網路政策發展、人權議題討論的相關會議，台經院成員除參與上

述部份會議外，也已參與兩屆 FOC 會議，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

副理事長也是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委詹婷怡女士也積極參與

DotAsia、ICANN 與 APNIC 相關的事務並擔任本年度 APSIG 講師。

民間組織與國際之間的交流及參與活動是有的，但仍需要持續有不同

利害關係角色的人參與，才能提供多樣化的意見及增加我國的國際能

見度與在相關政策上的聲量。 

目前在亞太地區分別有香港 DotAsia 主要辦理的 Net Mission 

Academy、南韓會主辦亞太網路治理學院 (Asia Pacific Internet 

Governance Academy，簡稱 APIGA)、南亞國家輪流主辦亞太網路治

理學校(Asia Pacific School on Internet Governance，簡稱 APSIG)，為

亞太區主要三個協助亞太地區增加網路治理相關能量及議事能力的

場合，台灣 2018、2019 年間都分別有人報名至國外參與這些訓練活

動，也藉著這些活動再參與 APrIGF 議題討論；國際間也有 ICANN 的

NextGen 計畫、Diplo Foundation、ISOC…等全球性的線上網路治理相

關教育訓練計畫或課程，也應該多推廣相關的資訊。 

我國民間社群與國際活動交流頻繁，年輕學子也多主動至國外與

會，然而參與國際會議及研究分析網路治理議題的發展歷史都需要經

驗的傳承，許多網路治理的相關政策、標準都有其歷史發展背景，也

能了解政策成立的時空環境下的決定影響到後續的網路發展。 

目前參與國際會議的參與者，在現階段除了持續參與會議，保持

與國際社群間現有的連結外，未來應把這些國際與會討論的經驗、議

題的研析與發展歷程，能透過持續並定期的討論，也許利用線上學院

或是實際的教學，建立較完整的議題研析課程制度，除了邀請國內外

的專家學者分享與討論交流之外，也應針對不同網路治理議題設計相

關的課程，自網路治理的基礎發展歷程到即時的國際事務討論、提案、

參與國際事務的處理，都可在課程訓練中先以日常慣用的語言討論、

在國內交流，之後也可以鼓勵參與者至這些國際論壇上以英文進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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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討論，或是在國內協助政府部會進行國際網路及數位通訊事務的交

流，避免人才斷層的出現，也較能長期持續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觀點

為國際網路治理發展提供多樣化、代表台灣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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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附錄－平時參與會議之摘要與記錄 
一、 與國外專家學者之小型討論會 

會議主題：Transparency Report to Tech SMEs 

會議日期：10 月 20 日 會議時間：15:00~16:30 UTC+8 

會議類別：Human Rights、Transparency Report 

邀請對象： 

1. Mr. Richard Wingfield (Head of Legal, Global Partnership Digital) 

2. 周冠汝 Kuan-Ju, Chou (專員,台灣人權促進會) 

3. 陳映竹 YingChu, Chen (研究助理，台灣經濟研究院) 

會議時程規劃： 

1. Why do we have this meeting (me, 3 to 5 min) 

2. Self-Introduction to each other (Mr. Wingfield and Ms. Chou, 5 to 

10 min total)  

3. Introduce the Transparency Report of TAHR and the dilemma they 

occurred. (Ms. Chou, TAHR, 15 minutes) 

4. Mr. Winfield, GPD, 15 minutes 

5. Discussion (10 to 20 minutes or more, we may talk about these 

questions or have other issues of human rights and transparency 

report) 

(1) Why should SMEs take care of transparency reports? 

(2) How to make the awareness to SMEs in technology industries 

(or other sectors, if we have more time to talk about this.)  

(3) Which department should take the effort to make it? 

(4) The concern of SMEs in making transparency reports  

會議摘要： 

(1) 大型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多會提供年度的透明度報告，讓

服務使用者了解自己可能配合過政府調查或主動調整過使

用者發言的內容，由於這些可能涉及內容審查及限制言論自

由，所以藉由年度的透明度報告來對使用者負責。 

https://www.gp-digital.org/team/richard-wing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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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Transparency Report to Tech SMEs 

會議日期：10 月 20 日 會議時間：15:00~16:30 UTC+8 

會議類別：Human Rights、Transparency Report 

(2) 由於英國的 Global Partners Digital 提供了一份「中小企業製

作透明度報告工具」在這份工具中提供了製做透明度報告的

原則。國內則有台灣人權促進會在推動及製作透明度報告，

故安排此次的對話。 

(3) 國內的中小企業或是大型企業較少會主動製作透明度報告，

大型的跨國企業如 LINE、Google 會主動提供透明度報告，

但中小型企業並沒有相當的資源來做這樣的事情，而國內的

大型企業則是會因應要求而在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中，

提供符合報告書需求規格的資訊，但網路服務業者、平台，

較少會主動提供，甚至也不願意花費資源做這樣的事情。 

(4) 英國政府則是對企業提出要求，避免服務上出現暴力言論、

兒童情色或是仇恨言論，所以也要求企業配合公布調整內容

的次數對，以維護言論的自由。 

(5) 要求中小企業提供 CSR 報告或是要求在 CSR 報告中提及相

關的內容其實也是加重中小企業在該項的成本支出，且也與

本身的營運業務無關，可能會更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所以

GPD 提供了一份工具指南，協助有意願要主動製作透明度

報告的中小企業作為基礎要素的參考。 

(6) 台灣目前仍然是以跨國大型網路服務企業會提供透明度報

告，可能是原本的國家就有要求提供，對國內的使用者來說，

只要政府沒有要求，企業就不會主動提供。 

(7) 當然，GPD 也提到應該注意要與利害關係人討論，例如報告

的內容、方向，雖然許多企業對於人權團體或是一些人權團

體使用的字詞較為敏感，但若是能使用較通用的語言或是來

意，也較不會引起較大的反彈。同樣的，若是要考慮到相關

的法律問題，若是政府可以一起協助推動企業主動產業透明

度報告或是類似的法規及項目，當然也很好，例如英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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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Transparency Report to Tech SMEs 

會議日期：10 月 20 日 會議時間：15:00~16:30 UTC+8 

會議類別：Human Rights、Transparency Report 

便要求企業應主動揭露的必要事項，企業不見得是要產生一

份報告書，但可以在網站上定期、公開透明相關的資訊也可

以增加使用者或客戶的信心與信任，自然也會為企業的正面

形象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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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New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olicy Making 

會議日期：10 月 23 日 會議時間：19:50~22:00 UTC+8 

會議類別：New Technology、UN SG High Level Panel Digital 

Cooperation 

邀請對象： 

1. Ms. Virginia Paque (DiploFoundation) 

2. 詹婷怡 Nicole Chan (Vice Chairpers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sociation) 

會議時程規劃： 

1. Why do we have this meeting? (3 min) 

2. Introduction each other (5 min) 

3. Topics: 

(1) The meaning of the High-Level Panel Digital Cooperation to 

each of us. (personal, national, international)  

(2) How to achieve those goals in different level? Especially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3) What should we concern about in the High-Level Digital 

cooperation? 

(4)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should care about in the 

digital cooperation? Cybersecurity or data sovereignty? Digital 

Economy? Inclusive in digital cooperation? Or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5) The conflicts and coordination in different sectors. 

(government, enterprises, SMEs)  

(6) Who should be the coordinator? What skills does this character 

have? 

Other issues  

會議摘要： 

(1) 討 HLPDC 對於自己的重要性與涉及的領域、需要擔心的情

https://www.diplomacy.edu/people/pa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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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New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olicy Making 

會議日期：10 月 23 日 會議時間：19:50~22:00 UTC+8 

會議類別：New Technology、UN SG High Level Panel Digital 

Cooperation 

況 。 Virginia Paque (Ginger) 以 自 己 觀 察 Geneva 

Convention 、2016 年 WSIS 的經驗，她認為科技的發展已

經領先政府的管制法規，所以政府要強制介入也不容易，但

也需要擔心在多數主導成員為私部門的情況下，商業利益

會優先於公共利益，甚至凌駕於人權之上。 

(2) 詹副理事長因關注及參與國際網路治理事務，依自身參與

的經驗，認為在聯合國這樣的平臺上，建立多方利害關係人

討論機制是重要的，但在台灣還需要努力的推廣並讓多數

人了解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 

(3) 在科技發展與數位經濟的相關討論中，我們也談到了由於

COVID-19 疫情影響，許多國家的公私部門也藉這個機會進

行數位轉型，也期待著發展數位經濟讓各自國家的內部重

振。Ginger 也提到，不論在疫苗的配給、資訊的分享都需要

考量包容性的問題，但目前也很難在聯合國體系之外再建

立區域性或是其他的平台，畢竟聯合國已經先建立了平台

與機制，其他的經濟體系也較難介入。但 Inclusive 的確是

需要考量的，同時在這些議題或願意或目標中，也是需要考

橋接起來的，在此時此刻仍然需要聯合大家的力量去處理

各種議題。詹副理事長並分享台灣縮短城鄉發展數位落差

的經驗，台灣如何拓展寬頻發展建設，讓偏鄉的學校的孩子

們也有同等的就學、取得教育的機會。 

(4) 除了疫情之外，還有許多環境議題是需要大家一同處理的，

而且不止是僅有多方利害關係人，而是多方專業的合作。詹

副理事長也提到她在協助 Facebook 成立審查委員會

(Oversight Board)的經驗，然而在不同的國家對於言論自由

也有不同程度的監管。所以也許可以建立一些指導方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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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New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olicy Making 

會議日期：10 月 23 日 會議時間：19:50~22:00 UTC+8 

會議類別：New Technology、UN SG High Level Panel Digital 

Cooperation 

原則，但在不同的國家也較難以相同的標準來對待。 

(5) 在我們討論在數位合作中最重要的議題是什麼？由於人工

智慧、演算法、高度需求資料的使用及個人對於隱私、安全

的考量，互相信任反而才是最重要的議題。如果無法相互信

任，廠商沒有資料可以使用、政府與人民之間也無法互信，

那也無法發展所謂的「新科技」。然而，有多網站使用者，

特別女性，就算是網站或是其他服務有提供網路使用條款，

也覺得這些文字內容難以理解及信任服務。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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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10 月 23 日 會議時間：19:50~22:00 UTC+8 

會議類別：New Technology、UN SG High Level Panel Digit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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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Multistakeholder and Inclusive Cyber Security Policy 

Making 

會議日期：10 月 26 日 會議時間：15:00~16:30 (UTC+8) 

會議類別：Cyber Security, Human Rights, Multistakeholder 

邀請對象： 

1. Ms. Daniela Schnidrig (Senior Programme Lead, Global Partners 

Digital) 

2. 曾更瑩律師 (Ms. Ken-ying Tseng, 合夥律師, 理律法律事務所) 

3. 何明諠 (Ming-Syuan Ho 前副秘書長，台灣人權促進會) 

會議時程規劃： 

1. About this meeting (5 min) 

2. Self-introduction (15 min total) 

3. 20 minutes to each panelist (Total: 45 to 60 minutes) 

(1) Inclusive and Value-Based Cyber Policy Making (Ms. Daniela 

Schnidrig, 20 min) 

(2) Introduction about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Law/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Law in Taiwan (Ms. Ken-Ying Tseng, 15 to 20 min) 

(3) Experience sharing: Health Insurance data protection and 

against electronic identification card in Taiwan (Mr. Ming-

Syuan Ho, 15 to 20min) 

4. Discussion (10 to 25 minutes) 

(1) The challenge to map the stakeholder. Should everyone get 

involve it to it? 

(2) How to collect their opinions and make the consent? 

(3) The challenge of (cyber) policy making process in the future? 

a. Balance with Human Rights issues 

b. National security and cybersecurity 

5. 會議摘要： 

(1) 由於網路安全領域有許多層面可以討論，自討論機制、參

與方式、技術操作與實施，甚至到國家或國際間的網路政

https://www.gp-digital.org/team/daniela-schnid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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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會議日期：10 月 26 日 會議時間：15:00~16:30 (UTC+8) 

會議類別：Cyber Security, Human Rights, Multistakeholder 

策層級，都可以討論。本次會議以討論多方利害關係人機

制在網路(安全)政策制定上如何操作。 

(2) 本次會議主要由英國 GPD 的 Daniela Schnidrig 與大家分享

在關於多方利害關係人機制與網路政策制定之間的重要

性。同時也利用實際的案例，提到如何讓利害關係人參與

的五個方式：倡議、盤點和分析、政策的產出、實施、監

督和評估。其中也談到 2018 年與 APNIC 合作，協助

Vanuatu 成立 CERT，協助維護當 Vanuatu 建立網路安全政

策和能力建構。 

(3) 曾律師則以台灣「科技偵查法」為例，討論台灣政府部門

急需要這部法律，但僅以 5 天的時間向大眾徵求意見，造

成程序上的暇疵，也因為輿論使這部法案目前是暫停的，

但無論政府部門或是民間，仍然無法對這部法案提出較具

體的建議，民間仍然會恐懼政府監控或是管制言論自由，

且多屬於負面的抱怨。 

(4) 何明諠則是以自身之前在人權團體服務的經驗，介紹人權

團體如何擋下在台灣健保資料庫被不當的使用及先前的

eID 如何讓民眾參與、表達自己的的意見，但對於當前執

政黨希望把「更換為數位身份證」作為自己任內的政績，

而不願意尋求公眾意見或是和人民討論、減少人民的疑慮

及恐慌而感到不可思議。 

(5) 我們針對了如何界定「利害關係人」如何進行討論。當然

是不可能藉由所有人的參與，但有些是利害關係人卻 

(6) 由於主要是都在討論針對國內的(網路)政策制定層級，所

以也討論了在國際間的網路安全政策應該要如何界定利害

關係人或是如何積極參與？Daniela 提到國際間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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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類別：Cyber Security, Human Rights, Multistakeholder 

CERT 團體、另外如 GFCE(Global Forum Cyber Expertise)

都是可以參與的，也能在這些團體中取得資源及進一步的

交流，但難免仍然會處於 silos 的困境，畢竟在跨團體、不

同領域所使用的語言仍然是不同的，要達到共識仍然需要

耗費很長的時間，先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才會以「達成

共識」為目的繼續下去。 

(7) 未來 GPD 也希望與台灣有合作的機會，或是來到台灣進

行公開的演講，能了解台灣的狀況，並能多有互動。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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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Multistakeholder and Inclusive Cyber Security Policy 

Making 

會議日期：10 月 26 日 會議時間：15:00~16:30 (UTC+8) 

會議類別：Cyber Security, Human Rights, Multi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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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PrIGF MSG 會議 

因 2020 年度舉型多次線上會議，故僅附上相關的會議記錄以證

明出席與會。 

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0.05.06 

會議類別：MSG 成員討論(33

人)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重點摘要： 

1. 因為各國疫情及管制狀況不一，如果實際進行，也可能會有講

者、MSG 成員、獎助金研究員無法現場參與的情況出現，主席

考慮將今年度改為線上會議。 

2. 對 APrIGF MSG 成員設立短期投票，決定要取消 APrIGF 2021

還是改為線上(5 月 12 日應可知道投票結果，星期三對 MSG 公

布和進一步討論)。 

3. 若改為線上會議，因為與以往實體會議形制不同，所以有許多

的考量： 

(1) 每一場提案的內容、規模時間要修改。目前約有 62 個提

案，而議程委員多達 34 人，目前評分的效率不高，但如

果有評選出提案，會再請提案人修改相關的全議形制為適

合線上討論。 

(2) 因為要考量讓每個人都可以參與，所以也會考慮無障礙的

措施，例如字幕的需求及手語的輔助，又衍生出以下需

求： 

i. 要使用 Zoom 本身提供的 AI 字幕還是如以往聘請專業

即時字幕團隊協助，但當時詢價的費用約 USD 20,000

至 25,000/小時，這還包含了人員的差旅和時宿，所以

若改為線上，價格可能不一樣，但也會有難度。 

ii. AI 字幕並不十分精準，所以也有 MSG 成員建議，主要

的議程聘請專業團隊，其他的議程則是用 AI 字幕，也

是一個方案。 

iii. 手語人員的聘請也會是一筆費用 



135 
 

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0.05.06 

會議類別：MSG 成員討論(33

人)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3) 費用的考量：尼泊爾主辦方同意 2021 年還是在尼泊爾舉

辦，但如果今年改為線上會議，線上會議的字幕、程式運

作，尼泊爾主辦方可能無法連續兩年負擔。實際的費用還

需要由秘書處再精算，ICANN APAC 表示若是改為線上會

議，ICANN APAC 願意協助相關的費用。 

(4) 獎助金研究員的部份，可能改為明年，但因為會議時間不

足，所以沒有進一步的討論。 

(5) 主席提到，若是沒有辦法應付改為線上會議的情況，取消

2020 年會議也是一個選擇方案。 

4. APrIGF 2021 原則上還是以尼泊爾主辦法優先考量，雖然巴布亞

新幾內亞和孟加拉也想要舉辦，但因為在徵求 2021 年計畫書

時，己經延長申請期間兩次，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即時提出計畫

書，加上當地的通訊部門也沒有批准，或同意參與，所以建議

在 2022 年時提出計畫書進行評選，也建議在計畫書中要提供因

應災害的應變措施。 

5. 其他區域的 IGF 如 EuroDIG 也已決定改為線上會議。今天不少

與會人員討論，若是改為線上會議，除了前面提到的需求及費

用外，還要考量： 

(1) 時區問題：亞太地區國家橫跨幅度自 UTC +4 到 

UTC+12，會議時間建議在 UTC +4 到 UTC+10 之間。 

(2) 通訊、網路連線問題：不是每個國家都方便參與線上會

議，如太平洋島國的網路連線品質不佳。 

6. 不少人提到需要線上會議的操作指引，因為 APrIGF 也從沒有過

這樣的情況，所以像是以下的問題都要考量： 

(1) 所有的議程是否要改為適合線上進行的模式？ 

(2) 場次數是否減少？以往的平行會議改為每 60~90 分鐘只有

一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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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0.05.06 

會議類別：MSG 成員討論(33

人)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3) 以往的型式有工作坊、專家座談會、圓桌會議…等，但如

果都改為線上，是不是就只有一種？ 

(4) 每個線上會議室的控制人員有多少？參與人數是否要控

管？ 

(5) 是否需要字幕？手語人員的協助？ 

7. 秘書處表示，若改為線上會議，秘書處可以支援一些作業，但

會再現有的 MSG 成員、議程委員會、獎助金研究員委員會、會

後評估小組之外，再召集一個工作群組討論進行線上會議相關

的事。有人想了解這個工作群組的成立標準為何，但時間不

足，沒有進一步討論。 

8. 有 MSG 成員建議既然已確定尼泊爾主辦 2021 年的會議，那麼

也該提早準備 2022 年會議的規格書，讓其他國家提早準備。 

9. 主席在會議最後時的意見： 

(1) 請秘書處提供評估若是進行線上會議，需要花費多少成

本，包括比較如果在部份場次使用 Zoom 的 AI 字幕、主

要場次聘請專業團隊需要多少費用。 

(2) 太平洋島國可能要另外組成一個群組討論如何參與

APrIGF 2021。 

(3) 建議孟加拉、巴布亞新幾內亞若有舉辦的興趣，請於 2022

年提案，並提供因應災害的應變措施。 

(4) 由秘書處接手後續的工作。 

會議晝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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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0.05.06 

會議類別：MSG 成員討論(33

人)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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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0.05.20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重點摘要： 

1. 本年度 APrIGF 經由 MSG 成員投票後，確認改為網路會議型式

進行： 

(1) 有 39 人投票同意改為網路會議，6 人建議取消。 

(2) 關於 APrIGF 2021，將由原本尼泊爾籌備團隊辦理。 

2. 由於尼泊爾目前還在全境封鎖，所以在解除封鎖後，原籌備團

隊將會著手準備 2021 年的會議。 

3. APrIGF 秘書處將會籌辧此次的網路會議。 

4. 由於亞太地區幅員遼闊，有些地區在 UTC+10 的時區，太平洋

上的島國也可能在 UTC+12 的時區，如果使用網路會議，要考

量會議進行的時間，將與議程委員會進行討論，可能會調整議

程和時間。 

5. 先由 APrIGF 秘書處對所有 MSG 成員調查可能進行的排程與進

行方式，例如是否維持同一天、同一個時段會有 3 至 4 個議

程。 

6. 回應聯合國 IGF 的問卷調查，關於 IGF+的成員資格、成員背景

與組成型式，以區域性意見代表回應，在回應前會先提供給各

位 MSG 成員檢視或提出其他建議。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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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0.06.03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重點摘要 

1. 由於在 5 月 20 日時已決定將 APrIGF 2020 改為線上會議，所以

5 月 22 日開始對於場次數進行投票，5 月 27 日投票截止，投票

後最終決議如下： 

(1) 3 個會議天數，每個時段 2 個場次 

(2) 在主要會議進行前仍保留一天的能力建構日，將於 9 月 27

日辦理 

2. 議程委員會的成員將會再視各提案的性質，通知各提案者進行

修改，同時有人提到是否要特別根據 COVID19 來設立主題，會

議當日覺得不需要。 

3. 由於 2021 年仍由尼泊爾舉辦，所以 2020 年的獎助金研究員人

員將順延至 2021 年。將會組成較小型的 Mentor group 來帶領獎

助金研究人員。 

4. MSG 兩位副主席之一將會在今年到職，也將進行選舉，在會議

中決定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推舉的過程中討論了性別、區域、

成員背景的多樣性： 

(1) Ananda Gautam, Civil Society, Nepal 

(2) Gnanajeyaraman Rajaram, Academia, India 

(3) Maureen Hilyard, Civil Society, Pacific 

(4) Sudha Bhuvaneswari, Academia, India 

(5) Paul Wilson, Technical, Australia 

5. 選舉日程如下： 

日期 工作 

6 月 1 日(一) 指定選舉委員 

6 月 4 日(四) 提名期間 

6 月 15 日

(一) 

公告線上投票，並依據已公告的資格標準，讓

具有投票資格的 MSG 成員進行投票(在 2020

年 1 月 6 日後至少參與 2 次 MSG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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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0.06.03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6 月 24 日

(三) 

提名期間截止 

6 月 29 日

(一) 

公告最終提名名單 

7 月 6 日(一) 開始投票 

7 月 10 日

(五) 

投票截止 

7 月 13 日

(一) 

公告最終投票結果 

 

6. 開幕式與閉幕式內容成員的自我提名，將組成一個小組討論開

幕式與閉幕式的內容、邀請的對象進一步討論。 

7. 在會議預算上，雖然有香港的單位提供了贊助，但整體而言預

算可能不足以支援所有的會議都加上字幕(若以每小時 100 美元

計算的話)。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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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0.09.23 

會議類別： MSG meeting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重點摘要： 

1. 本次 MSG 會議為 2020 年會前最後一次 MSG 會議。今年因疫

情影響所以由秘書處以線上會議形式舉辦： 

(1) 已在 9 月 19、20 日舉辦 yIGF，同時也是進行相關會議的測

試。 

(2) 今年度的開幕式由大會邀請台灣的數位政委唐鳳政委擔任與

談人，分享台灣的防疫成果。 

(3) 在開幕式時也會提到在 2021 年時會由尼泊爾辦理 APrIGF。 

(4) 每天 UTC3:00 都會有一個專門的 Zoom 會議室讓 MSG 成員

們簽到。 

(5) 網站上已加入即時傳訊息的對話功能視窗。 

(6) APrIGF 將會透過 Facebook 線上直播。 

(7) 鼓勵參與者運用社交平台協助宣傳 APrIGF，今年將使用

hashtag: #APrIGF2020，並鼓勵獎助金研究人員也多在社群

平台發送訊息，會協請贊助商提供獎品，例如：一年份的

Netflix 訂閱或是 Masterclass 的訂閱。 

(8) 今年第一次召集所謂的會後議程評估委員會，讓委員會成員

們評估每個議程是否和提案者所提的一致，未來做為議程委

員會在評估提案時的參考資料。 

(9) 每年的 APrIGF 都會產出一份 Synthesis Document，由秘書

處帶至聯合國 IGF 的 NRI 會議中，並有一個獨立的議程，

算是亞太地區的對當年度網路治理議題在 APrIGF 中的綜合

討論文件。在此次會議時已更新為今年度的架構，並從議程

第二天開始就會開放討論與編輯。 

2. 聯合國 IGF 相關事務： 

(1) IGFSA 一直以來都有在協助聯合國 IGF 的事務，或是提供

聯合國 IGF 秘書處至其他國家參與 IGF 會議的一些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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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想要藉由群眾募資的方式來招募資金，以持續協助聯

合國 IGF 秘書處或是其他需要協助的獎助金研究人員資

助，所以會在會議中播放募資的連結。 

(2) 在聯合國 High Level Digital Cooperation 的相關報告中及

議程裡並沒有與 APrIGF 相關的議題，所以在會議中請問

主席能否在 APrIGF 會議中，每年的 Townhall session 裡討

論？主席表示在 Townhall session 裡還是以討論 Synthesis 

Document 的內容優先，不宜討論聯合國 IGF 的事務。 

3. 明年的 APrIGF 還是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辦 

4. 2018 至 2020 的 APrIGF 副主席 Babu Ram Aryal 是尼泊爾人，

今年任期已滿，之前的投票裡是由印度 Amrita Choudhury 接

任。 

5. 本次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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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0.11.25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重點摘要 

1. 延續前次(11 月 11 日)之會議進度，討論 

(1) 獎助金研究員計畫的成員與組成進度， 

(2) APrIGF MSG 成員的運作資格。 

2. 獎助金研究員計畫目前有 9 位自願者，正在推舉兩位協同主

席，這個星期應該會有結論。 

3. APrIGF MSG 成員有太多人只掛名不參與，所以兩位副主席

Anju 和 Amrita 將相關委員會的工作內容、組成人數，以便日

後討論。 

(1) 有部份成員認為負擔的工作量應該要平均。 

(2) 較資深的成員認為有些參與度較高的、較活躍的成員可能

同時身兼多職，難以負荷；但也有人提到，有些工作是階

段性的，完成該階段的工作後便可以加入其他群組繼續貢

獻。 

(3) 討論到自願加入 MSG 成員時，是否要提供自己可以對整

個社群提出什麼貢獻？或調查 MSG 成員們加入的動機是

什麼。 

(4) 有成員建議在活動結束後，可以請主席或是在字幕或是發

給有參與委員會的成員們感謝狀。 

(5) 由於這是自願性質的工作，所以會因為每個人的工作量或

忙碌情況而影響表現，所以可以告知工作小組的協同主席

無法參與的原因，或是等到較不忙碌時再加入。 

(6) 相關的資格文件會在週末產出，由 APrIGF 主席、副主

席、所有委員會的協同主席們一同審視。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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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APrIGF 會議日期：2020.11.25 

會議類別：MSG meeting 會議時間：04:00~05:00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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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otAsia 董事會參與 

DotAsia 對其董事會成員需要對其會議內容保密，故僅提供部份

每月董事會之會議記錄。 

組織名稱：DotAsia 會議日期：2020.04.30 

會議類別：Board Meeting 會議時間：16:30~17:30 

重點摘要： 

1. 討論了 Dot Asia 的 Core Value 和 Framework。 

2. 通過 BFC 和 BGC 的治理文件，共五份。BFC 的文件中，還

包括了新增兩位董事（Satish Babu 和 Maureen）的簽名，之後

若有實際會議則在會議中完成文件工作；BGC Governance 

Framework 和 DotAsia 的 Code of Conduct 將會在確認後公布

在網站上，但 BFC 的相關文件可能選擇不公開。 

3. 關於對新進董事所設計的了解 DotAsia 說明，有可能會召集全

部董事參與，了解 Dot Asia 的發展過程，更進一步了解整個域

名的生態系統。由於上一次針對新進董事的說明還未完成，所

以預定在 5 月 8 日下午，香港時間 4:00 開始延續之前的說明。

(至 TWNIC 線上參與) 

4. 之後的 F2F Meeting：由於 ICANN 68 已宣布改為線上進行，

所以 DotAsia 的 F2F Meeting 也改為線上會議。6 月 25 日的線

上會議改為 26 日下午 4:00。 

5. 11 月 14、15 日或 21、22 日的會議，視疫情狀況在新加坡或香

港召開。 

6. Dot Asia 可能在 11 月(2~6 日)時參與 IGF 2020 (波蘭) 的會議，

也可能會因此有一場 F2F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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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DotAsia 會議日期：2020.04.30 

會議類別：Board Meeting 會議時間：16:30~17:30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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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DotAsia 會議日期：2020.05.28 

會議類別：每月董事會 會議時間：04:00~05:30 UTC+8 

重點摘要 

1. 原本 5 月 21 日的每月董事例會因疫情延至 5 月 28 日進行，而 6

月的董事會例會也因為馬來西亞邊境仍然封鎖，所以改為線上

會議，並在 6 月 26 日進行。 

2. 主要議程： 

(1) 確認前一次董事會 4 月 30 日的記錄。 

(2) 確認 DotAsia 的治理文件，將在隔日公告。 

(3) 由於董事長 Atsushi Endo 將於今年退休，故接下來將會進

行董事的選舉程序及提名新的董事。 

(4) 對於新進董事進行的 Onboarding Program，內容相當豐

富，需要長的時間進行，檔案也在董事可以登入的 WiKi

裡可以取得。 

(5) 財務委員會：銀行轉帳的簽名確認，銀行需要進一步的文

件，但因疫情的關係，有許多事情無法處理，需要再討論

相關面對面處理的事。部份董事詢問是否香港的銀行都要

這麼處理，秘書處表示的確需要如此繁複的手續。 

(6) 治理委員會：通過治理文件 BGC001、BGC002、

BGC003，將會公告在 DotAsia 網站上，同時也在網站上公

告相關的採購和詢價流程文件。 

(7) 社群委員會：將會對會員發行電子報，討論寄件人應由

DotAsia 或是 DotAsia 董事會，除了內容將會是以社群平台

上的文章，同時也會連結會 DotAsia 網站，也會加入董事

長的專欄，第一期電子報的 Chair Column 將由 Atsushi 

Endo 所撰寫。社會影響評估(SIA)將會自六月開始建構評

估儀表板，並預計在本年度第四季完成雛形。 

(8) 若接下來世界各國疫情較和緩，將可能會恢復面對面的董

事會，例如接下來可能在香港、德國漢堡、聯合國 IGF 

2020(波蘭)，視疫情與各國邊境管理狀況而定。 



149 
 

組織名稱：DotAsia 會議日期：2020.05.28 

會議類別：每月董事會 會議時間：04:00~05:30 UTC+8 

會議照片： 

 

 

  



150 
 

組織名稱：DotAsia 會議日期：2020.06.26 

會議類別：每月董事會 會議時間：14:00~16:00 UTC+8 

重點摘要 

1. 原訂於 6 月 22 日至 25 日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的 ICANN68 會

議，因 COVID19 疫情，配合當地政府國境管制，改為線上會議，

而原訂於 ICANN68 舉辦的 DotAsia 董事會每月例會，也因此改

為線上會議。 

2. 除了例行性的董事會例報，討論到： 

(1) 因為董事長 Atsushi ENDO 將於 6 月 26 日離職，故討論關

於下一次的年會時，董事會人數是否達到法定人數，及將

在 6 月 30 日董事長投票相關事宜。 

(2) 各執行小組的報告(涉及 DotAsia 內部管理，會議主持人強

調不對外公開，故不再於會議記錄中詳細記錄) 

(3) 本年度所有的面對面會議因疫情影響，全都改為線上會

議。 

(4) This.is.asia 電子報的發行 

會議照片： 

 

6 月 26 日當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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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DotAsia 會議日期：2020.06.26 

會議類別：每月董事會 會議時間：14:00~16:00 UTC+8 

之後的會議時間會提早兩個小時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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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DotAsia 會議日期：2020.11.24、25 

會議類別：每月董事會 會議時間：14:00~16:00 UTC+8 

重點摘要 

1. 每年兩次的實際董事會因為 COVID19 疫情因素，本年初二月

已在墨爾本召開第一次會議，第二次實體會議則改為線上會議，

並連續於 11 月 24、25 日舉辦。 

2. 24 日董事會報告： 

(1) 確認前次 9 月 24 日的會議記錄。 

(2) 封存舊有董事會記錄，並更新董事會會議記錄線上資料庫

版本與日常維護。 

(3) 與其他公司合作需注意之法律事務。 

(4) 董事會成員應履行之責任及義務討論，並強調需要保密的

責任。 

(5) 董事會成員選舉流程公布，討論：此次需要選出 5 位董事

會成員，並討論選舉委員會成員、候選人之資料 

(6) 治理委員會(BGC)、財務委員會(BFC)、社群委員會(BCC)

之相關例行報告，25 日將討論關於 NetMission 與 APrIGF

的社會影響力評估。 

(7) 年度盈收報告，則討論到主要的註冊商來源為中國的

Alibaba 及對明年之營收展望。 

3. 25 日董事會報告： 

(1) 新任董事選舉的流程應會在 12 月 18 日或 21 日公布。 

(2) 本屆董事若因變故辭職，由於已屆董事選舉，故不再進行

補選手續。 

(3) Net Mission Academy 今年在聯合國 vIGF2020 的參與報

告，在 2021 年的計畫中，有 19 個經濟體系背景的參與者

報名，收到 153 份申請表，最後選出 50 位參與 2021 年的

Net Mission Ambassadors。 

(4) APrIGF 2020 Virtual Meeting 執行成果報告，本年度是第

一次以視訊方式進行，大致上相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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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DotAsia 會議日期：2020.11.24、25 

會議類別：每月董事會 會議時間：14:00~16:00 UTC+8 

(5) vIGF 2020、IGF-SA 相關社群參與，並協助擔任秘書處，

同時也是為了要協助推廣 DotAsia。 

(6) 在中國與相關廠商成立 Dig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alition of China，並在九月時舉辦一些活動。 

(7) 社會影響力評估架構初版成型，用以評估日後的協助的各

種專案，及各種專案的短中長期追蹤，目前只完成初版架

構，日後也會加入相關的資料於其中。 

(8) DotAsia 網站、社群行銷及相關行銷計畫、財務的年度報

告。 

(9) 越南 MatBao 的推廣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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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DotAsia 會議日期：2020.11.24、25 

會議類別：每月董事會 會議時間：14:00~16:00 UTC+8 

4. 會議照片： 

11 月 24、25 日議程 

 


